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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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產品認知與創意

設計表現的影響之研究 

 

 

 

 

 

 

 

研究生：黃國斌 

指導教授：張玉山 

 

 

中華民國一零一年六月  











i 
  

謝      誌 

我不是一個勤勉認真的好學生，在研究所的就讀期間，總是被路上

的其他風景給吸引過去而忘了回到這條研究的路，即使我的研究不是很

好，花的心思也不夠多，我仍然覺得走過了這麼一遭，讓我的人生充實

了許多廣闊了許多。因此，在完成這本論文之餘，我要在這謝誌大聲感

謝一路上所幫助我、陪伴我的人。 

首先要感謝的是在科技系上所有的老師，從大學一年級直到研究所

畢業，老師除了在專業領域上的指導，也讓我學會了許多做人處世求學

問的大道理。從大學的製造科技、木工製造圖文傳播、運輸科技、教學

實習、以及一修再修的電子傳播，到研究所游光昭老師的科技教育教學、

黃能堂老師的STS、張玉山老師的小教、以及始終擺脫不了的統計學Ｑ

Ｑ，儘管當時每逢作業、考試與報告總是讓人在最後dead line激發出無

限的潛力，卻也讓我十分懷念，至今難忘。今天能在科技教育這個領域

寫出這麼一篇論文，能到校園中讓學生稱呼一聲老師，都是仰賴系上所

有老師們的包容與指導，相當感謝。 

我的指導教授張玉山老師從大學開始就在學習的路上引領著我，是

我能夠完成學業的大功臣。每次上老師的課氣氛總是很快樂，每當我遇

到了各種困難與困惑時，玉山老師都會鼓勵我、一起幫助我解決問題。

跟老師學習的過程中，老師永遠都是以正面的態度來激勵我們，每次下

了課、 每次跟老師討論完、每次離開老師的研究室，不論表現的怎麼

樣，一定會聽到一句「加油」。因此我也能夠安穩的從「不知道怎麼做

研究」到今天能做出這個略有雛形的研究，實在感謝老師總是包容我的

不專心與不認真。 

感謝我的口試委員蔡東鐘老師與蘇照雅老師，在我寫出粗略的論文

之後，總是能夠以精辟的角度提供給我各種建議與指導，特別是蔡東鐘



ii 
  

老師總是不辭辛勞的台東飛過來，給予我最多的修改建議與指導，蘇老

師也能夠針對各種小細節的地方提出修改的方向，如果我的論文能夠有

那麼一點可取之處，都是因為兩位口委老師的提點。實在感謝兩位老師

在我撰寫論文的這段期間非常認真的指導我完成這本論文。 

感謝在研究所期間與我一起分享、討論課業與生活的同學們，包括

因為我晚了半年入學所以到了碩二才變熟的恩瑜、暐銘，從學長變同學

的立翔，從學弟、妹變成同學的乃瑜、肇峰、學宜、信毅、偉順學長、

以及研B天花板上的小老鼠，感謝你們那些年在課堂上、研究室裡對我

的照顧與幫忙，讓我有著相當快樂的研究生生活。還有當了六年同學的

郁棋、以及大學畢業後還是好朋友的立庭、家維、祐靖、彥霖、千鈺、

嘉淵、亭宇、明峰，每當我進度落後的時候，你們總是不忘找我去花蓮

千鈺老闆娘的民宿玩、不忘找我上線對抗大菠蘿、也總是不忘來學校大

家一起吃火鍋與在桌上游泳，藉著四處吃喝玩樂的過程，讓我能夠有更

多的能量去衝刺。 

最後，心中還是有著滿滿的感謝，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感謝所

有陪伴著我的人，感謝這台潮到被別人倒飲料上來的MacBook pro，以

及太多太多的感謝了。 

 

 

 

 

 

 



iii 
  

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的

影響之研究 

研究生：黃國斌 

指導教授：張玉山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

表現的影響，主要研究目為探討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學生產品認

知(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整體)的影響；以及探討使用虛擬實境教

學模組，對學生創意設計表現(構想創意：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

值性以及產品創意：造型、材質、結構、功能、整體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私立國中九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十二週共十二

節課的教學實驗，並以產品認知測驗、構想創意量表、作品創意量表來

評量學生在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上的表現。回收後的資料，以 t檢

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共變數分析來探討其影響與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1.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學生產品認知有顯著正面影

響；2.傳統學習與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學生產品認知皆具有提升之

效果，而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顯著優於接受傳統學習的學生；

3.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學生創意設計表現有顯著正面的影響。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發現與結論，分別針對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

開發與虛擬實境在科技教育中的應用，以及生活科技教學活動設計與後

續研究，提出建議事項。 

關鍵詞：虛擬實境、產品認知、創意設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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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Virtual Reality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oduct Cogni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Author: Kuo-Ping, Huang 

Adviser: Yu-Shan,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virtual 

reality on junior high sc on (material, shap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idea 

creativity and product creativity).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three classes in the nine grade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and adopted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The 

100 students in these three classes were given twelve periods of the 

experimental instruction during a span of twelve weeks.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product cognition test, the idea creativity scale, and the 

product creativity scale were employed to collect the research data. The 

main statistic procedures employed for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One-Way ANCOVA. 

