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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競賽過程中自我知覺社會環境因素 

對學生科技創造力影響之研究 

研 究 生：蔡勝安 

指導教授：朱益賢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於科技競賽過程中，所知覺到的社

會環境因素對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本研究計畫以 Amabile提出的創造

力成份模式理論為基礎，以國中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設計科技競賽

教學模組實施教學，學生人數共 408人，分為 131組於教學完畢後實施

科技競賽，利用自行發展之問卷進行調查，探討國中學生於科技競賽過

程中所知覺之「學校是否支持」、「老師是否支持」、「小組工作狀況」、「大

會資源提供多寡」、「挑戰性競賽題目」、「競賽的要求與限制」及「學校

環境的障礙」等社會環境因素與其對科技創造力展現之影響。本研究之

發現如下： 

一、 自我知覺參加此次競賽沒有助於升學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

於自我知覺參加此次競賽有助於升學之小組 

二、 以一個人的意見為主，其他人只是協助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

高於所有人都發表自己意見之小組 

三、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普通」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自

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很大」之小組 

四、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很清楚」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普通」之小組 

五、 自我知覺開放自備的工具不足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自我

知覺開放自備的工具已足夠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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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難度「普通」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自

我知覺競賽題目難度「困難」之小組 

七、 自我自覺競賽題目具挑戰性、很想試試看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

分高於自我自覺競賽題目不具挑戰性、不想試試看之小組 

八、 學校上藝能科目時是由其他科老師教學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

高於上藝能科目時是由藝能科老師教學之小組 

    最後根據本研究主要發現提出若干建議，以供相關單位人員舉辦科

技競賽或後續學術上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科技創造力、創造力成份模式、社會環境因素、自我知覺、科 

        技競賽、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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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ffected 

by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uthor: Tsai, Sheng-An 

Adviser: Chu, Yih-Hsie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investigating how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fluence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he technology competition.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component model of creativity theory 

proposed by Amabile in 1995. The researcher designed a technology 

competition teaching module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pending on 

the Nine-year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included 408 

seventh-grade junior-high students and were divided into 131 teams.  

After implementing technology competitiom teaching modul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were 

collected by a questionnaire. And then,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questionnaires and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he technology 

competi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f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about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were helpful for entering a higher school or not.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type in group.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of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scope of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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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of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demands of 

task. 

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f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tools 

supplied for themselves was enough or not. 

6.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of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difficulty of 

task. 

7.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f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challenging 

was enough or not. 

8.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i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f the students’ self-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 for 

Living Technology was official or not. 

     Based on the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e, plan technology 

competitions or curriculums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vided.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component model of creativity; social 

environment; self-perceptio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technology competition teaching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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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成四節，第一節主要說明本研究動機與背景，第二節說明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第三節說明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第四節則解釋本

研究之重要名詞。茲將各節內容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科技創造力」乃個體在科技領域中，產生一適當並具有原創性與

價值性的產品之歷程。此一能力不但是知識經濟與科技掛帥的今日社會

之基石，更是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所欲培育的最重要能力之一(葉玉珠，

2005)。 

    在日益競爭的未來世界，科技創造力乃是競爭力的來源，也是台灣

要保持國際競爭力而當前國民教育應注意的重點。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以下簡稱「國科會」，1998)特別指出，有關「科技素養教育教學活

動設計研究、技術創造力培育研究、創造力特性、培養創造力之教學及

學習環境之研究」等方向與主題，應列為未來推動研究重點，因此，如

何透過適當的教育方式以有效的提升學生科技創造力，便是一個相當值

得注意的課題。 

 

一、科技創造力是創意思考與實作技能成果並重 

    自科技創造力一詞被使用以來，逐漸被各界所廣泛討論，而關於科

技創造力的定義各方則各有其看法。 

    Hong(1997)認為：客觀的科技創造力主要與技術本身有關，包括有

無過去的文獻資料或產品、是否容易聯想作假設、與是否已存在實驗製

作的經驗；而主觀的科技創造力則包括知識力、思考力、行動力、與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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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力。因此研究者認為，科技創造力乃受到已存在的經驗知識與個體本

身的特質之影響，如能從教學的過程中給予適當的刺激引導，應可增進

學生之科創造力。 

    葉玉珠（2004）認為：科技創造力乃個體在科技領域中，產生一適

當並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的產品之歷程。此創造歷程涉及認知、情意及

技能的統整與有效應用，科技創造力的發揮並非天馬行空，而必須透過

理論與實務結合方可達成。換言之，研究者認為藉由生活科技教學所一

直強調的實做活動給予學生實踐所學的機會，將對學生有相當之助益。 

    而李大偉、張玉山（2000a）更直接指出：科技創造力就是科技活動

中所展現的創造力。科技創造力不只是多種意念的提出，同時更要有工

具的操作與材料的處理，最後還要有成果的出現，也就是要包含科技的

程序。此與生活科技教學的程序正是相當符合。 

    綜觀上述各家之主張，其主要核心均可歸納成「創意的思考歷程」

與「實作的技能及成果」。科技創造力並非只強調思考的突破，更必須

包含將創意實現的技能，最後則需以實際成果作為整體之呈現，而這亦

是九年一貫課程規劃中，國中生活科技教學之目標之ㄧ。故研究者認為

如能在相當重視實做活動的生活科技教學中，透過適當的安排來進行科

技創造力的引導，將能給予學生最適用於日常生活中的實際能力。因此，

如何安排適當的教學情境與活動以協助學生科技創造力的發展乃是本

研究研究動機之一。 

     

二、社會環境會影響個體創意行為的展現與層次 

     從事企業組織中創造力相關研究多年的 Amabile，將創造力定義為

「是一種能力，其為創新、適合、有用、正確或對工作有價值的反應，

而且必需是以啟發性而非按部就班解決問題的能力」(Amabil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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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bile在 1983年提出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 model of 

creativity)理論，提出「領域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創造力

關係技能」(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以及「工作動機」(task motivation)

等三項成份是創造力的必須要素。於 1996年則將創造力關係技能更名

為「創造力相關歷程」(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es)，並在創造成份模式

理論中加入了「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的成份(Amabile,1996)。 

    Amabile(1996)認為創造力並非單為個體現象，同樣的一個體在不同

的環境中，會表現出不同的創造力，強調環境會影響工作動機，進而影

響領域相關技能與創造力相關歷程，換言之，工作環境將會影響個體創

意行為的展現與層次。 

    由上述理論可知，一個人身處的工作環境將會影響其工作動機並進

而影響其整體創造力的發揮，在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的實作活動過程中，

教室便是學生身處的工作環境。就研究者從實際的生活科技課程教學過

程中發現，學生於學習過程中所展現出之學習動機受到教學環境之影響

頗多，如分組方式、獎勵計分方式、場地安排與師長或家長之期待等，

並進而影響到學生在學習成果的展現。 

    而 Amabile的創造力成分模式理論是以企業組織為研究對象而提出

的理論，於企業組織中已得到顯著的驗證，因此，研究者認為如能將社

會環境因素模式轉化至教育環境中，用以分析影響學生科技創造力展現

之因素，進而探討教育環境中的哪些環境因素將會影響學生之科技創造

力之展現乃是相當值得研究之課題，故分析探討教學情境中影響學生科

技創造力展現之社會環境因素，便是本研究研究動機之二。 

 

三、科技競賽過程中學生科技創造力的發揮 

    Amabile(1996)指出個體在創新的歷程中，會因為自身所知覺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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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不同而影響到創造力的展現，而這些工作環境因素包含五大類：創

造力的鼓勵(encouragement of creativity)、自主性或自由度(autonomy or 

freedom)、資源(resources)、壓力(pressures)、與組織對創造力的障礙

(organizational impediments to creativity)，並可進一步細分為八個項目：

組織鼓勵(organizational encouragement)、主管鼓勵(supervisory 

encouragement)、工作團隊的支持(work group supports)、自由度(freedom)、

足夠的資源(sufficient resources)、挑戰性工作(challenging work)、工作負

荷壓力(workload pressure)、與組織障礙(organizational impediments)，其

中「工作負荷壓力」與「組織障礙」兩個項目對創造力會產生負面的影

響，其他六個項目則會對創造力產生正面的影響。 

    個體在創新的歷程中，會因為自身所知覺到工作環境不同而影響到

創造力的表現。工作環境對個人創造力所造成的影響，在 Amabile(1996)

的研究中發現當個人身處「具挑戰性、多元的工作環境」，以及「領導

者存在支持創新的態度」時，員工最能產生創意的產品，然而，在目前

國中一般學科的教學中，是很難提供這樣的教學情境的。 

    然研究者從實際觀察中與收集國內各類科技競賽資料中發現，科技

競賽活動的進行過程，從實際任務的公布到製作出實際的成品，正是一

個「具挑戰性、多元的工作環境」及「領導者存在支持創新的態度」的

情境。在過程中學生需要應用到數學、物理、化學的基本知識，選用適

當材料與工具，運用加工技巧，將創意的想法加以落實，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成任務。在科技競賽過程中學生進行設計與製作的表現，以及在競

賽後所呈現出的作品，都是學生在科技創造力的具體表現，而在競賽中

學生的創造力表現，則會受到周遭環境與人員的影響。因此，研究者認

為，如能藉由科技競賽的情境來研究學生科技創造力的發揮應是相當適

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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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上述內容僅是研究者觀察到的現象，尚未能進一步的研究，然研

究者認為如能進一步對此現象做出分析探討，所得之結果將可為科技競

賽實施之安排設計做出建議，以達到激發科技競賽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

之目的。因此，探討科技競賽現場中的社會環境因素對參賽學生科技創

造力展現之影響，便是本研究研究動機之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希望以 Amabile(1983,1996)之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理論為基礎，設計一教學模組，藉由國中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科技

創造力的展現狀況，探討競賽中的社會環境因素對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

之影響。同時亦希望藉由分析影響學生科技創造力之社會環境因素，最

為提供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安排教學情境之參考，並提供各類科技競賽實

施籌畫時之建議。 

    因此，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二點： 

一、分析科技競賽過程中，參賽學生自我知覺到的社會環境因素。 

二、探討參賽學生於科技競賽過程中自我知覺到的社會環境因素，對其

科技創造力之影響。 

 

    為達成研究目的一「分析科技競賽過程中，參賽學生所知覺到之社

會環境因素」，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具體待答問題如下： 

(一) 科技競賽過程中存在的社會環境因素種類有哪些？ 

(二) 如何調查科技競賽過程中參賽學生知覺到的社會環境因素？  

 

    為達成研究目的二「探討參賽學生於科技競賽過程中知覺到之社會

環境因素對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具體待答問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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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科技競賽過程中哪些社會環境因素會影響學生科技創造力的

展現？ 

(二) 影響學生科技創造力的社會環境因素中，哪些對學生科技創造

力的展現有增強或減弱效果？ 

(三) 如何將影響學生科技創造力的社會環境因素融入科技競賽設

計中？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台北地區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領域規範之領域次主題要項中的「創意與製作」、「材料」、「機械

應用」、「運動與力」等國中生活科技製造科技領域教材為內容編制範

圍，配合國內科技競賽實施之相關資料設計競賽活動做為模組的延伸教

學，合成一完整之國中生活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來進行教學與競賽，並利

用自編之問卷進行調查影響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展現之社會環境因

素。 

    研究者本身兼具教學模組設計者、教學實施者與科技競賽主辦者的

角色，主要研究範圍包括科技競賽過程中影響科技創造力展現的社會環

境因素，有助於學生科技創造力展現的社會環境因素，有助於學生科技

創造力展現的教學情境規劃方式與競賽情境規劃方式。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著重在探討科技競賽過程中影響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影響

之社會因素，因此，並未將參賽學生之人格特質及競賽前所受之教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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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經驗等向度納入討論範圍，而為減低此因素之影響，本研究所挑選的

研究對象，乃是北縣某國中常態編班之班級學生，研究對象總人數占全

校該年級的 1/4，以降低研究對象屬於特定族群之疑慮；並在競賽活動

實施前，將先以自行發展之國中生活科技競賽教學模組進行教學，確保

學生相關先備知識的一致性。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乃是面對同樣的環境，個別學生對所處環境的自

我知覺，因此，強調的乃是自我知覺的社會環境因素本身，研究並不對

影響學生對環境知覺的因素，如智力、學業成績、家庭社經地位等做出

探討，亦不對學生並未知覺到的社會因素做出分析。 

    而由於配合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授課時間之配置，本研究所規劃之  

科技競賽活動將分兩週舉行，故因間隔時間對參賽學生可能造成之影響

將不列入本研究之探討範圍，而本研究將從競賽活動題目的設計安排上

減低此因素對研究之影響。 

 

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科技創造力(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科技創造力即是蘊含於實體作品製作過程與成果呈現中的創造力。

主要包含同時強調「創意」、「思考歷程」與「實作成果」三個重要層

面。創意是針對主題的創新思考，以新的角度去進行思考。思考歷程是

作品製作規劃設計階段，包含了問題的確認、工具材料的選擇與流程的

規劃，即是問題解決之過程。實作成果則是個人整體科技創造力的實際

展現，用以解決問題或達到特定目的。故實體作品的出現，即是科技創

造力異於一般創造力的最大特點。 

    因此，本研究將科技創造力定義為：「為解決特定問題而發展出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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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決辦法之能力，其中包含了專業的知識技能、獨特的創新思考與工

具材料應用，以及最後實體成果之呈現」，而在此定義下，本研究中學

生科技創造力的實際表徵即是指學生於科技競賽活動中之最後實體成

果，以「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進行評分所得之分數。 

 

二、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 model of creativity) 

    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 model of creativity)理論乃由 Amabile 

於 1983提出，並於 1996年做出修訂，其指出創造一個創意產品有四個

基本要素：(1)領域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2)創造力相關歷程

(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3)工作動機(task motivation)；和(4)社會環境

(social environment)。Amabile(1997)認為創造力最容易產生在領域相關技

能、創造力相關歷程與工作動機相互重疊之處，而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

則又將影響前三項要素的表現。 

 

三、社會環境因素 (social environment) 

    社會環境因素乃Amabile於1996年加入其所提出之創造力成份模式

中，社會環境因素所強調的是環境會影響工作動機，進而影響相關技能

的學習或展現與創造力發揮之一系列的動態狀況。Amabile提出的創造

力成份模式中之「社會環境」是指在工作環境中有關的影響因子，可視

它為一種「外在限制」(External Constraints)。 

依韋氏大辭典(2003)之定義，社會一詞含有與人互動，多人聯合或

多人組織之含意，而Amabile所指之社會環境則是指的是人所處的環境，

如將其轉化成「工作環境」一詞，將可更透徹的傳達 Amabile之原意，

故本文中除直接翻譯自 Amabile之文字外，為清楚表達研究內容，將視

前後文將工作環境一詞及社會環境一詞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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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Amabile (1996)提出創造力並非僅是個體現象，而是個體與環境

互動的產物，同樣的一個體在不同的環境中，將會表現出不同的創造力，

換言之，工作環境將會影響個體創意行為的展現與層次。意即個體在創

新的歷程中，會因為自身所知覺到工作環境不同而影響到創造力的展現，

而這些工作環境因素包含五大類：創造力的鼓勵(encouragement of 

creativity)、自主性或自由度(autonomy or freedom)、資源(resources)、壓

力(pressures)、與組織對創造力的障礙(organizational impediments to 

creativity)。 

 

四、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 

    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係指個體對自己的知覺， 覺知自己在此時

此地的身心感受狀態與信念(羅聿廷，2002)。而於本研究中，所重視的

乃是個體對於所處環境的感受，因此，本研究中所探討之自我知覺，乃

指當個體身處科技競賽環境中時，其所知覺到的環境給他怎樣的感受。 

 

五、科技競賽(technology competetion) 

    競賽一詞乃具有以特定現象或表現做為排出優列順序之意，而科技

競賽則普遍定義為在某一主題之規範下，利用特定技術、工具或材料進

行設計製作，並將成果做出比較之活動。 

    而在科技競賽的過程中，從「創意」的想法到「創造」出真正的產

品，中間的過程是相當繁複的，從一開始的想法的驗證、假設，實際動

手試驗各項材料工具，到最後的成果試驗，需要一次次的嘗試錯誤與修

正。因此，研究者者對於科技競賽的界定，其中必須包含「想法的推衍

過程」、「實際動手作之歷程」，與「成果功能的呈現」這三項要素。 

    科技競賽的種類形式與產出大不相同，有的競賽只是要應證某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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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原理，不重視最後產出成品的精緻度與實用性，有的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資源與時間，有的在材料與工具有較多的限制，有的重視在有限

時間下展現其技術能力，各種比賽皆有其特殊的競賽目的。本研究基於

前述科技創造力定義與研究目的，將以「科技產品」類之科技競賽作為

本研究競賽活動之設計依據，即意指以「科技產品」為主要產出，並用

之解決特定之問題或進行趣味競賽之科技競賽活動。 

 

六、科技競賽教學模組(technology competition teaching module) 

    Goldschmid和 Goldschmid(1972)提出：「教學模組乃是一個獨立的單

元，被設計用來協助學生完成某種定義明確的目標」。因此，教學模組

簡單來說是指一個主題式教學的教案，強調教師教學的主導性及學生學

習的主體性，教師可從中擷取一部分、或改裝部份的教材內容、或變換

執行的方式(陳文典，2000a)。因此，本研究所設計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即是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規範之領域次主題要項中的「創意

與製作」、「材料」、「機械應用」、「運動與力」等國中生活科技製

造科技領域教材為主要內容，利用實做活動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學習，並

設計以科技競賽活動為模組之延伸活動，形成完整之主題式教學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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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透過對創造成分模式與社會環境因素、科技創造力、科技競賽

以及教學模組設計資料之收集，進一步的探討分析其彼此間的關聯性。 

 

第一節  創造力與科技創造力 

    創造力一詞近年來一直廣為各界所討論，在科技文明快速發展的現

代社會，創造力成了個人或組織是否具備競爭力的重要表徵，亦成了近

代教育改革的重點項目。而創造力一詞自被發明以來，隨著時代的演進

各家學者對創造力所作之定義各不相同，然仔細必較各家學者的所提出

的有關創造力定義與應用，不難發現創造力一詞的解釋被不斷的擴展，

有越趨多元的趨勢，因此，隨著各領域學們將創造力納入研究範圍之後，

創造力發展出屬於各學門領域專屬的解釋與應用。而近數十年來科技文

明快速演進，各領域的各類知識與技術不斷創新，科技創造力一詞亦開

始為人所討論。為了解創造力與科技創造力之異同及科技創造力之具體

表徵，本節將針對「創造力」與「科技創造力」之涵義作出進一步的探

討。 

 

一、創造力的定義 

    創造力是個複雜的概念，所涉及的層面廣泛，並不容易明確且清楚

地給予通用的定義，因此，各方學者對於創造力所下的定義往往依其所

專業領域及研究方向而有所差異。然而從歷年創造力的相關研究中可以

發現，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對「創造力」一詞雖沒有明確且廣為接受的標

準定義，但創造力的發展已由早期較單一面向的探討，逐漸趨向多元。 

    Guilford提出創意思考有兩部份，其中一項是為了尋求新穎、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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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答案而作的發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另一項則是為了找到一

個最正確的、最好答案而作的聚斂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 (引自黃湫

瑛，2003)。 

    而 Guilford於 1959年發表的智力結構論中，將智力分成為三個向度

之立體結構：（1）引起思維的材料，決定思維的內容；（2）進行思維

的心裡活動，決定思維的運作；（3）統整思維的結果，得到思維的產

物 (引自張春興，2004)。 

    張春興(2004)將 Guilford智力結構論的原意解釋為，思維運作向度

中的擴散思考，在心裡特徵上即是創造的意思。換言之，創造之目的乃

在追求新穎而不可預測之答案。 

    Amabile(1983)為創造力所下的定義為：創造力是一種新奇、適當、

有用、正確或是具有工作價值的反應，而且必須具啟發性而非按步驟解

決問題。 

    Mayer(1999)整理許多學者的看法，發現大部分作者都同意「創造力

涉及創造新而有用的產品，包括觀念和具體物品」(引自洪秋萍，2005)。 

    而近年來，眾多學者更將創造力視為是產生新穎、實用的想法或產

品。Guilford(1986)認為創造力是個體產生新的想法或產品，或將現有的

想法或產品修改成一種新穎的形式。Vernon(1985)將創造力界定為「個

人產生創新的想法、組合、發明或藝術作品，經由專家評定為具科技、

審美或社會價值者。」除了創新的特性外，還特別強調成果的可接受性、

適當性與價值性(引自毛連塭，2000)。 

    亦有學者認為環境會影響創造力展現，如 Amabile於 1996年修正其

所提出之創造成分模式理論，加入環境成分因素，其認為創造力並非僅

是個體現象，同樣的個體在不同的環境中，將會表現出不同的創造力，

強調環境會影響工作動機，進而影響領域相關技能與創造力相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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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玉珠(2000)認為創造力是個體在特定領域中，產生具有原創性、

適當性與價值性的產品之歷程；此創造歷程與認知、情意、技能的統整

和有效運用有關；而創造力的表現則是個體的知識、經驗、意向(包括態

度、傾向和動機)、技巧和策略與環境交互作用後的結果。 

    而洪榮昭、康鳳梅、林展立(2003)藉由對科技競賽活動的研究，亦

指出學生的創造力表現受到學生的個人特質、創造歷程以及創造環境等

因素之影響。 

    綜合上面所述可知，各方學者對於創造力之定義往往因其所處環境

背景而有所差異，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創造力內含的多元化已成了一種

創造力的新定義，因此，將創造力引用至科技領域所衍生出科技創造力

之含意，亦有其獨特之內涵意義，以下研究者便對科技創造力作出探

討。 

 

二、科技創造力的定義 

    創造力的研究探討已興起多年，其相關研究多著重在探討學習者在

認知與情意等層面的因素，少有探討有關技能層面的創造力教育，而國

內「科技創造力」的提倡則是始於 1997年國科會大力推動下，才逐漸

有學者察覺並開始將方向轉移技能層面的創造力教育，「科技創造力」

在近年才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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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bile(1983)在所提出之創造力成分模式中，亦強調的「領域相關

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為創造力產生之基礎。 

    Hong(1997)認為：客觀的科技創造力主要與技術本身有關，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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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過去的文獻資料或產品、是否容易聯想作假設、與是否已存在實驗製

作的經驗；而主觀的科技創造力則包括知識力、思考力、行動力、與貫

徹力。易言之，科技創造力不論以客觀或主觀的觀點來看，均須包含專

業知識、思考設計與實做執行等要項。 

    李大偉及張玉山(2000a)認為：科技創造力就是在科技活動中，所展

現的創造力，其與一般性的創造力不同，科技創造力的內涵將不只是多

種意念的提出，同時，更要有工具操作與材料的處理，最後，也要有成

果的出現。換言之，創造思考的成果需加以執行，並有實際成果之產生，

方是科技創造力之完整意涵。 

    吳怡瑄及葉玉珠(2003)認為：科技創造力應是植基於科學專門知識

與產業技術創造力，主要目的為創解決和改進人類生活，在科技創意思

考的過程中需經歷假設驗證的階段，並包含工具的操作與材料的處理，

最後創造出來的成果就是科技產品的發明。換言之、科技創造力是在科

技領域中產生適當並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之產品的歷程，這個歷程中必

須包含知識、技能與情意態度的綜合應用(葉玉珠，2004) 。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科技創造力包含了想法上的創新能力與製

作上的執行能力，同時強調「創意」、「思考歷程」與「實作成果」三

個重要層面。創意是針對主題的創新思考，以新的角度去進行思考。思

考歷程是作品製作規劃設計階段，包含了問題的確認、工具材料的選擇

與流程的規劃，即是問題解決之過程。實作成果則是個人整體科技創造

力的實際展現，用以解決問題或達到特定目的。 

    科技創造力重點在於實體作品的出現，這即是科技創造力異於一般

創造力之最大特點，亦是科技競賽活動用以評定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表

現成果的最好依據。因此，配合本研究科技競賽活動教學模組的實施，

本研究將科技創造力定義為：「為解決特定問題而發展出創新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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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力，其中包含了專業的知識技能、獨特的創新思考與工具材料應用，

以及最後實體成果之呈現」。 

 

