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力資源發展學系 

碩士論文 

 

 

 

網路化 TRIZ 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表現 

影響之研究 

 

 

 

 

 

 

 

 

研 究 生：施乃瑜 

指導教授：張玉山 

 

 

 

中 華 民 國 一Ｏ一 年 八 月 



2 
 

 



i 
 

謝  誌 

  當碩士生的日子，終於在 2012 年的八月畫下句點。感謝張山玉老

師，人如其名，老師就像玉山捍衛著台灣般捍衛著我們。甚至在提計畫

及口試前，任何時刻只要打開研究室的門，就能看到老師辦公室那道可

以領導我們朝向正確航道前進的光。老師從大學以來認真又適時的指導

我的課業及研究，令我獲益匪淺。感謝口試委員蔡東鐘及游光昭老師百

忙之中撥空參加口試，並對於本論文給予精闢的指教，使論文更加完備，

讓我得以順利拿到碩士的學位。 

  寫論文的路雖辛勤且偶爾參雜點苦悶，但因為有了朋友的陪伴及支

持，這條路也充滿了歡笑。感謝各位學長姐及同學對於論文上以及其他

各方面總是毫不藏私傾囊相授。在實驗上提供了很大協助的 Oma、李小

胖、思貽。總是替我千奇百怪問題做解答的籃惇姊。和我一起走過碩士

階段，在各方面給我極大協助的山山家族還有科教組的老師及好同學們。

當然還要感謝在協助研究之餘還一起品嘗美食、旅遊放鬆心情、充充電

的死黨們：同校快十年的晴情。從大學就默契十足的好姊妹虹均、好同

學坤德、峰哥、ㄅㄆ。身在異鄉也不忘關心我的郁棋及怡珊。一起逛街

玩耍歡笑的親愛的…等。真的很感謝可以遇到熱心的大家，有你們陪伴

的我真的很幸運！ 

  感謝老爸、老媽在生活上給我的支持，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完成

我碩士的學業，也感謝老姊在準備考試之餘還能分擔我的苦悶，撫慰我

偶爾受創的心靈。 

  最後，科學的文章怎麼能缺少參考文獻的引用呢，就以謝天裡的名

言作本篇的結尾：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了，就感谢天吧＂。 



ii 
 

  



iii 
 

網路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表現影響之研究 
研究生：施 乃 瑜 

指導教授：張玉山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網路化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表現之影響。利用

探討網路化TRIZ教學之相關理論，依此設計教學活動並實施教學實驗，

以準實驗研究法探討不同的教學方法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表現的效果，

作為日後生活科技教學與未來研究之參考。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北市某國中80位一年級學生，透過教學活動，

以學習單的方式紀錄學生之問題解決歷程，並分析學生在問題解決各歷

程及結果之表現。回收後資料，以描述性統計及共變數分析探討其間的

顯著性。主要研究結果包括： 

 

1. 網路化TRIZ設計教學對問題解決各歷程皆有正面之顯著影響，其中

又以「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的正面效果最為明顯。 

2. 網路化TRIZ設計教學對問題解決各結果皆有正面之顯著影響。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建議事項，供相關單位人員在教 

學應用及學術研究之參考。 

 

關鍵字：網路教學、TRIZ、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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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ffects of Web-based TRIZ Teaching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 
Author: Nai-Yu, Shih 

Advisor: Yu-Shan, Chang 

Abstract 
TRIZ was a Russian acronym for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Solving.”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a web-based TRIZ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of 

junior students.  

A teaching activity of web-based and TRIZ was developed for this study. 

A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dapted to teaching experiment in a 

juniorhigh school in Taipei county. There were 160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ere asked to fill 

outworksheets and create a solar jeep. To achieve the purpose, ANOVA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at evaluating both of the worksheets and 

the products. 

The major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  

1.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articipantstudents’problem solving process,especially to develop 

ideasof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2.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articipant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result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eachers, relativ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further study. 

 

Keywords：Web-based, TRIZ,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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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內容共分四節，第一節是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

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則是重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問題解決能力日漸重要 

在現今自由開放的學習風氣之下，學生的學習方式已從傳統的被動

式接受轉變為主動的知識建構者，特別是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課

程中，學生具備主動探究、獨立思考，進而自行解決問題的能力是很重

要的。教育部（2003）頒佈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之「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課程綱要」中「思考智能」項內包括了「問題解決的

能力」；十大基本能力中也包含了「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力。 

在現今全球化、瞬息萬變及高科技的社會環境中，問題可說是我們

人生中絕不缺席的重要角色。未來國民最重要的基本能力將不再只是知

識累積的多寡及處理複雜計算的能力；而是必須進一步學會如何將所獲

得的知識及資訊以科學的方法加以統整運用，並靈活化地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的問題解決（洪文東，2006）。即可說「問題解決能力」已成為生

存在社會中的基本能力。另眾觀國內外對於問題解決相關研究之歷史及

研究，亦可見其在各領域皆有其重要性。 

二、 TRIZ 方法對創新發明有成效 

英國的財經部指出，創意是新點子的激發，不管是新的發明或新的

應用方式；創新是對新點子加以開發（exploitation），將新點子化為新產

品、新服務、或是新的企業運作模式；而有創意的點子需要予以具體化、

務實化，才能產生實際的效用（the United Kingdom's econom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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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ministry, 2005）。因此，有效的設計教學應該能鼓勵學生思考、激

發學生創意，並將創新的點子加以具體呈現。 

TRIZ 為俄文 Teoriya Resheniya Izobretatelskikh Zadatch 之縮寫，英

文譯為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TIPS），其意義為「創新發

明問題解決理論」，由 Altshuller（1999）從四十萬件專利發明經驗所發

展出來的創意方法（劉志成、陳家豪，2003）。Altshuller（1999）認為

創新發明應可如科學學科（數學、物理、化學…等）般，能夠建立一套

讓人可遵循之客觀模式，以解決創新發明上遭遇之問題。Altshuller（1999）

亦指出，雖然 TRIZ 比較偏向工程領域的創新方法，但他強調 TRIZ 不僅

只於工程領域，日常生活仍有許多常例可說明其適用性。Zlotin 等人

（2000）在應用 TRIZ 至非技術領域方面研究也指出，TRIZ 所發展的系

統觀念、理想性法則、矛盾理論，都可以完全地應用，一些分析性的工

具也可以直接使用，即使有些工具是由技術領域所發展出來的，但是其

背後的抽象化、一般性原則化的思維與理論，都可以提供非技術領域有

用的參考資料。TRIZ 是一種方法，它能成功地用於解決產品開發過程中

所產生的問題（Akay, Demiray,&Kurt,2008），也是最有系統、強大且可

實踐的創新理論與方法（王伯魯，2009）。 

前蘇聯將創造力理論紮實地應用於教育體系底下，加上應用 TRIZ

理論進行實質性的發明創造，並在小學階段即逐步紮根，所呈現的成果

為數量龐大的專利，以及高科技武器系統等方面展現（原來，2002）。

AItshuller（1994）也指出，發明理論可以指導任何年齡的學生，就像運

動一樣，越早學越好。因此，若能透過 TRIZ 的創意方法，建立一套系

統化的創意設計教學，應能提高創意教學的有效性，使學生在解決問題

與發明的過程中激發出更多的創意與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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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路學習環境重要 

網路學習的發展已有十年（始自 1996 年）之久，網路學習即時、

隨時、隨地、個人化設計是吸引學習者的魅力所在，還具有學伴獨立、

學習者主導、主動學習等特色（葉乃靜，2008）。此外，網路學習尚包

含：多媒體影像資源豐富；學習者較積極參與，比只是閱讀文本來得受

歡迎；學習動機來自對學習的投入和獲得問題的答案；立即回應較受喜

愛；成就導向，希望有具體的學習成果；合作學習和社會互動的效果；

多工現象（例如同時聽音樂、參與課程聊天室）、上網查資料等典型特

色（Sandars, 2006）。利用數位學習系統幫助教育活動，以增加其績效，

在近幾年學術界或實務界已成為主流趨勢（Pituch,&Lee,2006）。 

經由網路提供學習情境與資源主動學習、建構知識；並在教師隨時

提供學習指導下，可經歷更多、更廣、更正確、更豐富、更具探究性的

學習歷程（林平勺，2002）。潘文福（2001）發現約有九成學生喜歡網

路探索學習。學生在使用數位學習系統後的成果表現比未使用的學生還

好（Ngai, Poon,&Chan, 2007）。參與網路教學之兒童，在自然科的學習

成就上較一般兒童好。數位學習系統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幫助

（Selim, 2007; Zhao, 2007）。尤其，台灣網際網路設施的普及率相當高，

傳輸速度也相當快，每一所中小學都配有電腦教室，教師使用網路教學

的比例也日益提高。因此，在這些有利因素的前提下，網路學習環境的

應用，越來越顯得重要。如何設計網路教材，規劃學習活動，便成為一

個重要的課題。 

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透過 TRIZ 方法組織成為教材，再經由網路

的學習環境進行教學，配合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能源與動力」部分，

規劃一個適合國中生使用的「網路 TRIZ 設計教學課程」，希望在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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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除了認知、技能、情意方面有更好的教學效果，也希望能進一

步開發學生在生活科技相關技術的創新潛能，促進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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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網路化 TRIZ 教學對

國中學生問題解決結果影響之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做為教

師日後發展學生問題解決能力之參考。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包括以

下項： 

(一)探討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歷程的影響。 

(二)探討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結果的影響。 

二、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歷程中之「產生困惑並察

覺問題」是否產生影響？ 

(二)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歷程中之「理解問題並找

出關鍵」是否產生影響？ 

(三)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歷程中之「構思擬定解決

方案及策略」是否產生影響？ 

(四)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歷程中之「選擇解決方案

及策略」是否產生影響？ 

(五)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歷程中之「執行解決方案

及策略」是否產生影響？ 

(六)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歷程整體是否產生影

響？ 

(七)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結果是否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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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TRIZ 的主要方法與工具共可分為四種：1. 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解

題原則。2. 物質、場分析與 76 項標準解決方法。3. 科學與技術成果數

據庫。4. ARIZ。而本研究所探討之 TRIZ 法，僅將範圍限制於「39 矛盾

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原則」，其他部分則不納入本次研究範圍內。 

二、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以實驗研究法來評估「網路 TRIZ 教學」的成效，主要

針對某個特定範圍做探討，包括教學對象、教學內容、問題解決歷程及

結果等，因此在推論研究結果時可能有其限制，分別說明如下。 

(一)教學對象 

1. 本研究之實驗教學對象以七年級（國中一年級）學生為主，

對於其他年級學生與非該學校的學生並未探討。 

2. 為方便研究進行，學校與教師的配合度成為主要考量，因此

本研究將以台北市為選取區域。 

3. 本研究之實驗教學對象之個別差異並未列入研究考量。 

(二)教學內容：本研究實驗教學內容為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能源與動力科技單元，對於其他科技領域或科目並未探討。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問題解決表現只針對問題解決歷程及結果做探討。 

1. 問題解決歷程：本研究只針對課程中學生製作太陽能越野車

過程中之問題解決歷程做探討，對於其他歷程，例如：檢討

結果、推廣應用等並未探討。 

2. 問題解決結果：本研究只針對學生太陽能越野車成品測試成

績為問題解決結果依據，對於其他並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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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 TRIZ 

TRIZ 其意義為「創新發明問題解決理論」，關於 TRIZ 設計方法種

類眾多，本研究僅將 Altshuller 所撰寫之原文加以翻譯及解釋，取其中

「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原則」形成一個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學習。 

二、 問題解決歷程 

問題解決歷程為研究者依文獻重新編訂，包括「產生困惑並察覺問

題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選擇解決方案及

策略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之歷程。本研究中，問題解決歷程指學生

從思考到製作太陽能越野車之過程，研究者將以問題解決歷程規範評定

學習單，分數越高表示問題解決層次越高。 

三、 問題解決結果 

問題解決結果為教師評量學生之太陽能越野車所得總分，分數越高

表示問題解決結果越好。 

四、 網路化教學 

Badrul（1997）界定網路教學為，利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的屬性與資源，以創造一個有意義的學習環境。潘文福（2001）指出，

網路教學是利用網際網路及全球資訊網的特性及資源，結合學習理論及

教學策略，在網路上進行的教學活動。綜合以上所述網路化教學，即利

用網路的特性與資源結合學習理論及教學策略使教師更有效的達成教

學目標的教學工具。 

因課程內容規劃及研究分析所需之資料、教學工具，本研究之網路

化教學為一以 TRIZ 教學網站為主，教師及學習單為輔之混成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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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了瞭解「網路化 TRIZ 教學」影響學生問題解決表現相關的理論

與研究結果，本章分別就 TRIZ 創意發明方法、問題解決及網路學習相

關文獻資料進行蒐集及分析，希望藉此一文獻探討分析之結果可做為本

研究在進行「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國中學生問題解決表現影響的支持

和依據。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問題解決、第二節 TRIZ、第三節網路化

教學。 

第一節 TRIZ 創意發明方法 

一、 TRIZ 的源起及意涵 

TRIZ 為俄文 Teoriya Resheniya Izobretatelskikh Zadatch 之縮寫，英

文譯為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TIPS），其意義為「創新發

明問題解決理論」，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由當時任職於前蘇聯海軍專

利局的年輕審查官 Genrish Squlovich Altshuller（1926~ 1998）與他的團

隊，依據對各專利文件的分析，所發展而成的一套方法（Altshuller, 1999）。

他從 1946 年開始研究並且從事發明，在閱讀了大量專利後發現，在這

些獨立的專利中，有些解決問題的通用模式存在，進而認為：「存在一

些萬用發明原則，可作為發明創新高級新技術的基礎，假使這些發明原

則，能加以確認與整理，並用來教導從事發明者，則其發明過程更可預

期」。 

Altshuller 與他的 TRIZ 團隊在 50 年的研究中，針對 TRIZ 提出很多

發明創新之問題分析工具與解題工具，一般泛稱為 TRIZ 技法。例如：

39 矛盾衝突（Contradictions）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原則（Principles）、76

標準解決方法（Standard Solutions）、物質—場分析（Substance-field）、8

種演化類型（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Systems）、技術效應等

（Technological Effects）（Fresner, Jantschgi, Birkel, Bärnthaler, & Kr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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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Li,& Huang, 2009; Pin, Haron,Sarmady, Talib, & Khader, 2011; 