The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were: (1) virtual reality wa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up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oduct cognition. (2) 

lecturing learning and virtual reality wa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up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oduct cognition. And the students  product 

cognition in virtual reality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lecturing learning 

group. (3) virtual reality was positive significantly up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nov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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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derived from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in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Accordingly, the suggestions of 

future study were proposed as well.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product cognition, innov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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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且針對研究與限制及重要名

詞進行定義，以使本研究的執行更為嚴謹。本章共分為以下四節：（1）

研究背景與動機；（2）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3）研究範圍與限制；

（4）重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從資訊科技普遍應用以來，現今的教育中，數位化的教材媒體

及設備逐漸成為教師必備的能力與工具，除了部份課程需要運算推理、

操作示範之外，走進校園內看見教師使用投影片、影片、網路通訊的

情況，顯示出數位化的教材已經成為教師在教學上的主流工具，近年

來興起的 e-learning、m-learning、u-learning，便是這些數位化的教材工

具及媒介的發展應用在教學上所帶來的學習成效與便利。 

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行科技計畫』分類項目之一的「數

位教育與網路學習計畫」中，有兩項任務便是「整合第一期數位典藏

計畫成果中之數位學習資源，鼓勵及協助中小學教師利用典藏資源，

轉化為九年一貫課程架構數位學習物件與課程，推廣中小學資訊融入

教學。」以及「高中職課程綱要各主要領域 22類科完整之數位教學資

源，提升高中職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發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8）。數位化教材的製作與應用不只是教師專業能力要求的趨勢，

也是整體國家型的計畫所要求的目標與願景。 

在生活科技的教學活動過程中，傳統教學活動中常利用口語及圖

片等方式介紹理論、知識方式來讓學生認識科技系統，會讓課程顯得

艱澀乏味。虛擬實境可以增強了各種學習內容的交互性，透過虛擬實

http://web1.nsc.gov.tw/m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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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系統的技術，使用者可以真正看到各種潛在的互動（Alexandra, 

2010），利用介紹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科技產品來建構學生對於科技產

品的外觀設計、材料特性、結構組合與功能性等科技系統架構，反而

可以讓學生對於科技的應用與相關的知識更加認識與清楚。 

學生在透過教師口頭講解、圖片示例、實體展示的過程之中，常

會有以下幾種情況產生：（1）教師在口語解說上可能無法描述出概念

與構造、（2）圖片示例無法顯示實際操作的過程、（3）使用實體展

示時，需要花費大量成本購買班級人數數量的範例，或造成同時間只

有少數人能實際操作而其他同學就在一旁觀看、消極面對教學活動的

學習。虛擬實境系統展示能夠降低相關成本，同時讓各種文物透過虛

擬系統展示更接近於公眾（Marcello & Massimo, 2010）。且虛擬實境

的體驗能夠解決成本高、資源緊張等問題，同時提供了一個安全、不

具威脅性甚至更高的權限與靈活性的環境（Colleen, Nancy & Michelle, 

2011）。 

有些教師主張虛擬實境的數位化教材製作不易、費時耗力，但收

到的學習效果不如預期，不過虛擬實境的優點在教育領域的功效仍是

不可抹滅的。虛擬實境的學習環境（VRLE）能夠提供一個更加逼真、

互動、直觀的學習環境，從Web學習、傳統多媒體的轉變，虛擬實境

通過互動、沈浸引發使用者的想像，適合於建構主意的學習方法

（Huang, Ulrich & Liaw, 2010）。 

在虛擬實境學習環境（VRLE）中包含了學習資源、數位內容、合

作學習、形成性評價、模擬製造技術、與實戰演練，透過這些環境資

源的協助、學生能夠帶來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實現（Jou & Wang, 2012）。

教育者應開開始考慮學生的認知與課程活動的需求，以各種融入情境

的教學工具來輔助教學的進行與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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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設計與製作」的創意筆筒設計

製作活動單元作為課程主題，主要以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來讓學生去

接觸認識教師所用來引導學生的產品範例，並以學生體驗認知及產品

創意設計為研究變項，探討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在生活科技的課程活

動中的可行性及對於學生產品認知及創意表現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生活科技教師藉由虛擬實境呈現教學範例，讓學

生在教學活動過程中，教師介紹日常生活科技產品的外觀設計、材料

特性、結構組合與功能等設計時，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對於學生產品

知覺以及創意設計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兩項： 

 一、探討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於學生產品認知的影響。 

 二、探討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於學生創意設計表現的影響。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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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於學生產品認知的影響。 

1-1 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後，學生在產品造型、材質、結構、

功能的認知表現概況如何？ 

1-2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後，對學生的產品認知表現是否有

正面的影響？ 

1-3 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後，對學生產品造型、材質、結構、

功能的認知表現是否有正面的影響？ 

 二、探討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於學生創意設計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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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後，學生在創意設計表現概況如何？ 