三、科技創造力的內涵 

    科技創造力一詞被提出以來便為眾多學者加以討論定義，各方學者

因所研究之領域與所處之環境之差異，對於科技創造力之內涵亦因之而

有不同之論述。 

     Jnassen(1997)指出：創作要基於個別領域的知識，尤其在科技創造

力中，更需要仰賴創造者本身具有的背景知識(引自洪榮昭、許書務，

1998)。洪榮昭與許書務(1998)亦認為科技創造力與一般創造力不同之處，

在於兼重科學專門知識與產業技術創造力，即科技創造力的表現是在科

學專門領域知識的基礎上，運用產業技術的創造力創造出有價值的產品。

由此可知，科技領域之專門知識乃是具備科技創造力之基礎。 

    李大偉與張玉山(2000a)用「科技運作模式」中的「需求、輸入、處

理、產出、結果與影響」五個階段說明科技創造力主要內涵，就是(1)

感受問題與確認目標；(2)多方構思與分析解決之道；(3)設計與實作；(4)

評定產出結果；(5)評鑑影響。科技創造力包含觀察力、感受力、精進力、

擴散思考能力、分析和歸納能力、科技知識、設計和製作能力、問題解

決能力、系統評鑑與綜合評價的能力。Dasgupta(1996)更是直接指出科技

創造力中最重要的即是設計(design)與發明(invention)的展現。而此即與

現今科技競賽之內涵重點做出最直接的呼應。 

    李大偉、張玉山(2000b)進一步指出，對科技領域而言，一般創造歷

程的理論似乎太過於廣泛，難以凸顯科技活動的本質與特性。因此，對

於科技創造力的內涵，可以輔以「科技運作模式」中「輸入、處理、產

出、影響」為基本分析模式。經過分析與歸納，科技創造力的整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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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包括：「創造性輸入」、「創造性處理」、「創造性結果」與「創

造性影響」等四個主架構(張玉山，2003)。換言之，科技創造力之內涵

乃以科技領域之內容為基礎，並進一步的藉由科技運作過程的分析探討，

將之做出歸納，強調了對於過程之重視。 

    綜合以上對科技創造力內涵之論述可以發現，科技創造力的探討範

圍不僅是一般創造力所包含有關思考邏輯上之創新，亦須探討實體作品

從設計、製作、結果到影響等所內容，此乃是生活在科技文明快速發展

的現代社會所需具備之能力，不僅是提出想法的能力，更需有能將所學

知識技能加以運用之實際能力，而這亦應是當前科技教育所需注重的。 

 

四、科技教育與科技創造力 

    於科技文明快速進度的現代社會中，創造力成了個人競爭力中的必

備元素，因此，各個國家也紛紛開始從教育的角度來切入，希望透過創

造力的教育提升個人競爭力，進而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力。教育部於

2001年提出的《創造力白皮書》中即指出： 

 
未來是一個以「腦力」決勝負的「知識經濟時代」。此時，不論是創新思考、

批判思考或解決問題之能力，皆是未來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力。而創新可視

為一系列知識生產、知識利用以及知識擴散的歷程，而創造力就是創新的火苗。

因此創造力與創新能力之培育，不僅是提昇國民素質之關鍵，亦為發展知識經

濟之前提，所以創造力教育也就成為未來教育工作之推動重點。 

 

    而就創造力的培育而言，由於創造力定義的日趨多元，各界對於創

造力意涵的探究除了有關意念運作的思考層面外，亦開始將有關工具操

作的技能層面納入考量(洪榮昭、康鳳梅、林展立，2003)。而基本上，

生活科技課程中所涵蓋的科技素養內涵與學校其它學科只著重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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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所不同，是提供學生更寬廣的技術空間以培育學生的創造力(林坤

誼、游光昭，2004)。換句話說，生活科技課程乃透過各類動手做活動的

教學，讓學生除了學習意念運作的創意思考外，更重視能所學實際運用

的執行能力。 

    面對進步快速的現代社會，研究者認為科技教育的目的乃在於學生

的科技創造力，藉由創造性問題解決式教學活動，讓學生不只是會動腦，

更有實際的動手能力將所思考的結果加以呈現，而這思考加動手的能力，

便是所謂的科技創造力。 

 

五、科技創造力的評量 

    Guilford在 1950年代開始提倡創造思考之研究，提出「多元智慧」

觀點及對傳統智力測驗無法正確量測創造力潛力提出檢討，對於創造力

的評量才逐漸為各界所討論(Kaltsounis & Honeywell,1980)。而真正開始

有系統的發展創意力評量工具則是由 Torrance於 1960年代才正式開始

發展(黃湫瑛，2003)。一般創造力之評量大都強調創意思考的評量，通

常以對創造力的定義，分為創造者(person)、歷程(process)、產品(product)、

環境(press)等，四類(4P)的評量方式進行評量，而其中最廣為使用的創造

力評量就是評量發散性思考的認知能力，分別為：流暢力、變通力、獨

創力及精密性(林幸台，1996)。 

    而就以上對科技創造力定意與內涵之討論可以發現，科技創造力同

時包含了思考上的創新能力與製作上的執行能力，因此，科技創造力在

評量上便比一般創造力的評量加深了對實體作品上之重視，即是指除了

重視創造思考能力外，亦同時著重對於創造思考的實際執行能力，國內

外學者便以此為原則發展出適用於不同情境、對象之科技創造力評量工

具，以下即為研究者整理有關科技創造力評量工具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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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創造力測驗 

    此測驗乃葉玉珠嘗試改進以往擴散性創造思考測驗的缺失，

於融入特定領域知識，兼顧思考過程及結果，強調產品導向的概

念，並參考國內外科技創意競賽的評分方向編製而成。將科技創

造力測驗分成「字詞聯想」與「書包設計」兩個分測驗，評量指

標分為五個向度：(1)流暢力；(2)變通力；(3)獨創力；(4)精進力；

(5)視覺造型(葉玉珠，2005)。 

(二) 創意產品語意量表(Creative Product Semantic Scale, CPSS) 

    創意產品語意量表乃是 Besemer和 Treffinger(1981)根據「創

造性產品分析矩陣」所發展出來的，該量表主要強調新奇性

(novelty)、問題解決(resolution)、細節與綜合(elaboration and 

synthesis)三個基本向度，分析產品的獨創性（original）、驚奇性

（surprising）、原始性（germinal）、價值（valuable）、合理性（logical）、

有效性（useful）、可理解（understandable）、組織性（organic）、

簡潔確切（elegant）、複雜性（complex）及是否為精巧的製作（well 

crafted）。 

(三) 技術創造力的思考型式架構 

    洪榮昭(1999)認為，技術創造力的思考型式架構可分為：「樣

式」、「機能」、「材料」等向度的創新或應用，分別從樣式的型式、

大小、外觀，機能的功能、架構、操作方法，及材料的化學、物

理性質、處理技術內涵進行技術創造力的分析。 

(四) 構想創意評量表 

    此評量表乃張玉山(2003)依據創意產品語意量表(Creative 

Product Semantic Scale, CPSS)中之原創性(original)及有效性

(usefulness)兩項次量表所發展出之評量工具，其主要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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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奇特性：包括材料、造型及結構三方面的安排 

2.新穎性：包括原創性及稀少性 

3.可行性：包括具體性及完整性 

4.價值性：包括美觀、性能極多用途三項 

(五) 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 

    朱益賢、林彥志(2008)認為：科技創造力可以視為是「在科

技領域範圍內，運用既有的領域知識與技能，配合個人的動機，

進行問題的解決並產出被認可為具有新穎性與價值之產品的過

程」。因此其所發展出之評量表乃是依據學生在科技競賽中所產

出的活動記錄單與實作作品，來評量學生的科技創造力。 

    此評量表乃藉由改良式德懷術(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研

究法彙整專家意見發展出來，並透過實際競賽的評量做出修正，

此量表之評分指標如下：思維多樣性、思考深度、思維獨創性、

變通反應力、思維可行性、材料適切性、造型獨特性、構造特殊

性、功能適切性。 

    由上述幾項科技創造力之評量工具可知，在評量科技創造力時，通

常可將其分成「創意想法」、「創作歷程」與「實際成品」三個方面來做

評量。創意想法的評量重點，在於整體設計想法的新奇性與獨創性；創

作歷程的評量重點，在於材料的選用，或是結構及外型之設計與製作，

是否具獨創性或變通性；而實際成品的評量要點，則在於成品功能的多

寡，是否實用可解決某些問題，及整體的精緻完整度。 

    而本研究設計之科技競賽是以讓學生能夠盡情發揮其科技創造力

為第一考量，因此在競賽的設計上，要求學生於競賽過程中必須藉由活

動紀錄單記錄自己小組的想法與設計理念，最後亦需有實體作品的出現

並實際進行競賽測試。因此、透過記錄單了解學生想法上的獨創性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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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性，瞭解其製作過程安排的流暢性與遇到問題時的變通性，最後透過

實體作品評估學生的執行能力與問題解能力，便是本研究所欲觀察到的

學生科技創造力外在表徵。 

    綜合以上所述，配合本研究對科技創造力所下之定義：「為解決特

定問題而發展出創新解決辦法之能力，其中包含了專業的知識技能、獨

特的創新思考與工具材料應用，以及最後實體成果之呈現」，本研究中

學生科技創造力的實際表徵，即是指學生於科技競賽活動中之活動紀錄

單與實體成果，以「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附錄二)進行評分所得之分

數。 

 

六、小結 

    綜觀所有學者對科技創造力的論述，有的學者著重在於科技活動的

歷程，有的著重在於科技產品的觀點，然而究其根本，無論是以科技歷

程或者是以創意產品而言，科技創造力與ㄧ般創造力最大的差別，便在

於最後會有「產品的出現」(王保堤，2005)。目前國內科技教育的教學

重點，乃在於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與科技創造力，而透過科技競賽

的舉辦，要求參賽者在一定的時間內，製造出依相符合要求的產品出來，

其過程則包含了問題解決、創意思考與動手操作之過程，與科技創造力

之內涵相符合，因此，本研究將以探討影響國中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科技

創造力表現的社會環境因素為研究目的，以下研究者將先分別對社會環

境因素與科技競賽之內涵作出探討。 

 

第二節  社會環境因素與創造力 

    Amabile在 1983年提出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理論，提出「領域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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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技能」(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以及「工作動機」(task motivation)

等三項成份是創造力的必須要素。後於 1996年 Amabile將創造力關係技

能更名為「創造力相關歷程」(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es)，並在創造力

成份模式理論中加入了「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的成份，指出個

體所處的環境會影響個體的工作動機，進而影響領域相關技能與創造力

相關歷程之一系列的動態狀況。 

然 Amabile的理論是以企業組織為對象發展出來之理論，目前多運

用在企業界為主，尤幸弘(2005)即於《Amabile創造成份模式理論模式驗

證之研究：以廣告業為例》之研究論文中，得到下列研究成果： (1)工

作環境對工作動機有正向影響；(2)工作動機對創造力有正向影響；(3)

工作環境對專業有正向影響；(4)專業對創造力有正向影響；(5)工作環境

對創意技能有正向影響；(6)創意技能對創造力有負向影響；(7)工作環境

對創造力有正向影響。此研究結論應證了 Amabile於 1996年提出的社會

環境因素對創造力影響的觀點。 

因此，如何依據 Amabile之創造成份模式理論之概念，將其應用於

科技教育教學環境與科技競賽環境，透過設計適切的教學模組來培育學

生的科技創造力，將是值得研究者進一步研究的，以下將針對此在本節

作出進一步深入探討。 

 

一、創造力成份模式理論的內涵 

    Amabile將創造力定義為「是一種能力，其為創新、適合、有用、

正確或對工作有價值的反應，而且必需是以啟發性而非按部就班解決問

題的能力」(Amabile,1983)。 

    Amabile在 1983年提出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理論，

提出「領域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創造力關係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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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以及「工作動機」(task motivation)等三項成份

是創造力的必須要素。而後又於 1996年將創造力關係技能更名為「創

造力相關歷程」(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es)，並在創造力成份模式理論

中加入了「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的成份。 

    Amabile(1996)認為創造力是透過五個階段：問題或任務的確認、準

備、產生回應、有效反應與溝通、及產出來展現；而四大要素：領域相

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工作動機、社會環境分別會在不同的階段產

生交互的作用(圖 2-1)。 

 

 
 

 
 

圖 2- 1創造力成份修訂模式 

資料來源：Amabile(1996:113) 

 

    理論中的「領域相關技能」主要包含領域內的相關知識、必備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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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技能、以及領域關聯的特殊才能等三種。在科技產品的發明或創新的

過程中，除了需要具備發明該產品的相關專業知識(即領域內的相關知識)

外，更要能夠具備使用各種機具、材料或操作各種儀器的技術能力(即必

備的技術技能)，且最重要的是需能夠運用活潑的心智意象以產生不同的

構思，而結合此三種要素，才能夠適切地發明出一項科技產品(Amabile, 

1983)。 

    「創造力關係技能」(後更名為創造力相關歷程 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es)則主要包含適切的認知型態、產生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以及

誘導式的工作型態等三種。適切的認知型態主要指能夠理解錯綜複雜的

事物、或在問題解決過程中能夠有破除成規的能力。產生新構想的啟發

性知能，是指能嘗試其他與直覺相反的作法；能對常見的事物保持新奇

性；能透過個案分析、類比、例外、矛盾的事件中建立假設；以及能與

構想互動、重視心智訓練等知能，理論中也強調具備產生新構想的啟發

性知能是解決問題的優勢能力。而誘導式的工作型態內容中，所探討的

能力包含能長時間專心工作的能力；能適時地放棄不佳的策略，且能暫

時拋開難題的能力；能具備面對難題的堅持能力；以及能面對挑戰的精

力(Amabile, 1983)。 

    「工作動機」則主要包含對工作任務的態度、以及對執行工作任務

的觀感等兩項內容。對工作任務的態度主要與內在動機相關，是指個體

在從事工作時，主要出自於自己的意願。而對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則與

外在動機相關，是指個體在從事工作時，主要是為了達成外在的相關目

的(如獎勵)。Amabile(1983)也特別指出個體從事工作的過程中，內在動

機將有助於提昇個體的創造力，而外在動機則有損於個體的創造力。綜

合上述之說明，下表 2-1即是 Amabile所提出創造表現的成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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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創造表現的成份架構 

   領域相關技能    創造力關係技能      工作動機 

內 

容 

1.領域內的相關知識 

2.必備的技術技能 

3.領域關聯的特殊才能 

1.適切的認知型態 

2.產生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 

3.誘導式的工作型態 

1.對工作任務的態度 

2.對所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 

來 

源 

1.先天認知能力 

2.先天知覺和動作技能 

3.正式和非正式教育 

1.訓練 

2.產生構想的經驗 

3.人格特質 

1.工作任務初始時內在動機水準 

2.對特定外在限制的感受 

3.降低外在限制的個人認知能力 

資料來源：Amabile(1983) 

     

綜合上述可知，創造力是分成許多階段循序漸進發展出來的，其中

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歷程與工作動機則分別會對不同的創造力發

展階段產生影響，而社會環境因素又會對工作動機產生影響，進而使整

個創造力的展現產生變化。而於一般科技競賽活動中，參賽選手來自不

同的區域學校，其所接受到的領域相關技能與創造力相關歷程訓練各不

相同，其工作動機也因個體的差異與個人的感受而有所不同。就競賽主

辦單位之立場而言，創造一個適合創造力發揮的競賽環境將可最大的提

高參賽學生之創造力成果展現，因此，以下將針對創造份模式中的社會

環境因素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創造成份模式之社會環境因素 

Amabile於 1996年正式提出了修訂版的創造力成份模式理論，指出

創造過程會受到環境所影響。Amabile(1996)認為創造力並非單為個體現

象，同樣的個體在不同的環境中，會表現出不同的創造力，環境會影響

工作動機，進而影響領域相關技能與創造力相關歷程(見圖 2-1)。理論中

的社會環境成份所強調的是環境會影響工作動機，進而影響領域相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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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創造力相關歷程之一系列的動態狀況，換言之，Amabile認為工作

環境將會影響創造力的發展與表現，顯示出影響創造力的提升之影響因

素乃是多方面、多角度的。 

    爾後 Amabile更針對加入社會環境因素的創造力成份模式理論提出

說明，其認為個人的創造表現乃是個人與工作環境交互影響下的結果(鄭

英耀、劉昆夏，2006)。個人的創造力是組織創新的根源，組織的工作環

境則會影響個人的創新表現，如下圖 2-2： 

 

IM
PA

CTS
創造力滋養創新
Creativity Feeds

Innovation

工作環境
Work

Environment

個人/團體 創造力
Individual/Team

Creativity

工作動機

Task
Motivation

專業知能

Expertise

創造力相關技能
Creativity

Skills

創造力
Creativity

創新
Innovation

組織動機
Organizational

Motivation

管理者實踐
Management

Practices資源
Resources

影
響

 
圖 2- 2組織工作環境對創造力的影響 

資料來源：Amabile(1997:53)；引自鄭英耀、劉昆夏(2006) 

 

    由上圖 2-2可知，Amabile(1997)認為個體創造力會產生在領域相關

技能、創造力相關歷程與工作動機相互交疊影響的區域，個體所處的社

會環境則將影響這三項要素互動的創造力成果；而個體於工作環境下所

發展出之創造力，則又將影響所處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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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bile、Conti、Coon、Lazenby 及 Herron(1996)指出個體在創新

的歷程中，會影響到個體創造力展現的工作環境因素，共包含五大類：

創造力的鼓勵(encouragement of creativity)、自主性或自由度(autonomy or 

freedom)、資源(resources)、壓力(pressures)、與組織對創造力的障礙

(organizational impediments to creativity)，並可進一步細分為八個項目：

組織鼓勵(organizational encouragement)、主管鼓勵(supervisory 

encouragement)、工作團隊的支持(work group supports)、自由度(freedom)、

足夠的資源(sufficient resources)、挑戰性工作(challenging work)、工作負

荷壓力(workload pressure)、與組織障礙(organizational impediments)，其

中「工作負荷壓力」與「組織障礙」兩個項目對創造力會產生負面的影

響，其他六個項目則會對創造力產生正面的影響(圖 2-3)。 

 

 
 

 
圖 2- 3工作環境對創造力影響的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Amabile, Conti, Lazenby& Herr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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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之內容，可知個體之創造力展現會受到所處工作環境因素

的影響，然創造成分模式乃Amabile以企業組織為研究對象提出的理論，

雖於企業組織中已得到驗證，但理論中的工作環境與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科技競賽環境將有所差異，因此，以下將依上述之理論，針對科技競賽

環境中的社會環境因素作出探討。 

 

三、科技競賽環境之社會環境因素 

    工作環境對員工創造力所造成的影響，在 Amabile(1996)的研究中發

現當員工身處挑戰性、多元的工作環境，及領導者存在支持創新的態度

時，員工最能產生創意的產品。此發現乃是在企業組織中所觀察到的，

在教育體系中如何創造類似的教學情境，以目前國中各科的教學實況而

言似乎並不容易達成。然而依據研究者近年來參與科技競賽的經驗中，

發現競賽的整個過程與工作情境，其實是相當適合進行類似的研究的。

不過 Amabile所提的八個工作環境影響創造力的因素，必須經過適當的

修改方能適合教育界的情境，因此，研究者依據教育體系環境與科技競

賽環境之特性，配合整理出的 Amabile(1996)提出之創新氣氛評估表

(KEYS scale)編擬原則，將這八項目修訂如下表 2-2所示，後於本研究進

行資料收集時，便以此對照表作為設計社會環境因素調查問卷之基礎。 

 
表 2- 2企業組織、教育體系與競賽環境工作環境知覺評估因素對照表 

影響創造力的 

工作環境因素 

企業組織--工作環

境知覺評估因素 

教育體系--工作環

境知覺評估因素 

競賽體系--工作環

境知覺評估因素                   

創造力的鼓勵 

組織鼓勵 學校鼓勵 學校是否支持 

主管鼓勵 師長鼓勵 老師是否支持 

工作團隊的支持 小組的合作學習 小組工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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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企業組織、教育體系與競賽環境工作環境知覺評估因素對照表(續) 

影響創造力的 

工作環境因素 

企業組織--工作環

境知覺評估因素 

教育體系--工作環

境知覺評估因素 

競賽體系--工作環

境知覺評估因素                   

自主性或 

自由度 
自由度 自主選擇的課程 競賽限制的多寡 

資    源 足夠的資源 足夠的資源 大會資源提供多寡 

壓    力 
挑戰性工作 挑戰性課程 挑戰性競賽題目 

工作負荷壓力 課業負荷壓力 競賽的要求與限制 

組織對創造力

的障礙 
組織障礙 學校環境的障礙 學校環境的障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表中所指的「學校是否支持」，乃以學校當作組織的角色之延伸，

探討學校是否鼓勵學生多參加此類活動、是否給予獎勵、對參加學生是

否有某些程度上的限制、主動提供資訊等因素。 

    「老師是否支持」以老師當作主管角色之延伸，探討是否給予鼓勵、

是否提供有關比賽的資訊、是否給予適當的指導等因素。 

    「小組工作狀況」以小組當作工作團隊角色之延伸，探討小組組成

方式、人數對成員間彼此的溝通與合作方式之影響、小組的意見溝通狀

況、小組的合作狀況等因素。 

    「競賽限制的多寡」以參賽學生在競賽過程中的感受為主作為自由

度向度之延伸，探討受競賽活動規劃之影響、對於題目的感受、給予的

發揮空間是否足夠、限制條件的多寡等因素。 

    「大會資源提供的多寡」以大賽提供的資訊與材料供作為資源向度

之延伸，探討場地大小、工具材料、競賽資訊的說明、大會提供的獎勵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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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性競賽題目」以成員對競賽題目的感受為主作為挑戰性工作

向度之延伸，探討難度問題、挑戰的意願意等因素。 

    「競賽的要求與限制」以競賽的要求所造成之壓力作為工作負荷壓

力向度之延伸，探討製作時間、給予修改的機會、對於需要思考的事物

感到壓力、教師與家長的壓力等因素。 

    「學校環境的障礙」以學校及家長做為組織阻礙角色的延伸，探討

學校課程的安排(重不重視此類課程)、家長的支持與否、學校是否舉辦

過此類競賽活動等因素。 

    而每個個體對於所處的環境感受大不相同。於競賽過程中，參賽學

生面對相同的競賽環境與條件，但由於其本身的生長環境背景、個人智

力、先備知識或其他因素的影響，將會造成參賽學生對競賽環境產生不

同的自我知覺，進而影響其科技創造力的表現。因此，本研究將以參賽

學生所知覺到的社會環境因素做為研究分析的重點。 

 

四、小結 

    創造力成分模式主要在探討影響個體或組織創造力展現之因素，理

論中指出社會環境因素將影響個體工作動機，進而影響其領域相關技能

與創造力相關歷程的發展，使得創造力的展現產生影響。而將創造力成

分模式理論應於科技競賽的觀察中時，個體自我知覺之社會環境因素乃

影響個體於競賽過程中創造力展現之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以 Amabile

之創造力成分模式為理論基礎，引用其中的社會環境因素理論為主要依

據，設計調查影響國中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科技創造力展現原因之問卷，

於競賽完畢後調查學生知覺因素與其競賽成績做出比較，探討科技競賽

過程中社會環境因素對國中學生科技創造力之影響。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30 

 

第三節  科技競賽與創造力 

    不論對何種產業而言，面對科技急速發展所造成的全球競爭，任何

一件產品的研發所講求的，最重要的便在於跟其他產品有所差異，擁有

自己的獨特性與吸引力，這些與其他產品不一樣的根源，便在於研發人

員的創造力。而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學者與業界均投入大量的資源，從

事創造力的相關研究，以期能找出發展或激發人類創造力的最佳方式。 

    各國的創造力之推動並不限於政府行政部門，形式亦不相同，尤其

是歐美已開發國家，更是強調直接將創意融入於教學與生活之中。因此，

民間組織與各級學校便成為推動創造力教育的重要推手，這亦是台灣近

年來各類科技競賽(或稱科學競賽)大量舉辦的主要原因。然科技競賽種

類繁多且目的各不相同，因此，為了解「科技競賽」與其相關概念涵義，

本節將進一步深入作出探討。 

 