Verhaegen, D’hondt, Vertommen, Dewulf, & Duflou, 2009; Zhang,& 

Shang,2010）。近年來全球各國學者也不斷嘗試增强其理論架構並延伸其

應用範圍。 

隨著全球化世代到來及生活的訊息萬變，各產業在技術與服務的競

爭上是日益嚴峻。因此，「創新」可說是產業及公司競核心爭力最直接

的來源。由於 TRIZ 理論於各種不同的產業有著廣泛的應用潛力，能有

效的為國家、產業或企業迅速提升創新能力。目前 TRIZ 技法已漸在國

際間受重視，紛紛為工業界採用，例如：Motorola, Siemens, Phillips、美

國克萊斯勒公司、福特公司、通用公司、全錄公司等，也受學術界所引

用，並發展相關軟體例如：IWB 及 TechOptimizer 等，協助工程師應用

TRIZ 開發產品（曾念民，2004；鄭稱德，2002 ; Altshuller, 1999; Souchkov, 

2007）。 

二、 TRIZ 設計工具 

TRIZ 的主要方法與工具共可分為四種：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

原則；物質、場分析與 76 項標準解決方法；科學與技術成果數據庫；

ARIZ（Li,&Huang,2009; Pin et al., 2011; Verhaegen et al., 2009; Zhang,& 

Shang,2010）。本研究將取其中「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原則」形成

一個教學單元活動。以下分別對這其做說明。 

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原則的基本意義是，創新設計問題包含

至少一個以上的矛盾問題，當其中一個參數被改進，另一個參數可能就

惡化，例如：當一個產品功能變多時，重量就會增加。TRIZ 法追求的是

如何消除矛盾、衝突。Altshuller 針對最具創意的 40,000 專利中，歸納

出 39 個會形成技術矛盾的參數（詳見附錄六），並將這 39 個矛盾特徵

列成一個矛盾矩陣矛盾；矩陣的表現方式為行設定為「欲改善的工程參

數（Improving Engineering Parameters）」，列設定為「欲避免惡化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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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參數（Worsening Engineering Parameters）」，行列構成一個 39×39 的

矩陣表。為了解決這些矛盾，他整理出 40 個創新解題原則（詳見附錄

七）；分別針對每個矛盾、衝突給予建議、原則。使用者只需將欲改善

的工程參數與欲避免惡化的工程參數取交集，可得到一組數字，如下表

2-7 所示，該數字對應到之創新解題原則即可幫助使用者解決問題。

（Fresner et al., 2010;Li,&Huang,2009; Pin etal., 2011; Verhaegen et al., 

2009;Zhang,& Shang,2010）。故使用者只需將欲解決之問題作分析，並找

出其相對應之工程參數，使用矛盾矩陣即可快速找出解題方法，其方便

性及快速性為研究者選用其作為課程中 TRIZ 工具之主要原因。 

表 2-1 39 矩陣式意圖 
惡化參數 

改善參數 
1 … 

 
39 

1  … 
26,35 

18,19 

35,3 

24,37 

2  … 
2.26 

35 

1,28 

15,35 

:  …   

39 
35,26 

24,37 
… 

5,12 

35,26 
 

 

 

三、 TRIZ 的解題步驟 

因為 TRIZ 方法能有效的解決工程問題中之矛盾及衝突，並讓不同

利益需求之間達成平衡及妥協，TRIZ 方法很快的普及於全球學術界及工

業界（Fresner et al., 2010;Li,&Huang,2009; Pin et al., 2011; Verhaegen et al., 

2009;Zhang,& Shang,2010）。其主要程序如下： 

第一步驟：有用功能益處之說明。此步驟之目的在於對該功能之的

認可，同時並說明此功能存在的意義。在此步驟中首重的是在設計過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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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心態上的重新規劃，也就是說每個功能皆是一個重新的開始，而不

應被任何無關的假象所局限住。 

第二步驟：理想化之追求。我們知道在 TRIZ 中是把任何發明視為

不同理想化程度的表現，故此步驟之主目是在提高在未來的創新過程中

接近完美的程度。同時，我們也將進化模式的理念給帶入，為的是儘可

能求得最理想的設計。 

第三步驟：問題之定義。問題之定義主要是作為輔助設計者來找出

較具可行性的考量，因此應特別重視有用功能及不理想狀況的分析。由

於在 TRIZ 的世界裡是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因此針對已存在的設計，僅

能找出較好與較差的設計表現，同時藉此也可直接列出所有矛盾衝突的

描述。 

第四步驟：設計參數的列出。藉由第三步驟中矛盾衝突的列出，因

此可配合著 39 個設計參數在各自定義上的敘述，藉此來找出所有希望

不變壞之參數及希望改善之參數。 

第五步驟：矛盾矩陣的成立。當我們已確實掌握住所有的設計參數

後，就可將希望不變壞參數以列的排列，並以希望改善參數以行的排列，

來找出我們所需的設計原理。 

第六步驟：設計原理的取決。一般而言，我們會找到相當多的設計

原理，就在同時可根據矛盾矩陣的定義，來作眾多設計原理的統計並利

用其出現次數的多寡來決定適用的可能性。但此統計的作法並不是唯一

找出適用原理的方法，在該過程中，有時得仰賴創造力的表現以及所有

在 TRIZ 中之觀念與工具來輔助找尋。 

第七步驟：創新設計的實現。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將所有被找到並被

視為可行的設計原理再次的作整理，一般而言，是從最被認為可行的設

計原理著手，然後依次地將所有設計原理一一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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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步驟，與前一節探討之問題解決歷程做對照，可看出其有些

許的共通點。本研究嘗試將眾學者對於問題解決歷程之界定，再搭配上

述七步驟對問題解決歷程重新做定義，使其能更適用於本研究。而實驗

組織教學流程也將以此七步驟為架構來進行。 

四、 近年來相關研究概況 

國內近年來有關 TRIZ 設計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專門設計任務的

個案上面，例如應用在汽車內裝產品設計、柔性齒條、傳熱壁、液晶螢

幕、手工具、半導體、綠色設計、動力手工具、塗佈設備等產品設計開

發上面（高天志，2005；陳盈全，2006；廖文進，2005；鄭勝隆，2004）。

另一個研究取向是將 TRIZ 將其他設計理論加以結合，發展出新的設計

方法，例如和 CMP 問題與決策系統、綠色創新設計、FMEA、可拓法等

結合起來（余亮，2004；吳振民，2006；張祥唐，2003；劉志成，2002）。

從上述可以發現，TRIZ 在科技設計領域中受到越來越多的重視。 

在 TRIZ 發源地前蘇聯，以 TRIZ 為核心的創新方法學的教育非常普

及，TRIZ 是理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課。目前美國、韓國、日本和

北歐及西歐一些國家，不僅在高校開設 TRIZ 相關課程，還面向不同年

齡青少年開展相關創新教育（〈看創新教育理論〉，2008）。可見 TRIZ 在

教學上的應用在國際間是具口碑的。但是在國內應用在教學與課程中的

研究，卻還相當少見。 

因此本研究將嘗試把 TRIZ 應用至教學與課程中；使用 TRIZ 工具中

最常被使用之 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原則，再輔以網路同步學習環

境，探討其對於學生問題解決的表現之影響，期望能將 TRIZ 教學帶入

校園提供教學者一種新的教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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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解決 

一、 問題解決的意涵 

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處處會遇到「問題」，並需要去「解決」。

然因問題解決涵蓋範圍廣、形式眾多且諸學者所強調的重點皆有所不同，

皆各自對問題解決作了不同的界定，故並無一公認的說法。以下研究者

茲將各家學者對「問題解決」的定義稍表列如下： 

 

表 2-2 問題解決的意義 
提出學者 問題解決意義 

Kahney（1986） 
「問題解決」是利用個體已學過的知識技能去滿足

情境的需要，已獲致解答的過程。 

Hatch（1988） 
「問題解決」是一種過程，是針對問題尋求適當解

決問題方案的一種過程。 

吳德邦及吳順治編譯

（1989） 

「問題解決」是運用個人先前舊有的經驗、知識、

技巧和了解去滿足未能解決情境的要求。 

D`Zurilla 和 

Goldfried（引自廖鳳

池、鈕文英，1990） 

「問題解決」係一種行為歷程，個體在此一歷程中

尋求各種可用來處理問題的有效之反應，並在這些

反應中選擇最有效的途徑，朝解決問題的推進。 

佐藤允一 

（黃惇勝譯，1991） 

「問題解決」由個別目標（Target）的達成，使最

後的終極目標（Goal）達成。 

Mayer（1992） 「問題解決」是從已知敘述到目標敘述的移動過程。 

許麗玉（1993） 

「問題解決」就是想將我們目前的狀態和我們所欲

的狀態所存有的距離去除，也就是想要達到我們所

要的目標。 

Solso（1995） 
「問題解決」是為了解決特定問題的思路，此種思

路涉及了眾多反應的形成及從中的選擇。 

羅素貞（1996） 

當有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可能因各種的理由而缺

乏資源、缺乏訊息…等而被阻礙，這時即面臨一個

問題，而為了達到目標而做的種種努力即問題解決。 

張春興（1997） 

「問題解決」是個體在面對問題時，綜合運用知識

技能，企圖達到某一目標，以解決目的的思維活動

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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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問題解決的意義（續） 
提出學者 問題解決意義 

唐偉成、江新合（1998） 

「問題解決」是解題者在進行解題活動的一切歷程。

從問題到答案間，提取舊基模，進行類比、分類、組

合、分析，以建立解題計畫。涵蓋引起解決問題的動

機，運用問題解決的能力與策略。 

Sternberg（1999） 

「問題解決」是要去達成「克服障礙以達到解答」的

目標。我們最可能使用知識來解決問題，或是使用創

造洞察力。 

Gagne＇ 
（岳修平譯，2000） 

「問題解決」是個體將已學過的概念與規劃加以組

合，應用來解決某一問題的過程。 

葉安琦（2000） 

「問題解決」是解題者對問題先形成問題表徵，並以

過去的經驗來重組問題，產生解題可行的路徑，用舊

識形成問題空間，再以知識做正確的判斷來解決問題。

洪文東、李震甌（2001） 
問題解決就是由已知的情境轉移到目標情境的過程，

是一段心理的活動歷程。 

黃茂在、陳文典（2004） 
所謂的「問題解決」即當人遇到問題時，統合各種處

理問題所需的能力去解決。 

 

顧名思義，問題解決便是要去解決問題，以上國內外學者對問題解

決意義的界定不外乎是將遇到的問題解決，差別部分在於是否強調如何

去解決，例如：綜合運用知識技能（張春興，1997 ;Sternberg, 1999）、提

取舊基模（唐偉成、江新合，1998）、將已學過的概念與規劃加以組合

（葉安琦，2000 ; Gagne’, 2000）…等。本研究所使用之 TRIZ 工具有其

一定的使用步驟。此外，TRIZ 之 40 個解題原則為 Altshuller（1999）從

四十萬件專利發明經驗所發展出來的，可說是集合了眾成功發明之經驗、

知識及技術。因此，綜合以上學者的界定並搭配本研究課程規劃及 TRIZ

步驟，本研究認為「問題解決」為當面對問題時，綜合運用其知識、經

驗及技術去克服障礙，去滿足未能解決的要求，即達到所要的目標。 

二、 問題解決歷程 

從上一段國內外學者對「問題解決」之意義，可看出「問題解決」

是一段複雜的心理及大腦活動的歷程。這段歷程中包含了對問題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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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因素、先備知識技能、解決的目的與期望、策略的使用…等。Wallas

（1926）為最早嘗試分析問題解決步驟之學者，他將問題解決分成準備、

潛伏、豁朗、驗證四個步驟。Dewey（1933）提出了問題解決的五大步

驟：發現問題或困難、確定問題的性質、提出可能的解釋方案、假設推

理並蒐集資料以獲致結果、驗證而成立結論。此後多位學者也對問題解

決歷程作了不同的界定，研究者茲將問題解決之歷程表列如下： 

表 2-3 問題解決歷程 
提出者 問題解決歷程 

Wallas 
（1926） 

準備—收集資訊並獲致初步的構想 

潛伏—將問題擺在一邊 

豁朗—出現問題解決的構想 

驗證—檢視問題解決的方法並確定其確實可用 

Dewey 
（1933） 

發現問題或困難確定問題的性質提出可能的解

釋方案假設推理並蒐集資料以獲致結果驗證而

成立結論 

Polya 
（1957） 

瞭解問題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執行方案實行解題 

檢視方案執行並類化結果至其他問題中 

Gagné（1970）  發生問題說明問題形成假設驗證假設 

Garofalo 和 Lester

（1985） 

問題的覺知問題的理解目標分析計畫發展 

計畫執行執行程序和答案的評估。 

Bransford 和 Stein 

（1986） 

有效的問題解決步驟（IDEAL）為： 

定義現存的問題定義問題的本質找出問題可能

的解決方案並決定最佳的策略行動檢討策略是否 

有效 

Glass 和 Holyoak 
（1986） 

形成問題表徵研擬可能的解決方法重新界定、

陳述問題實行計畫及檢討結果 

Mayer（1987）  問題轉譯問題整合解題計畫及監控解題執行 

Klein 
（1996） 

界定問題設計問題解決策略執行解決策略 

評鑑策略效益 

Davidson和Sternberg 
（1998） 

定義問題形成內在想法編碼計畫策略選擇 

監控解決方案 

王美芬、熊召弟

（1998） 

辨認問題將問題轉化為可以實驗探究的形式 

設計與規劃實驗的方法實際執行實驗 

詮釋數據與訊息並下結論評鑑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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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問題解決歷程（續） 
提出者 問題解決歷程 

王前龍 

（2001） 

確認問題的存在界定並表徵問題題出可能的解

決策略決定解決策略按照策略採取行動評鑑

行動效能 

洪文東 

（2003） 
產生困惑發現問題產生想法選擇想法以解決

問題評鑑結果 

黃茂在、陳文典 

（2004） 
發現問題確認問題形成策略執行實現整合

成果推廣應用 
 

 

問題解決過程會因問題類型、預期目標、研究重點等原因而異。各

歷程間的次序，鮮少是固定不變或依序前進的，所以沒有所謂公認的問

題解決歷程模式。本研究所使用之 TRIZ 有一定的解題步驟，詳情可見

下一節之「TRIZ 的解題步驟」，因此研究者綜合上述文獻並參考 TRIZ

設計步驟及課程規劃歸納出一適用於本研究之問題解決歷程順序，即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