2-2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後，對學生的創意設計表現是否有

正面的影響？ 

2-3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後，對學生構想創意與作品創意的

表現是否有正面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來探討國中生活科技課程以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為教學工具，對國中生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之影響，實

驗對象、實驗教學活動等都有特定的範圍，本研究雖力求實驗過程完

備嚴謹，仍可能有其它時間及環境等因素影響，因此在推論研究結果

時可能有其限制，相關範圍及限制分別說明如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研究變項、研究對象說明如下： 

一、研究工具 

(一)虛擬實境教學模組 

 本研究工具包括虛擬實境教學模組與實驗教學活動，虛

擬實境的部分，使用 3DsMax軟體來建置模型，並利用 Virtools

軟體來設計物件屬性及操作上的互動，在教學活動過程中利用

電腦教室中的個人電腦設備來呈現。建構方式屬於影像式的虛

擬實境，呈現方式屬於桌上型的虛擬實境。 

 (二)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參考汪殿杰（2008a）在高中生活科技學科中心

「教材及典範示例教學觀摩的研習」所發表的「3D電腦輔助設

計-以座椅設計為例」教學活動，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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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設計做修改，內容主要以國中九年一貫的「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之分段能力指標中「設計與製作」為教材編制範圍。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探討研究變項包括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產品認

知包含產品造型、材質、結構、功能、四個向度，創意設計表現

包含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四個向度，其餘的項目

（如品牌、價格、流暢力等）則不列入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內。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實施對象為台北市私立一所國中九年級的學生，由於

學校行政考量，無法採取隨機的原則來選取實驗對象，因此使用

準實驗研究法，以現有班級隨機分派為實驗組（一班）與控制組

（兩班）進行教學實驗。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虛擬實境教學模組』作為自變項，以國中生『產品認

知』與『創意設計表現』作為依變項，屬於相關研究，主要以『創意

座椅設計製作』教學活動之學生認知感受度及設計表現分析結果，對

於教學對象、教學課程、教學成效於產品認知與教學活動均有特定的

範圍，因此在推論研究結果時有其限制，分別說明如下。 

一、教學對象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對象為台北市私立某國中九年級的學生，

故與其他地區學校的學生有多方面的差異，且公私立學校之間也

有學習風氣的不同，研究推論之結果不適用在過於寬廣的推論。

對於其他年級學生與非該學校的學生並未探討。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對象之個別差異，視圖辨別能力、學業性

向能力、其他多因素性向能力（機械推理、空間關係、抽象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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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速度與確度等）都會影響學生的表現，個別差異並未列入研

究之考量。 

二、教學課程 

本研究之實驗教學內容設計為國中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分

段能力指標中「設計與製作」單元，不同的科目或領域皆有其特

殊性及差異性，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不同領域的實作系統也有

其各別的差異，研究結果不宜推論至其他科目或不同領域範圍之

教材中。 

本研究僅能針對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在國中生產品設計過程

之中，學生對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之影響做分析探討，其結

果僅作為日後較嚴謹之實驗研究之參考，或是教師實際從事相關

教學活動或教學模組之參考。 

 

第四節重要名詞釋義 

壹、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是電腦模擬產生的一個三度空間虛擬環境，它將真實世

界的畫面帶入電腦系統當中，在其所產生的虛擬環境當中提供有如真

實世界般的視覺、聽覺等感官的模擬。使用者除了接受感官訊息之外，

還可以操作環境中的部份物件，並且可以在虛擬空間中隨操作者的意

志去自由移動，藉此讓使用者產生融入感及參與感。 

本研究針對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設計與製作的自編教學活動

單元中的教學範例，利用 3ds Max與 Virtools作為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

主要開發工具，3ds Max是一套 3D的建模工具，Virtools則主要應用在

3D虛擬即時互動的開發。 

貳、產品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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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認知，是指使用者獲取關於產品的相關訊息，除了基本的認

識及知道、還包括對於產品的感覺、知覺、注意、記憶、推論、想像、

預期、計畫、決定、問題解決及思想的溝通等，本研究依據教學活動

內容將產品認知定義為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整體表現五個向度，

欲探討教學活動中教師使用不同模式呈現產品範例後，學生對於產品

認知的差異。 

本研究根據產品的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整體五個向度發展

出一份「產品認知測驗」，測驗分數越高，表示學生在該項認知向度

的表現越好。並且在實驗前後分別進行前、後測，以瞭解國中學生在

使用不同教學模式下產品認知的差異情形。 

參、創意設計 

產品創意是科技創造力終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更是科技創造力

異於一般創造力的主要表徵（王保堤，2005）。科技創造力與一般創

造力的不同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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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要有成果的產出（李大偉、張