一、科技競賽的形式 

    在各界與各級學校極力推動創造力教育的現在，各類的「科技競賽」

變成了最好的一個實踐活動。各單位均希望藉由各類的競賽活動，透過

問題解決方式驗證簡單的科學原理，以活潑有趣的方式，促進學生們的

團隊合作能力與創造力的啟發，真正的達到創造力教育的目的。 

    而除了競賽活動本身可以達到激發學生創造力的目的外，各類科技

競賽會如此頻繁的主要原因，便是在於透過科技競賽活動的進行，人們

可以更容易的觀察到參賽學生的表現，使得成果能以更實際的方式呈現

出來，進一步的達到推廣之成效，使得創造力之概念能為大眾所重視。 

    在科技競賽過程中，從「創意」的想法到「創造」出真正的產品，

中間的過程是相當繁複的，從一開始的想法的驗證、假設，實際動手試

驗各項材料工具，到最後的成果試驗，需要一次次的嘗試錯誤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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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本身對於科技競賽的界定，其中必須包含「想法的推衍過

程」、「實際動手作之歷程」，與「成果功能的呈現」這三項要素。 

    下表 2-3即是研究者者以上述三項要素，針對國內目前所舉辦之競

賽所收集到之資料做出之整理： 

 
表 2- 3國內科技競賽的類型 

類型 名稱 對象 主要產出 

科技產品類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
生活科技科學藝競賽 

國中 
學生 

由大會提供多種的材料，搭配選手自

備的手工具與電動工具，配合國中生

活科技課程每年不同主題，讓學生發

揮創意設計並製作出科技產品或機

構 

桃園縣國中自然與生活

科技競賽 
國中 
學生 

台北縣福和國中生活科

技學藝競賽 
國中 
學生 

Power Tech全國少年科
技創作競賽 

中小 
學生 

以固定材料包提供的素材，設計與製

作機構組件或指定的科技產品 
桃園縣金頭腦計畫—水
火箭及木飛機飛行競賽 

國中 
學生 

全國大專學生創意實作

競賽 
大學 
學生 

以跨領域專長的科技整合團隊，用系

統化思維，發揮創造力，完成富有精

緻創意與高實用性之創意作品。 
科學原理類 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高中職

學生 
以寓教於樂方式，利用簡單的材料，

例如：紙張、報紙、保特瓶，讓學生

發揮巧思，達成指定的任務以應證科

學原理 
台北縣創意科學競賽 國中 

學生 
台中崇倫國中「學區國

小」科學創意競賽 
國小 
學生 

臺中高工學生科學趣味

競賽 
高職 
學生 

新竹高工校友會科學創

意競賽 
高職 
學生 

思源科技創意大賽【科

學統合】競賽 
高中職

學生 
科學原理的驗證與展示，結合動手操

作與創意，產生作品 
技術表現類 全國技能競賽 高職 

學生 
以高職課程中所包含之各職種的技

術能力展現為主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

類科學生科技競賽 
高職 
學生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

類科學生科技競賽 
高職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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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國內科技競賽的類型(續) 

類型 名稱 對象 主要產出 

專案計畫類 TIC100科技創新競賽 大專院
校學生 

需透過較長的時間運作，結合專業知

識與技能，投入相當規模的人力與資

源，完成有創意的專案計畫。 全國數位地球與空間資

訊科技競賽 
高中職

學生 
全國奈米科技應用創意

競賽競賽 
無限制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上表可以發現，各類科技競賽之目的、形式與產出其實大不相同，

有些競賽是為了應證所學的科學原理，並不重視最後產出成品的精緻度

與實用性，有些則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資源與時間，也有些競賽在材

料與工具有較多的限制，重視在有限時間下展現其技術能力。各類比賽

皆有其特殊的競賽目的，然而綜觀所有科技競賽，是否所有競賽真能達

到激發學生創造力之目的，達到的程度有多高，研究者認為這是值得繼

續探討的。 

    而本研究基於前述科技創造力定義與研究目的，將本研究所欲研究

之科技競賽類別界定為「科技產品」類之科技競賽，意即以「科技產品」

為主要產出，並用之解決特定之問題或進行趣味競賽之科技競賽活動，

以便能藉由探討參賽學生之思考歷程與實際成品，探究其科技創造力的

展現。     

 

二、科技競賽的設計 

    近幾年來，利用競賽活動方式來激發學生創造力之策略逐漸為各界

所重視，各類競賽活動的舉行也日益頻繁，綜合觀察近年來各類競賽活

動舉辦的資料來看，可以發現大多數的競賽活動均要求學生針對特定主

題，發揮創意思考能力，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與並做出實際成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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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激發學生之創造力與執行能力。而綜合研究者收集的資料來看，

現今生活科技競賽的設計大致可分為「題目的設計」、「題目相關知識」、

「工具、設備及場地的安排」與「評分方式」等幾個向度來加以探討，

以下僅先針對前三項做出探討分析，評分方式則將於下段做出進一步之

探討。 

(一) 題目的設計方面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指出，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學習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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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知能與態度並重(教育部，2003)，故從近幾年台北市生

活科技學藝競賽 (93學年度的發射裝置設計與製作、94學年度的

軌道運輸車、95學年度的「滑」翔機、96學年度的水陸兩用車)、

高雄市生活科技競賽(93學年度的投石器的設計與製作、94學年

度的氣墊船、95學年度的達文西密碼、96學年度的校園節水創

意設計)及桃園縣自然與生活科技競賽(93學年度的投石器，94學

年度的太陽能動力船、95學年度的機械獸、96學年度的創意骨

牌)的題目安排來看，均強調參賽學生的創意思考、設計與製作能

力，兼重知識與技能、歷程與成果，此與科技創造力所強調的「思

考歷程」及「實體作品」並重的概念極為符合，因此，本研究所

設計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中的競賽活動題目，便以強調參賽學生

的設計與製作能力，做為本研究設計競賽活動之準則。 

(二) 科技競賽的題目相關知識內容方面 

    各類競賽活動往往依據其所欲強調之重點而將相關知識內

容涵蓋於題目中，希望參賽學生能利用所學之知識技能來組合出

適用於競賽題目要求之解決方案。而如同上段所述，科技競賽的

目的多在激發參賽學生之科技創造力，除了相關的專業知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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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強調工具及材料運用之能力，故本研究所設計之科技競賽

教學模組中的主要教學內容設計，便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

領域規範之領域次主題要項中的「創意與製作」、「材料」、「機械

應用」、「運動與力」等國中生活科技製造科技領域教材為內容編

制範圍，知識與技能兼重，並給予學生充足之練習機會，以確保

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充足及運用之能力。 

(三) 工具、設備及場地的安排方面 

    從研究者收集各類科技競賽之資料中可以發現，科技競賽大

致可以現場製作式競賽與非現場製作式競賽兩類。現場製作式競

賽之實施通常要求參賽學生於特定場地內，限時完成合於主題之

作品，工具設備與材料則大多由主辦單位提供或加以限制攜帶，

強調的是即時的能力發揮與創意激盪；非現場製作式競賽則要求

參賽學生於特定時間將已完成之作品帶至特定地點進行評比，強

調的是作品的完整度。再細究則亦可分成題目事先公布配合當場

製作、題目事先公布配合非當場製作與題目當場公布配合當場製

作等多種形式，雖說在形式上與強調的重點有所差異，但對於參

賽學生科技創造力的要求與激發都為著重之要項。而本研究所設

計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中的競賽活動題目為配合實際國中生活

科技教學之現況，與激發學生科技創造力之教學目的，乃規畫由

教師提供工具材料，當場公布題目並製做為競賽之進行模式。 

    綜合以上述有關科技競賽設計上之要點分析，配合研究者於下段對

科技競賽的評量方式所做之探討，本研究發展出「載水卡多～載水車大

競走」競賽活動，做為本研究所設計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中的科技競賽

活動(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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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競賽的評量 

    科技競賽活動所欲激發的是參賽者的科技創造力，因此，欲探討科

技競賽活動究竟是否真能準確評量及激發出參賽者之科技創造力，就必

須考量到如何評量學生們的科技創造力，才能進一步的做出分析探討。 

    在上節中所探討有關創造力與科技創造力之評量工具乃以學術研

究為主要應用範圍，在目前國內所舉辦的各類科技競賽活動中，其評分

要项與學術界用之評量工具要項並不相同。研究者者將所收集到的十八

種科技競賽資料做出整理，將競賽中最常見之評分要項列出如下表2-4： 

 
表 2- 4國內科技競賽評量要項 

評分的要項 細項 

活動紀錄： 

主要評量創作的歷程中，參賽

者的表現狀況 

設計構想理念、設計圖、流程安排 

材料選擇、創意發想 

成品： 

主要評量最後完成之作品的

功能是否符合競賽要求 

整體造型、目的功能達成度、主題表現 

創意表現、實作技巧、材料運用 

原創性 

其他： 

並非所有競賽均加以評量，為

少數較特殊之競賽才有評量

之要項 

實用性、市場性、違規扣分 

呈現方式、作品與理論結合之程度 

團隊合作狀況、跨領域成員組合 

工具、機具利用技巧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表 2-4中所列出之競賽活動評量要項，其中其實有不少是只有少

數競賽才有的，扣除了一些較為特殊的競賽如全國技能競賽外，就研究

者所收集到的 18種目前國內科技競賽資料中，以一般國中、小學生及

高中生為對象的競賽有 9個，但其中有 6個競賽活動的評分是採單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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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評量方式，即是以競賽所創作的最終產品所達到之功能，如負載重

量，距離遠近，或時間之多寡，以量化之數據作為評分的唯一依據，並

不對創作的歷程或者參賽者本身及產品等其他方面多作評量，究其原因，

通常主要是為了評量的方便性。 

    而究竟目前國內所舉辦的科技競賽活動中之評量標準，是否真能激

發出參賽者的科技創造力？亦或者是否真能評量出參賽者的科技創造

力？研究者利用所收集到之科技創造力評量工具，與目前國內科技競賽

活動之資料，將二者做出整理比較如下表 2-5： 

 
表 2- 5科技創造力評量工具與科技競賽評量要項之比較 

科技創造力評量工具評量要项 國內科技競賽評量要项 

產品設計之變通力與獨創力 依設計構想理念、流程安排、創意發想作評量 

工具材料選用的新奇性與獨創性 依材料選擇，工具、機具利用技巧作評量 

結構及造型的新奇性與獨創性 依整體造型作評量 

產品的新奇性與獨創性 依產品原創性作評量 

產品的精緻度與完整度 依整體造型作評量 

產品功能的多樣性與獨創性 依產品原創性作評量 

產品功能的實用性及價值性 依目的功能達成度、主題表現作評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表 2-5乃是研究者依所收集到的競賽資料中所具有之評分要項，

比對研究者所收集整理出的科技創造力評量要項，所做出之整理，從中

可以發現現今國內各類科技競賽活動的評分，最主要在於產品的功能是

符合競賽所要求，重點在於產品問題解決能力，不少的競賽活動亦只評

量此項。在工具材料的選用方面，由於多數國內之競賽會對其加以限制，

因此通常不列入評分要項中。而產品的造型與精緻度方面，國內競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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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較少家以評量或所占比例分數不多，其原因便在於評量時間短及人

力資源的不足。而在產品的實用性及價值性方面，除少數之競賽如

TIC100科技創新競賽，是以創業或創造新產品為目的競賽外，其餘競賽

多以參賽者想法的發揮為主要向度，對於產品的實用價值或市場性通常

較不為重視。 

    而如第一節所述，本研究設計之科技競賽是以讓學生能夠盡情發揮

其科技創造力為第一考量，因此在競賽的設計上，要求學生於競賽過程

中必須藉由活動紀錄單記錄自己小組的想法與設計理念，最後亦需有實

體作品的出現並實際進行競賽測試。透過記錄單了解學生想法上的獨創

性與新奇性，瞭解其製作過程安排的流暢性與遇到問題時的變通性，最

後透過實體作品評估學生的執行能力與問題解能力，便是本研究所欲觀

察到的學生科技創造力外在表徵。 

    因此，在本研究所設計的科技競賽活動中，將以學生科技創造力的

表現做為本競賽的主要評量重點，即是利用「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附

錄二)對參賽學生之思維多樣性、思考深度、思維獨創性、變通反應力、

思維可行性、材料適切性、造型獨特性、構造特殊性、功能適切性等科

技創造力的具體表徵進行評量。 

 

四、小結 

    在各界與各級學校極力推動創造力教育的現在，各類的「科技競賽」

變成了最好的一個實踐活動。各單位均希望藉由各類的競賽活動，透過

問題解決方式驗證簡單的科學原理，以活潑有趣的方式，促進學生們的

團隊合作能力與創造力的啟發，真正的達到創造力教育的目的。 

    而透過科技競賽活動的進行，老師們也可以更容易的觀察到參賽學

生的表現，透過適當而多元的評量方式，真正的評測出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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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能力。而從一些科技競賽的賽後訪問與回饋調查中，更可以發現

帶隊的教師與參賽學生對於科技競賽能提升創造力、提高生活科技的學

習興趣、促進團隊合作、應用科學原理、應用工作技能等方面都有正面

的肯定(王保堤、彭映江，2005; 林詩華，2005; 張嘉惠、黃千方，2005)。 

    而從上節關於創造力成份模式與科技創造力內涵之探討來看，科技

競賽過程中的社會環境因素乃可能對參賽學生之科技創造力發揮造成

影響，如能將此些社會環境因素加以分析探討，便能使科技競賽的規畫

設計更加完善，亦較能達成科技競賽激發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之目的。

因此，為確實分析探討出影響學生科技創造力之社會環境因素，本研究

即以創造力成分模式為理論基礎，設計科技競賽教學模組進行研究探討，

以下研究者即針對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做出探討。 

 

第四節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在教學上開始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教材內容應以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為中心，僅以教科書內容做為教學之題

材並不能夠帶給學生完整有用的知識，更不能使學生將學會如何所學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因此，教學模組的概念因應而生。 

    程景頤(1998)在台北市國中工藝競賽之檢討與未來取向研究論文中

即指出，工藝競賽極具教育價值，對於工藝教學正常化有正面之功效，

而於未來國中生活科技，則應更側重問解決與創造思考的能力。於現今

的生活科技教學來說，除了大型生活科技競賽的定期舉辦外，如能設計

於一般教學亦融入競賽的活動，亦將更能增進生活科技教學增進學生科

技創造力之成效。 

    因此、如前所述，本研究以創造力成分模式為理論基礎，希望探究

影響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科技創造力表現的社會環境因素，而為減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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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因素之影響，故設計以教學模組的方式來進行教材編製，將創造力

成分模式中的「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歷程」及「工作動機」等

三項影響因素加以控制，使整體研究更加嚴謹。以下研究者即針對教學

模組的意義及本研究設計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做出探討。 

 

一、教學模組的意義 

    Goldschmid和 Goldschmid(1972)提出：「教學模組乃是一個獨立的單

元，被設計用來協助學生完成某種定義明確的目標」。換言之，教學模

組即是指一個主題式教學的教案，強調教師教學的主導性及學生學習的

主體性，教師可從中擷取一部分、或改裝部份的教材內容、或變換執行

的方式(陳文典，2000a)。由此可知，教學模組之設計應有其特定之教學

主題與教學目的，獨立成為一完整之教學課程，而老師則可針對實際教

學情境之需要，加以做出變化。 

    教學模組是有別於傳統教學，採用多元化、適性化與多樣性的教學

活動，以學生為主體，提供學生主動參與、動手操作、撰寫報告與小組

討論之機會(陳均伊、張惠博、張文華，2003)。換言之，教學模組的運

作方式除了是由老師來進行專業知識內容的教學外，學生亦是一個主動

的學習主體，為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學習並進一步進行相關議題的探究，

教師們在實際教學模組時需注意留給學生發揮的空間，並引導其產生自

我學習的興趣。 

    賴慶三與楊繼正(2001)亦指出教學模組的本質是教材內容能夠以實

用性、生活化、趣味性的內容為主軸來呈現，重新建構具有知能情意的

完整學習教材。簡單來說，教學模組在教材的編定上需多以學生的實際

生活經驗為主體，融入學生們於生活中會利用到的知識做為教材，並安

排有趣的實踐活動，讓學生熱於去學習，且於學習後能將之實際用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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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 

    綜合以上所述，教學模組實乃針對特定主題，由一系列教材內容與

教學活動所組成的獨立完整課程，其教材內容需多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主

體，融入各方面相關專業知識，並藉由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方式進

行教學，設計自行探索視的個人活動或小組活動，讓學生可以主動學習

自己感興趣之內容；而因為教學模組乃一獨立之課程組合，教師們在使

用教學模組時則可針對實際教學之情境，對於模組的內容與實施方式進

行調整，以達最高之教學成效。 

     

二、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索競賽過程中影響學生科技創造力的環境因素，

以 Amabile所提出之創造力成分模式為理論基礎，探究其中社會環境成

分的影響，因此，為減低學生參與競賽前專業知識技能與創意思考能力

程度差異以獲得更正確之分析，本研究設計在競賽活動前設計「科技競

賽教學模組」進行教學。 

    易言之，研究者以創造力成份模式為理論基礎，規劃以製造科技之

設計與製作為主題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提供學生「充分的領域相

關技能教學」，「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及「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

式」，並以「問題解決導向的科技競賽」環境來當作模組的延伸教學活

動，在於競賽實施完畢後以問卷方式進行社會環境因素影響科技創造力

的調查分析。圖 2-4為創造力成分模式應用於教學模組設計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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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創造成份模式運用於規劃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中 

     

    而如前所述，教學模組的設計需有其特定主題或教學目的，且為使

本研究所設計之教學模組在日後亦能做為其他教學者之教學應用，故研

究者於規劃教學模組之教學目標時，除希望藉由教學模組的實施使研究

對象的先備知識一致以達研究之目的外，亦以藉由充分的領域相關技能

教學，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及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讓學生透

過多角度的層面去學習製造科技領域的設計與製作，並透過科技競賽活

動的激勵與驗證，進而達到科技創造力提升做為模組之主要教學目的。

研究者引用認知領域學習之認知精熟度階層(鄭湧涇，1994)的知曉、了

解、應用、統整四個階層，訂定出本教學模組之教學目標： 

(一) 知曉(Knows, K)：知曉製造科技領域之內涵知識與相關概念 

       1.知曉何謂製造科技及其內涵知識 

       2.認識製造科技對人類產生之影響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領域相關技能 

社會環境 

創造力相關歷程 

工作動機 

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 

充分的領域相關技能教學 

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 

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 

問題解決導向的科技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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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曉何謂創意思考方法 

       4.知曉問題解決模式 

    (二) 了解(Understands, U)：了解製造科技領域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1.了解各類材料的特性與用途 

       2.了解製造科技各類工具機械之用途與安全操作模式 

       3.了解製造科技於生活中的應用 

       4.了解創意思考方法及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的重要性與幫助性   

    (三) 應用(Applies, A)：應用製造科技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術進行操 

        作推論 

       1.能說出各類材料之特性與常見應用方式 

       2.有能力對不同材料作分類 

       3.有能力對不同材料作加工 

       4.有能力操作各類工具機械 

       5.有能力運用創意思考方法引導自己思考出新想法 

       6.有能力運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一步步安排問題解決步驟 

    (四) 統整(Integrates, I)：統整製造科技領域知識技能進行設計實作 

       1.有能力運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解決所遭遇問題之要求 

       2.有能力將運用創意思考方法引導出之想法實際做出實物產品 

       3.有能力操作各類工具，運用不同材料組合出實際產品 

       4.有能力分辨出物品之製造材料與可能加工方式 

    而在以上教學目標為準則下，研究者參照陳文典(2000a，2000b)提

出之教學模組教學流程，制定出科技競賽教學模組教學概念圖(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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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流程                            教學模組概念 

 

 

            

 

 

           

 

 

 

 

 

 

 

 

 

 

 

 

 

 

 

 

 

 

 

 

 

 

 

 

 

 

 

 

 

 

 

觀察情境 

察覺問題 

引導討論 

確定問題 

分工合作 

進行探究 

    你知道所有你身上穿的、戴的、踩的、踢的，坐的，用的、

拿的、看的，通通都是「製造科技」的成果嗎？你了解它對人類

造成了哪些已影響嗎？你知道現在製造科技發展的趨勢嗎？你

知道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的設計製作需要有哪些步驟嗎？你

想學會怎麼做出一個好玩又好用的作品嗎？ 

針對上述問題內容規劃出可探究的問題，例如： 

1.製造科技是什麼？內涵知識有哪些？對人類造成哪些影響？ 

2.怎樣才能設計製造出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呢？需要學會哪

些知識和技術呢？ 

3.有哪些技巧或知識可以幫助我「設計」並「製作」出作品呢？ 

安排系列的教學活動（分組、同時進行）： 

1.「製造科技是什麼？內涵知識有哪些？對人類造成哪些影

響？」（探討學習製造科技的內涵本質，如規劃、生產、行銷、

管理等） 

2.「怎樣才能設計製造出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呢？需要學會哪

些知識和技術呢？」（探討了解設計製作的步驟與內涵知識技術） 

3.「有哪些技巧或知識可以幫助我「設計」並「製作」出作品呢？」 

  （探討學習創意思考方法與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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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生活常見之用品其設計製造方式、材料特性、及運用範

圍？（利用所學去覺察生活中隨處可見之實際物品之特性，並與

大家分享自己所見） 

2.設計與製造 

（利用所學之知識技術與技巧，實際動手做出屬於個人的作品） 

 

 

 

 

 

 

 

 

 

 

 

 

 
圖 2-5科技競賽教學模組教學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模組教學概念圖中可以發現教材內容，主要以學生日常生活中常

見到的事物做開頭，讓教材內容貼近學生生活經驗；而透過一系列教學

活動的引導，讓學生逐步的吸收製造科技領域的專業知識，並藉由實踐

活動的練習，讓學生有應用所學的機會，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最後則藉由科技競賽活動的方式做為進階的探索實踐活動，讓學生可以

在有趣而具競爭感的情境中，盡情的發揮所學。如此一來，藉由此教學

模組之實施，本研究探討社會環境因素對學生於科技競賽情境中創造力

影響之研究目的將可得到實踐，亦可望透過此次教學中達到增進學生科

技創造力之教學目的。(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完整內容詳見附錄一) 。 

 

分享經驗 

整合成果 

綜和評鑑 

推廣應用 

「科技競賽」驗證學

習後之學習成果運

教學成效評鑑 

科技創造力評量 

實作技能評量 

發現開拓性的問題 

1.研討「製造科技產生的汙染問題」 

2.研討「環保製造科技的研發」 

3.如何用製造科技去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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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教學模組實施於近幾年的研究中使用相當廣泛，陳惠芬(1999)於「科

學趣味競賽」引入國小教學活動成效研究--以水火箭之學習環模組為例

之研究論文即提出，科學趣味競賽引入課程活動後，將可提高學生學習

的興趣，讓學生覺得「活動很有挑戰性」、「競賽過程很有趣」及「可以

學到課本上所沒有的知識」；在活動後，教師也反應學童普遍學習更主

動、班級互動良好、主動分工合作，而此些現象與林詩華(2005)，張嘉

惠、黃千方(2005)，王保堤、彭映江(2005)等第一線教師所反應的，科技

競賽能提升創造力、提高生活科技的學習興趣、促進團隊合作、應用科

學原理與應用工作技能等，相互呼應。 

    本研究為達本研究探討社會環境因素對學生在科技競賽情境中科

技創造力的影響之目的，乃藉由此教學模組之實施操控學生於參加競賽

前之先備知識，以減低其它因素對本研究之影響，亦希望藉由此教學模

組之實施，達到激發學生科技創造力之教學目的，不致使學生之受教權

因研究而受到干擾。 

 

第五節  總結 

一、創造力與科技創造力 

    創造力一詞通常是指對於某一主題的創新思考能力，重點在於產生

不同以往的新想法，培養學生創造力的教學大都將重點置於學生的創意

思考方式練習，而科技創造力的含意則比一般創造力多了「實體作品」

這項要求。科技創造力所指的乃是為解決特定問題而發展出創新解決辦

法之能力，其中包含了專業的知識技能、獨特的創新思考與工具材料應

用，以及最後實體成果之呈現，因此在培養學生科技創造力的課程中，

除了需加強學生「腦」的創意思考外，亦需兼重學生「手」的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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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透過主題活動的實踐練習，使所學知識技能融會貫通，將腦中所

想加以實現，並能進一步運用於生活中，如此方是所謂帶的走的能力。 

 

二、創造力成份模式與社會環境因素 

    組織中員工所處的環境會影響其工作的動機，進而影響其領域相關

技能的發揮及創意思考的產生，而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便是其工作環境，

學生對環境的知覺將影響到其學習的動機及後續的學習活動，進而影響

其科技創造力的提升，因此，如能透過適當的情境安排，給予學生盡情

發揮的學習空間，對於學生科技創造力的培養將有進一步之成效。然教

學情境中的社會環境因素，有哪些部分是對學生科技創造力有所助益，

那些是有所損害的，將是本研究所亟欲探討之課題。 

 