略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三、 問題解決表現相關評量工具 

由於問題解決是一相複雜的心理及大腦行為，故在其評量上需多方

考慮，例如：問題解決的歷程、使用的策略、如何選擇方案、計畫的執

行、學生的動機…等面向。因此，從事問題解決評量時，常用多元的方

式來評量出學生真正的表現。 

研究者在文獻蒐集過程中，大部分學者皆以「問題解決能力」為評

量目標亦或是以其研究目的之特定需求而設計。因此，較沒有一定的內

容格式。最為人熟知的為以 Guilford（1967）的智力結構理論及王萬清

（1987）所提之「問題解決模式」為編製測驗的理論基礎所編製的「問

題解決能力測驗」。另有由詹秀美和吳武典（1991）所編，修訂自 Za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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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gensen, Huisingh,& Barrett 於 1984 年所製的『問題解決測驗』（Test of 

Problem Solving ,TOPS）之問題解決測驗。其他的測驗如簡真真（1981）

根據 Felidhusen, Houtz, &Ringenbach（1971）編製的「The Purdue 

Elementary Problem Solving Inxentory」所修訂而成之問題解決能力測驗。

再之後，張志豪（2000）根據簡真真所修訂的「問題解決能力測驗」與

詹秀美、吳武典所編製適宜高中生使用的「問題解決測驗」。而詹雨臻

和葉玉珠（2005）依據「多重問題解決模式」（The Model ofMultiple 

Problem Solving, MPS）的四個問題解決歷程所編訂之生活問題解決測驗

是近期常被使用之評量工具。 

本研究主要研究學習者之問題解決歷程及結果，Sternberg（1999）

指出從解題者在問題解決時的表現，可瞭解解題者面對問題的思考歷程

與處理能力。黃茂在及陳文典（2004）指出由於問題有大的有小的、有

複雜的有簡單的，我們要來評量一個人「問題解決的能力」，若是以他

解決某些問題的成功率來決定，可能會失準。為能有明確的表徵得以觀

察，他們嘗試分析解題者對問題解決的三項的內涵： 

1. 態度（面對問題的態度）：解題者能否保持正向、積極的心態；

能否做出合理評估，並具有勇於承擔的態度，以及周全考量、

詳細瞭解與規劃的習慣。 

2. 方式（處理問題的方式）：解題者能否以有規劃、有條理的方

法或步驟處理問題，包括與人合作協調、善用多方資源和時

間解決困難、統整成果或對資料作詮釋。 

3. 品質（問題解決的品質）：解題者能否適切地、合理有效地解

決問題；解決的結果是否切合原先的目標。 



19 
 

這種切分的方式只是為了評測時觀察的方便，其實三項之間仍是相

互影響、緊密相關的。所以也可說只是「一項」能力。表 2-4 為部分內

容，關於詳情請見附錄一。 

 

表 2-4 問題解決能力的評分指標 
評量的項目：五等級精熟度評分指標  所對應的各項能力之表徵 

面 

對 

問 

題 

的 

態 

度 

5 面對問題能事評估，覺得合理後能勇於承擔

責任。 

4 接納問題，並認真去處理。 

3 承接問題，動手去執行。 

2 承受問題，參與支援性的活動（不去承擔責

任）。 

1 沒有參與的意願，但尚能敷衍式的參與活

動。 

[正向態度] 

‧對於情勢的發展，能保持一個正向、積極、求好的心態。

‧面對問題能先做合理評估，並具有勇於承擔的態度。 

‧養成一種遇到問題時，先行考量、瞭解、規畫的習慣。 

[瞭解問題] 

‧能由情境演變的脈絡中去確定「問題」的意義。 

‧能準確評估問題的始態及擬設問題的末態。 

‧能洞察問題各層次結構，並由結構中察覺解決問題的關鍵。

‧能適切的評估可運用的資源和受到的限制條件。 

‧能妥善的表述問題。 

[執行實現] 

‧能以行動來處理問題，具有動手實做的習慣。 

‧具行動力，能控制變因做有條理的處理。 

‧能隨機處理未如預料的情境變化，使工作持續沿主軸推進。

‧養成能在過程中隨時做好「欲達成的目標」、「教學活動」

及「評量」之三角校正工作的習慣。 

‧能與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處 

理 

問 

題 

的 

方 

式 

5 瞭解問題並能掌握目標，合理地、有效地、

協調地去推行。 

4 知道問題，並能合理有效地去執行。 

3 能與人合作，把自己應完成的工作負責努力

去完成。 

2 能接受分派到的任務，實地去執行。 

1 未能瞭解問題隨機反應、盲目嘗試，不計後

果。 

資料來源：黃茂在及陳文典（2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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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雅惠（2005）分析了低年級學生問題解決之歷程，建立一低年級

問題解決能力評分規範，如表 2-5 所示： 

表 2-5 問題解決能力評分規範 

評量項度與項目 
0 1 2 3 

層次一 層次二 層次三 層次四 

1. 發現問

題或困難 

發現 

問題 

完全無法察 

覺問題的存在 

問題的察覺 

不明確 

能明確察覺存在

於表面上的問題

察覺問題的存在，並看

到更深一層的問題 

2. 發覺問

題的關鍵

所在 

表徵 

問題 

無法針對問 

題加以說明 

針對問題提 

出說明，卻 

非問題關鍵 

能說出問題發生

的關鍵點 

能知道問題發生關鍵的

緣由 

3.產生想

法 

策略 

個數 

未提出任何 

解決策略 

只提出 1-3 

個解決策略 

提出 4-6 個解決

策略 

提出 7 個以上的解決策

略 

獨創性 

未提出任何 

想法或想出 

的策略屬於 

一般性解答 

能想出 1 個 

與一般性解 

答不同的想 

法 

能想出 2 個與一

般性解答不同的

想法 

能想出 3 個及 3 個以上

與一般性解答不同的想

法或 1 個及 1 個以上極

富創意的策略 

策略的

有效性

與可行

性 

未對本題提 

出任何可行 

的解決策略 

對本題提出 

解決的策略，但

目前不可行 

提出的解決策略

可行，但對解決

本題幫助不大 

提出可行且對對解決本

題有幫助的策略 

4. 決定解

決策略 

策略 

選擇 

未選擇任何 

策略 

選擇一個解 

決策略 

選擇一個以上解

決策略，並未說

出策略使用順序

選擇一個以上解決策略

並說出策略使用順序，

（含流程圖） 

策略選

擇依據 

未對所選擇 

的策略加以說

明 

選擇策略之 

理由不明確 

或不正確 

選擇策略有所根

據但對此問題幫

助不大 

選擇策略有所根據且對

此問題有所幫助 

5. 執行解

決策略 

執行 

情形 

未依選擇的 

策略及實況 

採取行動 

部分依選擇 

的策略及實 

況採取行動 

完全依選擇的策

略採取行動 

依選擇的策略採取行

動，並能依實況作策略

的修正 

6.評鑑結

果 

執行 

結果 

未解決問題 

並引發需要 

善後的問題 

未解決問題 解決部分問題 能完全解決問題 

反省與

改進 

未能對解題 

歷程進行反 

省 

能對解題歷 

程進行部份 

反省 

能對解題歷程進

行整體的反省 

能對解題歷程 

進行反省並提 

出改進方法 

資料來源：李雅惠（2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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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君偉（2010）依照兒童操作科學教具解決問題時，可能採取之解

題方式並配合問題解決的四個步驟，建立兒童問題解決記錄三層次式評

分標準，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問題解決紀錄表評分標準 
問題解決歷程 層次一 層次二 層次三 

發現問題 未瞭解題目情境 過去類似經驗 操作題目情境 

定義問題 

未勾選或未決定 1.多選或錯誤 

2.作法與問題無法

搭配 

1.單選正確答案 

2.知道關鍵影響因素 

產生想法 
未操作直接 

推測 

1.過去操作經驗 

2.類似情境的概念 

進行試驗性操作 

決定解決策略 

無法針對問題提

出解決策略 

1.作法簡略來自 

過去經驗 

2.抄寫操作說明 

3.寫下試驗操作 

過程 

1.作法有創意 

2.說明自己的想法 

3.推論原理與可能 

執行解決策略 

沒有針對問題的

解決結果記錄 

1.以操作經驗作答 

2.直接推測結果 

3.未進行真實驗證 

1.詳記解題結果 

2.有多種的操作發現

並提出反例 

3.與預期相反並提出

修正方案 

評鑑結果 
無法解決問題 問題情境部分 

可解決 

成功解決問題 

情意方面 
抱怨或覺得無聊 

等，負面意見 

無意見 1.正面喜好意見 

2.提供教具改進意見 

資料來源:謝君偉（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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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為更好的老師」（陳佩正譯，2002）一書中也提及了一解決

問題的評分指標表，如表 2-7 所示： 

 

表 2-7 解決問題的評分指標表 
向度 4 3 2 1 

對問題的

理解 

可以使用自己的

文字說明問題，可

以向他人以不同

的範例解釋清楚 

可以使用自己

的文字重複說

明問題 

重複說明問題

的時候有些問

題，但是展現了

對問題的某些

理解 

不能夠說明問

題或複誦問

題；僅能夠重複

問題而已 

規畫 

辨識多元的策

略，然後選擇最好

的策略來解決問

題 

辨認解決問題

所需的步驟。

能夠辨識問題

的某些部分 

辨認解決部分

問題的一個策

略 

創造的策略和

問題毫無關

聯，或不能夠決

定使用哪個策

略 

過程 

針對過程提出一

個清楚、按部就班

的解釋，並解釋使

用每個步驟的原

因 

針對過程提出

一個清楚、按

部就班的解釋

說明過程的方

式包含解決問

題的部分，但非

全部的步驟 

陳述問題時，沒

有考慮整個解

決問題的過程 

評量 

給予正確而完整

的答案，清楚的解

釋為何答案是有

邏輯順序的。也說

明了解答和類似

問題的關連性 

給予正確的解

答。清楚解釋

為何解答是有

邏輯順序的 

給予部分正確

的解答，這是可

以由邏輯推理

得到的解答 

給的解答不正

確，也沒有受到

一個逼真的結

論所支持 

資料來源：陳佩正（譯）（20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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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外學者對於問題解決歷程之界定及上述四表及可觀察歸納出，

問題解決歷程的評分向度，與其對問題解決歷程之定義及欲研究之重點

有關，然從中可歸納出一些共同點，即「問題理解、想法規劃、決定、

執行及評鑑」（洪文東，2003 ; Klein, 1996 ; Polya, 1957）。大致上以這四

點為主要架構，再依需求細分或增加。 

因此，本研究之問題解決歷程評分規準向度將以此四項為出發點，

參考上述四份關於問題解決歷程評量工具，並搭配研究者依文獻及 TRIZ

步驟重新定義之問題解決歷程及課程規畫進行增編。 

而在評分標準上，由上述四表中可觀察出，其評分層級以「有無、

是否」與「數量」等，這些在程度上較能明確判斷的分類法來訂定標準。

本研究亦將參考此方式，便於教師能做更明確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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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路學習 

一、 網路學習內涵及趨勢 

網路學習就字面上來說，是一種利用電腦透過網際網路來學習的方

式（Rosenberg, 2001）。林聰儒（2000）指出網路學習就是利用網際網

路來傳遞課程，加上超媒體輔助設計的課程教材，提供一個具有個人化、

即時性與兼具同步式與非同步式的學習環境。在國內，網路學習亦被稱

為電子學習、線上學習、網路學習、網路化訓練、或數位學習…等（曹

世亮，2001；黃貝玲，2001；鄒景平，2000）。經建會人力規劃處（2001）

對網路學習下的定義為：「網路學習是指運用網路促成的學習，包括：

學習內容的製作、傳遞與擷取、學習經驗的管理及學習社群的交流等。」 

網路學習是近十年來教育研究與實務的重要焦點及趨勢之一。網路

科技的快速演變，已經對人們獲取知識或建構知識的方式產生極大的影

響。由於通訊技術與數位媒體日益發達，世界各國皆期望藉由資訊與網

路科技來提升教育的品質與成效，積極應用資訊與網路科技於教學之中，

打造不受時空限制的網路教學環境（謝惠雯、陳昭珍，2011）。近年來，

網路學習較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更能著重在學習者的各種需求上

（Chang, 2007）。對於傳統講述性教學－學習者被動接受知識的教育方

式有諸多意見產生。；不少學習理論主張學習應該使學習者主動參與學

習環境、並可透過與其他學習者的合作，來共同解決問題、達成學習目

標。 

在全球，因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盛行及方便，無線網路已近趨

普及。Topland（2002）從學習的管道定義行動學習，認為行動學習是多

種管道式（multi-channel）的網路學習。吳明隆（2011）指出當無線網

路所形成的「行動化」環境發展愈成熟，讓學習融為生活環境的一部份

時，讓人類的學習更多元、更自由自在，使得知識的創造與運用更具便



25 
 

利性，任何人只要願意學習，可在任何時間及地點進行學習。因此，在

未來網路學習將因此更為普及化。 

良好的互動是學習中必須達成的首要目標，唯有透過互動才能達成

學習與教育目的（Moore,1993），良好的互動能夠維持學習者在學習過

程中主動學習的態度、更積極朝向學習目標前進並有更良好的學習成效

（Barker, Frisbie,& Patrick, 1989; Repman,& Logan, 1996; Rovai, 2000; 

Vygotsky, 1978;）。由此可見，互動可說是達到有效學習與資訊交流的

重要關鍵（Keegan, 1996; Osman,& Herring, 2007; Saleh, Lazonder,& 

Jong,2007）。然對於網路教學來說，較難克服的不在於課程內容的講授，

孫春在（2000）依據了網路學習理論與經驗歸納出四項網路教學的目標，

稱為 ASIA 原則。其中一個原則指出，由於網路學習人口眾多，因此如

果偏重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則教師負擔將十分沈重。因此在課程中

如何使學習者能主動、積極融入課程活動並且能與其他課程參與者進行

良好的雙向互動，這正是網路教學者極需發展的技巧

（Daradoumis,Martínez-Monés,& Xhafa, 2006; Woo,& Reeves, 2007），也

將是未來網路學習系統開發者所應注意及加強的重點。 

 

二、 網路學習之特色 

Badrul（1997）界定網路教學「係一種以超媒體為主的教學方案規

劃，利用全球資訊網的屬性與資源，以創造一個有意義的學習環境，目

的在於促進與支持學習活動」。它建構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之上，利用其超文件與超媒體的特性，建構的一個完整而有目的的方案；

目的在於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以及持續學習、終生學習的行為

（Badrul, 1997）。網路教學是利用網際網路及全球資訊網的特性及資源，

結合學習理論及教學策略在網路上進行的教學活動（潘文福，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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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教學更能協助教師更有效的達成教學目標（徐新逸、吳佩謹，2002），