玉山，2000）。因此，科技產品的創意設計除了天馬行空的盡情發揮

想像力來表現出奇特性與新穎性，同時更兼顧了可行性、價值性。

 本研究將創意設計表現分為構想創意與產品創意兩項，依據王保

堤（2005）之「構想創意評量表」以及李大偉、張玉山（2000）「木

工作品創作創新程度評量表」兩個量表的評量向度，分別將構想創意

區分為「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四個向度，

產品創意區分為「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整體

表現」五個向度。 

本研究將以王保堤（2005）之「構想創意評量表」以及李大偉、

張玉山（2000）「木工作品創作創新程度評量表」兩個量表來做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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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創意設計表現的評量，將針對學生的學習單與作品進行評量，分數

越高，表示學生在該向度的創意表現越好。是本研究用來評鑑學生創

意表現的主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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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動機、目的，為了建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本章旨在探討虛

擬實境、產品認知及創意設計表現等相關文獻。其內容共分為四節：（1）

虛擬實境；（2）產品認知；（3）創意設計表現；（4）相關研究現況。 

 

第一節虛擬實境 

壹、虛擬實境的意涵 

一、虛擬實境的定義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顧名思義就是藉由電腦設

備來模擬建構出一個環境，將真實或虛擬的畫面帶入模擬情境當中，

使情境具有真實畫面的效果，這個環境具有高度真實的互動特質，讓

使用者看到電腦所運算產生的各種畫面，還能夠透過人機界面來操作

其中的物件，並且與之互動，使用者可以在空間中隨自己的意志自由

移動進而產生相當的融入感與參與感，進而感到身歷其境的感覺。

Weyrich（1999）認為虛擬實境是在電腦和週邊設備的結合運用之下，

讓使用者置身在電腦模型所產生中的三度空間之中。 

虛擬實境操作上必須包括：1.必須是由電腦產生、2.建構在 3D的

立體空間、3.可以和這個空間的事物進行互動性交談、4.可以隨使用者

的意志自由移動、5.要有融入感與參與感。 

虛擬實境的概念起緣於1960年代 Ivan E. Sutherland教授所提出的

「Ultimate Display」觀念，主要在介紹以電腦來顯示 3D空間圖像的概

念。虛擬實境的情境運用即時的 3D模型、位置追蹤及立體的視覺與

聽覺的技術，充分模擬使用者的感官知覺，使用者則可利用本能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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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和肢體運動，透過各種輸入裝置的操作，從中獲得真實的經驗（

Shukla, C., Vazquez, Michelle, & Chen, F. F., 1996）。在 3D的虛擬實境

中將電腦互動從原本純粹的視覺性互動延伸至多元性的互動，使用者

可以應用如同在真實世界中的感知經驗與認知處理能力來與虛擬實境

中的物件進行互動，瀏覽其中的感覺相近於自然世界的變化（Stanney, 

2003）。 

虛擬實境的系統具有明顯的立體視覺效果、交互功能的場景與功

能運作，並且模擬各種過程（Zhang, X. Q., Wang, A. & Li J. Z., 2011）

。具備有讓使用者可以直接體驗及溝通的設計（Bricken, 1999）。 

Wilson（1999）指出，虛擬實境是讓使用者從任意角度去觀察虛擬出

來的世界，而這虛擬世界中的任何物體能與使用者產生互動。虛擬實

境利用電腦科學技術所建構出一個讓使用者相信的情境世界，將實質

環境中實體以及數位的資料轉化成可觀賞甚至是可觸摸的立體虛擬場

景，搭配多種人機界面操作，將人們變成有如置身真實環境的虛擬世

界直接參與者。Wilson（1999）指出，虛擬實境是讓使用者從任意角

度去觀察虛擬出來的世界，這虛擬系統中的任何物體能與使用者產生

互動。 

虛擬實境系統允許抽象的現實表述，避免教室中的限制來呈現抽

象的視覺體驗（Chen, F., Warden, C. A., Tai, W.S., Chen, F. S., & Chao, 

C.Y., 2011）。梁維琳（2010）虛擬實境技術不但免除了需要動用許多

人力與物資的現場實驗，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透過虛擬實境立即得知

效能與結果。施文玲（2007）虛擬實境是情境教學理論最佳的實踐。

虛擬實境的情境可以在真實世界與抽象邏輯之間，提供使用者一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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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介面，讓使用者的感知能超越書本上的知識，進一步的發展出自

我的概念與關係。有關各個學者對虛擬實境的定義如表 2-1所示。 

 
表 2-1 各學者對於虛擬實境的定義 
定義角度 學者 基本主張 

以虛擬實境的

技術面定義 Gigante(1993) 
虛擬實境在設備面須具備：視覺、聽覺、觸覺、

位置追蹤系統。 
融入性、多重感官刺激的設備重要性。 

以概括性的人

機界面的角度

定義 

Setter(1995) 
主張不能以何種設備技術之有無，作為判斷虛

擬實境的標準。 

吳政達(民 85) 
Loafer & 
Anderson(1994) 