三、科技競賽 

    各類科技競賽的舉辦雖均有其獨特的目標，然對於希望藉由競賽實

做之方式以增進學生創造力之目的則大同小異。現階段科技競賽舉辦的

目的，除了少數是為評定參賽學生之專業技術能力而舉行的技能競賽外，

其餘競賽大都是希望藉由趣味的活動引起學生的參與興趣，藉由小組間

的良性競爭激發所有人的創新思考與團隊合作，透過實體作品的製作亦

將可促進學生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的應用能力。 

    因此，如能事先瞭解影響學生於科技競賽環境中科技創造力表現的

社會環境因素，進而透過適當的科技競賽情境安排，將可望對於學生科

技創造力的激發帶來相當之成效。 

 

四、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科技競賽對於學生在創造力與執行力上的助益是目前各類科技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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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舉辦的原因之一，然而一般科技競賽活動的舉辦往往需要較多的人力、

物力方能舉行，且參賽的學生畢竟仍是少數，如果能將科技競賽活動融

入一般教學的歷程中，對於培養學生科技創造力的教學目標之達成將有

其成效。因此，配合模組是教學的課程設計方式，將學科中的專業知識

技能透過適當的安排，以學生的生活經驗做為講解的例子教材，利用有

趣的個人探索活動或小組實踐活動，將可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維持高

度的學習動機，最後則利用科技競賽活動做為整體課程之進階活動，將

可進一步激發學生的科技創造力的增進與展現。故本研究所設計之科技

競賽教學模組除了能做為本研究之工具外，亦或可做為生活科技教學上

之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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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根據前述研究目的以及相關的文獻分析結果，將本研究的研

究設計與實施共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三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科技競賽中之社會環境因素對參賽學生科技創造

力展現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以利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的進行資料收集與

分析，探討參賽學生在科技競賽活動過程中所知覺到之社會環境因素，

對其科技創造力成果展現之影響；透過資料的分析，了解科技競賽中對

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產生影響的社會環境因素為何，並進一步對如何安

排適當的教學環境與競賽環境以協助學生科技創造力成長提出建議。下

圖(3-1)即是本研究之流程圖： 

 

 

 

 

 

 

 

 

 

 

 

 
圖 3-1研究流程圖 

 

選擇科技創造力測量工具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前導實驗 

文獻蒐集與分析 

建立理論基礎與架構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修正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實施 

發展社會環境因素調查問卷 

實際進行問卷調查 

資料整理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科技競賽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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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蒐集與分析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收集並閱讀國內外與「創造力成分模式」、

「社會成分模式」、「科技創造力」、「科技競賽」相關的文獻資料。 

二、建立理論基礎與架構 

    依據所蒐集的資料，探討科技創造力、社會成分模式以及科技競賽

的意涵與特性，以作為建構理論的依據。 

三、發展及選擇相關量測工具 

    為達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者在希望同時兼顧歷程與產品的創

意表現的考量下，發展「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

查問卷」調查科技競賽參賽學生在競賽中所知覺到的環境因素，並引用

「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評量學生在競賽中的科技創造力之具體表現。 

四、設計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本研究乃以 Amabile創造成份模式理論為基礎，理論中指出「領域

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歷程」、「工作動機」與「社會環境」等因素將

影響創造力展現，為避免社會環境外的因素養響學生與競賽中的科技創

造力展現，本研究配合國中生活科技教學內容，設計一完整之科技競賽

教學模組，模組中包含教學與競賽兩部分。 

五、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前導實驗 

    利用研究者任教的七個班級進行教學模組的教學實驗，蒐集學生反

映問題並邀請專家實地進行觀察。 

六、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修正 

    針對模組教學實施之實際成效進行檢討，藉由學生反映問題與專家

觀察意見進行模組的修正。 

七、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實施 

    實際實施模組中的教學部分使學生具備一致的起點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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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技競賽實施 

    以科技競賽做為模組的延伸活動，予學生展現科技創造力的機會。 

九、實際進行問卷調查 

    於競賽完畢後，利用問卷調查方式實際蒐集參賽學生於競賽中所知

覺之社會環境因素。 

十、資料整理與分析 

    整理與分析蒐集來的所有資料，將「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

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與「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等有關社會環境因

素與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分數的量化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與研究目

的作相關結果分析以及進行的探討。 

十一、撰寫研究報告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於科技競賽過程中，所知覺到的社會環境

因素，對其科技創造力發揮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透過量的分析，即於

教學模組實施完畢後舉行科技競賽，然後透過問卷調查學生所知覺到的

社會環境因素，與其作品所得的科技創造力分數做分析；並藉由實地觀

察學生參與競賽的過程，探討競賽過程中社會環境因素對學生的影響，

以作為量的分析之補充。研究架構圖如下圖 3-2所示：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52 

 

 

 

 

  

 

 

 

 

 

 

 

 

  

 

 

 
圖 3-2 研究架構圖 

 

第三節  研究情境與對象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乃在於探討科技競賽過程中的社會環境因素

對參賽學生之影響，由於研究者之前曾參與過多次以國中生為對象的科

技競賽活動，加上研究者以連續多年於北縣國中擔任生活科技兼課教師，

因此在教材掌握度，教學情境熟悉度及生活科技課程實際實施情況之考

量下，選擇以國中學生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而在合作學校的選擇上，由於考量到現今生活科技課程於一般國中

之授課狀況，及配合研究進行教學實驗之意願，研究者選擇以本身正擔

任兼課教師的學校為合作對象，進行本研究。該校為北縣之知名國中，

校內各學科之實際授課狀況均相當正常，鼓勵學生多元的學習接觸各類

知識，且已連續多年舉辦校內小型的科技競賽活動，研究者即曾於 95

科技競賽過程中自我知覺社會環境因素

對學生科技創造力之影響 

社會環境因素 
 

科技創造力 

學校是否支持 

老師是否支持 

小組工作狀況 

競賽限制的多寡 

大會提供資源的多寡 

挑戰性競賽題目 

競賽的要求與限制 

學校環境的障礙 

思維多樣性 
思考深度 
思維獨創性 
變通反應力 
思維可行性 
材料適切性 
造型獨特性 
構造特殊性 
功能適切性 

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

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 
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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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籌辦該屆之科技競賽，因此，於該校進行本次研究將可望使整個

研究過程更加嚴謹順利。 

    而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探討影響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科技創造

力表現之社會環境因素，對於學生參與競賽前的先備知識則藉由教學模

組的實施使之對研究之影響減低。故在考量到對於教學模組教材的熟悉

度及維持學生參與競賽前先備知識的一致性等因素後，本研究乃由研究

者兼任教學模組的施教者，以期透過一致的教學模式與教材內容，減低

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差異而對學生造成之影響，使研究在進行過程中更

加的客觀。而由於研究者任教的班級均為七年級學生，與本研究所欲討

討之對象符合，且每班每週授課時數為二節，將有助於此次研究教學模

組實施的完整度，故本研究將以研究者任教的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參與此次研究之七年級班級預計將有 11個，即研究者的所有班級

均參與其中以增加本次研究之樣本，共計約 408名學生。而配合本研究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的設計，預計將以每三人為一組的方式進行教學與活

動，分組方式則將配合營造不同社會環境因素而分別以老師依生活科技

成績指定分組、抽籤隨機分組及學生自行分組等三種分是進行分組，並

利用一般教室與專科教室的差異、教師於競賽時的所在位置、給予資訊

資源的多少等因素的操弄營造不同場地之社會環境因素，以觀察其對學

生於科技競賽中科技創造力表現造成之影響。而除上述可藉由操弄之因

素將由研究者進行設計外，其於環境因素則將利用問卷的方式調查學生

對環境的自我知覺狀況，後再與研究對象科技競賽中之成果進行分析。 

 

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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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以創造力成份模式為理論基礎，規劃以製造科技之設計與製

作為主題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提供學生「充分的領域相關技能教

學」，「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及「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並以

「問題解決導向的科技競賽」環境來當作模組的延伸教學活動，在於競

賽實施完畢後以問卷方式進行社會環境因素影響科技創造力的調查分

析(見圖 2-4)。 

    其中的「領域相關技能」主要包含領域內的相關知識、必備的技術

技能、以及領域關聯的特殊才能等三種。在科技產品的發明或創新的過

程中，除了需要具備發明該產品的相關專業知識(即領域內的相關知識)

外，更要能夠具備使用各種機具、材料或操作各種儀器的技術能力(即必

備的技術技能)，且最重要的是需能夠運用活潑的心智意象以產生不同的

構思，而結合此三種要素，才能夠適切地發明出一項科技產品(Amabile, 

1983)。 

    因此，在此理論為基本架構下，研究者配合蔡錫濤(1993)提出之製

造科技系統程序內涵－領域內的相關專業知識；製造產品六大基本加工

方法「切削」、「成形」、「鑄造模塑」、「調質」、「接合組裝」、「表面處理」

－必備的技術技能，訂定出「領域相關技能」部分之教學概念(表 3-1)。 

 
表 3-1 教學概念：「領域相關技能」部分 

系統程

序內涵 

生產程序：取得資源，轉化資源，生產產品 

管理程序：研究發展，生產管理，銷售管理，工業關係，財務管理 

加工 

方法 

加工材料 加工機具耗材 

金屬 木材 塑膠 陶土 工具 機器 耗材 

切削 

銅管 

~ 

鋸切 

鑚孔 

實木 

~ 

鋸切 

鑚孔 

壓克力 

~ 

鋸切 

鑚孔 

 金工鋸、折合鋸 

弓形鋸、手搖鑚 

線鋸機 

鑚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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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教學概念：「領域相關技能」部分(續) 

系統程

序內涵 

生產程序：取得資源，轉化資源，生產產品 

管理程序：研究發展，生產管理，銷售管理，工業關係，財務管理 

加工 

方法 

加工材料 加工機具耗材 

金屬 木材 塑膠 陶土 工具 機器 耗材 

成形 

  壓克力 

~ 

加熱軟

化成型 

陶土 

~ 

手捏成型 

土條成型 

弓形鋸、美工刀 烤箱 手套 

鑄造 

模塑 

  果凍蠟 

~ 

模塑 

  電磁爐 手套、漏斗 

調質 

  果凍蠟 

~ 

模塑 

  電磁爐 手套、漏斗 

表面 

處理 

銅管 

~ 

砂磨 

拋光 

實木 

~ 

砂磨 

上漆 

壓克力 

~ 

砂磨 

拋光 

陶土 

~ 

上色 

砂紙 

銼刀 

布輪機 

砂帶機 

噴漆 

接合 

組裝 

銅管 

~ 

焊、黏 

實木 

~ 

黏、釘 

壓克力 

 

黏、磁 

陶土 

 

黏 

銼刀、砂紙 

鐵鎚、手搖鑚 

尖嘴鉗、老虎鉗 

 強力膠、白膠 

鐵釘、釣線、膠

帶鐵絲、磁鐵 

 

    「創造力相關歷程」主要包含適切的認知型態、產生新構想的啟發

性知能、以及誘導式的工作型態等三種。適切的認知型態主要指能夠理

解錯綜複雜的事物、或在問題解決過程中能夠有破除成規的能力。產生

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是指能嘗試其他與直覺相反的作法；能對常見的

事物保持新奇性；能透過個案分析、類比、例外、矛盾的事件中建立假

設；以及能與構想互動、重視心智訓練等知能，理論中也強調具備產生

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是解決問題的優勢能力。而誘導式的工作型態內容

中，所探討的能力包含能長時間專心工作的能力；能適時地放棄不佳的

策略，且能暫時拋開難題的能力；能具備面對難題的堅持能力；以及能

面對挑戰的精力(Amabile,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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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工作動機」則主要包含對工作任務的態度、以及對執行工作任

務的觀感等兩項內容。對工作任務的態度主要與內在動機相關，是指個

體在從事工作時，主要出自於自己的意願。而對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則

與外在動機相關，是指個體在從事工作時，主要是為了達成外在的相關

目的(如獎勵)。Amabile(1983)也特別指出個體從事工作的過程中，內在

動機將有助於提昇個體的創造力，而外在動機則有損於個體的創造力。 

    因此，本模組的教學透過創意思考方法的教導－適切的認知型態、

產生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CPS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的運用與練習－誘

導式的工作型態，以增進學生創造力相關歷程能力的增長。而透過多元

的教學方式改變學生對學習製造科技的態度－對工作任務的態度，並利

用多元的評量方式及可充分發揮想像的主題作品創作，改變學生對於實

作練習的觀感，增加對實作的興趣－對所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以確實

激發學生學習的工作動機 (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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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學概念：「創造力相關歷程」、「工作動機」部分 

創造力相關歷程 工作動機  

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 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 最後主題作品 

十二思路啟發法： 

1.加一加(增加、組合) 

2.減一減(削減、分割) 

3.擴一擴(擴展、放大) 

4.縮一縮(收縮、密集) 

5.改一改(改進、完善) 

6.變一變(變革、重組) 

7.學一學(學來、移植) 

8.搬一搬(搬去、推廣) 

9.代一代(替代、替換)  

10.聯一聯(聯結、插入) 

11.反一反(顛倒、反轉)  

12定一定(界定、限制) 

 

CPS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多元教學方式： 

1.分組合作學習 

2.小組競賽刺激學習回應 

3.利用遊戲及小活動刺激思考學習 

4.善用實例圖片影片，增加學習動機 

5.充分且多元的練習與思考時間 

6.鼓勵發表與給人建議 

7.鼓勵欣賞他人特質 

 

多元評量方式： 

1.各類心得表與討論單 

2.專業知能評量 

3.技巧熟練度觀察 

4.同樣加工技巧運用到多種材料的 

  能力評量 

5.多種加工技巧運用至同一材料之 

  能力評量 

6.加工技巧適用於不同的材料的能 

  力評量 

7.工作流程安排之能力評量 

8.想法與實際成品的相符程度 

突發奇響  

~ 一個可以發出聲

響的作品 

 

流動感 

~ 一個具「水的特

質」的作品 

說明： 

＝＞利用自由練習

時所製作出之零件

(如.木片、壓克

力、黏土塊等)，利

用創意思考方法將

其組合成一件能達

成特定要求的作

品。 

＝＞藉此作品的創

作將可促使學生練

習運用所學之技術

與方法，以促進學

習之效果。 
資料來源：陳龍安(2007)，湯偉君、邱美虹(1999)，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所述，本教學模組安排以八週，每週兩節共十六節課的時

間進行教學(詳見附錄一之表 4.6教學計畫安排示例)。 

 

二、載水卡多科技競賽活動 

    本研究以科技競賽教學模組的教學，減低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

關歷程與工作動機等因素之影響。教學後則規畫以科技競賽活動做為模

組教學之延伸活動，並做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工具(圖 3-3)。 

 

了解 

問題 

行動 

的計畫 

激發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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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運用創造力成份模式規劃科技競賽教學模組概念圖 

     

然科技競賽的種類形式與產出大不相同，有的競賽只是要應證某種

科學原理，不重視最後產出成品的精緻度與實用性，有的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資源與時間，有的在材料與工具有較多的限制，有的重視在有

限時間下展現其技術能力，各種比賽皆有其特殊的競賽目的(表 2-3)。加

上此教學模組是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規範之領域次主題要項

中的「創意與製作」、「材料」、「機械應用」、「運動與力」等國中

生活科技製造科技領域教材為主要內容，因此，在考量到模組的教學內

對各種工具材料特性的了

解，各種材料工具的熟練 

運用與搭配，製作出所想 

到的各項設計。 

利用所學習過之創意思考 

方法，小組合作設計出與 

眾不同又具功能性之設計 

透過設計圖、小組活動單 
，與小組遊戲競賽之方式 
，從多方的角度來進行評 
量，加上適當之獎勵方式 
，激發學生工作動機。 
 

提供一個能夠促進創造力
之發揮的公平社會環境，
讓學生藉由所學得的專業
知識技能，配合創意思考
方法的引導，於小組合作
下，進而激發學生科技創
造力與實作技能。 

社會環境 
問題解決導向的 

科技競賽 

工作動機 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 

創造力相關歷程 
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 

教學 

充分的領域相關 

技能教學 
領域相關技能   

創造成份模式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對參與科技 

競賽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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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主要概念下，研究者將本模組科技競賽的界定將和表 2-3中所列的

「科技產品」類之以產出為重點的競賽較為類似。換句話說，本模組中

所發展的科技競賽將以「科技產品」為主要產出，並用之解決特定之問

題或進行趣味競賽。 

    在以科技產品為主要產出之前提下，研究者融合模組教學內容與問

題解決模式進行競賽題目的設計。為加大其創意發揮之空間並呼應所學，

題目之設計乃要求利用所做之產品解決特定問題，並給予教學中曾練習

過的所有工具材料做為選擇。綜合上述所有考量，本研究設計以「載水

卡多 ~ 載水車大競走」做為此次競賽之題目(詳見附錄一之表5.2「科技

競賽教學模組之科技競賽活動」示例)。 

    競賽題目要求學生以三至四人為一組，利用大會所提供的材料設計

製作出一台可以承載水的車子，並由參賽同學自行操作進行競賽測試，

使其自競賽測試斜坡滑下後可以跨越障礙物並盡可能維持車上原有之

承載水量。考驗學生問題解決能力、材料工具應用能力、創意思考能力

與團隊合作能力。 

 

三、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 

    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於本研究中，主要用於評量學生科技競賽活動

之成果，藉由活動紀錄單與實體作品的評量，給予學生一個科技創造力

之分數，做為之後與社會環境因素問卷調查結果做比較分析之用。 

    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朱益賢、林彥志，2008)的評量方式，乃依據

學生在科技競賽中所產出的活動記錄單與實體作品，評量學生的科技創

造力。此評量表藉由改良式德懷術(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研究法彙整

專家意見發展，並透過實際競賽的評量做出修正，主要評分指標及其所

佔比例如下：(1)思維多樣性(15%)；(2)思考深度(5%)；(3)思維獨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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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變通反應力(10%)；(5)思維可行性(10%)；(6)材料適切性(10%)；

(7)造型獨特性(10%)；(8)構造特殊性(10%)；(9)功能適切性(15%)。 

    本研究在前導實驗中即利用此評量表進行評分，並利用三位評分者

評分所得之數據，將評量表中的評分項目進行評分者間信度計算，由下

表 3-3可知各項目均在 99.9%之信心水準下達到顯著水準。 

 
表 3-3 各項目和總分的和諧係數 

項目 和諧係數 

思維多樣性 .829*** 

思考深度 .740*** 

思維獨創性 .680*** 

變通反應力 .803*** 

思維可行性 .601*** 

材料適切性 .548*** 

造型獨特性 .831*** 

構造特殊性 .784*** 

總分 .890*** 

資料來源：朱益賢、林彥志(2008)。***：p<.01 

 

    而評量表於本研究前導實驗中實施所得之數據，經計算肯氏和諧係

數以了解評分者的一致性後，由下表 3-4可知各班級成積的和諧係數介

在.686~.943之間，各數值在 95%之信心水準下均達到顯著水準。 

 
表 3-4 各班的和諧係數 

班別 A B C D E F G 全部 

 .686** .869** .900** .721** .874** .827** .943** .833** 

資料來源：朱益賢、林彥志(2008)。**：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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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於本研究前導實驗中所得之驗證，及該評分量表之發展依

據，本研究於正式實施時，將以此量表做為評量學生在科技競賽中科技

創造力表現的工具。 

 

四、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 

    於模組教學之科技競賽活動實施後，本研究將以問卷方式進行學生

對競賽中社會環境因素的自我知覺調查，配合參賽學生於科技創造力評

分量表所得之分數進行分析探討。 

    本問卷以 Amabile創造成份模式理論中，工作環境對創造力影響的

概念模式為基礎，依據教育體系環境與科技競賽環境之特性將其修訂為

表 2-2，並分析 Amabile(1996)提出創新氣氛評估表(KEYS scale)的編擬原

則，進而統整出問卷題目編擬原則(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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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題目編擬原則 

企業組織 

環境知覺

評估因素 

KEYS scale編擬原則 

競賽體系 

環境知覺

評估因素 

題目編擬原則 

組織鼓勵 

l 一個組織的文化透過以下方式

鼓勵創造力的展現 

l 對創新想法的公平與積極評價 

l 對有創造力的工作之獎勵賞識 

l 提供發展新想法的技巧 

l 組織工充滿大量的活躍的點子 

l 與員工分享公司未來願景及正

在嘗試做哪些事 

l 例子.在組織中，員工用有創意

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是被鼓勵的 

學校是否

支持 

l 以學校當作組織的

角色來做延伸： 

l 學校是否鼓勵學生

多參加此類活動 

l 是否給予獎勵 

l 對參加學生是否有

某些程度上的限制 

l 是否主動提供資訊 

主管鼓勵 

l 一個主管會有下列行為來激發

工作團度的創造力 

l 提供好的工作模型 

l 設定適當的目標 

l 對團隊提供支持 

l 重視個人的表現與貢獻 

l 在工作團隊中展現出身為領導

者的自信心 

l 例子.我的主管會提供好的工作

模型 

老師是否

支持 

l 以老師當作主管角

色來做延伸： 

l 是否給予鼓勵 

l 是否提供比賽的資

訊 

l 是否給予適當的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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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編擬原則(續) 

企業組織 

環境知覺

評估因素 

KEYS scale編擬原則 

競賽體系 

環境知覺

評估因素 

題目編擬原則 

工作團隊

的支持 

l 一個溝通良好且擁有不同技能

的工作團隊 

l 對於新想法的開放與採納 

l 願意積極的協助夥伴執行挑戰

性的工作任務 

l 信任且願意幫助他人 

l 對於自己的工作任務相當堅定 

小組工作

狀況 

l 以小組當作工作團

隊角色來做延伸： 

l 小組組成方式與人

數將影響成員間彼

此溝通與合作方式 

l 小組意見溝通狀況 

l 小組的合作狀況 

自由度 

l 在執行工作任務時得一種被控

制的感覺 

l 可以決定做哪些及如何做 

l 例子.我可以自由決定如何完成

我的計畫 

競賽限制

的多寡 

l 以參賽學生在競賽

過程中感受為主，受

活動規劃之影響加

以延伸： 

l 對於題目的感受(是

否好發揮) 

l 發揮空間是否足夠 

l 限制條件的多寡 

足夠的資

源 

l 有適當的資源，包括資金、材

料、工具設備及資訊 

l 例子.通常我能順利取得執行工

作任務上所需的資源 

大會資源

提供的多

寡 

l 以大賽提供的資訊

與材料供作為延伸： 

l 場地大小工具材料 

l 競賽資訊的說明 

l 大會提供的獎勵 

挑戰性工

作 

l 一種感覺，覺得自己必須努力去

完成這次極具挑戰性且重要的

工作任務 

l 例子.我正在執行的這個工作任

務是極具挑戰性的 

挑戰性競

賽題目 

l 成員對競賽題目的

感受 

l 難度問題 

l 挑戰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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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編擬原則(續) 

企業組織 

環境知覺

評估因素 

KEYS scale編擬原則 

競賽體系 

環境知覺

評估因素 

題目編擬原則 

工作負荷

壓力 

l 極端的時間壓力 

l 對生產力的不切實際期望 

l 對需要具備創造力的工作任務

感到困惑與焦躁 

l 例子.我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完成

很多的工作 

競賽的要

求與限制 

l 競賽的部分要求所

造成之壓力 

l 製作時間 

l 給予修改的機會 

l 對於需要思考的事

物感到壓力 

l 教師與家長的壓力 

組織障礙 

一個組織的組織文化會因為下列行

為減低員工創造力 

內部行政有問題 

新的構想常受到嚴厲的批評 

無建設性的內部競爭 

對於風險的逃避 

過分強調職位的高低地位 

組織存在著一些行政上的問題 

學校環境

的障礙 

以學校及家長做為組織

阻礙角色的延伸 

學校課程的安排(重不重

視此類課程) 

家長的支持與否 

學校是否舉辦過此類競

賽活動 

(此項與第一項”組織鼓

勵”因素互有對立關

係，故部分題項會覺得有

點類似，但意義不同) 
資料來源：Amabile(1996)，作者整理 

 