成為教師教學上的輔助工具，學生的學習工具（黃義峰、許銘津，2003）。

總結以上，簡單的說，網路教學即是利用網路的特性與資源結合學習理

論及教學策略使教師更有效的達成教學目標的教學工具。 

今日科技的發達及教育上的需要，使得網路教學涵蓋的面向更為廣

泛。網路因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提供豐富的學習內容、多元的學習資

源、成本與時間的節省、自我調整步調的學習、合作學習的環境、開放

的學習情境與個人化的學習需求等優點，使得以網路為主的教學與學習

方式及環境因已孕育而成（蘇惠玉，2004; Alavi,& Leidner, 2001 ; 

Beam,&Cameron, 1998 ; Hiltz,& Wellman, 1997）。隨著數位技術的進步，

許多互動的多媒體教材相繼問世，使學習活動產生巨大的變化（蒯光武、

陳浚卿，2010）。在新型態的教學模式中，教師開始利用電腦、網路及

數位化內容進行教學活動，除傳統的文字以外，並以圖像、影音等不同

的傳播媒介，提供學習者豐富的學習資源（謝惠雯、陳昭珍，2011）。

此外，網路學習可提供同步且即時的互動討論系統，如討論區、聊天室

等；教師亦可於課堂上使用網路多媒體工具輔助教學，引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運用網路平台設計教案是一種好的教學策略，經由學習平台追蹤

學習者的線上學習行為，有助於掌握系統與學習的效果（劉明洲、蔡蕙

芳、陳立輝，2007）。「網際網路」的崛起，可說為教育帶來了重大的

變革，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項利器。 

而在網路學習方式上，最常見為搭配多媒體教學方式，期望利用多

媒體呈現的能力，來豐富教學內容與增加學習者的了解。Zhang 及 Zhou

（2003）指出為了加強學習者的興趣，可於網路學習過程中，運用多媒

體技術，加上如動畫、影像等內容，可提昇教育訓練之成效。其二，多

元化的課程內容也為一主流，多元化的學習資源、多人化的學習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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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學習機制…等（吳明隆，1998），他能使學習者來自四面八方

的網路教學更為人性化，更被接受。 

網路學習的特色、優點如此多，要能樣樣都用得恰到好處卻也不是

件容易的事。徐新逸（2006）研究指出內容是學習的材料，對數位學習

的成效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此要如何利用、使用時應該注意哪些要點

才能發揮其特性並符合經濟效益，使網路學習內容有更高品質及高效果

以達成學習目的與績效，是網路教材設計者應特別關注的焦點。下一段

研究者將對網路教材設計的相關文獻做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教學網站

設計開發的參考依據。 

 

三、 網路教材設計 

教材設計可說起始於美國密西根州立大學，1961-1965 年他使用了

系統方法執行「教學系統發展計畫」，該系統方法可說是最早的教學設

計模式。到了 1980 年，根據研究報告統計，已有 100 多種系統化教學

設計模式，但幾乎都是依循著相似的系統法則而來。現今較常見的還有

（1）Dick 及 Reiser 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1989），此模式重視教學起點

目標界定，也主張在整體教材發展過程裡，每個主要步驟完成之後皆要

透過評鑑方式進行修正。（2）Kemp 等人的環形教學模式（1998），過程

須隨時考慮學生需求、教學目的、優先順序和約定條件。（3）Horton（2000）

針對 e-learning 提出來的設計模式，此模式重視組織實際施行 e-learnin

需要考量的要素。（4）Nieveen（1997）提出的電腦助課程分析設計與評

量模式，每一個階段步驟是結合了形成性評量分析的螺旋過程，始研發

模式更為精緻及完整。（5）Heinich, Molenda, Russell 和 Smaldino（1996）

提供一套程序性指引，以設計實際運用於教室之中的教學媒體為重點之

ASSURE 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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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多種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不斷的被使用、修改、設計出，已有

研究發現從中可歸納出各個模式皆不脫離之五個項目「分析（Analysis）、

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建置（Implementation）、評鑑

（Evaluation）」。也就是我們目前在數位學習領域所常聽到的 ADDIE 模

式。 

徐新逸（2003）藉分析國內外數位學習課程模式文獻，並應用最常

見之數位學習內容發展模式 ADDIE 模式的架構，歸納提出一個數位學

習課程設計工作流程圖；其流程包含了「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評

鑑」各階段又依不同重點再做工作細分。流程詳細內容請見圖 2-1： 

 
圖 2-1 數位學習課程設計工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徐新逸（2003） 

 

 

網路學習是一個全新的教學方式，與一般傳統教學差異性大，不能

以傳統教室的學習方式來進行設計發展。為了避免嘗試網路學習時容易

發生的負面影響，網路教學設計最好能依據系統化和程序化的設計步驟

來進行，較易達到預期的目標，真正發揮其效果（國立臺灣藝術教育館，

2006），因此本網路學習教材研究將會以系統化設計方式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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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節文獻中提了很多網路學習的特色及優點，在網路學習教材發

展過程中，為了能將網路的豐富資源、不受時空限制和多元溝通系統…

等的特色充分發揮，在設計網路學習教材時有些要素、策略及功能是必

須注意的。美國數位學習大師 Allen（2003）指出數位教材設計是否能使

一門教材成功的關鍵之鑰就是在於能否啟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也提出

七項能引起學習動機的教學設計方法及策略。搭配國內外其他學者相關

研究文獻，研究者歸納出一個設計良好的網路教材應考慮下列因素（蔡

秀勤，2004；賴奕璇、張瓊穗、王尹伶、甘珮甄，2003 ; Allen, 2003 ; 

Gillani,& Relan,1997）： 

(一)有科技的特性：不管是新硬體與新軟體的運用，或是系統性的

特性規劃，都是良善網路教材所應注意到的。 

(二)需能符合個別差異：教材設計應考量學習者之基本知能、學習

特質及使用經驗。 

(三)提供多元互動：網路教材應依學習者不同的需求給予不同的反

應與回饋，並提供適當的指引與提示。可設計成趣味或故事性

導向的任務以引發學習者的好奇與企圖心，產生挑戰任務的學

習欲望與意願。 

(四)提供日常情境：透過日常生活的情境，一方面使學生易於與其

先前的經驗相結合以達到有效學習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學生

從日常生活經驗中獲得相關知識，進而培養有效運用知識解決

實際問題的態度與能力。 

(五)選擇正確的教材內容：避免教材內容是無意義、過難、過簡單

或學習者已學習過，造成不愉快的學習經驗，或浪費不必要的

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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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營造愉悅學習空間：有劇情式的遊戲結構提供了人機介面間許

多複雜的互動，使學習者對進行學習存有期望及動機。 

(七)發展社會建構學習策略：學習者經由合作學習共同完成網路化

多媒體教材之目標，藉由全球資訊網所提供之合作、溝通、討

論、意見交換及觀點溝通的管道，分享其知識及資源，將有助

於提昇其從不同的觀點獲致生動及互動的學習。 

(八)提供使用性高的介面：網路教材應考量版面、文字、色彩聲音

及多媒體運用等介面設計原則。文字、圖像及聲音的設計應保

持一致性，儘量使教材之整體架構簡單。 

(九)提供內在回饋：讓學習者進行練習時可看到回饋並可反思。 

在網站設計、開發每一流程中，上述九點皆可做為參考依據，若能

將其充分融入教學網站中，便可提高網站的品質和實用性。有一個良好

的網路學習環境，才能滿足現今教育環境下教學與學習的需求。 

林佳蓉（2008）指出 ADDIE 是系統化教學設計中最流行且最簡易；

同時還具有系統化、整體化、可靠性、實證性等優點（Molenda,2003），

只要遵循標準作業流程進行教材的開發，即能確保課程開發時程、確實

掌控一定之教學品質。而徐新逸（2003）以 ADDIE 為架構結合文獻所

整理出的數位學習課程設計工作流程，此模式是目前廣受國內機關、學

校及業界採用的一套作業發展模式（劉君毅，2007），包括教育部「數

位學習課程發展作業流程暨參考手冊」亦是。因此本研究網路化 TRIZ

單元教學網頁及課程發展的流程與開發將依徐新逸（2003）的數位學習

課程設計工作流程程序進行，包括以下五個主要程序： 

 

(一)分析：做課程、軟硬體、及學習者分析並將教學活動依分析結

果做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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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訂定網站製作時程、介面及架構設計、教與學流程及策

略設計。 

(三)發展：課程及網站發展並請專家審核及修改，進行課程預試並

依回饋再進行修改。 

(四)實施：課程實施（進行教學實驗）。 

(五)評鑑：問題解決歷程及結果評量及分析、撰寫實驗結果。 

 

以上為本研究課程設計流程之工作內容，部分程序因為研究規畫及

執行上的限制並不進行，其餘皆會依照數位學習課程設計工作流程進行

網站設計及製作，並參考本節文獻探討中諸位學者所歸納之因素原則

（例如：多元互動、符合個別差異、愉悅的學習空間等。）、目標（例

如：成本時間的節省、合作學習、豐富學習內容等）來規劃及設計，再

搭配網頁上可以用來支援教學的常見機制包括網頁、搜尋引擎、電子郵

件、討論園地、ftp、網上 faq（高波、王新，2001；張世忠，2000），使

教學更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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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的文獻分析結果，將本章分為研究架構、

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步驟、實驗設計、研究工具及資料處理與分析等

六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在網路化 TRIZ 教學活動中問題解決的表

現。因此，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使用課程為參考林建志（2009）

「節能省碳 TRIZ 活動設計-太陽能驅動車」及張玉山（2011）所設計之

「太陽能機械獸」單元之「太陽能越野車」子單元，以各類量表所做的

量化分析，探討學生小組在課程實施後之表現。本研究的自變項為不同

教學方法，分為網路化 TRIZ 教學及傳統講述教學兩種。依變項為問題

解決歷程及問題解決結果，實驗後將依學生學習單之量化資料及太陽能

越野車測試成績，探討網路化 TRIZ 教學對依變項的影響。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自變項  依變項 

   

教學方法  

 

 

 

問題解決表現 

網路化 TRIZ 教學 

傳統講述教學 

問題解決歷程 

問題解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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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在網路化 TRIZ 教學活動中問題解決的表

現，因此研究對象以國中學生為主。由於考慮到學校行政單位的安排，

以及生活科技課程實際實施的狀況，本研究之個案國中選定為台北市某

國中一年級（七年級）學生。並考慮到教學經驗及實際觀察的方便性，

本研究商請該校生活科技 A 老師擔任本研究的教學老師。 

參與本研究六個七年級的班級，隨機分派為實驗組及控制組，共計

162 位，其中男女比例約 1：1，約有 85 位男生、77 位女生，對於科技

概念、材料的特性以及手工具的使用都已具備基礎的概念及能力。如下

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對象男女比例表 

 男 女 Total 

控制組 43（53%） 38（47%） 81 

實驗組 42（52%） 39（48%） 81 

Total 85（52.5%） 77（47.5%）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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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採文獻分析及準實驗研究等方法進行。在研

究之初，先採用「文獻分析法」，將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料實施「文

獻分析法」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蒐集範圍包括書籍、期刊、論文、

電子資料庫、網頁文獻…等。同時，更藉此探討問題解決歷程與結果、

TRIZ 設計方法、網路化教學的意涵與特性，以作為建構理論的依據。 

其次，本研究採取準實驗研究，進行實驗教學前先對所有實驗對象

實施問題解決能力前測，接著運用「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實驗組進行

實驗教學，而控制組則進行一般傳統講述教學。實驗教學結束後，對所

有實驗對象進行問題解決表現評量，再將獲得之數據加以分析「網路化

TRIZ 教學」是否較「一般傳統教學」在「太陽能越野車」單元更能增進

國中學生的問題解決的表現。 

 

二、 研究步驟 

依據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步驟依序為：決定研究主題決定研究

目的與待答問題蒐集與分析文獻設計國中「網路化 TRIZ 教學」單

元及學習單、進行預試修改國中「網路化 TRIZ 教學」單元及學習單、

實施前測實施實驗教學實施前測評量實施問題解決歷程評量實

施問題解決歷程評量進行資料分析蒐集文獻撰寫歸納結論、建議。

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步驟。步驟圖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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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研究步驟圖 

   

1. 決定研究主題 

2. 決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3. 蒐集與分析文獻 

4. 設計國中「網路化 TRIZ 教學」單元及學習單、進行預試 

7.實施前測評量

6. 實施實驗教學 

12. 撰寫歸納結論、建議

10. 進行資料分析 

5.修改國中「網路化 TRIZ 教學」單元及學習單、實施前測 

8. 實施問題解決歷程評量

9. 實施問題解決歷程評量

11. 蒐集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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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設計 

依據研究架構，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本研究的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實驗組 O1 X O2 

控制組 O3 C O4 

 

其中，各項符號表示意義如下： 

O1、O3：實驗組、控制組接受問題解決能力測驗 

O2、O4：實驗組、控制組接受問題解決歷程及結果評量 

X：實驗組接受網路化 TRIZ 單元之教學 

C：控制組接受傳統講述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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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參考林建志（2009）「節能省碳 TRIZ 活動設計-太陽能驅動

車」及張玉山（2011）所設計之「太陽能機械獸」教學單元，並搭配相

關文獻設計成本實驗所使用之「網路化 TRIZ 教學」單元。並採用根據

文獻探討的資料所設計之學習單搭配自編之「問題解決歷程評分規範」

及「太陽能越野車評分表」取得量化資料。以下將針對網路化 TRIZ 教

學單元、TRIZ 教學網站、問題解決評分規範進行探討。 

一、 TRIZ 教學單元-太陽能越野車 

  本研究將以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架構的「網路課程原則」，並參考

林建志（2009）「節能省碳 TRIZ 活動設計-太陽能驅動車」及張玉

山（2011）「太陽能機械獸」之教學單元加以規劃出「網路化 TRIZ

教學單元-太陽能越野車」。 

  實驗將提供學生基本的太陽能動力零組件，培養學生運用 TRIZ

設計方法（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解題原則），充分使用有限的材料

來達到最佳的效果，設計出具有越野效能的太陽能車。研究教學活

動設計估計上課時間為每節課 45 分鐘，每週 1 節課，共計教學 6 週

270 分鐘，並視教學情況酌量增減上課時間，教學活動詳細內容及活

動流程詳見附錄二、三。參與本研究的學者專家包括對數位教學及

科技教育與創意教學均有多年研究及教學經驗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

系教授，以及教學經驗豐富、專業之某國中生活科技教師。 

  本教學活動編製後透過專家審查的方式，建立專家效度，並已於

大安國中及福和國中進行試教確認其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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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單與問題解決評分規範 