虛擬實境是由電腦產生的。 
虛擬實境是三度空間的。 
使用者可以和這個空間的事物進行互動。 
使用者可以在這個空間內自由的遊移。 

Burdea and Coiffet, 
(1994) 

使用者在此虛擬的環境中，可產生參與的幻覺

，是一種浸入式、多重感官刺激的經驗 

以構成要素的

角度定義 

Latta(1991) 
將虛擬實境視為供個人行動的環境，認為 VR
的三要素為：真實度、可感測的環境、個人的

控制。 

Sheridan(1991) 
臨場感構成三要素：感官資訊的延伸、控制感

測器與環境接觸、操作真實事物的能力。 

Summitt(1996) 

以媒介角度，用生動度與相互作用定義，書信、

電話、MUD皆可算是虛擬實境的一種，使用
者只要在虛擬世界直接經歷、產生相互作用都

算是虛擬實境。 

Burdea and Coiffet, 
(1994) 

虛擬實境三要素：互動性(Interaction)、融入性
(Immersion)、想像性(Imagination)。 
強調人的想像力可擴展虛擬實境的用途，虛擬

實境是具有內容的，並非只是人機界面或是溝

通媒介。 

以使用者主觀

經驗的角度定

義 

Summitt(1996) 
Glenn(1991) 

虛擬實境是使用者的體驗，使用者必須相信以

此一空間的存在，依其主觀判定而定。 

Hauser(1991) 
虛擬實境是一個事件或實體，具有真實的效果

，但並非是真正真實的。先決條件是人的感官

要先相信這是真實的環境。 

Applewhite(1997) 
以使用者的經驗角度來定義，但只要是高度合

理互動的融入性的環境應該可讓使用者相信。 

資料來源：吳世光、陳建和(2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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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2-1的整理，可以發現對於虛擬實境的定義，學者們傾向

於使用者的各種感官知覺來作界定，Gigante（1993）認為「虛擬實境

設備面需具備：視覺、聽覺、觸覺，並且強調使用者融入性、多重感

官刺激的設備重要性。」；Budrea 與 Coifed（1994）「虛擬實境三

要素：互動性、融入性、想像性。」；Summitt（1996）「虛擬實境是

使用者的體驗，使用者必須相信以此一空間的存在，依其主觀判定而

定。」等。 

科技技術的發展，最後強調的都是在人的身上而不是該項技術有

多先進，虛擬實境也不例外，不論現今的技術發展變化到多便利多強

大，重點還是要回歸到以使用者的操作面為主。因此，本研究依據

Budrea 與 Coifed（1994）所提出虛擬實境三要素：互動性、融入性、

想像性，在建製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範例時，將考量各種模組的屬性

是否能夠符合上面所列出的三項要素，依此作為本研究發展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的理論依據。 

 二、虛擬實境的特性 

要建構一個虛擬實境的情境，要包括許多因素，Burdea（1993）

提出了虛擬實境的三要素：融入性（immersion）、互動性（interaction

）、想像力（imagination）如圖 2-1所示，簡稱為虛擬實境的「3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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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虛擬實境的三大要素 
資料來源：Burdea (1993) 

 

 (一) 融入性（immersion）： 

融入性是指虛擬實境的情境必須要能夠讓使用者感受到「身歷

其境」的功能，讓使用者融入在虛擬實境模擬產生的虛擬世界中。

虛擬實境是種憑空捏造出的擬真情境。所以要能夠讓使用者能夠融

入在所建構的環境下是很重要的。除了要有即時性的互動環境之外

，利用周邊的人機界面如顯像式頭盔、3D音響、力回饋搖桿、控

制手臂、力回饋數據手套、位置追蹤器等，進一步在使用者的各種

感知方式上都達到擬真的感觸（例如：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

），是虛擬實境系統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二) 互動性（interaction）： 

互動性是使用者與虛擬情境之間的互動回饋，對於虛擬實境系

統，情境中感官上的刺激與反應是重要且需要的，不論是透過哪種

人機界面，人機互動的過程中，使用者的一舉一動系統都必須在最

短時間內做出反應，並且在擬真情境中反應讓使用者感受到，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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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現實生活中所了解的慣性行為一樣。 

 (三) 想像力（imagination）： 

想像力是虛擬實境的建構方向，一個憑空捏造出來的擬真情境，

除了讓使用者充分感受到其聲光刺激之外，情景的設計、物件的屬

性是可以充滿想像力的。若是題材枯燥乏味、光是有先進的設備，

也是無法達到良好的效果的。因此，設計者必須要有想像力與創造

力，打破一般生活中的定律，建構出一個畫面生動且內容有趣的虛

擬情境，才能使得使用者更加融入在虛擬情境之中。 

使用者使用虛擬實境系統的態度與其在虛擬環境中的感知娛樂

性有很大的相關，虛擬實境系統的介面則會影響到使用者的感之易 

用性（Sun, H. M. & Cheng, W. L., 2009）。虛擬實境的技術應用要

能夠提供複雜的視覺材料，同時增加虛擬實境的感知性（Iwan, K., 

Manolya, K., & Cheng, K., 2010），讓使用者獲得最佳體驗。 

以上因素建構了一個完整的虛擬實境，也是目前被用來評鑑一個

虛擬實境系統優劣重要的要項。林政宏（1997）即針對這三大特性，

提出了一個整合性的評估虛擬實境系統的比較，發展一份虛擬實境評

分表如圖 2-2，將沈迷度、互動性、想像力當作計量的標準項目，每

個向度由最低零分到最高十分為紀錄，由這三個向度值所圍成的面積

就代表這虛擬實境系統的好壞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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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虛擬實境評分圖 
資料來源：林政宏(1997) 