    而藉由問卷題目編擬原則的延伸，在初步規劃出問卷題目與型式後，

藉由專家審查的方式，請二位於大學任教的科技教育專家，及一位於第

一線實際進行教學的高中生活科技教師，提供意見以進行修正。並於修

正後，透過國中七年級學生，共 37人的實際填寫經驗回饋，提高問卷

的表面效度，編擬出本研究所需使用之「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

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詳見附錄三)，共 34題，其主要目的在透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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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的自我知覺社會環境因素，以與學生之科技創

造力表現做出分析。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一) 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 

          於科技競賽教學模組的科技競賽活動後，針對競賽之活動紀  

      錄單與最後實體作品進行評量，給予各小組科技創造力分數。 

          評分者除了研究者本身外，將尋求此量表之設計者、有實際 

辦理科技競賽活動經驗與評分經驗之專家，做為本研究科技競賽 

之評分人員。 

    而為避免評分者不同造成之評分誤差，提高使用此評量表實

之評分者效度，於評分前將召開評審會議，由量表設計者為所有

評分人員解釋此量表之評分方式與注意事項，擬訂出一致的評分

準則。 

(二) 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 

    於科技競賽教學模組的科技競賽活動後實施，以組為單位填

寫調查問卷，以調查參賽學生對競賽環境的自我知覺。 

 

二、資料分析 

    (一) 參賽學生之科技創造力分數之分析 

          用平均數來呈現參賽學生科技創造力分數之均衡點與重要 

性數值，並利用標準差來呈現其科技創造力分數的差異情形。 

    (二) 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之分析 

          以敘述統計方法將調查問卷中所取得的資料，如對場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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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覺，對小組合作方式的自我知覺及對題目難度的自我知覺等

相關資料，以百分比分數進行整理。 

(三) 自我知覺之社會境因素對科技創造力分數影響之分析 

    針對調查問卷中有三個自我知覺選項的社會環境因素，透過

變項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其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之差異是否

達顯著水準。而後利用獨立樣本 t-檢定（t-Test），將三個自我知

覺選項，兩兩進行分析以求嚴謹。 

針對調查問卷中有二個自我知覺選項的社會環境因素，再透

過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其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之差異是否達顯

著水準。 

而由於 t-檢定的使用限制是，兩個樣本都必須是常態分布，

當樣本數大於 30時，由於趨中理論，會直接認定樣本是常態分

布。但如果是樣本數小於 30時，則須先檢定樣本是否常態分布。

因此，針對樣本數小於 30之變項，則先利用單一樣本

Kolmogorov-Smirnov檢定(one -sample KS-Test)，鑑驗樣本是否呈

常態分配，而根據單一樣本K-S檢定之定義，當樣本進行分析後，

只要其顯著水準大於.05(p>.05)，即可算是呈現常態分配，方可再

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 

而在本研究中，自變項乃是社會環境因素，研究歸類為人文

科學類研究，適用的顯著水準(p-value)為 10~5%，為求整體研究

的之一致，本研究於社會環境因素與科技創造力之獨立樣本 t-檢

定，顯著水準均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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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中學生於科技競賽過程中，本身所知覺到的社

會環境因素對其科技創造力的影響。研究者認為，根據 Amabile所提出

的創造力成分模式，個人所處的工作環境將會影響個人的個人動機，進

而影響領域相關技能與創造力相關歷程，而如將此引申至科技競賽環境

中，學生所處的競賽環境，亦將影響其科技創造力的發揮。 

    本研究以創造力成份模式理論為基礎，配合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內容，

設計科技競賽教學模組進行教學。樣本取自台北縣某國中七年級 11個普

通班級，分組進行模組教學與競賽實施，並由專業人員利用科技創造力

評分量表進行評分。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實施完畢後，利用科技競賽參賽

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進行調查。而後藉由參賽小組之

科技創造力得分與問卷調查結果，進行探討，其結果如下： 

 

第一節 科技創造力表現分析 

本科技競賽活動的實施，是在研究者進行八週的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教學後進行，故參賽學生之先備知識與技能均大致相同，也已具備實際

操作之經驗，故於競賽活動時間結束後，11個班級共 131組(3人一組)

大都順利的完成作品，僅少數組別於細節部分未製作完善，但仍能進行

測試，因此，共有 131台載水車進行正式測試。 

    作品測試過程中，全程有 DV進行錄影，並針對作品的各角度外觀

及細部構造拍照記錄，以做為評分時之參考。 

本競賽活動之評分，由三位曾實際任教於國中生活科技科，並正於

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就讀的生活科技老師進行評分，每位評分老師

依據科技競賽評分量表之評分項目與標準，從實體作品、活動紀錄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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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測試結果進行專業評分，最終以三位評分老師分別評出之分數進行平

均，做為參賽者之最終分數。而於測試完畢後，以組為單位進行問卷調

查，共發放 131份問卷，回收 131份，有效問卷 130份，故以下針對有

效問卷之 130組分數進行統計分析。 

 

一、 小組整體表現分析 

    在以活動紀錄單為主要評分項目的評分項目中，其目的在於透過紀

錄，瞭解學生於競賽中展現的科技創造力中的創意構思意涵，即參賽學

生的創意發想能力，希望瞭解學生在面對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時，是否能

針對問題，提出多個，且具獨特性的解決辦法(思維多樣性，思維獨創性)；

對於解決辦法的思考能否仔細而深入(思考深度)；而當解決辦法發生突

發性問題時，是否有能力及時變通，想出改進的方法(變通反應力)；而

不論是問題解決能力亦或科技創造力，均強調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否具可

行性(思維可行性)，故本競賽活動的評分，亦將此點列入考量。 

僅針對有效問卷之小組進行統計，各小組之科技創造力平均得分為 

61.356，標準差為 9.333，詳如下表 4-1： 

 
表 4-1 參賽小組科技創造力分數描述統計資料(N=130) 

組數 平均數 中間值 眾數 標準差 變異數 最小值 最大值 

130 61.4 62.3 62.3 9.3 87.1 35.3 83.0 

 

    而從下表 4-2、表 4-3，參賽小組的各評分項目得分情形中可以發現，

學生的思維多樣性(配分 15分，M=7.4，SD=2.6)表現持平，得分低於配

分 1/2的小組(68組，52.3%)與得分高於配分 1/2的小組(62組，47.7%)，

其組數與數量分配大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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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思考深度(配分 5分，M=2.1，SD=1.1)表現則較弱，有近七成的小

組得分低於該配分的 1/2(88組，67.7%)，其原因可能在於學生急於動手

實做，且未能找出關鍵點，僅就題目表面上的說明進行思考，而未多花

時間思考更進一步的影響因素 

 
表 4-2 參賽小組各評分項目得分情形分析(N=130) 

 思維 

多樣性 
15分 

思考深

度 

5分 

思維 

獨創性 

15分 

變通 

反應力 

10分 

思維 

可行性 

10分 

材料 

適切性 

10分 

造型 

獨特性 

10分 

構造 

特殊性 

10分 

功能 

適切性 

15分 

總分 
 

100分 
最高分 14.0 5.0 15.0 10.0 10.0 10.0 10.0 9.3 15.0 83.0 
最低分 3.0 0.3 4.0 0.0 2.7 2.0 3.3 2.0 3.0 35.3 
全距 11.0 4.7 11.0 10.0 7.3 8.0 6.7 7.3 12.0 47.7 
平均 7.4 2.1 8.7 3.2 7.5 7.0 6.8 5.6 13.4 61.4 
標準差 2.6 1.1 2.7 2.1 1.8 1.6 1.7 1.8 2.6 9.3 

 
表 4-3 參賽小組各評分項目得分情形之次數分配(N=130) 

 思維 

多樣性 
15分 

思考深

度 

5分 

思維 

獨創性 

15分 

變通 

反應力 

10分 

思維 

可行性 

10分 

材料 

適切性 

10分 

造型 

獨特性 

10分 

構造 

特殊性 

10分 

功能 

適切性 

15分 

總分 
 

100分 

低於 1/4 13 
10.0% 

30 
23.1% 

0 
0.0% 

47 
36.2% 

0 
0.0% 

2 
1.5% 

0 
0% 

1 
0.8% 

1 
0.8% 

0 
0.0% 

介於

1/4~1/2 
55 

42.3% 
58 

44.6% 
48 

36.9% 
58 

44.6% 
14 

10.8% 
12 

9.2% 
23 

17.7% 
48 

36.9% 
6 

4.6% 
17 

13.1% 

介於

1/2~3/4 
54 

41.5% 
33 

35.3% 
58 

44.6% 
21 

16.2% 
51 

39.2% 
71 

54.6% 
64 

49.2% 
65 

50.0% 
8 

6.2% 
106 

81.5% 

高於 3/4 8 
6.2% 

9 
6.9% 

24 
18.5% 

4 
3.1% 

65 
50.0% 

45 
34.6% 

43 
33.1% 

16 
12.3% 

115 
88.5% 

7 
5.4% 

Total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註：「得分低於 1/4」表示小組於該評分項目之成績，低於該評分項目配分的 1/4以
下，例如該評分項目配分為 10分，某小組在該項目得分低於 2.5分，則在該次數分
配表上註記一次。 
 

    於思考獨創性(配分 15分，M=8.7，SD=2.7)部分，六成以上(82組，

63.1%)的小組都能提出不錯的獨特想法，得分在該配分的 1/2以上；思

維可行性部分的得分亦相當的不錯(配分 10分，M=7.5，SD=1.8)，有 65

項目 

成績 

項目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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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組(50.0%)得分在該選項配分的 3/4以上，顯示出參賽學生多能提出

一個可行的問題解決辦法，雖說可能因此而減少參賽學生多想幾個的意

願，但卻可實際的提高解決問題的機率。 

    然而面對突發問題時的變通反應力(配分 10分，M=3.2，SD=2.1)，

有超過三成的小組(47組，36.2%)得分低於該配分的 1/4，總計於該項得

分低於該配分 1/2的小組超過八成(105組，80.8%)，顯示學生在面對突

發問題時，問題解決與想出替代辦法的表現不佳。 

    在以實體作品與測試果為主要評分依據的評分項目中，主要是希望

評量參賽學生於競賽中展現的科技創造力中的實際製作意涵，以及是否

能確實解決問題。評量參賽學生是否有能力，將其設計圖上的構想加以

實現，正確而適當的應用所給予的材料(材料適切性)；整體造型是否與

它組不同 (造型獨特性) ；載水車機構之設計是否能與它組不同，且實

際達到其功能，讓載水車運作順暢(構造特殊性)；而載水車的構造功能

是否有效，與最終測試的成績(功能適切性)，則直接的反映了参賽學生

的問題解決能力。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參賽學生在材料適切性部份(配分 10分，M=7.0，

SD=1.6)的得分均相當不錯，有 116組(89.2%)的得分在該配分的 1/2以上，

顯示出參賽學生對於教師所提供的材料，大都能從中選擇出適合的材料，

亦或自己較擅長操作的材料來進行製作。 

於造型獨特性(配分 10分，M=6.8，SD=1.7) 的表現上，有超過八成

的小組(107組，82.3%)得分在該配分的 1/2以上，其中更有 43組(33.1%)

的得分在該配分的 3/4以上，顯示出參賽小組都能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且能展現出屬於小組的獨特創意。 

於構造獨特性(配分 10分，M=5.6，SD=1.8)的表現上，多數小組都

能設計出 1個以上的機構，以配合其在水車的整體設計，故有超過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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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組(81組，62.3%)得分高於該配分的 1/2。 

最終的實際測試，各參賽小組載水車的功能適切性(配分 15分，

M=13.4，SD=2.6)，有 115個小組(88.5%)的分超過該選項配分的 3/4，顯

示出參賽學生的製作成果，大多能有效達成題目要求。 

而從上表中的總分欄位結果來看(總分 100分，M=61.4，SD=9.3)，

可以發現大多數的小組(106組，81.5%)，總得分在 50至 75之間，整體

表現尚可。 

 

二、總分較高之參賽小組表現分析 

    為瞭解在此次競賽中總得分較高之小組，其得分高於其他小組的主

要因素，因此將 130組參賽小組，依名次分成四群，以便進一步做分析。  

    從下表4-4及表4-5中，如將排名第1~33名的小組各評分項目得分，

與第 34~66名的小組各評分項目得分做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發現，

在「思考深度」評分項目(t=3.261，p<.05)、「思維獨創性」評分項目(t=4.120，

p<.05)、「思維可行性」評分項目(t=2.870，p<.05)、「材料適切性」評分

項目(t=2.117，p<.05)、「造型獨特性」評分項目(t=2.590，p<.05)以及「構

造特殊性」評分項目(t=2.124，p<.05)等項目上，其分數的差異性均達顯

著，進而影響到參賽小組的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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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參賽小組依排名分四組後之平均分數與標準差(N=130) 

 思維 

多樣性 
15分 

思考深度 

 

5分 

思維 

獨創性 

15分 

變通 

反應力 

10分 

思維 

可行性 

10分 

材料 

適切性 

10分 

造型 

獨特性 

10分 

構造 

特殊性 

10分 

功能 

適切性 

15分 

總分 
 

100分 

1~33 9.0 
(2.7) 

2.6 
(1.2) 

11.2 
(2.2) 

4.1 
(2.1) 

8.7 
(1.4) 

7.9 
(1.2) 

7.8 
(1.6) 

6.8 
(1.1) 

14.4 
(1.6) 

72.7 
(1.6) 

34~66 7.8 
(2.0) 

1.8 
(0.9) 

8.8 
(2.6) 

3.2 
(1.8) 

7.7 
(1.7) 

7.3 
(1.5) 

6.9 
(1.3) 

6.1 
(1.3) 

14.4 
(1.4) 

64.8 
(1.0) 

67~99 6.9 
(2.2) 

2.1 
(1.1) 

8.1 
(2.2) 

3.0 
(1.7) 

7.4 
(1.7) 

7.1 
(1.3) 

6.5 
(1.8) 

4.8 
(1.6) 

12.5 
(2.8) 

58.2 
(1.6) 

100~130 5.7 
(2.2) 

1.8 
(0.9) 

6.5 
(1.5) 

2.3 
(1.6) 

6.1 
(1.9) 

5.8 
(2.1) 

5.7 
(1.4) 

4.7 
(1.6) 

11.2 
(2.9) 

49.0 
(4.2) 

全部 
130組 

7.4 
(2.6) 

2.1 
(1.1) 

8.7 
(2.7) 

3.2 
(2.0) 

7.5 
(1.8) 

7.0 
(1.6) 

6.8 
(1.7) 

5.6 
(1.7) 

13.2 
(2.6) 

61.4 
(9.3) 

 

表 4-5 競賽成績第 1-33名與第 34-66名小組各評分項目之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 

評分 
項目 

思維 

多樣性 
思考 

深度 

思維 

獨創性 
變通 

反應力 
思維 

可行性 
材料 

適切性 
造型 

獨特性 
構造 

特殊性 
功能 

適切性 
t 1.784 3.261 4.120 1.782 2.870 2.117 2.590 2.124 0.000 

p .084 .002* .000* .084 .007* .042* .014* .041* 1.000 

*p < .05 

 

    配合研究者於競賽進行過程中的觀察，探討上述有顯著差異的評分

項目，可以發現思考較深入的小組，表現出願意花較多時間於思考上的

特質，因此能夠針對題目進行分析，並評估每一個想法的優缺點與實際

執行結果，思維可行性自然較高；且該類小組間的合作狀況較佳，彼此

間的交流較多，因此，較可能想出更具創意的點子，面對突發問題時亦

較能透過討論的方式加以解決。 

    而活動紀錄單紀錄較詳細完整的小組，大多是花較多時間構思的小

組，在材料的選擇應用上，亦因經過仔細考慮或能適時做出修正，故較

能將自己的構思加以實現，完整展現出自己小組的獨特想法；而於材料

適切性得分較高之小組，亦因其在材料的應用處理上表現佳，故有能力

設計製作出適合該組在水車的構造，並有足夠時間進行造型之修整，以

及測試修正，總分自然能較高。 

項目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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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 1-33名與第 34-66名之小組，其在思維多樣性部分的表現均不

錯，多能提出 2個以上之想法進行評估，且對於突發問題之處理也都完

善，故與此部分得分之差異不大。 

 

三、評分項目相關分析 

    研究者將各評分項目間，以及競賽總分間進行相關分析(表 4-6)，從

另一個角度來探討參賽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的表現。 

 
表 4-6 評分項目與小組表現的相關分析(N=130) 

r 思維 
多樣性 

思考 
深度 

思維 
獨創性 

變通 
反應力 

思維 
可行性 

材料 
適切性 

造型 
獨特性 

構造 
特殊性 

功能 
適切性 

總分 
 

思維 
多樣性 1.0 .09 .10 .17 .10 .08 .10 .05 .12 .42 

思考 
深度  1.0 .07 .26 .20 .09 -.05 .04 -.07 .24 

思維 
獨創性   1.0 .07 .11 .28 .44 .53 .10 .60 

變通 
反應力    1.0 .23 .05 -.08 .07 .08 .36 

思維 
可行性     1.0 .50 -.02 .06 .66 .58 

材料 
適切性      1.0 .11 .20 .39 .53 

造型 
獨特性       1.0 .60 -.01 .48 

構造 
特殊性        1.0 .00 .55 

功能 
適切性         1.0 .57 

總分 
          1.0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思維獨創性」項目與總分的相關係數最高

(r=.60)，「思維可行性」項目與總分的相關係數次之(r=.58)，而「功能適

切性」、「構造特殊性」及「材料適切性」等項目與總分的相關係數亦超

過.5，顯示小組在這幾項的表現狀況，將對其總得分造成一定之影響。   

    而此現象與上段中，研究者依過程中之觀察與活動紀錄單做出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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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分析結果相呼應，顯示如果參賽小組先利用較多的時間進行妥善的思

考，將較有可能思考出較為獨特之問題解決辦法，進而提高解決問題的

機率與成效。 

    就各評分項目間的關聯性來看，「思維可行性」項目與「功能適切

性」項目的相關係數最高(r=.66)，「造型獨特性」項目與「構造特殊性」

項目的相關係數次高(r=.60)。顯示小組的設計如較具可行性，即其製作

流程的邏輯性較正確，設計製作的完整度較高，其作品實際達到目的的

狀況自然較好。而有能力或有意願做出特殊設計的小組，自然在造型的

設計上與構造的設計上，均會表現出較具特色的作品。 

 

第二節 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分析 

    本研究主要藉由問卷調查科技競賽參賽學生，對於科技競賽過程中

所知覺到的社會環境，對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樣本取自台北縣某國中

七年級 11個普通班學生共 408人，分 131組進行模組教學與競賽實施。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實施完畢後進行問卷施測，發放 131份小組問卷，回

收 131份，有效問卷 130份，故以下之分析僅以有效問卷之 130組進行，

其分析結果如下： 

 

一、社會環境之「創造力的鼓勵」因素分析 

(一) 社會環境之「學校是否支持」因素 

    社會環境之「創造力的鼓勵」因素中，其所延伸之「學校是否支持」

因素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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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學校是否支持」因素調查結果(N=130) 

延伸問題之問卷題目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1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學校或是否有給予獎勵？ 4 61.1 126 61.4 
2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是否有助於升學？ 12 55.4 118 62.0 
3學校是否有限制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的人數？ 76 61.5 54 61.1 
4學校是否主動提供各類競賽資訊？ 81 61.8 49 60.7 
 

    其中答是與否之小組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先針對樣本數小於 30

之因素進行對單一樣本 K-S檢定分析(表 4-8)，檢驗出樣本分數確實呈常

態分配，然後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現，學生對於「參加此次科技競

賽活動是否有助於升學」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展現，

答是(M=55.4)與答否(M=62.0)之小組成績差異達顯著(表 4-9)，其餘因素

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8「學校是否支持」因素單一樣本 K-S檢定 

構面 N K-S Z檢定 p 
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學校有給予獎勵 

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有助於升學 
4 

12 
.356 
.489 

1* 
.971* 

*p>.05(根據單一樣本 K-S檢定定義，p>.05即表示樣本呈現常態分配) 

 
表 4-9 「學校是否支持」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t p 
1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學校或是否有給予獎勵？ -.095 .953 

  2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是否有助於升學？ -2.377* .019 
3學校是否有限制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的人數？ .226 .821 
4學校是否主動提供各類競賽資訊？ .727 .518 
*p<.1 

 

(二) 社會環境之「老師是否支持」因素 

    社會環境之「創造力的鼓勵」因素中，其所延伸之「老師是否支持」

因素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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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老師是否支持」因素調查結果(N=130) 

延伸問題之問卷題目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5學校老師對於你們參加比賽的態度是？(是=鼓勵，否
=強迫) 86 60.5 44 63.0 

6學校老師是否給予相關指導(如練習、特別輔導)？ 105 61.6 25 60.5 
     

其中答是與否之小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

現(表 4-11)，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

達顯著差異。 

 
表 4-11 「老師是否支持」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t p 

5學校老師對於你們參加比賽的態度是？ -1.442 .152 

6學校老師是否給予相關指導(如練習、特別輔導)？ .489 .626 

 
(三) 社會環境之「小組工作狀況」因素 

    社會環境之「創造力的鼓勵」因素中，其所延伸之「是否組隊參加」

因素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12： 

 
表 4-12 「小組工作狀況」因素調查結果(N=130) 

7你們小組是如何組成的？ 自由組隊 老師指定 抽籤決定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46 61.6 36 60.2 48 62.0 
8你們小組覺得一組 3人是否適當？ 太多 太少 剛好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2 68.5 23 59.0 105 61.7 
9你們小組的溝通方式是？ 所有人發表意見 一人意見為主 不做交流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103 60.7 26 64.2 1 54.3 
10你們小組的合作方式是？ 分工合作 各做各的 只有一個人做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116 61.3 10 60.9 4 64.8 
 

    其中答不同選項之小組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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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後發現(表 4-13)，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

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13 「小組工作狀況」因素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F p 
7你們小組是如何組成的？ .406 .667 
8你們小組覺得一組 3人是否適當？ 1.448 .239 
   9你們小組的溝通方式是？ 1.808 .69 
10你們小組的合作方式是？ .292 .747 
 

    然而如果就題目中的三個選項，先針對樣本數小於 30之因素進行

對單一樣本 K-S檢定分析(表 4-14)，檢驗出樣本分數確實呈常態分配，

然後兩兩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可發現(表 4-15)，小組溝通方式是「所

有人都發表自己的意見」(M=60.7)方式，與「以一個人的意見為主，其

他人只是協助」(M=64.2)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成績之差異達顯著。 

 
表 4-14「小組的溝通方式」因素單一樣本 K-S檢定 

構面 N K-S Z檢定 p 
以一個人的意見為主，其他人只是協助 26 .611 .849* 

*p>.05 

 
表 4-15 「小組的溝通方式」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t p 

所有人都發表自己的意見 與 一人意見為主，其他人協助 .545* .084 

*p<.1 

 

二、 社會環境之「自主性」因素分析 

    社會環境之「自主性」因素中，其所延伸之「競賽限制的多寡」因

素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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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競賽限制的多寡」因素調查結果(N=130) 

11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題目的範
圍適當嗎？ 

很大 很小 普通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13 56.0 1 58.0 116 62.0 
12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題目要求
適當嗎？ 

清楚 模糊 普通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46 63.6 3 55.7 81 60.3 
13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評分項
目適當嗎？ 

很多 很少 普通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9 65.7 10 59.9 111 61.1 
14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開放自備
的材料種類是否足夠？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76 60.8 54 62.1 
15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開放自備
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86 60.3 44 63.5 
16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設
計是否能讓你有足夠的發揮空間，做

你想做的？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101 61.8 29 59.8 

 

    其中 11、12、13題，答不同選項之小組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表 4-17)，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

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17 「競賽限制的多寡」因素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F p 
11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題目的範圍適當嗎？ 2.552 .082 
12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題目要求適當嗎？ 2.484 .087 
13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評分項目適當嗎？ 1.114 .331 

 

然而如果就題目中的三個選項，先針對樣本數小於 30之因素進行

對單一樣本 K-S檢定分析(表 4-18)，檢驗出樣本分數確實呈常態分配，

然後兩兩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可發現(表 4-19)，自我知覺競賽題目範

圍「很大」(M=56.0)之小組與自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普通」(M=62.0) 之

小組，其科技創造力成績之差異達顯著；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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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M=63.6)之小組與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普通」(M=60.3) 之小組，

其科技創造力成績之差異達顯著。 

 
表 4-18「競賽題目範圍」因素單一樣本 K-S檢定 

構面 N K-S Z檢定 p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很大 13 .579 .891* 