「太陽能越野車」學習單是本研究藉以評鑑學生問題解決歷程的資

料來源。課程學習單的設計是根據文獻探討中，研究者對於問題解決歷

程所整理並重新定義，適用於本研究之問題解決歷程。設計的內容必須

能反應出各個歷程學生之實際情況，內容包括「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

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等歷程，詳見附錄九（實）、附錄十（控）。 

本研究問題解決評分規範主要依據黃茂在、陳文典（2004）「問題

解決能力的評分指標」、謝君偉（2010）「問題解決紀錄表評分標準」及

李雅惠（2005）「低年級學生問題解決能力評分規範」搭配相關文獻及

本研究單元教學活動設計重新編製，並依據所需加以調整。 

問題解決歷程評量的向度依研究者對問題解決歷程之定義區分為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構思擬定解決方案

及策略」、「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及「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等五階段。

實驗後每個向度依據問題解決評分規範即可加以分析並進行評量。 

量表計分方面，採用四等尺度計分，4 代表極佳、3 代表佳、2 代

表差、1 代表極差。採用偶數格式是希望受測者有具體的意見傾向，避

免回答中庸或模糊意見（邱皓政，2005）。將每一個構面的評量分數加

總後即可得學生在問題解決歷程所得之總分，總分越高表示該學生具有

較好的問題解決歷程表現，藉以評鑑學生的問題解決歷程。詳細內容請

參見附錄四。 

(一)信度 

1. 評分者信度：本研究由二位評分者進行評量，並將課程預

試所得分數利用 Kendall 和諧係數進行評分者信度考驗，

以確認評分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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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問題解決歷程預試評分者一致性 

學習單 Kendall 和諧係數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 .894 

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 .900 

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 .948 

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956 

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925 

 

如表 3-3 所示：各學習單預試分數結果，信度係數皆在.70

以上，顯示信度極佳。 

 

2. 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數）：本研究以預試各問題解

決歷程評分項目的得分與問題解決歷程整體進行內部一

致性的信度考驗。 

表 3-4 問題解決各歷程與整體之內部一致性 

歷程 Cronbachα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 .771 

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 .797 

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 .808 

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838 

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799 

 

如表 3-5 所示：在.01 的水準上皆達顯著，顯示具有相當

的一致性。 

 

(二)效度：專家效度－問題解決評分規範內容為研究者編製，經台

師大科技教育領域專業教授及教學經驗豐富之生科教師修改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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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題解決結果評分表 

研究者參考「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力資源發展學系」所

舉辦「台北市公私立國民中學生活科技科學競賽」9 年來之評分項目及

評分標準，經過研究者、台師大科技教育領域專業教授及教學經驗豐富

之生科教師加以修改之後，使其更適合於評量本實驗「太陽能越野車」，

能測量出所要測量的問題解決結果，詳細內容請參見附錄五。 

 

(一)信度： 

1. 評分者信度：本研究由兩位評分者進行評量，並將課程預

試所得分數利用 Kendall 和諧係數進行評分者信度考驗，

確認評分的一致性。 

表 3-5 問題解決結果預試評分者一致姓 

問題解決表現項目 Kendall 和諧係數 

創意表現 .931 

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 .932 

 

如表 3-5 所示：各評分項目預試分數結果，信度係數皆

在.70 以上，顯示信度極佳。 

2. 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數）：本研究以預試各問題解

決結果評分項目的得分與問題解決結果整體進行內部一

致性的信度考驗。 

表 3-6 問題解決結果各項目與整體之內部一致性 

問題解決結果項目 Cronbachα 

創意表現 .875 

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 .483 

功能檢測 .327 

如表 3-6 所示：在.01 的水準上皆達顯著，顯示評分有相

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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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度：專家效度－問題解決結果評分表內容為研究者編製，經

台師大科技教育領域專業教授及教學經驗豐富之生科教師一

同修改審核。 

 

五、 新編問題解決測驗 

由詹秀美、吳武典（2007）所編，其功能為評量學生問題解決的能

力。適用對象為四至七年級，施測時間為 50 分鐘。測驗之內部一致性

係數為.77~.91，折半信度為.69~.82，評分者間信度.93，全測驗之重測信

度.83，顯示有良好的信度。在效度方面，與國語、數學、自然、社會等

學科成績之相關為.40~.68，以年級及性別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均顯

示測驗具備良好之效度（詹秀美、吳武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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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為量化研究，將所蒐集的量表及評分資料輸入電腦以

SPSS-19 統計軟體依據研究目的進行量化統計分析。分析要點如下： 

1. 以問題解決能力為共變量，採用共變數分析，分析兩組學生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問題解決歷程中整體之表現是否有顯

著差異。 

2. 以問題解決能力為共變量，採用共變數分析，分析兩組學生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問題解決各歷程之表現是否有顯著差

異。 

3. 以問題解決能力為共變量，採用共變數分析，分析兩組學生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問題解決結果各項目之情況是否有顯

著差異。 

4. 以問題解決能力為共變量，採用共變數分析，分析兩組學生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問題解決結果之情況是否有顯著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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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網路化 TRIZ 教學課程對提升國中學生問題解決

表現之影響。本章依據資料分析結果，就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問題解決

歷程、以及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問題解決結果的影響分節探討。 

第一節 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問題解決歷程的影響 

本節主要針對「問題解決歷程」的評量結果進行分析，並說明網路

化 TRIZ 教學課程對於問題解決歷程的影響。本研究之問題解決歷程為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構思擬定解決方案

及策略」、「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及「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以下將

針對此五個問題解決歷程及及「問題解決歷程整體」進行說明。 

本研究問題解決各歷程將學生學習單依照問題解決評分規範進行

評分，評分標準分為四個層次，最高四分、最低一分。以下將呈現問題

解決各歷程及整體評量結果。 

一、 平均數與標準差 

本研究之實驗組與控制組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得分的平均數與

標準差結果呈現於下表 4-1。 

表 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個數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 
控制組 1.78 .570 81 

實驗組 3.20 .485 81 

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 
控制組 1.46 .593 81 

實驗組 3.27 .548 81 

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 
控制組 1.35 .595 81 

實驗組 3.72 .480 81 

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控制組 1.35 .674 81 

實驗組 3.40 .66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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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兩組學生在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的平均數與標準差（續）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個數 

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控制組 1.17 .469 81 

實驗組 3.01 .512 81 

問題解決歷程整體 
控制組 7.10 2.359 81 

實驗組 16.59 1.745 81 

由上表可知，實驗組學生的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得分成績高於控

制組學生。 

在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3.20，控制組為 1.78。

對照評分規範，顯示實驗組學生能明確地察覺問題的存在，而控制組學

生問題察覺則較不明確。 

在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3.27，控制組為 1.46。

對照評分規範，顯示實驗組學生能對問題關鍵做說明，而控制組雖能對

問題做說明但卻可能非問題關鍵。 

在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3.72，控制組為

1.35。對照評分規範，顯示實驗組學生能對問題提出可行方案及策略，

而控制組雖對問題提出可行方案及策略，但卻可能是無實際幫助的。 

在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3.40，控制組為 1.35。

對照評分規範，顯示實驗組學生能有依據的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而控

制組在選擇理由上說明較不明確。 

在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3.01，控制組為 1.17。

對照評分規範，顯示實驗組學生能完全依選擇採取行動，而控制組則只

部分依選擇採取行動。 

在問題解決歷程整體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16.59，控制組為 7.10。

顯示實驗組學生在問題解決歷程整體表現是優於控制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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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質性檢定 

本研究採共變數分析以了解不同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生的問題解決

歷程是否有顯著差異。首先對實驗組和控制組之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

進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其結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問題解決歷程變異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F 檢定 分子自由度 分母自由度 顯著性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 3.462 1 160 .066 

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 3.712 1 160 .056 

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 3.165 1 160 .077 

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2.042 1 160 .155 

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3.077 1 160 .081 

問題解決歷程整體 3.341 1 160 .069 
*p<.05 

 

如表 4-2 所示，問題解決各歷程 p 值分別為.066、.056、.077、.155、.689

及整體.069，即兩組依變數在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皆具有同質性，未

違反同質性假設，因此可進行共變數分析。 

三、 共變數分析 

本研究在資料分析中採用的是共變數分析，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

其共變數分析結果之摘要表如表 4-3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將共變量

（問題解決能力）對依變項（問題解決歷程）所造成的影響排除之後均

達顯著水準。 

表 4-3 問題解決歷程共變數分析結果之摘要表 

依變項 Source 來源 SS df MS F 檢定 顯著性

產生困惑並察

覺問題 

教學活動 81.120 1 81.120 290.193 .000**

誤差 44.446 159 .280   

總數 1129.000 162   

理解問題並找

出關鍵 

教學活動 133.027 1 133.027 406.184 .000**

誤差 52.073 159 .328   

全體 1091.000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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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問題解決歷程共變數分析結果之摘要表（續） 

依變項 Source 來源 SS df MS F 檢定 顯著性 

構思擬定解決

方案及策略 

教學活動 227.321 1 227.321 772.527 .000** 

誤差 46.787 159 .294   

全體 1312.000 162   

選擇解決方案

及策略 

教學活動 169.724 1 169.724 376.622 .000** 

誤差 71.653 159 .451   

全體 1152.000 162   

執行解決方案

及策略 

教學活動 102.165 1 102.165 429.845 .000** 

誤差 37.791 159 .238   

全體 769.000 162   

問題解決歷

程整體 

教學活動 3451.916 1 3451.916 796.382 .000** 

誤差 689.185 159 4.334   

全體 26415.000 162   

**p<.01 

由表4-3中看出實驗組接受網路化TRIZ教學與控制組接受傳統講述

教學，在問題解決各歷程及整體表現皆有顯著差異，即實驗組與控制組

兩組學生在問題解決歷程因為TRIZ設計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的不同，而

有所不同。此現象可從教學中發現，實驗組學生在製作太陽能越野車過

程中主要依循研究者提供的網路化TRIZ教學的39矛盾矩陣和40創新解

題原則，大多數實驗組的學生為解決所面對的問題，會依照TRIZ七步驟

循序漸進。而系統化、結構化是TRIZ的一大特色，實驗組只要依循其創

意發展邏輯與步驟，便能揪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得到有效的問題解決方

法。相對的，控制組學生在過程中需以自身的先備知識或是自行蒐集資

料自行思考，進行製作問題上的解決。因此控制組學生所察覺的問題通

常較為表面而非關鍵，而思考出的解決方案及策略對於問題的幫助通常

也不大。39矛盾矩陣與40解題原則最大的優點便是它能快速且明確地針

對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因此，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構思擬定解決方

案及策略，相對其他歷程，受TRIZ的影響更為顯著。   



49 
 

第二節 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問題解決結果的影響 

本節主要針對「問題解決結果」的評量結果進行分析，並說明網路

化 TRIZ 教學課程對於問題解決結果的影響。本研究問題解決表現將學

生作品依照問題解決結果評分表進行評分，評分項目分為「創意表現」、

「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功能檢測」，最終將此三項分數依評分表標

準加總即為其問題解決結果成績。 

一、 平均數與標準差 

本研究之實驗組與控制組問題解決結果各項目及整體得分的平

均數與標準差結果呈現於下表 4-4。 
 表 4-4 兩組學生在問題解決各結果及整體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個數 

創意表現 
控制組 6.20 1.077 81 

實驗組 9.62 .489 81 

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 
控制組 33.457 2.8452 81 

實驗組 34.735 2.4188 81 

功能檢測 
控制組 37.593 2.9698 81 

實驗組 46.543 1.2227 81 

問題解決表現 
控制組 70.247 6.0586 81 

實驗組 90.895 3.6842 81 

由上表可知，實驗組學生的問題解決表現得分成績高於控制組

學生。 

在創意表現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9.62，控制組為 6.20，顯示

實驗組學生之太陽能越野車之功能設計及造型表現的創意表現較控

制組好。 

在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34.735，控制組

為 33.457，顯示實驗組學生之太陽能越野車之與整體表現較控制組

稍高。此現象可能和學生的先備製作技能有關，在製作技巧項目中

包含了成品與草圖的符合程度、選用適當材料、接合與組裝的技巧、

作品的完整性與外觀。當中之接合與組裝的技巧，因涉及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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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能力，本研究所選取的學生為國中七年級常態分配的班級，

而老師於太陽越野車的製作技能並無特別進行指導說明，使得學生

基於先備製作技能進行製作，因此可能使得實驗組及控制組在接合

與組裝的技巧上較無顯著的差異，故此部分成績實驗組與控制組間

差距較小。 

在功能檢測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 46.543，控制組為 37.593，

顯示實驗組學生之太陽能越野車之功能檢測表現較控制組高。 

在問題解決結果方面，實驗組平均數為90.895，控制組為70.247，

顯示將三項成績加總後，實驗組學生之太陽能越野車之問題解決表

現較控制組高。 

二、 同質性檢定 

本研究採共變數分析以了解不同的教學方式對於學生的問題解

決結果是否有顯著差異。首先對實驗組和控制組之問題解決結果進

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其結果呈現於表 4-5 所示。 

表 4-5 問題解決結果變異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項目 F 檢定 分子自由度 分母自由度 顯著性 

創意表現 1.175 1 160 .280 

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 3.160 1 160 .077 

功能檢測 1.116 1 160 .292 

問題解決結果 .432 1 160 .512 
*p<.05 

如表 4-5 所示，問題解決結果各項目及整體 p 值分別

為.280、.077、.292、.512，即兩組在問題解決各表現及整體皆具有

同質性，未違反同質性假設，因此可進行共變數分析。 

三、 共變數分析 

本研究在資料分析中採用的是共變數分析，問題解決結果分析結

果之摘要表呈現於下表 4-8。由表可知：將共變量（問題解決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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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依變項（問題解決表現）所造成的影響排除後結果達顯著水準。

顯示不同的教學方式，對於問題解決結果的得分皆有顯著的差異。 

表 4-6 問題解決結果共變數分析結果之摘要表 

依變項 Source 來源 SS df MS F 檢定 顯著性

創意表現 教學活動 473.032 1 473.032 671.686 .000** 

誤差 111.975 159 .704   

全體 10715.000 162   

製作技巧與

整體表 

教學活動 63.344 1 63.344 9.204 .003** 

誤差 1094.226 159 6.882   

全體 189509.250 162   

功能檢測 教學活動 3232.020 1 3232.020 625.885 .000** 

誤差 821.063 159 5.164   

全體 290762.500 162   

問題解決結

果 

教學活動 17181.342 1 17181.342 686.678 .000** 

誤差 3978.335 159 25.021   

全體 1072942.250 162   
**p<.01 

 