 

  虛擬實境就是利用電腦模擬產生的一個三度空間擬真情境，並在

情境中提供如真實世界般的視覺、聽覺甚至觸覺等等的感官模擬，使

用者透過各式人機界面可以彷彿有如身臨其境般在這虛擬環境中自由

遊活動移，就如同真實世界一般。一個虛擬實境的建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本身的逼真度，需要具備一定相當水準的軟、硬體設備相互配合，

再加上有創造力的內容，才可以發揮虛擬實境的效果。 

貳、虛擬實境的種類 

虛擬實境的系統有各式不同的種類，依據目前虛擬實境的呈現方式可

以將虛擬實境分為主要的四大類，分別是融入式虛擬實境（Immersion VR）

、桌上型/載具型虛擬實境（Desktop / Vehicle VR）、第三人稱虛擬實境（

Third Person VR）、投影式虛擬實境（Projection VR），分別敘述如下： 

一、融入式虛擬實境 

融入式的虛擬實境最大特點就是系統可以產生一個環繞使用者的

環境，或是讓使用者可以進入其中的虛擬實境系統。而為了讓使用者

可以完全融入在系統情境之中，在人機界面上使用者會運用到像是頭

數列 1 

想像力 

互動性 融入性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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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顯示器、資料手套（Data Gloves）來輔助系統，使用者可以完全進

入到一個與現實世界隔離的虛擬實境當中。融入式虛擬實境對於使用

者的感官刺激效果也比其他種類虛擬實境來的更加真實。 

二、桌上型/載具型虛擬實境 

桌上型與載具型的虛擬實境是目前最經濟的虛擬實境系統，也是

最常被使用的開發環境。其特點在於使用者須透過一個類似觀景窗的

視野來與虛擬實境的環境做互動。桌上型的虛擬實境通常只需要一台

具有多媒體功能的電腦與虛擬實境軟體即可。Bucky, J. D. & Pavlo, D. 

A.（2012）指出桌面上的虛擬實境技術要整合目前各種多媒體學習技

術、才能夠更有效的為使用者提供許多潛在的好處。 

載具型的虛擬實境最被大家熟知的就像是飛行員的訓練器，不只

是透過一個類似觀景窗的視野來與虛擬實境的環境做互動，使用者還

必須坐在模擬特定事物的駕駛室內來操作特定的界面，並且能夠自由

的在前後左右上下六個方向去模擬運動、影像、音效、碰撞震動的支

援反應。載具型的虛擬實境由於其成本較真實載具低，也可以避免真

實環境的危險，因此常被運用在飛行器的操作訓練、或是在深海或火

山這類高危險環境的模擬訓練。 

三、第三人稱虛擬實境 

第三人稱的虛擬實境最大的特點是使用者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像融

入於三度空間的虛擬環境中，並且可以操控影像與環境進行互動。類

似於人工實境（Artificial Reality）的呈現方式，但與第四種的投影式

虛擬實境（Projection VR）仍有所差異，第三人稱式的是將使用者的

影像虛擬在情境當中，而第四種投影式的虛擬實境，則是直接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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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在空間藉由投影的聲光畫面轉變為各種情境。在人機介面上，第

三人稱虛擬實境大都使用投影設備來顯現影像。常見的應用在電腦遊

戲或是虛擬導覽。 

四、投影式虛擬實境 

投影式的虛擬實境最大的特點是系統將影像投影至大型螢幕或是

電視牆上，利用大型投影螢幕來隔離出一個密閉的空間，以提供使用

者參與體驗虛擬情境。相較於上述三種的虛擬實境可以展現出虛擬實

境的特色，假若有多人同時使用的情況時，系統的設備成本與設備複

雜度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利用大型投影螢幕來隔離出一個密閉的

空間，同時讓眾多的使用者參與體驗虛擬情境。雖然犧牲了虛擬實境

中操控模擬情境的功能，但可以同時提供多人一同參與體驗模擬的情

境是投影式的虛擬實境的最大優點。目前最普遍的使用為虛擬劇場。 

此外，依據虛擬實境系統的建構方式可以其分為以下三類： 

一、物件式的虛擬實境(Graphic-based VR) 