*p>.05 

 
表 4-19 「競賽限制的多寡」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 1(N=130) 

構       面 t p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很大」 與 「普通」 -2.230* .028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很清楚」 與 「普通」 1.953* .053 
*p<.1 

 

而其中 14、15、16題，其中答是與答否之小組的科技創造力平均

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現，學生對於「開放自備的工具種類是

否足夠？」此項因素之知覺，對其科技創造力之展現，答是(M=60.3)與

答否(M=63.5)之小組成績差異達顯著(表 4-20)。其餘因素對於其科技創

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20 「競賽限制的多寡」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 2(N=130) 

構       面 t p 
14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開放自備的材料種類是否足夠？ -.782 .435 
15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開放自備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 -1.883* .062 
16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設計是否能讓你有足夠的發
揮空間，做你想做的？ 1.039 .301 

*p<.1 

 

三、 社會環境之「資源」因素分析 

    社會環境之「資源」因素中，其所延伸之「大會資源提供的多寡」

因素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21：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80 

 

表 4-21 「大會資源提供的多寡」因素調查結果(N=130) 

延伸問題之問卷題目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17你們小組覺得製作場地的場地大小，或和其他組的距
離，是否影響到你們的製作？ 38 61.3 92 61.4 

18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材料種類是否足夠？                                 117 61.4 13 61.3 
19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                               125 61.3 5 64.0 
20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題目說明是否明確？ 122 61.7 8 56.2 
21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實質獎勵(如.獎品)是
否吸引你？ 0 0 130 61.4 

22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精神獎勵(如.獎狀,上
台表揚)是否吸引你？ 2 63.0 128 61.3 

 

    其中答是與否之小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先針對樣本數小於 30

之因素進行對單一樣本 K-S檢定分析(表 4-22)，檢驗出樣本分數確實呈

常態分配，然後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現(表 4-23)，學生對於此項因

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22「大會資源提供的多寡」因素單一樣本 K-S檢定 

構面 N K-S Z檢定 p 
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材料種類是否足夠？ 
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 
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題目說明是否明確？ 
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精神獎勵是否吸引你？ 

13 
5 
8 
2 

.537 

.735 

.542 

.368 

.935* 

.652* 

.931* 

.999* 
*p>.05 

 
表 4-23 「大會資源提供的多寡」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t p 
17你們小組覺得製作場地的場地大小，或和其他組的距離，
是否影響到你們的製作？ -.052 .958 

18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材料種類是否足夠？                                 .041 .968 
19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                               -.644 .520 
20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題目說明是否明確？ 1.621 .108 
22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精神獎勵(如.獎狀,上
台表揚)是否吸引你？ .250 .803 

註：第 21題選項由於所有樣本均選取同一選項，故未列入上表，將於下節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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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環境之「壓力」因素分析 

(一) 社會環境之「挑戰性競賽題目」 

    社會環境之「壓力」因素中，其所延伸之「挑戰性競賽題目」因素

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24： 

 
表 4-24 「挑戰性競賽題目」因素調查結果(N=130) 

23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難
度適當嗎？ 

困難 簡單 普通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19 56.4 3 61.3 108 62.2 
24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是
否具挑戰性，讓你們很想試試看？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92 62.4 38 58.9 

 

其中 23題，答不同選項之小組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進行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表 4-25)，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

創造力之影響達顯著差異。 

 
表 4-25 「挑戰性競賽題目」因素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F p 
23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難度適當嗎？ 3.233* .043 
*p<.05 

 

而如果就 23題目中的三個選項，先針對樣本數小於 30之因素進行

對單一樣本 K-S檢定分析(表 4-26)，檢驗出樣本分數確實呈常態分配，

然後兩兩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可發現(表 4-27)，自我知覺競賽題目難

度「困難」(M=56.4)之小組與自我知覺競賽題目難度「普通」(M=62.2) 之

小組，其科技創造力成績之差異達顯著。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82 

 

表 4-26「競賽題目難度」因素單一樣本 K-S檢定 

構面 N K-S Z檢定 p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很困難 19 .524 .947* 

*p>.05 

 

表 4-27 「挑戰性競賽題目」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t p 
23自我知覺競賽題目「困難」 與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普通」 -2.551* .012 
24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是否具挑戰性，讓你們很想
試試看？ 1.925* .056 

*p<.1 

 

    而於 24題答是與答否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進行獨立樣

本 t檢定後發現，學生對於「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是否具挑戰

性，讓你們很想試試看？」此項因素之知覺，對其科技創造力之展現，

答是(M=62.4)與答否(M=58.9)之小組成績差異達顯著(表 4-27)。 

 

(二) 社會環境之「競賽的要求與限制」 

    社會環境之「壓力」因素中，其所延伸之「競賽的要求與限制」因

素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28： 

 
表 4-28 「競賽的要求與限制」因素調查結果(N=130) 

延伸問題之問卷題目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25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所訂定的製作時間是否足夠？ 84 60.5 46 62.9 
26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給予的測試次數與測試時間是
否足夠？ 76 61.6 54 61.0 

27對於需要創意思考的競賽題目是否讓你們小組感到有
壓力？ 67 61.6 63 61.1 

28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中，評審老師在旁觀看是否帶給
你們壓力？ 33 62.717 97 60.9 

33你們小組的家長是否期待此次競賽一定要得獎？ 1 64.09 129 1.39 
34卅四、你們小組的老師是否期待此次競賽一定要得獎？ 10 64.3 12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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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答是與否之小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

現(表 4-29)，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

達顯著差異。 

 
表 4-29 「競賽的要求與限制」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t p 
25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所訂定的製作時間是否足夠？ -1.426 .156 
26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給予的測試次數與測試時間是否足夠？ .417 .678 
27對於需要創意思考的競賽題目是否讓你們小組感到有壓力？ .290 .773 
28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中，評審老師在旁觀看是否帶給你們壓
力？ .969 .334 

33你們小組的家長是否期待此次競賽一定要得獎？(成員分別作答) .283 .777 
34卅四、你們小組的老師是否期待此次競賽一定要得獎？(成員分別
作答) 1.027 .307 

 

五、 社會環境之「組織對創造力的障礙」因素分析 

    社會環境之「組織對創造力的障礙」因素中，其所延伸之「學校環

境的障礙」因素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如下表 4-30： 

 
表 4-30 「學校環境的障礙」因素調查結果(N=130) 

延伸問題之問卷題目 
答「是」小組 答「否」小組 

組數 平均 組數 平均 

29你們在學校是否有上過生活科技、美術等藝能科目？ 130 61.4 0 0 
30你們上藝能科目時是由藝能科老師教學，還是其他科老
師(如.數學、國文、理化)教學？ 122 61.1 8 65.3 

31學校是否舉辦過這種類型的競賽活動？ 90 61.2 40 61.7 
32你們的家長是否支持你們參加此類競賽與課程？(成員
分別作答) 114 61.5 16 60.5 

 

其中答是與答否之小組的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先針對樣本數小於

30之因素進行對單一樣本 K-S檢定分析(表 4-31)，檢驗出樣本分數確實

呈常態分配，然後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現，「上藝能科目時是由藝能

科老師教學」之學生科技創造力成績(M=61.1)，與「上藝能科目時是由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84 

 

其他科老師教學」之學生科技創造力成績(M=65.3)，小組成績差異達顯

著(表 4-32)。其餘因素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表 4-31「學校環境的障礙」因素單一樣本 K-S檢定 

構面 N K-S Z檢定 p 
你們上藝能科目時是由其他科老師(如.數學、國文、
理化)教學？ 
你們的家長是否支持你們參加此類競賽與課程？ 

8 
 

16 

.411 
 

.784 

.996* 
 

.570* 
*p>.05 

 
表 4-32 「學校環境的障礙」因素獨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N=130) 

構       面 t p 
30你們上藝能科目時是由藝能科老師教學，還是其他科老師(如.數學、
國文、理化)教學？ -2.309* .041 

31學校是否舉辦過這種類型的競賽活動？ -.242 .809 
32你們的家長是否支持你們參加此類競賽與課程？(成員分別作答) .372 .711 
(*p<.1)註：第 29題選項由於所有樣本均選取同一選項，故未列入上表。 

 

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將學生於科技競賽中的科技創造力表現，以及自身所知覺到

的社會環境因素，進行分析探討，以了解科技競賽過程中，學生所知覺

之社會環境對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根據前二節分析可得到下列之研究

結果： 

一、 科技創造力得分狀況 

(一) 學生的思維多樣性(配分 15分，M=7.4，SD=2.6)表現持平，得

分低於配分 1/2的小組(68組，52.3%)與得分高於配分 1/2的小

組(62組，47.7%)，其組數與數量分配大致相等。 

(二) 思考深度(配分 5分，M=2.1，SD=1.1)表現較差，有近七成的小

組得分低於該配分的 1/2(88組，67.7%)。 

(三) 思考獨創性(配分 15分，M=8.7，SD=2.7)部分，六成以上(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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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63.1%)的小組都能提出不錯的獨特想法，得分在該配分的

1/2以上。 

(四) 思維可行性(配分 10分，M=7.5，SD=1.8)表現不錯，有 65個小

組(50.0%)得分在該選項配分的 3/4以上。 

(五) 變通反應力(配分 10分，M=3.2，SD=2.1) 表現不佳，有超過八

成(105組，80.8%)小組於該項得分低於該配分 1/2。 

(六) 材料適切性(配分 10分，M=7.0，SD=1.6)表現不錯，有 116組

(89.2%)的得分在該配分的 1/2以上。 

(七) 造型獨特性(配分 10分，M=6.8，SD=1.7)表現佳，有超過八成

的小組(107組，82.3%)得分在該配分的 1/2以上，其中有 43組

(33.1%)的得分在該配分的 3/4以上。 

(八) 構造獨特性(配分 10分，M=5.6，SD=1.8)的表現不錯，有超過

六成的小組(81組，62.3%)得分高於該配分的 1/2。 

(九) 功能適切性(配分 15分，M=13.4，SD=2.6)表現佳，有 115個小

組(88.5%)的分超過該選項配分的 3/4。 

(十) 從總分來看(總分 100分，M=61.4，SD=9.3)，可以發現大多數

的小組(106組，81.5%)，總得分在 50至 75之間，整體表現尚

可。 

(十一) 將排名第 1~33名與第 34~66名的小組各評分項目得分做獨

立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發現，在「思考深度」評分項目(t=3.261，

p<.05)、「思維獨創性」評分項目(t=4.120，p<.05)、「思維可行

性」評分項目(t=2.870，p<.05)、「材料適切性」評分項目(t=2.117，

p<.05)、「造型獨特性」評分項目(t=2.590，p<.05)以及「構造特

殊性」評分項目(t=2.124，p<.05)等項目上，其分數的差異性均

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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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思維獨創性」項目與總分的相關係數最高(r=.60)，「思維

可行性」項目與總分的相關係數次高(r=.58)。   

(十三) 「思維可行性」項目與「功能適切性」項目的相關係數最高

(r=.66)；「造型獨特性」項目與「構造特殊性」項目的相關係數

次高(r=.60)。 

 

二、社會環境因素對科技創造力得分之影響 

(一) 社會環境之「學校是否支持」因素中，學生對於「參加此次科

技競賽活動是否有助於升學」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

造力之展現，答是(M=55.4)與答否(M=62.0)之小組成績差異達顯

著，其餘因素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二) 社會環境之「老師是否支持」因素中，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

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三) 社會環境之「小組工作狀況」因素中，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

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四) 就「小組工作狀況」因素中的三個選項，兩兩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後可發現，小組溝通方式是「所有人都發表自己的意見」

(M=60.7)方式，與「以一個人的意見為主，其他人只是協助」

(M=64.2)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成績之差異達顯著。 

(五) 社會環境之「競賽限制的多寡」因素中，11、12、13題進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

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六) 就 11、12、13題三個選項，兩兩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現，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很大」(M=56.0)之小組與自我知覺競

賽題目範圍「普通」(M=62.0) 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成績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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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達顯著；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很清楚」(M=63.6)之小組

與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普通」(M=60.3) 之小組，其科技創

造力成績之差異達顯著。 

(七) 社會環境之「競賽限制的多寡」因素中，學生對於「開放自備

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此項因素之知覺，對其科技創造力之

展現，答是(M=60.3)與答否(M=63.5)之小組成績差異達顯著。其

餘因素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八) 社會環境之「大會資源提供的多寡」因素中，學生對於此項因

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九) 社會環境之「挑戰性競賽題目」因素中，23題進行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後發現，學生對於此項因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

之影響達顯著差異。 

(十) 就「挑戰性競賽題目」因素的三個選項，兩兩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後可發現，自我知覺競賽題目難度「困難」(M=56.4)之小

組與自我知覺競賽題目難度「普通」(M=62.2) 之小組，其科技

創造力成績之差異達顯著。 

(十一) 社會環境之「挑戰性競賽題目」因素中，23題進行獨立樣本

t檢定後發現，學生對於「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是否具

挑戰性，讓你們很想試試看？」此項因素之知覺，對其科技創

造力之展現，答是(M=62.4)與答否(M=58.9)之小組成績差異達顯

著(表 4-17)。 

(十二) 社會環境之「競賽的要求與限制」因素中，學生對於此項因

素之知覺，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十三) 社會環境之「學校環境的障礙」因素中，進行獨立樣本 t檢

定後發現，「上藝能科目時是由藝能科老師教學」之學生科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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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成績(M=61.1)，與「上藝能科目時是由其他科老師教學」

之學生科技創造力成績(M=65.3)，小組成績差異達顯著。其餘

因素對於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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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希望透過科技競賽教學模組的實施，提供學生「充分的領域

相關技能教學」，「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及「多元的教學與評量

方式」，使學生獲得足夠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再藉由刺激創造力發揮的

「問題解決導向的科技競賽」，實際觀察學生於競賽過程中，對社會環

境(工作環境)的自我知覺，對其科技創造力的影響，以作為舉辦科技競

賽時之參考。為達本研究目的，在本研究前期，先透過文獻探討的方式，

了解 Amabile的創造力成分模式之內涵、教學模組設計概念、國內科技

競賽概況、科技創造力等相關研究理論，作為本研究發展科技競賽教學

模組及相關研究工具之依據。在研究中期，設計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並進

行前導實驗，以作為修正之依據，並從中了解正式實施時的過程中，有

哪些觀察重點值得特別注意，同時透過專家審查方式，設計調查問卷。

在研究後期，則正式實施科技競賽教學模組，舉辦科技競賽，過程中觀

察記錄學生表現狀況，然後請專家利用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進行評分，

並實施問卷調查，以進行分析探討。本節先綜合以上研究結果與分析提

出結論，再配合競賽過程中所觀察到之情況，提出相關的建議事項，以

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採以量化研究的方式，透過實際舉行科技競賽活動，探

討學生於競賽過程中所知覺到的社會環境，對其科技創造力之影響。綜

合和前面的所有分析討論，本研究有以下結論： 

一、 影響科技創造力的社會環境因素 

    本次研究透過問卷所探討之社會環境因素共 34個，其中造成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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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造力成績差異達顯著者，為「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是否有助於

升學」、「小組溝通方式」、「競賽題目範圍」、「競賽題目要求」、「競賽題

目難度」、「題目是否具挑戰性」及「是否專業教師教學」等因素 

 

二、 自我知覺參加此次競賽沒有助於升學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

於自我知覺參加此次競賽有助於升學之小組 

    就研究者之觀察，由於本次競賽活動乃於課堂上舉辦，所有學生均

須參加，且競賽成績與其段考成績有關，故自覺參加此次競賽無助於升

學之小組，反而因此感到較無壓力，於競賽過程中較能發揮其創意，想

出具獨特性之設計；反之，自我知覺此次競賽有助於升學之小組，大都

將思考重點僅放在如何過關上，雖說該小組在活動紀錄單上之紀錄較詳

盡，載水車的功能亦較強，但在大多數人皆能完成題目要求的此次競賽

中，小組所展現之獨特創意，便成了影響小組科技創造力得分中的重要

因素。 

上述之發現，正與 Amabile(1983)所提出，投入活動是起因於外在動

機而非自我的內在動機，因外在動機會投入工作的人，其產品創意力的

是會降低的論點做出呼應。而 Scott和 Bruce(1994)亦提出：當員工感受到

組織對其創造力價值的認同，並且願意予以支持，則員工會更積極地發

揮其創造力。 

    因此，如能建立一個較無壓力的競賽環境，特別是教師於課堂上舉

辦競賽活動時，如能讓學生覺得分數不是最重要的，以內在動機的建立

取代外在動機的吸引，將使學生得以盡情發揮其獨特的想法，達到增進

學生科技創造力之教學目標。 

 

三、 以一個人的意見為主，其他人只是協助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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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所有人都發表自己意見之小組 

     Amabile(1996)提出的工作團隊支持，指的乃是團隊成員能有效地溝

通，彼此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是可相互信賴的。而 Agrell和 

Gustafson(1994)亦認為創造力的產生時常是來自於夥伴與工作團隊的互

動過程，不能忽視工作團隊在創造力歷程中扮演的角色。然而就研究者

之觀察，由於科技競賽的舉辦，乃屬於短時間內的限時競賽，如何在短

時間內凝聚彼此共識，確定設計製作方向，乃是影響小組最後成品表現

的重要因素。故在以一人意見為主導的小組中，如果其他成員亦願意配

合參與，則表示該小組可以快速決定設計方向，並透過溝通進行意見的

補充，使設計更加完善，且分工亦可較為明確；反之，在小組成員均充

分表達自己意見的小組，可產生較多不同的設計與創意點子，然而卻容

易發生決定不易，各持己見或分工不明確之狀況，進而影響其科技創造

力之表現。。 

    因此、此發現雖乍看之下與 Amabile(1996)提出的觀點有差異，但仔

細分析即可發現 Amabile之觀點並未考量到時間之問題。故依此發現，研

究者認為，在強調必須將創意想法實際執行出來的科技競賽中，在所有

人均能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狀況下，如何快速決定設計方向，將是影響

科技競賽成績的重要因素。 

    而如能於教學時注重培養學生之溝通能力，尤其是協調與接受他人

意見的能力，將可增進學生與人合作之能力。而科技競賽活動紀錄單的

設計，亦可規劃溝通紀錄之欄位，要求參賽者將小組溝通意見的過程加

以記錄，亦更可增加學生參加競賽之效益。 

 

四、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普通」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自

我知覺競賽題目範圍「很大」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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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bile(1995)所提出之自由度因素，指的是當個體可以自行選擇不

同的方式來完成工作任務時，會呈現較具創造力的結果。然而於科技競

賽的環境中，就研究者觀察，覺得競賽題目範圍普通，即覺得題目要求

的任務是在自己能力處理範圍內，限制較少的小組，對於競賽要求較能

做出適當的處理，也較能針對突發之問題做出補救；反之，覺得競賽題

目範圍很大，即覺得題目要求的任務包含多東西，是超過自己能力處理

範圍內，限制較多的小組，可能因為能力不足，或因為信心不足，對於

競賽要求會做出較保守的設計，進而影響科技創造力之表現。 

    因此，競賽題目之設計須針對參賽對象之先備知識做出考量，設計

不超出該知識範圍之題目，並給予適當的提示，降低學生自我知覺之競

賽限制，將可提升參賽學生之自信心，增進其科技創造力的發揮。 

 

五、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很清楚」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要求「普通」之小組 

    就研究者觀察，覺得競賽題目要求很清楚，即覺得題目要求的任務

很具體，清楚知道自己要做到哪些事的小組，較能清楚的規劃自己的設

計方向，故能有邏輯的規劃製作流程，並能有效率的進行製作；反之，

覺得競賽題目要求普通，即覺得自己大概知道題目要求，大概知道自己

要做到哪些事的小組，在進行設計時較不能確定設計方向，對於設計的

思考深度亦較低，進而影響科技創造力之表現。 

    因此，競賽活動舉辦時，對於題目要求宜具體，或是公開作任務的

說明，釐清參賽者之疑問，增進參賽者對題目的認知，以增進其科技創

造力的展現。 

 

六、 自我知覺開放自備的工具不足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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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開放自備的工具已足夠之小組 

    Amabile(1995)指出，當員工能於執行工作任務時，隨時取得所需的

資源，將有助於其創造力的發揮，此一觀點卻與本研究之發現有所差異。

於本研究中，就研究者觀察，覺得開放工具不足之小組，會較主動的要

求提供額外的工具，表現出其較積極參與之態度，與想把作品做好的想

法；反之，覺得開放的工具已足夠之小組，其中部分的小組會顯得較不

積極，會產生利用現有工具可以完成作品就好之想法，故此二類小組之

科技創造力得分自然有所差異。 

    然本研究此一發現，正好映證 Shalley和 Gilson(2004)提出的：「充足

的」資源對管理者而言是一種兩難(dilemma)的問題。Csikszantmihalyi 

(1990)也指出過度充足的資源會使員工安於現狀而不利於創新的展現。 

    因此，競賽舉辦時，雖說宜盡量不限制參賽者可以使用的工具種類，

讓參賽者可以利用自己想用的工具進行製作，然而如透過適當的限制，

亦將可增進參賽者科技創造力的發揮。 

 

七、 自我知覺競賽題目難度「普通」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高於自

我知覺競賽題目難度「困難」之小組 

Amabile(1995)指出，當員工覺得自己必須努力去完成這次極具挑戰

性且重要的工作任務時，將展現出較佳的創造力。然於此次研究中，就

研究者觀察，覺得競賽題目難度普通之小組，通常較能掌握競賽的要求，

了解具體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同時也對自己的能力較具信心，能想出

多種的解決辦法；反之，覺得競賽題目困難之小組，通常無法完全了解

題目要求，或自覺題目的要求超出其解決能力，自覺無法想出好的設計，

故此二類小組之科技創造力得分自然有所差異。 

本研究之發現與Amabile(1995)之理論雖說有點差異，然研究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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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異的產生主要乃在於企業組織員工對於工作任務的執行有較大的自

主性，亦較能從挑戰中產生成就感，然於科技競賽中的學生而言，尤其

是於課堂中舉行之科技競賽，競賽分數將是學生所追求著主要目標，故

當學生覺得競賽題目較困難時，除少數會因此產生挑戰的心理，反而被

激發出創造力外，其餘則大都則會因此而有點產生自己做不好的心理。 

    因此，設計符合參賽者先備知識的競賽題目，特別如果是在課堂上

舉行之競賽活動，教師宜適時的提供協助，補充學生不足之知識或技能，

利用小組競爭，如排行榜的方式，激發其挑戰難度的心理，將能有效增

進學生之科技創造力的發揮。 

 

八、 自我自覺競賽題目具挑戰性、很想試試看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

分高於自我自覺競賽題目不具挑戰性、不想試試看之小組 

    Amabile(1995)指出，當員工覺得自己必須努力去完成這次極具挑戰

性且重要的工作任務時，將展現出較佳的創造力，而本研究此一發現，

正與 Amabile的這項觀點作出呼應。就研究者觀察，自覺競賽題目具挑戰

性、很想試試看之小組，即為參與態度較積極，對於競賽較感興趣之小

組，該類小組於競賽中，通常較願意進行思考、討論與進行錯誤修正，

較不易放棄，且創意點子較多；反之，自覺競賽題目不具挑戰性，不是

很想試試看之小組，則通常展現出參與意願不高，較不感興趣之狀況，

進而影響其科技創造力的發揮。 

    而如將此一發現與上述之自我知覺競賽難度普通之小組，科技創造

力得分較高之發現做出比較，將可發現，自我知覺競賽題目具挑戰性之

小組的確可展現出較好的科技創造力，但對於是在課堂中舉行競賽而言，

如何降低學生對於分數的一昧追求，提高其挑戰自我的意願，將是競賽

舉辦時須注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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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科技競賽設計時，宜針對參賽對象之不同，以不同的獎勵、

提高競爭性與趣味性之方式，激發參賽者的參與意願，尤其是在課堂上

舉行之競賽活動，教師宜不斷的鼓勵學生進行嘗試，透過不斷的提問引

導學生思考題目的可變化性，應能有效增進學生之科技創造力的發揮。 

 