由表 4-6 中看出實驗組接受網路化 TRIZ 教學與控制組接受傳統講

述教學，在問題解決結果各項目及整體皆有顯著差異，即實驗組與控制

組兩組學生在問題解決結果因為TRIZ設計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的不同，

而有所不同。 

此現象可從教學中發現，實驗組學生在製作太陽能越野車過程中主

要依循了研究者提供的網路化 TRIZ 教學的 39 矛盾矩陣和 40 創新解題

原則。TRIZ 對於創造力、創意的影響已被許多研究證實，而根據前一節

的分析結果，實驗組藉由 TRIZ 能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進而有效的解

決問題。相對的，控制組因沒有 TRIZ 的協助，無法找出關鍵問題，創

意方面也少了 TRIZ 的引導，因此在問題解決結果各部分，實驗組與控

制組皆有顯著差異。 

   



52 
 

第三節 綜合討論 

本節將針對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問題解決歷程及問題解決表現之研

究發現與說明分述如下。 

一、 對問題解決歷程之影響 

1. 對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部分，接受網路化

TRIZ 教學之實驗組學生表現較接受傳統講述教學之控制組學生

好。蔡碩穎（2010）TRIZ 幫助問題解決者定義一個特別的問題。

第二章文獻探討指出，在 TRIZ 中是把任何發明視為不同理想化

程度的表現，故為了提高在未來的創新過程中接近完美的程度應

追求理想化，儘可能求得最理想的設計。本研究實驗一開始便對

實驗組學生說明太陽能越野車之要求，並透過分數的高低提高實

驗組追求太陽能越野車理想化之興趣。而本研究所使用之矛盾參

數已針對單元需求做挑選；八個主要參數為主，其餘為輔，實驗

組學生只要依照單元要求並透過矛盾參數的說明，便能從中察覺

可能遇到之問題。分析結果也確實反應出，實驗組學生在產生困

惑並察覺問題表現明顯優於控制組。 

2. 對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部分，接受網路化

TRIZ 教學之實驗組學生表現較接受傳統講述教學之控制組學生

好。此現象可能和 39 矛盾矩陣和 40 創新解題原則有關。TRIZ

是針對問題制定、系統的分析、故障分析及系統演化模式的應用

程序（Roebuck,2011）。對於如何解決問題之模式具有系統化和

結構化的傳承力，它能提供工程人員去分析各種有價值的問題

（盧昆宏、魏振育、歐惠鳳，2010）。在識別問題和解決問題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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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TRIZ 被評價為最好，因為它能毫不妥協的解決矛盾，將問

題拆解並找出關鍵問題（Coates,2012）。認為透過 TRIZ 理論所

進行的構想設計，可以揪出問題的根本原因，並且擬定出許多因

應根本原因的創意策略。（唐一寧譯，2009）也能清晰地給出了

每個問題系統的關鍵概念部分及其綜合解決方法（張忠友、韓勇，

2012）。 

諸多文獻皆指出 TRIZ 能夠明確地指出問題的根本及關鍵。

本研究中，因實驗組是採用 39 矛盾矩陣，學生只要將上一步驟

所察覺的問題做整理及分析，便能找出相對應之矛盾參數，進而

快速的識別出問題的關鍵。相對的，控制組則需自行思考沒有相

關訊息可以參考，因此控制組較無法理解問題之關鍵所在。分析

結果也確實反應出，實驗組學生在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表現明顯

優於控制組。由此可知，本研究與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一致。 

3. 對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部分，接受網

路化TRIZ教學之實驗組學生表現較接受傳統講述教學之控制組

學生好。在共變數分析中，當 F 值越大代表各組間之差異程度

越大，即表示各因子間之顯著差異性加大，反之則越小。（蔡光

榮、陳建富，2005）。本研究中問題解決的五個歷程中「構思擬

定解決方案及策略」所得 F 值明顯大於其他四個歷程；此歷程

學生之平均分數也明顯較高。因此可說，在所有歷程當中，網路

化TRIZ教學對於學生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所造成的影響最

大。 

TRIZ 是一種方法，他能成功地用於解決產品開發過程中所

產生的問題（Akay, Demiray, & Kurt, 2008）。TRIZ 是最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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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且可實踐的創新理論與方法（王伯魯，2009）。世界各地發

明問題解決的專家們已利用 TRIZ 解決眾多技術的問題（Fowlkes, 

2010）。Dew（2006）指出 TRIZ 提供一個品質解決方案產生的

有效工具，以協助他們處理問題；是一個具高度結構的創新性思

考方法，依循其創意發展邏輯與步驟，往往能得到有效的問題解

決方法。其39矛盾矩陣與40創新原則亦可快速具體化解決方案，

以刺激創新構思進而解決問題（葉繼豪，2007）。TRIZ 能成功的

被傳播主要依賴其能提供優雅和實用的解決方案

（Zlotin,&Zusman, 2009）。眾多研究皆指出 TRIZ 能快速的提供

使用者有品質且有效的解決方案進而成功的解決問題。因此，相

對其他歷程，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受

TRIZ 的影響差異最為明顯。 

在本研究中，因實驗組使用39矛盾矩陣與40創新解題原則，

實驗組學生在上一步發現問題關鍵已找出相對應之矛盾參數，接

著便能使用矛盾矩陣快速且正確地找出之解題原則。接著，實驗

組只要參考矛盾矩陣提供的解題原則，便能快速的構思及擬定出

問題解決方案。相對的，控制組並無使用矛盾矩陣，無相關的解

題原則可參考，在相同的時間內，控制組無法快速的獲得解題提

示，自行思考及摸索的方案通常層面較淺，未必能針對問題關鍵

正確的解決。因此導致實驗組於此方面表現比控制組突出。分析

結果也確實反應出，實驗組學生在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的表

現明顯優於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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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部分，接受網路化

TRIZ 教學之實驗組學生表現較接受傳統講述教學之控制組學生

好。一般而言，我們從矛盾矩陣中可找到相當多的設計原理，同

時可根據矛盾矩陣的定義，將眾多設計原理統計並利用其出現次

數的多寡來決定適用的可能性。Coates（2012）指出 TRIZ 能找

出最有利和創造性的解決方案。TRIZ 作為技術問題或發明問題

解決的一種強有力方法，它能指明問題解決對策的探索方向（甘

赛雄、宗曼莉，2011）。 

TRIZ 由 Altshuller（1999）從四十萬件專利發明經驗分析並

發展出來的創意方法，因此，矛盾矩陣所對應之解題原則皆能明

確且有效的解決問題。在本研究中，實驗組學生使用矛盾矩陣後

得出相對應之解題原則。接著針對所有被找到並被視為可行的設

計原理稍作整理及分析，便可從中選擇對自己最有利的解決方法。

相對的，控制組因為沒有解題原則可以參考，上一步構思及擬定

出之解決方案已較實驗組少且無關鍵幫助，因此在選擇解決方案

時，表現便會低於實驗組。 

5. 對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部分，接受網路化

TRIZ 教學之實驗組學生表現較接受傳統講述教學之控制組學生

好。一般而言，使用者會從最被認為可行的設計原理著手，然後

依次地將所有設計原理一一實現。TRIZ 理論給了我們勇於探索

系統的想法，我們越這樣做，越能願意承擔設計的風險 

（Rawlinson,2003）。張旭華及呂鑌洧（2009）也指出由於 TRIZ

能在不損害其它特徵的情況下改善一個或更多的特徵，故可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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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地解決因取捨所產生的矛盾問題。並系統化地解決問題，協助

創新，可以獨立或協助專案的進行（翁國亮、黃俊明、洪焌耀、

王創茂、洪文義，2010）。 

TRIZ 是從四十萬件專利發明經驗所發展出來的，因此，使

用者若能依循其創意發展邏輯與步驟，往往得到的問題解決方法

是具體、有效且可行的。在上一步驟中，實驗組已針對可行方案

做過整理分析，挑選出最合適且最有信心將其具體實現的方法。

若上一步驟使用者有依規則進行，接下來便可輕鬆將所選擇的方

法付諸實現。從本實驗結果可發現，實驗組在執行解決方案及策

略的表現優於控制組。由此可知，本研究與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

一致。 

6. 對問題解決歷程整體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問題解決歷程整體部分，接受網路化

TRIZ 教學之實驗組學生表現較接受傳統講述教學之控制組學生

好。TRIZ 已成為公認最強大和最完整的的理論可用來定義和解

決科技或技術的問題（Bridoux,&Mann,2002）。學習與領悟 TRIZ

這種方法，也就掌握了一種處理問題、解決問題有效的利器

（Zhao, Zhang,&Zuo, 2010）只要依循其創意發展邏輯與步驟，

便能得到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法。 

本研究中，因一台太陽能越野車的製作除了考量馬達組件外，

其造型、輪胎、車身重量級大小…等皆會影響整台車的性能，而

實驗組學生透過 TRIZ 能有系統地的確實針對越野車的性能、效

能做關鍵性的改良。因此使得實驗組在整個問題解決歷程之表現

優於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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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問題解決結果之影響 

本研究問題解決結果分包含了「創意表現」、「製作技巧與整體

表現」、「功能檢測」三部分，而從分析的結果發現，將共變量（問

題解決能力）對依變項（問題解決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排除後之結

果，皆達顯著水準。 

TRIZ 理論可以讓設計者快速準確的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將其

引入產品概念設計中。（叢東昇、張明勤、張瑞軍、蘇謙，2010）。

TRIZ 理論中的 39 矛盾矩陣與 40 創新原則能夠有效打破我們的思維，

擴展我們的創新思維及設計能力（吕欣，2009）。TRIZ 不僅是有效

知識創新的工具與手法，更可培養學生有效的創造性科技問題解決

與科技創新方法（張玉山、林建志，2010），對於學生在創造力方面，

有顯著的提升（孫春在、林珊如，2007）。TRIZ 不僅同時解決問題，

更可以刺激設計師突破個人思考侷限，利用此方法產生新構想、新

創見、新發明；因此 TRIZ 與設計創造活動是息息相關，有著密不可

分的關聯性（高天志，2005）。Leon（2003）也把 TRIZ 的概念運用

到產品設計上，他認為利用此方法不僅可以讓設計者有些創新的想

法並且還能減少發展的時間。TRIZ 對於創新、創造力、設計能力皆

有幫助，不僅能解決問題還可進一步將它實現。而本研究問題解決

結果分析資料也指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意表現方面有顯著差

異。 

而在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方面，雖然前一節有提到，當中之接

合與組裝的技巧，因基於先備製作技能進行製作，因此可能使得此

部分成績實驗組與控制組間差距較小。然除了接合與組裝技巧外，

此部分還包含了「選用適當材料」，在 40 個解題原則中，有些是針

對材料及材質的選用及改良，因此在實驗組學生在製作太陽能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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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的過程中，會藉由 TRIZ 來選擇合適的材料，因此在這部分成績較

控制組高。至於「成品與草圖的符合程度」及「作品的完整性與外

觀」，這兩部份因為與學生製作過程及問題解決歷程息息相關，經由

TRIZ 系統化的引導，實驗組學生的草圖除了外觀以外，亦會搭配解

題原則而繪製，進而也影響了作品的完整性與外觀。因此，在這兩

部分實驗組學生也表現得比控制組好。 

在上一節已提到，TRIZ 對於問題解決各歷程皆有顯著的影響，

實驗組學生之太陽能越野車遇到之問題，因使用 TRIZ 而被解決，因

此在功能檢測的表現，實驗組亦優於於控制組。 

整體來說，扣除掉兩組間接合與組裝的技巧較無差異的部分，

網路化 TRIZ 教學對於國中學生問題解決結果仍是有正面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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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網路化 TRIZ 教學在國中生活科技課程中，對學生

問題解決表現的影響，以作為學校或教師在生科教學設計的參考。為達

到研究目的，本研究先針對 TRIZ 及問題界解決相關理論與研究進行文

獻的探討，以作為本研究教學活動設計的依據。設計出之網路化 TRIZ

課程再針對國中七年級學生進行實驗教學，以網路化 TRIZ 教學及傳統

講述教學為自變項，以瞭解其對學生問題解決表現的影響。 

本章共分兩節，先歸納出本研究主要的發現及結論，進而提出建議

事項，以作為未來 TRIZ 相關教學的規劃與實施，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據研究目的及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網路化TRIZ教學對國中學生問

題解決結果的影響，提出主要的研究結論如下。 

一、 網路化TRIZ教學對學生問題解決歷程產生正向影響 

本研究欲探討網路化TRIZ教學對學生問題解決歷程所產生的影響，

在實驗結束後，針對學生的學習單，利用「問題解決評分規範」進行構

評量。結果發現，學生在問題解決各歷程 （產生困惑並察覺問題理

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的表現，均產生顯著的影響。 

另外，在整體歷程中，網路化TRIZ教學對於第三步驟「構思擬定解

決方案及策略」的影響尤為明顯，39矛盾矩陣及40解題原則能夠快速且

有效地找出問題的關鍵。相較於控制組，實驗組學生藉由矛盾參數及解

題原則便能針對問題構思且擬定出適切的解題方案及策略。因此在問題

解決歷程上，實驗組較控制組表現更為快速、順利及明確。顯示本研究

之網路化TRIZ教學確實對於學生問題解決歷程有正向的影響，特別是針

對問題解決方案及策略的構思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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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路化 TRIZ 教學對問題解決結果產生產生正向影響 

本研究欲探討網路化TRIZ教學對學生問題解決結果所產生的影響，

在實驗結束後，針對學生的太陽能越野車，利用「問題解決結果評分表」

進行評量。結果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問題解決結果的表現，皆

產生正面的影響。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以網路化TRIZ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為自變項，透過準實驗研

究，瞭解其應用在國中學生時，對學生的問題解決歷程與結果的影響。

以下即依據研究發現與結論，分別針對網路化TRIZ教學與後續的研究，

提出建議事項。 

一、 網路化 TRIZ 教學與生活科技教學之建議 

在本研究的正式實驗中發現，學生一開始對於 TRIZ 方法的理解

明顯欠缺，以致耗費許多時間來摸索及了解 TRIZ 方法。因此，針對

今後生活科技欲進行網路化 TRIZ 的教學，提出幾項的建議如下： 

(一) 進行 TRIZ 教學前，先加強學生「矛盾」的概念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七年級學生，因課程的安排，對於「矛盾」

的概念還未建立，因此在進行網路化 TRIZ 教學時，學生光理解

矛盾的概念就耗費了不少的時間。因此若能在課程進行前先加

強學生「矛盾」的概念，學生能更快熟悉及融入網路化 TRIZ 教

學。 

(二) 矛盾參數的增減 

本研究網路化TRIZ教學的工具，為39矛盾參數和40創新解題

原則，但因39矛盾參數所建構之矛盾矩陣相當龐大且複雜，對

於教學的執行容易造成時間上的負擔。因此本研究針對課程需

要，取用了39矛盾參數中太陽能越野車最常碰到問題之8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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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為主，其餘參數學生亦可依需求使用。 