所謂物件式的虛擬實境是在建構虛擬實境的場景過程中，利用 3D

模型建構軟體來製作場景以及各個物件，並且利用虛擬實境軟體的編

輯功能，給予不同的物件中不同的特性，更進一步的可以結合特定的

裝置讓虛擬實境的模擬環境可以達到不同層次的互動效果。 

二、影像式的虛擬實境（Image-based VR） 

所謂影像式虛擬實境是在建構虛擬實境的場景過程中，利用相機

或掃瞄器拍攝實體情景的影像，再利用各種影像繪圖軟體修飾圖片以

及計算組合成模擬環境中的情境及各個物件。在影像式的虛擬實境中，

又可分為自由遊走的與特定的角度觀看兩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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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60度環繞實境（Panoramic Image VR） 

使用的是「全景照片」技巧，利用數位相機來拍攝時，以相機

中心為旋轉軸，對著 360度的四周環境拍攝多張的影像，再利用各

種影像繪圖軟體修飾圖片，最後將拍攝的影像圍成一環狀圓柱體。

在觀看時系統會對眼睛所在的位置方向計算出相對的畫面。 

（二）360度環場物件（Object Movie） 

不同於 360度環繞實境事由一個訂位點為中心來觀看周圍的景

象物件，360度環場物件是以數位相機或掃瞄器，針對所要建構的

物件拍攝很多不同角度的影像，通常都會將物件至於可旋轉的平台

上，定角度旋轉物件來拍攝數張相片，再依拍攝順序利用內差法及

影像繪圖軟體變形（augmentation）的技巧將其接合成為一完整的

環場物件影像。此種方式不論是由 3D環境編輯器所致做出的虛擬

物件或是由數位相機拍攝的環場物件影像，都可以在一般網際網路

上產生即時遊走（Walk-through）與即時顯現真實物件的效果。 

三、混合式虛擬實境（Hybrid VR） 

混合式的虛擬實境如同影像式虛擬實境一樣先將個物件一對一做

360度的場景拍攝多張連續影像，再透過影像繪圖軟體修飾圖片，將

其縫合成為全景照片後，便可以依照我們的需求，在場景中加入原本

不存在原場景裡的物件，透過簡單的程式設計來設定各物件的屬性，

讓使用者可以在虛擬實境中與各物件進行互動。因此混合式虛擬實境

基本上式結合了上述兩種虛擬實境的優點於一身。三種虛擬實境系統

優缺點之比較於下表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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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物件式、影像式、混合式虛擬實境系統優缺點之比較 
類別 優點 缺點 

物 
件 
式 

1.提供立體視覺效果 
2.互動性佳 
3.可自由遊走（Walk-through） 
4.可產生虛擬場景 

1.場景影像不夠真實 
2.建構製作過程難度高 
3.硬體配備需求高 
4.影像檔案較大 

影 
像 
式 

1.場景較為真實自然 
2.建構製作過程簡單 
3.不須昂貴的配備 
4.影像檔案較小 
 

1.互動性較差 
2.只能定點觀看 
3.無法呈現不存在的場景 
4.無法自由遊走（Walk-through） 
5.使用者容易迷失方向 

混 
合 
式 

1. 改善物件式與影像式虛擬實境的缺點，結合兩者優點於一身 
2.互動性提升 
3.製作過程簡化 
4.場景自然呈現 
5.降低硬體配備的需求 
6.影像檔案小 
7.可以處理不存在的場景 
8.將虛擬實境應用帶入商業市場（如導覽系統、3D互動式網站等）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吳世光、陳建和(2002：114) 

  

由上述之比較可以知道，單就虛擬實境的成效來看，物件式虛擬實境

在互動性與動畫上的表現比影像式要來的好，設計上與操作時，也可以讓

使用者隨自己意志來操作電腦，從任何角度全方位的觀看設計成品，但是

受限於開發成本過高以及檔案太大現有網路的頻寬不足，實務上仍以影像

式虛擬實境之應用為主。影像式虛擬實境的製作成本相對較低且製作過程

較為簡單，網際網路上分享應用時，傳輸方便是影像式虛擬實境的一大優

點。只是影像式虛擬實境的瀏覽範圍受限於定點觀察，使用者無法隨意變

換角度與位置，所以影像式虛擬實境運用大多偏向定點與室內單一空間展

示的瀏覽方式，較不適合作為複雜的空間導覽。 

混合式的虛擬實境則融合了兩者的優點，除了降低建置的成本與過程

的技術性，也在將檔案縮小且維持了影像的品質，或許是在物件式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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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兩者之間的另一種提供我們開發時使用的新選擇。無論是上述哪種類型，