九、 學校上藝能科目時是由其他科老師教學之小組，其科技創造力得分

高於上藝能科目時是由藝能科老師教學之小組 

    Amabile(1995)指出，組織內外部所產生的障礙對員工而言，會變成

是一種外在的控制，或是一種衍生的外在動機，將改變個體的行為，消

滅個體的創造動機，或是限制個體的思維方式，因而致使產品創意度的

減小，然而此觀點卻與本研究此一發現有所差異。 

    就研究者觀察，平時藝能課是由藝能科專業老師進行教學之學生，

由於平時就已接觸各式多元的教學活動，對於在課堂上舉行之競賽活動

較為熟悉，故在參與活動時，感興趣的程度會顯得較平時沒機會參與多

元教學活動之小組來得低，進而影響其在思考上的意願，及設計製作時

的專心程度，故此二類小組之科技創造力得分自然有所差異。 

    因此，如何設計出具獨特性的競賽活動，讓學生覺得科技競賽活動

是有別於一般教學活動，提高所有學生的參與意願與興趣，將是激發參

與科技競賽學生科技創造力的重要因素，亦是促使學生克服學校阻礙學

生科技創造力發展的方式。 

 

第二節 建議 

本次研究透過問卷所探討之社會環境因素共 34個，其中造成學生

科技創造力成績差異達顯著者，為「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是否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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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小組溝通方式」、「競賽題目範圍」、「競賽題目要求」、「競賽題

目難度」、「題目是否具挑戰性」及「是否專業教師教學」等因素。然而

其他變項雖統計分析結果未達顯著，但就研究者於教學與競賽中之觀察，

仍是有不少變項會對學生之學習及於科技競賽情境中科技創造造力之

展現有所影響。 

    因此，除上一節針對此次研究，造成學生科技創造力成績差異達顯

著者之社會環境因素，已提出之建議外，研究者根據前導實驗及正式競

賽過程的實際觀察，再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希冀對未來舉辦競賽或教學

及未來研究上有所助益： 

一、 讓學生採取自由組隊之分組方式進行學習 

    研究者從競賽過程的觀察中發現，小組成員間彼此是否熟悉，是否

相互信任且樂於分享，將影響學生在團體學習或分工合作時之表現，而

此一觀察發現，正與 Amabile(1996)所提出的，工作團隊成員如能有效地

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並相互信賴及幫助，將有助於創造力展現之觀

點作出呼應。因此，採用自行組隊之分組合作學習，只要教師們注意使

學生的注意力集中於課堂上而非自成一個團體，對於學生之學習與科技

創造力表現將會有所助益。 

 

二、 小組人數可依學生特質做調整 

    研究者從競賽過程的觀察中發現，小組成員特質之差異，會對其彼

此間的交流造成影響，進而影響科技創造力的表現，特別是均十分堅持

己見的小組成員組成模式，其分工狀況往往因此而顯得較無效益，故適

合以較少的人員來構成一個合作團隊；反觀小組成員均無太多意見之團

隊，則可特意安排較多人數以使其彼此相互刺激，增加合作學習之成效

與創造力之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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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在旁給予注視將可刺激學生學習效率 

    研究者從競賽過程的觀察中發現，當評審老師在一旁觀察小組工作

之狀況時，小組會因此而在表現上有所差異，其可能因素在於適當的壓

力使學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於問題任務上，因此，不論在教學時或舉辦

科技競賽時，適當的透過身為教師或評審的權威感給予學生適當的刺激

壓力，將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與科技創造力之展現。 

 

四、 給予學生嘗試錯誤的機會 

    Amabile (1983)表示，預期評價，即是指在活動中，如果使參與者知

覺其未來會受到評價，將對啟發性的工作任務(heuristic task)有負面的影

響，意即其會降低員工創造力的發揮。而在本研究所進行的科技競賽活

動中可以發現，學生科技創造力之展現有某一部分成效乃是來自於對問

題答案的修正。透過錯誤與修正的循環過程，學生從中學習到如何解決

問題、修正方法與實際操作之技能等這些科技創造力所包含之意義，因

此、不論在教學時或舉辦科技競賽時，給予學生較長時間或較多次的測

試機會，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與科技創造力之展現將可產生正面之助益，

亦可降低學生對於預期評價，即對於老師評分對其科技創造力發揮之影

響。 

 

五、 規劃具一定隔離性的競賽場地 

    Amabile(1983)指出，在產品創造初期，模仿對個體創造力有正面影

響，但長期下來則會產生負面影響。而在本次研究的結果中，雖說學生

對場地的知覺並未對其科技創造力的展現產生顯著之影響，然就研究者

在競賽過程中之觀察發現，學生在製作過程中往往會觀察他組之進度與

做法，來調整自己的製作方式，雖說模仿亦是促進學生科技創造力提升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98 

 

之方法之一，但為真正激發學生之思考及避免學生過度的模仿，適度的

安排組與組之間的距離乃是有必要的。 

 

六、 評分項目的明訂與善用 

    學生參加競賽時必然會依舉辦單位所公布的評分項目作為作品之

製作之主要考量，而就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而言，小組對評分項目多寡之

自我知覺對科技創造力平均分數影響雖未達顯著，但就研究者實際觀察

之結果卻發現覺得評分項目很多之小組其得高分之部分原因乃在於對

於題目要求的理解度高，因此較能對於作品做出細部的調整，故如在舉

辦競賽或教學時，藉由適當的評分項目指引學生須注意的方向，除可避

免因太多提示而對學生想法造成無意識的侷限外，亦可使學生在思考過

程中提升其科技創造力之展現。 

 

七、 善用競賽模式之學習方式 

    在本研究所進行的科技競賽活動中，由觀察學生的反應顯示：學童

對於競賽課程較感興趣，這正好呼應 Amabile(1996)所提出當員工身處複

雜性、挑戰性的工作環境、領導者抱持支持的態度時，員工最能產生創

意的產品且題目。因此，不論在教學時或舉辦科技競賽時，給予學生充

足的想像空間，並適度的限制材料以強迫思考，將對學生科創造力之展

現與持續成長有所助益。 

 

八、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為時間與人力的限制，僅於課堂上進行科技競賽活動，探

討學生自我知覺之社會環境因素對科技創造力表現之影響，其中不免有

許多未盡完整或不夠深入的地方。以下僅針對後續值得作進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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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提出建議： 

(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國中七年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且皆是就讀同

一學校，雖說因此其先備知識與其他背景因素較一致，但也因

此降低了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因此，在今後的研究，可採用對

其他年級或高中生為學生樣本，或藉由多校參與的大型科技競

賽進行研究探討，擴大研究對象的樣本範圍，使研究結果更能

普及應用。 

(二) 在研究方向方面 

    研究者從競賽過程的觀察中發現，不同的分組方式，以及

小組成員間彼此是否熟悉，是否相互信任且樂於分享，將影響

學生在團體學習或分工合作時之表現。因此，在今後的研究，

可試著針對不同的分組方式，或小組成員間的互動方式對科技

創造力之影響，進行研究探討。 

(三) 在研究範圍方面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乃是面對同樣的環境，個別學生對所處

環境的自我知覺，因此，強調的乃是自我知覺的社會環境因素

本身，並未對影響學生對環境的知覺之因素做出探討分析，亦

未對學生並未知覺到的社會因素做出分析。因此，在後續的研

究中，可試著將學生面對相同環境條件時，影響其對環境的知

覺之因素做出研究分析，了解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學生對環境的

知覺，進而影響其科技創造力的表現。 

    亦或縮小研究範圍，先利用智力測驗或某些活動表現之分

數，將學生做出分類，再進一步的探討具備相同特質之學生對

社會環境之自我知覺，及其對科技創造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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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壹、主要概念 

    Amabile在 1983,1996年提出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

理論，將創造力定義為「是一種能力，其為創新、適合、有用、正確或對工作有價

值的反應，而且必需是以啟發性而非按部就班解決問題的能力」。其認為創造力是透

過五個階段：問題或任務的確認、準備、產生回應、有效反應與溝通、及產出來展

現；而四大要素：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工作動機、社會環境分別會在

不同的階段產生交互的作用(圖 1.1)。 

 
 

 

 

 

 

 

 

 

 

 

 

     

     

 

    綜合前面所述，為有效達到提升學生科技創作力之教學目標，研究者在以

Amabile創造力成份模式為理論基礎下，設計規劃以製造科技之設計與製作為主題

之「科技競賽教學模組」，提供學生「充分的領域相關技能教學」，「適當的創意思考

破除成規 

  

 

或 

 

 

 

或 

    或 

 

5.產出 

對照真實知識

與其他規準以

測試反應的可

能性 

 

 

或 

 

 外部刺激 

內部刺激 

建立和／或恢復

儲存大量相關資

訊與回應的規則

系統 

2.準備 

搜尋記憶與

當前的環境

以產生可能

的回應 

3.產生回應 

目標達致 

（成功） 

無合理的回應可

能性產生（失敗） 

社會 

環境 

工作動機 領域相關技能 創造力相關歷程 
學習 

增加或減少 

對於目標有部分

進展 

回到

1,2,3

或 4 

結束 

結束 

1.問題或任務 

確認 

圖 1.1創造力成份修訂模式 

資料來源：Amabile(1996:13) 

4.有效反應 

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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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教學」，及「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加上以能刺激創造力發揮的「問題解決

導向的科技競賽」環境來當作模組的延伸教學活動，從各角度的刺激引導教學，以

期能激發學生之科技創造力，增進學生之思考變通聯想之能力，以達生活科技教育

之教學目標。 

 

 
圖 1.2創造成份模式運用於規劃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中 

 

貳、教學目標 

    此教學模組引用認知領域學習之認知精熟度階層(鄭湧涇，1994)的知曉、了解、

應用、統整四個階層，訂定出本教學模組之教學目標： 

  一、知曉(Knows, K)：知曉製造科技領域之內涵知識與相關概念 

  1.知曉何謂製造科技及其內涵知識 

  2.認識製造科技對人類產生之影響 

  3.知曉何謂創意思考方法 

  4.知曉問題解決模式 

  二、了解(Understands, U)：了解製造科技領域內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領域相關技能 

社會環境 

創造力相關歷程 

工作動機 

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充分的領域相關技能教學 

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 

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 

問題解決導向的科技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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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了解各類材料的特性與用途 

  2.了解製造科技各類工具機械之用途與安全操作模式 

  3.了解製造科技於生活中的應用 

  4.了解創意思考方法及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的重要性與幫助性 

  三、應用(Applies, A)：應用製造科技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術進行操作推論 

  1.能說出各類材料之特性與常見應用方式 

  2.有能力對不同材料作分類 

  3.有能力對不同材料作加工 

  4.有能力操作各類工具機械 

  5.有能力運用創意思考方法引導自己思考出新想法 

  6.有能力運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一步步安排問題解決步驟 

  四、統整(Integrates, I)：統整製造科技領域專業知識技能進行設計實作 

  1.有能力運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解決所遭遇問題之要求 

  2.有能力將運用創意思考方法引導出之想法實際做出實物產品 

  3.有能力操作各類工具，運用不同材料組合出實際產品 

  4.有能力分辨出物品之製造材料與可能加工方式 

 

参、模組結構與使用說明 

 

  一、模組教學概要圖 

 

 

            

 

 

           

 

 

 

 

 

觀察情境 

察覺問題 

引導討論 

確定問題 

    你知道所有你身上穿的、戴的、踩的、踢的，坐的，用的、拿的、看的，通通都是「製

造科技」的成果嗎？你了解它對人類造成了哪些已影響嗎？你知道現在製造科技發展的趨勢

嗎？你知道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的設計製作需要有哪些步驟嗎？你想學會怎麼做出一個

好玩又好用的作品嗎？ 

針對上述問題內容規劃出可探究的問題，例如： 

1.製造科技是什麼？內涵知識有哪些？對人類造成哪些影響？ 

2.怎樣才能設計製造出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呢？需要學會哪些知識和技術呢？ 

3.有哪些技巧或知識可以幫助我「設計」並「製作」出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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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生活常見之用品其設計製造方式、材料特性、及運用範圍？（利用所學去覺察生活中隨

處可見之實際物品之特性，並與大家 分享自己所見） 

2.設計與製造（利用所學之知識技術與技巧，實際動手做出屬於個人的作品） 

 

 

 

 

 

 

 

 

  

 

 

 

 

 

 

 

 

 

 

 

  二、學習活動項目一覽表 

表 3.1學習活動項目一覽表 

項目 器材與資源 活動內容 

1. 製造科技是什麼？內涵知識
有哪些？對人類造成哪些影

響？  

單槍，可上網的電腦 

紙筆，白板 

1. 探討製造科技的內涵本質，如規劃、生產、行銷、管
理等 

2. 將日常生活中常見實例作為教學題材 

3. 結合網路搜尋科技進行進階合作學習 

2. 怎樣才能設計製造出一件對
人類有用的物品呢？需要學

會哪些知識和技術呢？ 

各式手工具及基本電動工具 

(配合學校現有資源做出調整) 

各類材料(配合學校現有資源

做出調整) 

1. 探討設計製作的步驟與內涵知識技術 

2. 實地練習驗證及刺激學習效果 

3. 透過意見心得分享的過程，促進整體合作學習的成效
(配合學校現有資源做出調整) 

3. 有哪些技巧或知識可以幫助
我「設計」並「製作」出作品

呢？ 

單槍，可上網的電腦 

紙筆，白板 

1. 學習創意思考方法與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2. 實地練習驗證及刺激學習效果 

3. 透過意見心得分享的過程，促進整體合作學習的成效 

4. 日常生活常見之用品其設計

製造方式、材料特性、及運用

範圍？ 

單槍，可上網的電腦 

紙筆，白板 

1. 利用所學去覺察生活中隨處可見之實際物品之特

性，並與大家分享自己所見 
2. 透過意見心得分享的過程，促進整體合作學習的成效 

5.  設計與製造 各式手工具及基本電動工具 

(配合學校現有資源做出調整) 

木、金、塑、土等，各類材料(配

合學校現有資源做出調整) 

1. 利用所學之知識技術與技巧，以小組合作方式，實際

動手做出屬於個人的作品 
2. 透過意見心得分享的過程，促進整體合作學習的成效 

3. 學習如何欣賞他人優點並練習提出實質建議 

 

分工合作 

進行探究 

分享經驗 

整合成果 

安排系列的教學活動（分組、同時進行）： 

1.「製造科技是什麼？內涵知識有哪些？對人類造成哪些影響？」（探討學習製造科技的內涵本

質，如規劃、生產、行銷、管理等） 

2.「怎樣才能設計製造出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呢？需要學會哪些知識和技術呢？」（探討了解

設計製作的步驟與內涵知識技術） 

3.「有哪些技巧或知識可以幫助我「設計」並「製作」出作品呢？」（探討學習創意思考方法與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綜和評鑑 

推廣應用 

「科技競賽」驗證學習後之學習成果

運用能力。 

教學成效評鑑 

科技創造力評量 

實作技能評量 

發現開拓性的問題 

1.研討「製造科技產生的汙染問題」 

2.研討「環保製造科技的研發」 

3.如何用製造科技去保護環境？ 

圖 3.1模組教學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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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題探討活動 

表 3.2主題探討活動 

【觀察情境察覺問題】 

你知道所有你身上穿的、戴的、踩的、踢的，坐的，用的、拿的、看的，通通

都是「製造科技」的成果嗎？你了解它對人類造成了哪些已影響嗎？你知道現

在製造科技發展的趨勢嗎？你知道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的設計製作需要有

哪些步驟嗎？你想學會怎麼做出一個好玩又好用的作品嗎？ 

說明： 

引導學生進入「製造科技」這個主題

的方法很多，唯可利用學生日常生活

中常見、常用、常玩的實例，提出相

關問題引起學生好奇及學習動機。 

【引導討論確定問題】 

學生進行討論與思考，逐漸將所提出之問題加以歸納整理： 

1.製造科技是什麼？內涵知識有哪些？對人類造成哪些影響？ 

2.怎樣才能設計製造出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呢？需學會哪些知識和技術？ 

3.有哪些技巧或知識可以幫助我「設計」並「製作」出作品呢？ 

說明：老師要把學生產生的問題及好

奇心，以多方面且易了解驗證的方式

進行說明，故力學生進行學習探索。 

【分工合作進行探究】 

安排系列的教學活動（分組、同時進行）： 

1.「製造科技是什麼？內涵知識有哪些？對人類造成哪些影響？」（探討學習

製造科技的內涵本質，如規劃、生產、行銷、管理等） 

2.「怎樣才能設計製造出一件對人類有用的物品呢？需要學會哪些知識和技術

呢？」（認真學習並實際練習設計製作的步驟與內涵知識技術） 

3.「有哪些技巧或知識可以幫助我「設計」並「製作」出作品呢？」（認真學

習並實際練習創意思考方法與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分組合作學習活動： 

一、 為顧及學生能力及學習興趣，

本學習活動透過小組活動進

行。 

二、 分組中引導學生確實分工並確

認個人職務(如.組長、工具管

理員、清潔)。 

三、 學生為教學主體，給予充足的

練習機會。 

【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1. 了解驗證日常生活常見之用品其設計製造方式、材 
料特性、及運用範圍？利用所學去覺察生活中隨處可見之實際物品之特

性，並與大家分享自己所見。 
2.設計與製造： 
利用所學之知識技術與技巧，實際動手做出屬於個人的作品 

說明： 

1. 各組可以進行不同的探究及設
計，最後在藉由交流發表過程中

分享經驗。 

2. 藉由成果發表會進行小組成果發
表，鼓勵欣賞他人作品並提出真

心的建議。 

【綜和評鑑推廣應用】學生學習成就之檢核。 

本主題學習活動希望學生能獲得以下概念及方法能力態度。 

1. 藉由學習單及心得作業單的填寫，培養利用資訊科技搜尋資料及自我探
索的能力。 

2. 能夠提出問題，有能力及意願與別人進行討論。 

3. 了解製造科技的內涵及所必須具備的知識與技術。 

4. 懂得如何正確操作使用工具及設備 

5. 懂得如何運用創意思考方法及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進行思考並得出適當
結果 

6. 激發學生創造的興趣及動機，並能將習得之知識技術與思考方法運用到
日常生活的其他情境中。 

7. 能發現開拓性的問題：如. 

   研討「製造科技產生的汙染問題」 

   研討「環保製造科技的研發」 

   如何用製造科技去保護環境？ 

 

※利用「科技競賽」驗證學習後之學習成果運用能力。 

說明： 整個模組的評量方式包括： 

1. 合作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合作精神、分工狀況 

2. 學習過程評： 

   參與的積極度，個人 

   意見的發表 

3. 科技創造力評量： 

   工作流程安排、想法   

   與實際成品相符度、 

   整體作品的獨創性與、 精緻度 

4. 實作技能評量： 

   正確操作使用工具 

   及設備、材料使用能 

   力、作品完整度 

5. 學習單填寫 

6.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7. 探索活動單作業單 

 

肆、教學概念 

Amabile所提出的創造力成份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理論中指出，創造力受

到「領域相關技能」、 「創造力相關歷程」、「工作動機」、「社會環境」等四項成分

的影響。Amabile(1983)所提出創造表現的成份架構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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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創造表現的成份架構 

 領域相關技能 創造力關係技能 工作動機 

內 

容 

1.領域內的相關知識 

2.必備的技術技能 

3.領域關聯的特殊才能 

1.適切的認知型態 

2.產生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 

3.誘導式的工作型態 

1.對工作任務的態度 

2.對所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 

來 

源 

1.先天認知能力 

2.先天知覺和動作技能 

3.正式和非正式教育 

1.訓練 

2.產生構想的經驗 

3.人格特質 

1.對工作任務初始時的內在動機水準 

2.對特定外在限制的感受 

3.降低外在限制的個人認知能力 

資料來源：Amabile(1983) 

 

理論中的「領域相關技能」主要包含領域內的相關知識、必備的技術技能、以

及領域關聯的特殊才能等三種。在科技產品的發明或創新的過程中，除了需要具備

發明該產品的相關專業知識(即領域內的相關知識)外，更要能夠具備使用各種機具、

材料或操作各種儀器的技術能力(即必備的技術技能)，且最重要的是需能夠運用活

潑的心智意象以產生不同的構思，而結合此三種要素，才能夠適切地發明出一項科

技產品(Amabile, 1983)。 

    因此，在此理論為基本架構下，研究者配合蔡錫濤(1993)提出之製造科技系統

程序內涵－領域內的相關專業知識；製造產品六大基本加工方法「切削」、「成形」、

「鑄造模塑」、「調質」、「接合組裝」、「表面處理」－必備的技術技能，訂定出教學

模組「領域相關技能」部分之教學概念 (表 4.2)。 

 

表 4.2教學概念：「領域相關技能」部分 

系統程序內

涵 

生產程序：取得資源，轉化資源，生產產品 

管理程序：研究發展，生產管理，銷售管理，工業關係，財務管理 

加工 

方法 

加工材料 加工機具耗材 

金屬 木材 塑膠 陶土 工具 機器 耗材 

切削 銅管 

~ 

鋸切 

鑚孔 

實木 

~ 

鋸切 

鑚孔 

壓克力 

~ 

鋸切 

鑚孔 

 金工鋸、折合鋸 

弓形鋸、手搖鑚 

線鋸機 

鑚床 

 

成形   壓克力 

~ 

加熱軟化成

型 

陶土 

~ 

手捏成型 

土條成型 

弓形鋸、美工刀 烤箱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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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教學概念：「領域相關技能」部分(續) 

系統程序內

涵 

生產程序：取得資源，轉化資源，生產產品 

管理程序：研究發展，生產管理，銷售管理，工業關係，財務管理 

加工 

方法 

加工材料 加工機具耗材 

金屬 木材 塑膠 陶土 工具 機器 耗材 

鑄造 

模塑 

  寶麗膠 

~ 

模塑 

   矽膠 

硬化劑 

調質   寶麗膠 

~ 

模塑 

   矽膠 

硬化劑 

表面 

處理 

銅管 

~ 

砂磨 

拋光 

實木 

~ 

砂磨 

上漆 

壓克力 

~ 

砂磨 

拋光 

陶土 

~ 

上色 

砂紙 

銼刀 

布輪機 

砂帶機 

噴漆 

接合 

組裝 

銅管 

~ 

焊、黏 

實木 

~ 

黏、釘 

壓克力 

 

黏、磁 

陶土 

 

黏 

銼刀、砂紙 

鐵鎚、手搖鑚 

尖嘴鉗、老虎鉗 

 強力膠、白膠 

鐵釘、釣魚線 

膠帶、鐵絲、磁鐵 

 

   理論中的創造力相關歷程主要包含適切的認知型態、產生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

以及誘導式的工作型態等三種。適切的認知型態主要指能夠理解錯綜複雜的事物、

或在問題解決過程中能夠有破除成規的能力。產生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是指能嘗

試其他與直覺相反的作法；能對常見的事物保持新奇性；能透過個案分析、類比、

例外、矛盾的事件中建立假設；以及能與構想互動、重視心智訓練等知能，理論中

也強調具備產生新構想的啟發性知能是解決問題的優勢能力。而誘導式的工作型態

內容中，所探討的能力包含能長時間專心工作的能力；能適時地放棄不佳的策略，

且能暫時拋開難題的能力；能具備面對難題的堅持能力；以及能面對挑戰的精力

(Amabile, 1983)。 

而「工作動機」則主要包含對工作任務的態度、以及對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等

兩項內容。對工作任務的態度主要與內在動機相關，是指個體在從事工作時，主要

出自於自己的意願。而對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則與外在動機相關，是指個體在從事

工作時，主要是為了達成外在的相關目的(如獎勵)。 

    因此，本模組的教學透過創意思考方法的教導－適切的認知型態、產生新構想

的啟發性知能，CPS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的運用與練習－誘導式的工作型態，以增

進學生創造力相關歷程能力的增長。 

    而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改變學生對學習製造科技的態度－對工作任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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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多元的評量方式及可充分發揮想像的主題作品創作，改變學生對於實作練習

的觀感，增加對實作的興趣－對所執行工作任務的觀感，以確實激發學生學習的工

作動機。下表 4.3即為本模組「創造力相關歷程」及「工作動機」部分之教學概念。 

 

表 4.3教學概念：「創造力相關歷程」、「工作動機」部分 

創造力相關歷程 工作動機  

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教學 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 最後主題作品 

十二思路啟發法： 

1.加一加(增加、組合) 

2.減一減(削減、分割) 

3.擴一擴(擴展、放大) 

4.縮一縮(收縮、密集) 

5.改一改(改進、完善) 

6.變一變(變革、重組) 

7.學一學(學來、移植) 

8.搬一搬(搬去、推廣) 

9.代一代(替代、替換)  

10.聯一聯(聯結、插入) 

11.反一反(顛倒、反轉)  

12定一定(界定、限制) 

 

CPS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多元教學方式： 

1.分組合作學習 

2.小組競賽刺激學習回應 

3.利用遊戲及小活動刺激思考學習 

4.善用實例圖片影片，增加學習動機 

5.充分且多元的練習與思考時間 

6.鼓勵發表與給人建議 

7.鼓勵欣賞他人特質 

 

多元評量方式： 

1.各類心得表與討論單 

2.專業知能評量 

3.技巧熟練度觀察 

4.同樣加工技巧運用到多種材料的 

  能力評量 

5.多種加工技巧運用至同一材料之 

  能力評量 

6.加工技巧適用於不同的材料的能 

  力評量 

7.工作流程安排之能力評量 

8.想法與實際成品的相符程度 

突發奇響  

~ 一個可以發出聲響

的作品 

 

流動感 

~ 一個具「水的特質」

的作品 

說明： 

＝＞利用自由練習時

所製作出之零件(如.