本研究建議若老師欲使用39矛盾參數和40創新解題原則進

行教學，在決定好學生的學習目標及課程內容後，從39矛盾參

數針對需求增減所需的矛盾參數。如此學生在使用矛盾矩陣時，

便能減少取捨的時間，對於學生達成學習目標應該會有正面的

效果。 

(三) 網站內容更貼近學生心智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國中一年級學生，對於一些文字的理解力

還未很成熟。又因為課程安排的關係，解題原則裡很多理化的

觀念學生也還未習得。為了不要增加課程時間上的負擔，若教

師欲進行網路化 TRIZ 教學時，網站的內容應依照學生的心智及

學習狀況進行適當安排。若能多使用生動且貼近學生生活的內

容及例子，對於學生達成學習目標及學習效率應該會有正面的

效果。 

二、 後續的研究 

本研究因時間、經費、人力等限制，僅以國中學生的教學成效為

例，探討網路化 TRIZ 教學的問題解決表現情形，不免有許多未盡完

備或不夠深入的地方。以下僅針對後續值得做進一步研究之方向提

出建議。 

(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僅以國中一年級的學生為

主。這些學生在先備知識與實作經驗上，可能與較高年級的國中

生、高中生，甚或大學生有較多的差距，例如：七年級很多理化

觀念都還未接觸到、很多機具手工具的操作技術還未純熟、科學

及邏輯觀念還未具備…等。因此，今後可以分別針對其他年齡層

及學習階段，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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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研究範圍方面，本研究因為利用國中生活科技課

程，作為活動背景，並且僅以能源科技為主軸的太陽能越野車車

為活動單元。此單元較強調在太陽能及傳動、機械組合部分，在

問題解決表現方面，難免無法週全，因此，今後可以針對不同的

生活科技領域或不同的結構運作分別進行研究。 

(三) 在TRIZ技法方法方面，本研究僅以39矛盾矩陣及40

創新解題原則作為主要方法。然而在TRIZ技法中，尚有物質—

場分析、科學與技術效應數據庫及ARIZ三種創新設計方法，甚

至還有研究針對TRIZ技法進行增添及修改。因此，今後可以針

對不同類型的TRIZ技法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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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題解決能力的評分指標 

評量的項目：五等級精熟度評分指標  所對應的各項能力之表徵 

面 

對 

問 

題 

的 

態 

度 

5 面對問題能事評估，覺得合理後能

勇於承擔責任。 

4 接納問題，並認真去處理。 

3 承接問題，動手去執行。 

2 承受問題，參與支援性的活動(不去

承擔責任)。 

1 沒有參與的意願，但尚能敷衍式的

參與活動。 

[正向態度] 

‧對於情勢的發展，能保持一個正向、積極、求好的心態。 

‧面對問題能先做合理評估，並具有勇於承擔的態度。 

‧養成一種遇到問題時，先行考量、瞭解、規畫的習慣。 

[瞭解問題] 

‧能由情境演變的脈絡中去確定「問題」的意義。 

‧能準確評估問題的始態及擬設問題的末態。 

‧能洞察問題各層次結構，並由結構中察覺解決問題的關鍵。 

‧能適切的評估可運用的資源和受到的限制條件。 

‧能妥善的表述問題。 

[執行實現] 

‧能以行動來處理問題，具有動手實做的習慣。 

‧具行動力，能控制變因做有條理的處理。 

‧能隨機處理未如預料的情境變化，使工作持續沿主軸推進。 

‧養成能在過程中隨時做好「欲達成的目標」、「教學活動」及「評量」之

三角校正工作的習慣。 

‧能與人分工合作完成工作。 

[鑑賞結果] 

‧能由事件的前因及後續發展中看出其意義並作詮釋。 

‧對所獲得的資訊，能統整出成果及作合理的評價。 

[批判創造] 

‧藉由批判與想像，察覺依現實情境尚有許多可開拓的空間。 

‧能藉推論、想像來開拓「問題」的發展空間。 

‧能同時擬構多種的解題策略，也能決斷地選擇其一。 

‧觀察到處理過程的瑕疵及改進的空間。 

‧發現事件後續的發展，並做合理的處理。 

‧體會處理事件過程所產生的影響，並做合理的調節。 

‧獲得經驗，應用於解決其他的問題上。 

處 

理 

問 

題 

的 

方 

式 

5 瞭解問題並能掌握目標，合理地、

有效地、協調地去推行。 

4 知道問題，並能合理有效地去執行。 

3 能與人合作，把自己應完成的工作

負責努力去完成。 

2 能接受分派到的任務，實地去執行。 

1 未能瞭解問題隨機反應、盲目嘗

試，不計後果。 

問 

題 

解 

決 

的 

品 

質 

5.能經由創發性工作，獲得可信賴

的、優良的成果。 

4.能切實有效地執行，獲得可信的成

果。 

3.能依指示去執行，所得結果符合一

般常情。 

2.所依據資料勉強可信，所得結果尚

可交差。 

1 處理問題零亂遺落、有始無終。 

資料來源：王茂在、陳文典（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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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學活動流程 

(一)實驗組 

教學流程與TRIZ方法的對應 

 

週次/時間 

/地點 

TRIZ 方法 本單元的教學程序 問題解決歷程 所使用學習

單/ 

一/45min 
/電腦教室 

 1. 說明課程內容 

2. 學生瀏覽網路化 TRIZ
教學網站-能源部分 

3. 說明節能減碳的重要

性，以及太陽能越野車

設計活動的意義 

  

二/45min 
/電腦教室 

 1. 說明何謂矛盾 

2. 學生瀏覽網路化TRIZ教

學網站-TRIZ 部分 

3. TRIZ 牛刀小試 

  

三/45min 
/電腦教室 

步驟一：有用

功能益處之

說明 

步驟二：理想

化之追求 

1. 以範例說明齒輪、凸輪、

連桿等機構元件的功能

與作動原理。 

2. 引導學生組裝基本的機

械獸結構 

3. 學生提出初步構想 

1.產生困惑並察

覺問題 

學習單一：任

務與目標 

 

四/45min 
/電腦教室 

步驟三：問題

之定義 

1. 引導學生定出問題 2.理解問題並找

出關鍵 

學習單二：擬

定問題與確

認參數 

 

 

步驟四：設計

參數的列出 

1. 說明各參數的意義，並引

導學生提出矛盾參數 

3.構思擬定解決

方案及策略 

步驟五：矛盾

矩陣的成立 

1. 引導學生寫出矛盾敘述 

步驟六：設計

原理的取決 

1. 尋找發明原則 

2. 尋找發明策略 

3. 完成並評估設計方案 

3.構思擬定解決

方案及策略 

4.選擇解決方案及

策略 

學習單三：尋

找發明策略與

方案 

五/45min 
/生科教室 

步驟七：創新

設計的實現 

1. 指導繪製設計圖 

2. 指導規劃材料 

3. 指導規劃製作程序 

4. 進行實作 

5.執行解決方案及

策略 

學習單四：成

品的設計規劃

六~七

/45~90min 
/生科教室 

 1. 進行實作 

2. 進行評量 

5.執行解決方案及

策略 

6.評鑑與檢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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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組 

 

週次/時間 

/地點 

本單元的教學程序 問題解決歷程 所使用學習

單/ 

一&二

/90min 
/生科教室 

1. 說明節能減碳的重要

性，以及太陽能越野車設

計活動的意義 

2. 以範例說明齒輪、凸輪、

連桿等機構元件的功能

與作動原理。 

3. 引導學生組裝基本的機

械獸結構 

4. 學生提出初步構想 

1.產生困惑並察

覺問題 

學習單一：任

務與目標 

 

三/45min 
/電腦教室 

5. 引導學生找問題 2.理解問題並找

出關鍵 

學習單二：擬

定問題與解

決方案 

 

 

6. 引導學生找出解決方法 

7. 引導學生完成並評估解

決方案及策略 

3.構思擬定解決

方案及策略 

8. 引導學生決定解決方案

及策略 

4.選擇解決方案及

策略 

學習單三：尋

找發明策略與

方案 

四/45min 
/生科教室 

9. 指導繪製設計圖 

10. 指導規劃材料 

11. 指導規劃製作程序 

12. 進行實作 

5.執行解決方案及

策略 

學習單四：成

品的設計規劃 

五~六

/45~90min 
/生科教室 

13. 進行實作 

14. 進行評量 

5.執行解決方案及

策略 

6.評鑑與檢討結果 

學習單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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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學活動內容 

 

設計主題：節能減碳--太陽能越野車 

教學週數：預計 6~7 週 

活動目標： 

1.能利用 TRIZ 方法進行設計。 

2.能設計與製作太陽能模型車。 

3.能瞭解創意設計的方法。 

4.培養節能減碳及可再生資源的觀念與態度。 

 

目標任務：以規定的動力(太陽能板及馬達)。設計一台具有越野效能的太陽能越野

車，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各階障礙越來越高. 每一階段都有相對應的節能指標分

數，以及減碳指標分數。 

 

主要材料： 

1. 太陽能電池板 2 塊(基本材料) 

2. 太陽能專用馬達(基本材料) 

3. 齒輪 小白 12 齒(基本材料) 

4. 齒輪 雙層齒輪 大白 60/10 齒(基本材料)

5. 齒輪 黃 18 齒(選用材料) 

6. 齒輪 冠狀齒輪 黑 24 / 8 齒(選用材料)

7. 齒輪 冠狀齒輪 藍 42 / 10 齒(選用材料)

8. 齒輪 雙層齒輪 綠 42 / 10 齒(選用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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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研究問題解決評分規範 
 

問題解決

步驟 

TRIZ 步驟 層次一 層次二 層次三 層次四 

產生困惑

並察覺問

題 

問題之定

義 

無法察覺

問題存在 

問題察覺

不明確 

能明確察

覺存在表

面的問題 

能明確察

覺並看到

更深層問

題 

理解問題

並找出關

鍵 

設計參數

的列出 

無法對問

題加以說

明 

能對問題

說明但非

問題關鍵 

能對問題

關鍵做說

明 

能對問題

關鍵及來

源做說明 

構思擬定

解決方案

及策略 

矛盾矩陣

的成立 

未對問題

提出可行

方案及策

略 

對問題提

出方案及

策略，但無

幫助 

對問題提

出方案及

策略，雖有

幫助但不

可行 

提出可行

且對解決

問題有幫

助之方案

及策略 

選擇解決

方案及策

略 

設計原理

的取決 

未對選擇

加以說明 

選擇理由

不明確 

選擇雖有

依據，但幫

助不大 

選擇有依

據，且對問

題有幫助 

執行解決

方案及策

略 

創新設計

的實現 

未依選擇

採取行動 

部分依選

擇採取行

動 

完全依選

擇採取行

動 

依選擇採

取行動，並

能依情況

做適度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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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問題解決結果評分表 

 

評分項目 計分標準 得分 小計

創意表現

(10%) 

功能設計的創意(5%)   

造型表現的創意(5%)   

製作技巧 

與整體表現 

(40%) 

成品與草圖的符合程度(10%)   

選用適當材料(10%)   

接合與組裝技巧(10%)   

作品的完整性與外觀(10%)   

功能檢測 

(50%) 

後輪越過第一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二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三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四階障礙(10%)   

後輪越過第五階障礙(10%)   

後輪越過第六階障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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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TRIZ-39 矛盾參數 

 
TRIZ 之 39 個參數對照表 

幾何 資源 害處 

3.移動件長度 

4.固定件長度 

5.移動件面積 

6.固定件面積 

7.移動件體積 

8.固定件體積 

12.形狀 

19.移動件消耗能量 

20.固定件消耗能量 

22.能量浪費 

23.物質浪費 

24.資訊喪失 

25.時間浪費 

26.物質數量 

30.物體上有害因子 

31.有害的側效應 

物理 能力 操控 

1.移動件重量 

2.固定件重量 

9.速度 

10.力量 

11.張力、壓力 

17.溫度 

18.亮度 

21.動力 

13.物體穩定性 

14.強度 

15.移動件耐久性 

16.固定件耐久性 

27.可靠度 

32.製造性 

34.可修理性 

35.適合性 

39.生產性 

28.量測精確度 

29.製造精確度 

33.使用方便性 

36.裝置複雜性 

37.控制複雜性 

38.自動化程度 

資料來源：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1-3], STPI,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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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TRIZ-40 個解題原則 

編

號 
發明法則 解釋 實例說明 

1 區隔（Segmentation） 

a. 將物體分割成獨立的零件。 

b. 作成組合式的物體。（為了簡單組裝或分解）。 

c. 增加物體分割的程度。 

組合式的主體，裝飾物

件可拆裝 

2 抽出（Extraction） 
a. 從一個物體中取出（移除或分離）具妨礙性的零件或屬性。 

b. 僅取出需要的零件或屬性。 

將不必要的底盤拿掉

(抽出分離)，變成支架

式底盤架 

3 局部特性（Local Quality）

a. 將一物體或外在環境（動作）由相同成分組成的結構轉變成由不同

成分組成的結構。 

b. 具有不同零件的物體以執行不同的功能。 

c. 將物體各零件置於最適合操作的條件下。 

獸腳局部使用不同材

質，增加抓地力 

4 不對稱（Asymmetry） 
a. 以不對稱形狀取代對稱形狀。 

b. 如果一物體已經不對稱，增加其不對稱的程度。 

電池版安裝在一側，方

便照射 

5 
結合（整合） 

（Combining(Integrating)）

a. 同質或產生連續作業的物體在空間上加以結合。 

b. 同質的或連續的作業在時間上加以結合。 
獸腳底部加上爪子 

6 多面性（Universality） 具備多功能的物體，可消減對其他物體的需求。 加上電容器儲電 

8 平衡力（Counterweight）
a. 連接另一個具有舉升力的物體，以抵銷物體的重量。 

b. 與環境提供之空氣動力或水力互動，以抵銷物體的重量。 

翻滾式車身，利用車重

產生爬坡力 

10 先前動作（Prior Action）
a. 事先完成全部動作或至少完成部分動作。 

b. 安置物體使他們在行動時，不會浪費時間在等待。 

利用橡皮筋等裝置，先

儲存太陽能 

12 等位性（Equipotentiality） 改變工作的狀況，使得物體不需被舉起或降低。 

設計車體重心可前後

移動，形成爬坡所需的

力矩 

13 倒轉（Inversion） 

a. 執行相反的動作，以取代制式的動作。（如：冷卻取代加熱）。 

b. 使物體的可動零件或外在環境固定，且不動零件可移動。 

c. 使物體上下顛倒。 

馬達反轉，聚積反彈力

量，讓主體正向行走

14 球狀化（Spheroidality） 

a. 以曲線取代線性零件或平面，以球體取代立方體。 

b. 使用滾筒、球、螺旋。 

c. 以旋轉運動取代線性運動，或利用離心力。 

以橢圓代替平板底

盤，像大型履帶車 

15 動態（Dynamic ity） 

a. 使物體的特性或外在環境能在作業的各階段，為了達到最適性能而

調整。 

b. 將物體分割成元件，使各元件間的位置能被改變。 

c. 使無法移動的物體可移動或可替換。 

動力輪(獸腳)是可以移

動的，直接越過障礙，

再接觸地面行走 

16 

局部或過度的動作 

（Partial, Overdone or 

Excessive Actions） 

如果不易獲得100﹪的預期效應，可將動作作得多一點或少一點以簡

化問題。 

獸腳擺動幅度(車輪半

徑)遠大於障礙高度 

17 

移到新的次元 

（Moving to a New 

Dimension） 

a. 利用二維運動來移動物體，以取代線性運動。利用三維運動來移動

物體，以取代平面運動。 

b. 以多層組合取代單層。 

c. 傾斜物體。 

d. 投射影像到物體的鄰近區域或另一側。 

走s形路徑，左右腳(輪)

先後跨越障礙 

18 
機械振動 

（Mechanical Vibration） 

a. 使物體振動。 

b. 如果物體已有振動，增加它的頻率，甚至可達到超音速。 

c. 使用共振頻率。 

d. 使用壓力振動以取代機械振動。 

e. 利用電磁場與超音波振動結合。 

獸腳(輪子)的懸吊可以

上下震動，而不是固定

的 

19 
週期性動作（Periodic 

Action） 

a. 以週期性的動作（或脈衝），取代連續動作。 

b. 如果已經是週期性的動作，改變它的頻率。 

c. 在脈衝間暫停，並提供額外的動作。 

獸腳(輪子)採間歇性擺

動(轉動)，蓄積較大的

扭力 

20 有效動作的連續性 a. 不間斷的完成一個動作。一個物體的全部零件皆全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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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of Useful A 

ction） 

b. 移除閒置的及中間的動作。 

c. 以巡迴動作取代來回動作。 

22 

將害處轉換為益處 

（Convert Harm into 

Benefit） 

a. 利用環境上的有害因素或效應以獲得一個正面的效應。 

b. 加上另一有害因素，以移除原有的有害因素。 

c. 增加有害動作的量，直到它的害處被終止。 

利用前一障礙的高

度，形成下衝力量，有

利於跨越後一障礙 

23 回饋（Feedback） 
a. 導入回饋。 

b. 如果回饋已存在，將它反轉。 

輪子會向下打滑，那就

在輪子表面裝很多小

彈簧，將下滑力量轉成

上彈力 

24 中介物（Mediator） 
a. 利用一中間物體去轉換或完成一動作。 

b. 暫時地將一物體和另一個可方便移除的物體連接。 

在輪子表面和地面之

間加高磨擦物質，或在

獸腳下加裝活動式的

高蹺 

25 自助（Self-Service） 
a. 使物體自己完成補充及修護作業。 

b. 使材料和能源的使用不浪費。 
 

26 複製（Copying） 

a. 使用簡單、便宜的複製品，以取代複雜、昂貴、易脆或不方便的物

體來操作。 

b. 以光學複製品或光學影像取代一物體或系統，一尺度可被用來縮小

或放大影像。 

c. 以紅外線或紫外線複製取代可見光複製。 

利用鏡子或錫箔紙，收

集(複製)太陽光 

27 

以便宜而壽命短的物體取

代昂貴而持久的物體 

（An Inexpensive Short 

-Life Object Instead 

of an Expensive Durable 

One） 

以便宜的物體取代昂貴的物體，以補償其他性質。（如：壽命）。 
利用養樂多吸管製作

軸承 

28 

更換機械系統 

（Replacement of 

aMechanical System） 

a. 以視覺的、聽覺的或嗅覺的系統取代機械系統。 

b. 以電場、磁場或電磁場來使物體互相影響。 

c. 更換場。 

d. 利用結合了強磁性粒子的場。 

不用齒輪，而利用蝸桿

或連桿 

29 

使用氣動或水力的構造 

（Use a Pneumatic or 

Hydraulic Construction） 

以氣體或液體取代一物體的固體零件。這些零件能利用空氣或水的膨

脹，或利用空氣或流體靜力作為緩衝。 

利用吸管製作彈性的

底盤或懸吊 

31 
使用多孔材料 

（Use of Porous Material）

a. 使物體多孔化或使用附加多孔元件的物體（插入物、覆蓋物等）。 

b. 假如物體已有許多孔，可預先填充某物質。 
底盤鑽出許多小孔 

32 
改變顏色 

（Changing the Color） 

a. 改變一物體或其周圍事物的顏色。 

b. 改變一物體或其周圍事物的透明程度。 

c. 使用顏色添加劑去觀察不易看到的物體或過程。 

d. 如果顏色添加劑已被使用，可再利用發光追蹤元素。 

 

33 同質性（Homogeneity） 使物體的相互作用來自於相同材料，或性質相近的材料。  

34 

拋棄及再生零件 

（Rejecting and 

Regenerating Parts） 

a. 當物體的功能已完成或無用時，把它拋棄或修正（如：拋棄、分解、

揮發）。 

b. 直接復原已耗盡的零件或物體。 

腳底(輪子)表面的磨擦

材質是可以更換的(如

利用雙面膠或口紅膠)

35 

物理或化學狀態的變換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or 

Chemical States of an 

Object ） 

改變物體各種狀態、密度、濃度、彈性或溫度等。  

36 
相的轉變（Phase 

Transitions） 

在物質的相的轉變過程中執行一有效的發展。如：在體積改變過程中

可釋放熱量或吸收熱量。 

獸腳腳底(輪子)的材質

是軟綿棉，如蒟蒻 

37 
熱膨脹（Thermal 

Expansion） 

a. 利用熱使得材料收縮或膨脹。 

b. 使用具不同膨脹係數的材料。 
 

38 
使用強氧化劑 

（Use Strong Oxidizres） 

a. 以加濃空氣取代正常空氣。 

b. 以氧氣取代加濃空氣。 

c. 在空氣或氧氣中進行離子化。 

d. 使用氧離子。 

 

40 
合成材料（Composi te 

Materials） 
以複合材料取代同質材料。 

底盤.主題(車身)等使

用不同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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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網路化 TRIZ 教學網站操作畫面 

首頁 節能減碳專區 

TRIZ 簡介 創新活動實務-1 

創新活動實務-2 線上資源-矛盾矩陣測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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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實驗組學習單 

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一)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就您目前的認知，什麼是太陽能車呢？ 

 

 

二、 太陽能車的主要結構（順便清點材料喔！） 

1. 太陽能車的動力來源 

2. 可將馬達的力量傳到輪子上的元件 

3. 能夠連接輪子的圓棒 

4. 能夠連接輪軸與車身 

 

三、 太陽能越野車大賽說明 

1. 設計出一台能越過層層關卡的越野車 

2. 設計及製作時間：第二週~第五週 

3. 評分方式：（成品測試：75%、構想歷程表 25%） 

 

成品評分項目 計分標準 得分 小計 

創意表現(10%) 
功能設計的創意(5%)   

造型表現的創意(5%)   

製作技巧 

與整體表現 

(40%) 

成品與草圖的符合程度(10%)   

選用適當材料(10%)   

接合與組裝技巧(10%)   

作品的完整性與外觀(10%)   

功能檢測 

(50%) 

後輪越過第一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二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三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四階障礙(10%)   

後輪越過第五階障礙(10%)   

後輪越過第六階障礙(15%)   

 

 



89 
 

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一)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設計主題：替你的越野車取的名字吧！ 

 

 

二、 設計理念介紹：說說看，一開始知道要做越野車時,你想製作怎樣

的越野車？ 

 

 

三、 想想看：關於上面提到你想做的太陽能車設計理念中，製作時有沒

有可能產生問題？若有就將他記錄起來吧！ 

 

 

四、 設計概念圖：把你心目中想要做的太陽能越野車造型畫出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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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二)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二步：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 

根據你的設計理念及畫出來的草圖，仔細思考在製造太陽能越野車時可能產生哪些問題？若改善

他又會引起什麼問題？(至少找出三個)想一想，並找出這些問題分別屬於表裡的哪項參數！  

 

 

八個參數簡要解釋 
1.物體重量:(原參數1及2)。即為太陽能越野車的整體重量。 

2.可製造性:(原參數32)。即為太陽能越野車於製造上的容易程度。 

3.使用方便性:(原參數33)。即為太陽能越野車於操作或使用上的容易程度。 

4.速度: (原參數9)。即為太陽能越野車於行進時的速度。 

5.力、扭力:(原參數10)。即太陽能越野車於直線、斜坡或水面等不同阻力下所受的影響及改變。 

6.形狀: (原參數12)。即為太陽能越野車的外觀或輪廓。 

7.物質的浪費: (原參數22)。即為對太陽能越野車整體(包含速度或美觀)並無貢獻的物質消耗。 

8.能源的浪費: (原參數 23)。即為對太陽能越野車整體(包含速度或美觀)無貢獻的能源消耗。 

TRIZ 分析：Step1.擬定問題 Step2.確認參數 

問題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兩個矛盾參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兩個矛盾參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兩個矛盾參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兩個矛盾參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兩個矛盾參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ltshuller 的創新參數(取自 39 個) 

1.物體重量 

2.可製造性 

3.使用方便性 

4.速度 

5.力(扭力) 

6.形狀 

7.物質的浪費 

8.能源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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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三)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三步：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 

將上面找出的兩個矛盾參數，從網頁裡提供的矛盾矩陣中，找出可用的可能解題原則，並

參考解題原則提出解決方案或策略！ 

矛盾敘述：我想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但卻因此引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適當發明原則： 

解決方案及策略 1： 

解決方案及策略 2： 

解決方案及策略 3： 

 

矛盾敘述：我想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但卻因此引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適當發明原則： 

解決方案及策略 1： 

解決方案及策略 2： 

解決方案及策略 3： 

 

矛盾敘述：我想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但卻因此引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適當發明原則： 

 

解決方案及策略 1： 

解決方案及策略 2： 

解決方案及策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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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四)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四步：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依據上述矛盾參數之整理，您找到了適當的發明原則，將您要選擇使用的方案及策

略紀錄下來： 

兩個矛盾參數： 

我選擇使用的發明原則： 

 

決定策略(選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定的原因及動機： 

 

解決方案：(說明作法) 

 

 

兩個矛盾參數： 

我選擇使用的發明原則： 

 

決定策略(選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定的原因及動機： 

 

解決方案：(說明作法) 

 

 

兩個矛盾參數： 

我選擇使用的發明原則： 

 

決定策略(選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定的原因及動機： 

 

解決方案：(說明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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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五)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五步：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最後再將你所選擇的解決方案，發展成為設計規劃，畫出經過改良後的設計圖，並

寫出你的製作程序規劃表。(請將你選擇使用的策略及方案表達於設計圖中) 

設計圖 

 

 

 

 

 

製作程序規劃(條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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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六)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五步：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最後再將你所選擇的解決方案，發展成為設計規劃，畫出你的設計圖及

寫出你的製作程序規劃表，別忘記將你所使用的器材跟材料也記錄下來

喔。 

 
 

材料清單 

材料名稱 
材料數

量 
材料規格與相關說明 原用途 

製作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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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控制組學習單 

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壹) 

班級:    姓名:         座號:     

一、 就您目前的認知，什麼是太陽能車呢？ 

 

 

二、 太陽能車的主要結構（順便清點材料喔！） 

1. 太陽能車的動力來源 

2. 可將馬達的力量傳到輪子上的元件 

3. 能夠連接輪子的圓棒 

4. 能夠連接輪軸與車身 

 

三、 太陽能越野車大賽說明 

1. 設計出一台能越過層層關卡的越野車 

2. 設計及製作時間：第二週~第五週 

3. 評分方式：（成品測試：75%、構想歷程表 25%） 

 

成品評分項目 計分標準 得分 小計 

創意表現(10%) 
功能設計的創意(5%)   

造型表現的創意(5%)   

製作技巧 

與整體表現 

(40%) 

成品與草圖的符合程度(10%)   

選用適當材料(10%)   

接合與組裝技巧(10%)   

作品的完整性與外觀(10%)   

功能檢測 

(50%) 

後輪越過第一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二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三階障礙(5%)   

後輪越過第四階障礙(10%)   

後輪越過第五階障礙(10%)   

後輪越過第六階障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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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貳) 

班級:    姓名:         座號:     

五、 設計主題：替你的越野車取的名字吧！ 

 

 

 

六、 設計理念介紹：說說看，你想要製作怎樣的越野車？ 

 

 

 

 

七、 想想看：上面提到的設計理念中，製作時或完成時有沒有可能產生問題？若有

就將他記錄起來吧！ 

 

 

 

八、 設計概念圖：把你想要做的太陽能越野車造型畫出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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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参) 

班級:    姓名:         座號:     

理解問題並找出關鍵構思擬定解決方案及策略 

根據你的設計理念及畫出來的草圖，仔細思考在製造太陽能越野車時可能產生哪些問題？若改善他

又會引起什麼問題？ 

 

 

 

問題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的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的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的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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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肆) 

班級:    姓名:         座號:     

選擇解決方案及策略 

依據上述你提出的解決方式，找出一個最適合你使用的吧!記得將您要選擇使用的方

案及策略紀錄下來： 
 

決定策略(選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定的原因及動機： 

 

 

 

 

解決方案：(說明作法) 

 

 

 

 

 

決定策略(選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定的原因及動機： 

 

 

 

 

解決方案：(說明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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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伍)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五步：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最後再將你所選擇的解決方案，發展成為設計規劃，畫出你的設計圖及寫出你的製

作程序規劃表，別忘記將你所使用的器材跟材料也記錄下來喔。 

設計圖 

 

 

 

 

 

 

 

 

製作程序規劃(條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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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越野車構想歷程表(伍)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五步：執行解決方案及策略 

最後再將你所選擇的解決方案，發展成為設計規劃，畫出你的設計圖及寫出你的製

作程序規劃表，別忘記將你所使用的器材跟材料也記錄下來喔。 

 

 

 

材料清單 

材料名稱 
材料數

量 
材料規格與相關說明 原用途 

製作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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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新編問題解決測驗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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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學生學習單 

 

一 二 三 

  

 

四 五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