木片、壓克力、黏土塊

等)，利用創意思考方

法將其組合成一件能

達成特定要求的作品。

＝＞藉此作品的創作

將可促使學生練習運

用所學之技術與方

法，以促進學習之效

果。 

資料來源：陳龍安(2007)，湯偉君、邱美虹(1999)，研究者整理 

 

    綜合前面所描述之本教學模組理論基礎(圖 1.2)、教學概念(表 4.2、4.3)、模組的

系統程序(表 3.1)與內涵知識(表 3.2)，配合現行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課程內容，研究

者依此擬訂出八週共十六節之教學計畫(表 4.4)： 

 

 

 

 

 

了解 

問題 

行動 

的計畫 

激發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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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教學計畫安排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鑑 

第一週 

製造科技概論與

工具材料的認識 

製造科技概論： 

    1.製造科技的定義 

    2.製造科技的內涵(包含哪些事物) 

    3.製造科技於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4.舉例如車子或家具，說明製造科技的生產過程及台灣製造 

      科技的發展 

    5.介紹一些有趣的物品設計，簡介創意設計的概念 

 

小活動一： 

記憶大考驗，播放一張放有各式各樣物品的圖片，要求學生在看

完之後合力將所有東西列出並說出其所使用之材料，以小組競賽

方式進行。 

材料與常見工具介紹： 

    1.材料特性介紹(木、金、塑膠、陶瓷、複合性材料) 

    2.各類材料的運用方式與用途(材料運用的發展) 

    3配合材料介紹，說明常見手工具的用途及特性 

小活動二： 

神奇的材料，收集一些外觀及功能特別的物品圖片(有實物更

好)，讓學生來思考其是由何種材料製成的，以說明未來製造科

技發展的趨勢。 

個人自行探索活動： 

利用作業單規定搜尋有關特殊材料之特性與應用實例，以進一步

充實自我。 

30分鐘 

 

 

 

 

 

 

 

10分鐘 

 

 

 

35分鐘 

 

 

 

15分鐘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熱情參與 

回答問題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熱情參與 

提出意見 

 

 

探索活動單 

第二週 

加工方法介紹與

練習 

~切削 

創意思考方法的

教學 

切削加工之教學：(以影片、圖片及實際示範加以說明) 

1. 木頭的切削加工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2. 金屬的切削加工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3. 陶瓷的切削加工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4. 塑膠(壓克力)的切削加工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5. 利用圖片或實物介紹一些有趣的物品設計範例，激發
學生的思考空間，並引導如何進行創意思考。 

 

小活動： 

搶答方式連連看，藉由遊戲方式加深學生對何項材料應使用何種

工具的概念，並說的出為什麼 

練習活動(三人一組)：  

給予每小組一支銅管，一塊木頭及一塊壓克力，讓學生練習切削

加工方法(鋸切、鑚孔)，並告知這些材料未來將組合成作品的。 

個人自行探索活動： 

利用作業單規定搜尋日常生活中，此種加工方法最常見的應用實

例，以加以驗證。 

45分鐘 

 

 

 

 

 

 

 

5分鐘 

 

 

40分鐘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熱情參與 

提出意見 

 

實作技能評量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探索活動單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118 

 

表 4.4教學計畫安排(續)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鑑 

第三週 

加工方法介紹與

練習 

~成形 

創意思考方法的

教學 

成形方法之教學：(以影片、圖片及實際示範加以說明) 

1. 木頭的成形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2. 金屬的切成形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3. 陶瓷的成形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4. 塑膠(壓克力)的成形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5. 利用圖片或實物介紹一些有趣的物品設計範例，激發
學生的思考空間，並引導如何進行創意思考。 

小活動： 

由同學上台發表製作心得及所遇到的困難，由台下同學 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法，最後再由老師提出建議與說明。 

練習活動(三人一組)： 

給予每小組一塊陶土及一塊壓克力，讓學生練習成形方法，並告

知這些材料未來將組合成作品。 

個人自行探索活動： 

利用作業單規定搜尋日常生活中，此種加工方法最常見的應用實

例，以加以驗證。 

35分鐘 

 

 

 

 

 

 

20分鐘 

 

 

35分鐘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實作技能評量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探索活動單 

第四週 

加工方法介紹與

練習 

~鑄造模塑與調質 

創意思考方法的

教學 

鑄造與調質之教學：(以影片、圖片及實際示範加以說明) 

1. 金屬的鑄造與調質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2. 陶瓷的鑄造與調質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3. 塑膠(壓克力)的鑄造與調質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4. 利用圖片或實物介紹一些有趣的物品設計範例，激發
學生的思考空間，並引導如何進行創意思考。 

 

小活動： 

由同學上台發表製作心得及所遇到的困難，由台下同學 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法，最後再由老師提出建議與說明。 

 

練習活動(三人一組)： 

利用寶麗膠進行模塑練習，並告知這些材料未來將組合成作品的 

個人自行探索活動： 

利用作業單規定搜尋日常生活中，此種加工方法最常見的應用實

例，以加以驗證。 

 

30分鐘 

 

 

 

 

 

 

20分鐘 

 

 

 

40分鐘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實作技能評量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探索活動單 

第五週 

加工方法介紹與

練習 

~表面處理 

創意思考方法的

教學 

表面處理加工之教學：(以影片、圖片及實際示範加以說明) 

1. 木頭的表面處理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2. 金屬的表面處理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3. 陶瓷的表面處理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4. 塑膠(壓克力)的表面處理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5. 利用圖片或實物介紹一些有趣的物品設計範例，激發
學生的思考空間，並引導如何進行創意思考。 

 

小活動： 

由同學上台發表製作心得及所遇到的困難，由台下同學 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法，最後再由老師提出建議與說明。 

 

練習活動(三人一組)： 

延續之前練習活動，將經過加工的各種材料進行表面處理。 

個人自行探索活動： 

利用作業單規定搜尋日常生活中，此種加工方法最常見的應用實

例，以加以驗證。 

35分鐘 

 

 

 

 

 

 

 

20分鐘 

 

 

 

35分鐘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實作技能評量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探索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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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教學計畫安排(續)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鑑 

第六週 

加工方法介紹與

練習 

~接合組裝 

創意思考方法的

教學 

接合組裝加工之教學：(以影片、圖片及實際示範加以說明) 

1. 木頭的接合組裝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2. 金屬的接合組裝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3. 陶瓷的接合組裝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4. 塑膠(壓克力)的接合組裝方法與使用的工具 

5. 利用圖片或實物介紹一些有趣的物品設計範例，激發
學生的思考空間，並引導如何進行創意思考。 

小活動： 

由同學上台發表製作心得及所遇到的困難，由台下同學 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法，最後再由老師提出建議與說明。 

練習活動(三人一組)： 

延續之前練習活動，練習各類材料的接合組裝要訣。 

個人自行探索活動： 

利用作業單規定搜尋日常生活中，此種加工方法最常見的應用實

例，以加以驗證。 

35分鐘 

 

 

 

 

 

 

 

 

20分鐘 

 

 

35分鐘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實作技能評量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探索活動單 

第七週 

創造性問題解決

模式 

綜合活動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教學： 

    以小故事的方式進行「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的解釋與說

明，並結合實例說明應用的方式與功能(將綜合活動之活動紀錄

單依此模式進行設計，引導學生思考)。 

小活動： 

由同學上台發表製作心得及所遇到的困難，由台下同學 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法，最後再由老師提出建議與說明。 

綜合活動： 

再次複習創意思考方法，透過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進行規劃思

考，運用之前加工出來的物件，設計組合成主題作品(二選一)： 

可以突發奇響 ~ 一個可以發出聲響的作品 

流動感 ~ 一個具「水的特質」的作品 

30分鐘 

 

 

 

10分鐘 

 

 

50分鐘 

聽講認真 

提出意見 

學習單填寫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科技創造力評量 

實作技能評量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第八週 

綜合活動 

成果發表與綜合

檢討 

綜合活動：最後收尾 

再次複習創意思考方法，透過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進行規劃思

考，運用之前加工出來的物件，設計組合成主題作品。 

同學上台成果發表： 

各組輪流上台介紹該組作品，並發表設計理念與製作心得。 

引導學生如何欣賞他人作品並提出實質建議。 

進行互評活動及人氣獎選拔。 

進行評分與綜合檢討： 

由老師進行最後評析，並引導學生提出意見，綜合檢討整個教學

活動，並留下紀錄。 

40分鐘 

 

 

30分鐘 

 

 

 

20分鐘 

科技創造力評量 

實作技能評量 

活動心得紀錄單填寫 

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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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延伸/進階教學活動 

   一、運用創造力成份模式規劃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圖 5.1運用創造力成份模式規劃科技競賽教學模組概念圖 

 

 

 

 

 

對各種工具材料特性的了

解，各種材料工具的熟練 

運用與搭配，製作出所想 

到的各項設計。 

利用所學習過之創意思考 

方法，小組合作設計出與 

眾不同又具功能性之設計 

透過設計圖、小組活動單 
，與小組遊戲競賽之方式 
，從多方的角度來進行評 
量，加上適當之獎勵方式 
，激發學生工作動機。 
 

提供一個能夠促進創造力
之發揮的公平社會環境，
讓學生藉由所學得的專業
知識技能，配合創意思考
方法的引導，於小組合作
下，進而激發學生科技創
造力與實作技能。 

社會環境 問題解決導向的 

科技競賽 

工作動機 多元的教學與評量方式 

創造力相關歷程 
適當的創意思考方法 

教學 

充分的領域相關 

技能教學 
領域相關技能   

創造成份模式 

(componential model) 
科技競賽教學模組 

對參與科技 

競賽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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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問題解決導向的科技競賽活動 

表5.1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之科技競賽活動 

科技競賽主題 載水卡多 ~ 載水車大競走 

主題說明     以三~四人為一組，利用大會所提供的材料設計製作出一台可以承載水的車子，並由參賽同學自行操作

進行競賽測試，使其自競賽測試斜坡滑下後可以跨越障礙物並盡可能維持車上原有之承載水量。 

條件說明 一、 利用大會所提供之共用工具、材料及自行攜帶之工具，設計製作出一台可以載水100cc.並能行走的車

子。 

二、 所製作之車子大小不得超過30cm*30cm*30cm。 

三、 製作之車子的載水裝置不能有頂蓋，以便競賽時可以直接從上方倒入100cc.的水。 

四、 為公平起見，載水裝置統一由大會所提供的紙碗做為材料，禁止於載水裝置開口四周作出加高或堵塞
之裝置。 

五、 競賽滑坡（下圖1.1）坡度固定為30°，坡道寬30公分，滑坡下方垂直延伸為長90公分，寬30公分的跑

道。 

  
六、 載水車需以本身重力加速度滑動行走，並在越過障礙物(方木棒)後碰到擋板後停止，以其剩餘之水量

計算成績（車子碰到擋板才計算成績）。 

七、 由於載水車需在指定範圍內滑行，請注意機具的平衡與穩定，提高載水車滑行成功機率。 

八、 請充分發揮創意與想像力來設計並製作本機具，除滿足功能的要求外，請注意本機具的完整、美觀、
安全與趣味性。 

相關規定 競賽流程與相關規定：活動時間共 180分鐘 

一、創意發想階段：競賽開始後 30分鐘為創意發想階段，請各小組先完成活動紀錄單（見附錄一)的填寫。 

二、實際製作階段：紙筆作業階段後之 120分鐘時間為製作時間。從多個構想中選出最理想的一個構想。依照

這個最佳構想，並運用大會現場提供或允許的工具、材料進行製作。 

三、競賽階段：實際製作階段後之 30分鐘時間為競賽測試時間。 

測試程序及 

相關規定 

(交件前選手依此方式在試場邊測試，交件後選手依此方式正式操作並計分) 

一、 參賽者自行拿著載水車於起跑線準備並以以木板擋住，待裁判將水倒入車子後，聽到哨聲才放手，過程

中禁止觸碰作品。 

二、 待載水車碰到擋板後，由參賽者將作品拿起，並將剩餘之水倒進量筒中記錄成績(車子碰到擋板才計算

成績)。 

三、 載水車行走過程中如有翻覆或跑出跑道之情況發生，則立即實施第二次正式測試，若再次翻覆或跑出跑

道則以0分計算。（於三分鐘測試時間內） 

四、 成績計算以兩次剩餘水量加總進行計算，全部參賽組成績進行標準化，依排名進行評分。 

 

 

 

 

 

 

競賽滑坡示意圖（單位：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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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科技競賽教學模組之科技競賽活動(續) 

科技競賽主題 載水卡多 ~ 載水車大競走 

評分項目 一、實作技能 30% －實作技能評量表 

構想 

呈現 

製程 

規劃 

機具 

操作 

材料 

應用 

完整度 美觀 完成 

時間 

功能  穩

定性 

功能 

有效性 

10分 10分 15分 15分 10分 10分 5分 15分 10分 

依活動紀錄單與實際作品 

作出評分 

依實際作品 

作出評分 

依競賽現場結果 

作出評分 

二、科技創造力 45% －科技創造力評量表 

思維  多

樣性 

思考 

深度 

思維  獨

創性 

變通  反

應力 

思維  可

行性 

材料  適

切性 

造型  獨

特性 

構造  特

殊性 

功能 

適切性 

15分 5分 15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0分 15分 

依活動紀錄單與實際作品 

作出評分 

依實際作品 

作出評分 

競賽測試成績 25% 

    以兩次剩餘水量加總進行計算，全部參賽組成績進行標準化，依排名進行評分。 

1. 競賽成績所隱含之實作技能評量： 

A.作品功能的穩定性及有效性，成績越高者代表越穩定越有效 

2. 競賽成績所隱含之科技創造力評量： 

A. 經思考後所製作出來的作品是能確實解決問題的 

工具材料 一、 大會提供之材料：一組之材料 

    紙碗(作為載水裝置用)*1 

    白木線條板，30cm*8cm*0.8cm*1；密集板，30cm*20cm*0.3cm*1 

    塑膠瓦楞紙，30cm*20cm*1；珍珠板，30cm*20cm*1cm*1 

    ψ5mm之圓木棒，30cm*2；ψ3mm之竹籤，25cm*2 

    方木棒，1cm*1cm*30cm*2；ψ20mm之塑膠管，30cm*1 

    鋁片，30cm*20cm*1；3分銅釘*15；6分鐵釘*15；3分木螺釘*10 

    #20鐵絲，60cm*1；橡皮筋*10；氣球*3；棉線，100cm*1；紙黏土半包；吸管*3 

二、 大會提供之工具：共用 

1. 桌上型鑽床      2.   桌上型線鋸 

 三、自行準備之工具： 

1. 手工具：線鋸，手搖鑽，鐵鎚，直角規，直尺，圓規，C型夾，尖嘴鉗，斜口鉗，平口鉗，十字

螺絲起子，剪刀，美工刀，切割墊，熱熔槍。 

2. 膠類：瞬間膠，熱熔膠，膠帶，雙面膠，保麗龍膠，白膠 

3. 安全護具：手套，護目鏡，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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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科技創造力評分量表 

  項目 

 

組別 

思維多樣性(15%) 思考深度  (5%) 思維獨創性(15%) 變通反應力(10%) 思維可行性(10%) 材料適切性(10%) 造型獨特性(10%) 構造特殊性(10%) 功能適切性(1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第一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七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八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九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目說明 

思維多樣性：從活動紀錄單觀察學生在面對問題時是否有多種不同的構想 

思考深度：從活動記錄單觀察學生在面對問題的思考深度，即其構想是否能涵蓋許多細節。 

思維獨創性：從活動記錄單觀察學生在面對問題時，其構想是否有與眾不同的創見。 

變通反應力：從活動記錄單或實作過程觀察學生是否能經測試而修正改進構想，以有效解決問題。 

思維可行性：從活動記錄單觀察學生的思維是否能實際進行製作，具可行性。 

材料適切性：從作品中觀察學生選擇與運用材料實的適切性。 

造型獨特性：觀察作品外部形狀與色彩的獨特性。 

構造特殊性：觀察作品整體功能構造設計的特殊性。 

功能適切性：觀察作品展現的功能是否適切、有效解決問題或增加作品的價值。 

評分說明：依照符合項目的程度，由低至高分別給予 1 ~5 分，直接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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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造力評分項目、比重和評分標準 

項目 內容 評分比重 

紀錄單與

實作過程 

思維多樣性 從活動紀錄單觀察學生在面對問題時是否有多種不同的構想 

15% 

評分標準 依照草圖的數量給分.一個給一級分 

思考深度 
從活動記錄單觀察學生在面對問題的思考深度，即其構想是否能

涵蓋許多細節。 
5% 

評分標準 作品圖細節和考慮因素的文字描述.一個一級分. 

思維獨創性 
從活動記錄單觀察學生在面對問題時，其構想是否有與眾不同的

創見。 
15% 

評分標準 保留水的想法和別人重複的情況越少越高分 

變通反應力 
從活動記錄單或實作過程觀察學生是否能經測試而修正改進構

想，以有效解決問題。 

10% 

評分標準 檢視學生修正的方法是否可行，並且有效解決問題。一個一級分。 

思維可行性 從活動記錄單觀察學生的思維是否能實際進行製作，具可行性。 

10% 

評分標準 

比較設計圖與作品的差異，以判斷設計的思維是否可行。門檻為

測試最佳一次成績達九分，未達九分者給予零級分或一級分，達

九分至十二分者視與設計圖的相符程度給予二至三級分，最佳測

試成績達 15分者視與設計圖的相符程度給予四至五級分。 

作品 

評定 

材料適切性 從作品中觀察學生選擇與運用材料時的適切性。 

10% 

評分標準 

所挑選的材料能否有助於功能的展現，強調運用的適切。切削面

完整、各構造穩固(8~10)，略顯粗糙，構造不夠穩固與精確(4~7)，

車體不穩搖搖晃晃(1~3) 

造型獨特性 觀察作品外部形狀與色彩的獨特性。 

10% 

評分標準 舉圖例。1~3，4~7，8~10 

構造特殊性 觀察作品整體功能構造設計的特殊性。 

10% 

評分標準 

輪子、軸承、車身以及緩衝。普通(1~3)，一至兩個較具特殊性

(4~7)，超過兩個(4~8)。但若有個別項目表現特別凸出，則視情況

加分 

功能適切性 
觀察作品展現的功能是否適切、有效解決問題或增加作品的價

值。 

15% 

評分標準 
分段,會動三分,順利滑下來六分,跨一半九分,跨過去十二分,碰到

牆壁滿分.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127 

附錄三  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社會環境因素之自我知覺調查問卷 
 

※問卷說明 
    (一)本份問卷目的在於收集科技競賽參賽者對競賽之感想與意見，藉由所收集

之資料進行分析探討，以釐清影響參賽者參加科技競賽及競賽成績之主要因素，並

根據這些因素進一步探討改善科技競賽之規劃與實施之方法，以促使其有效達成增

進參賽者科技創造力之最大目的。 

 

    (二)本份問卷之研究結果僅供『科技競賽過程中社會環境因素對學生科技創造

力影響之研究』之研究計畫使用，問卷內容和此次競賽無關，請同學們放心填答。 

 

 

 

感謝您的熱情協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研究小組 敬啟 

                                                          96年 10月 

 

 

第一部分：小組資料 
填答說明：請同學們於下方各問題中，填入小組的基本資料。 

 

一、學    校：                       
 

 

二、小組組別或隊名：                    
 

 

三、小組成員： 
  Å性    別：  男、女  、年    齡：          、年    級： 七、八、九  

  Ç性    別：  男、女  、年    齡：          、年    級： 七、八、九  

  É性    別：  男、女  、年    齡：          、年    級： 七、八、九  

 

 

四、填表日期 ：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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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題目內容 

填答說明： 

請確實看清問題並認真作答，於適當之選項內打ˇ，如： 

一、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學校或是否有給予獎勵？  þ是 □否 

二、你們小組覺得此次競賽題目是否很難？  □是 þ否 

 

請開始填答： 

一、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學校是否有給予獎勵？ 

 

□是 □否 

二、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是否有助於升學(加分或記功嘉獎)？  

 

□是 □否 

三、學校是否有限制參加此次科技競賽活動的人數或資格？  

 

□是 □否 

四、學校是否主動提供各類競賽資訊？ □是 □否 

 

五、學校老師對於你們參加比賽的態度是？  

 

□ 

鼓勵 

□ 

強迫 

六、學校老師是否給予相關指導(如練習、特別輔導)？  

 

□是 □否 

七、你們小組是如何組成的？  

 

□ 

自由

組隊 

□ 

老師

指定 

□ 

抽籤

決定 

八、你們小組覺得一組 3人是否適當？ 

 

□ 

太多 

□ 

太少 

□ 

剛好 

九、你們小組的溝通方式是？ 

 

□ 

所有人都發表

自己的意見 

□ 

以一個人的

意見為主，其

他人只是協

助 

□ 

大家各做各

的，不作交流 

 

十、你們小組的合作方式是？ □ 

分工合作，每個

人都有自己須

負責的部分 

□ 

各做各的，想

做什麼就做 

 

□ 

只有一個在

做，其他人只做

少少的部分 

十一、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題目的範圍適當嗎？ □ 

很大 

□ 

很小 

□ 

普通 

十二、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題目要求適當嗎？ □很

清楚 

□很

模糊 

□ 

普通 

十三、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評分項目適當嗎？ □ 

很多 

□ 

很少 

□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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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開放自備的材料種類是否足夠？ 

 

□是 □否 

十五、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開放自備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 

 

□是 □否 

十六、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設計是否能讓你有足夠的發揮

空間，做你想做的？ 

□是 □否 

十七、你們小組覺得製作場地的場地大小，或和其他組的距離，是

否影響到你們的製作？ 

□是 □否 

十八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材料種類是否足夠？   

十九、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工具種類是否足夠？ 

 

□是 □否 

廿、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題目說明是否明確？ 

 

□是 □否 

廿一、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實質獎勵(如.獎品)是否

吸引你？ 

□是 □否 

廿二、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大會提供的精神獎勵(如.獎狀,上台

表揚)是否吸引你？ 

□是 □否 

廿三、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難度適當嗎？ 

 

□ 

困難 

□ 

簡單 

□ 

普通 

廿四、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的題目是否具挑戰性，讓你們很想試

試看？ 

□是 □否 

廿五、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所訂定的製作時間是否足夠？ 

 

□是 □否 

廿六、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給予的測試次數與測試時間是否足

夠？ 

  

□是 □否 

廿七、對於需要創意思考的競賽題目是否讓你們小組感到有壓力？ 

 

□是 □否 

廿八、你們小組覺得這次競賽中，評審老師在旁觀看是否帶給你們

壓力？ 

□是 □否 

廿九、你們在學校是否有上過生活科技、美術等藝能科目？ 

 

□是 □否 

卅、你們上藝能科目時是由藝能科老師教學，還是其他科老師(如.

數學、國文、理化)教學？ 

□藝

能科 

□其

他科 

卅一、學校是否舉辦過這種類型的競賽活動？ 

 

□是 □否 

卅二、你們的家長是否支持你們參加此類競賽與課程？(成員分別作答) 

答：Å□是       □否 

    Ç□是       □否 

    É□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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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三、你們小組的家長是否期待此次競賽一定要得獎？(成員分別作答) 

答：Å□是       □否 

    Ç□是       □否 

    É□是       □否 

卅四、你們小組的老師是否期待此次競賽一定要得獎？(成員分別作答) 

答：Å□是       □否 

    Ç□是       □否 

    É□是       □否 

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同學的熱心填答 

請檢查是否有題目尚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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