虛擬實境系統在工業、教育、公共等環境使用時，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影響

使用者體驗的症狀與效果，特別是使用頭戴顯示器、無照明的投影屏幕中

（Sarah, S., Sue, C., Amanda, M. & John, R. W., 2008），因此在設計與使用虛

擬實境系統時，應盡量減少這類影響的產生。 

根據虛擬實境的種類與特性的探討，本研究在建製虛擬實境教學模組

時，將以現有的設備資源與實驗教學上的設計與需求，採用影像式的虛擬

實境來建構模組，而受限於校園內的資訊設備以及學生課程中操作使用便

利性，將以桌上型的虛擬實境來做為模組的呈現。 

参、虛擬實境的應用 

虛擬實境系統能夠提供從基本的模擬到高度複雜的虛擬環境，從中所

學習到的技能亦能有效的轉移到生活中類似的情境。虛擬實境可以發展出

各種整體性以及多學科的訓練（Vanessa, N. P. & Teodor, P. G., 2010），虛

擬實境在開發上的介面越來越簡化，再加上網際網路的普及、個人電腦設

備的規格提升，虛擬實境在各個領域的應用有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頭來，

不論在軍事、訓練、醫學、商業等方面，都已經有許多虛擬實境在各領域

上的應用成果。有關虛擬實境在各領域的應用如表 2-3所示。在教育方面，

張庭嬡（2008）研究中提到，目前虛擬實境應用於教育領域的門檻降低，

又具有情境創造的優點、介面視覺化、元件再用性等特性，教學設計者可

以靈活運用科技以展現教學策略。都是未來能夠將虛擬實境使用於教學上

的優勢。而運用在學校教育上的虛擬實境系統必須具有可用性，讓使用者

能夠虛擬實境中所獲得相關的教育內容，此外提高易用性也是另一項虛擬

實境設計時的重要因素（Maria, V. & George, 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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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虛擬實境在各領域的應用 
應用範圍 虛擬實境的應用說明 

軍事 飛行模擬，各式載具、設備、武器操控訓練，軍事演習，戰場模擬

訓練 

訓練 車輛、飛行、機械人操作模擬，火災救災，各式儀器、設備操作、

安裝與檢修訓練 

醫學 外科手術，遠程遙控手術，肢體附件，虛擬超音波影像，牙齒校正，

藥物合成 

教育 虛擬實驗室，青少年數理教學、立體觀念培養，社會學科與生化學

科的鉅觀與微觀實驗觀察，專業領域教育訓練 
商業 線上 3D商品導覽，電傳會議，虛擬購物中心 
簡報 博物館，紀念館，捷運車站簡介，遊客導覽系統 

設計 室內設計，景觀、建築、土木、機具、管線工程設計，機械人輔助

設計 
太空 太空訓練，模擬駕駛 

藝術 動態藝術，虛擬演員 

監控 即時性股市行情顯示、分析，電信網路即交通監控 

娛樂 線上遊戲，電動玩具機，虛擬電影院 

科學視覺化 行星表面重建，虛擬風洞試驗，分子結構分析 

聽覺評估 室內音響模擬，防止噪音測試 

刑事調查 犯罪現場模擬 
網路運用 互動式廣告，虛擬商店，多人互動式教學，博物館導覽 

資料來源：出自王泓斌(2002：14) 

  

由表 2-3的整理，虛擬實境最常見的應用用途在訓練操作或操控方面

的行為，不論是在軍事、醫學、教育、設計等方面，在虛擬實境開發的初

期就被應用在這些領域之中。另一項較常見的則與日常生活有關係，包括

教育、商業、簡報、娛樂等，這幾項領域中的虛擬實境之應用都是屬於近

年來逐漸興起的一股潮流，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虛擬實境的技術已經越來越

趨近於普及，例如在一般動產或不動產的互動式導覽網站、動態藝術之類。

將以往傳統模式改變以虛擬實境來呈現之下，例如遊客導覽系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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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系統、線上 3D商品導覽之類的，民眾也越來越能夠接受且應用了。 

虛擬實境的應用領域相當廣泛，除了專業領域的應用之外，更多的是

與我們日常生活中息息相關的。在我們使用虛擬實境時，建構的設備與軟

體是否合適？情境的主題內容是否？建構出來的擬真情境究竟夠不夠逼真？

全部都會影響到使用虛擬實境應用的成效。因此各領域在使用虛擬實境之

前，必須審慎考量本身的特質，使用虛擬實境是否合適，而非盲目追尋流

行趨勢，才能發揮出虛擬實境真正的成效。 

根據虛擬實境的應用探討，本研究在建製虛擬實境教學模組時，將參

考市面上的線上 3D商品導覽的虛擬實境建製模式，針對教學設計的需求

來將科技產品做虛擬實境模組的建製，並且參考虛擬實境在教學上的應用

過程，瞭解在教學上使用虛擬實境的方法步驟與注意事項，以作為實驗教

學活動中的實施依據。 

 

第二節 產品認知 

壹、產品認知的定義 

所謂的認知，就是指人類將本身所接受到的刺激經過篩選，加以選擇、

組織、詮釋、並賦予意義的過程（陳家聲，1993）。每一個人的認知過程

都有所不同，個體是透過各自的認知過程，來去確認其所感知到的外在事

物，在更進一步去感覺整個外在的世界。人的行為是由許多因素所控制，

包括客觀因素的遺傳與環境以及主觀因素的成熟與學習。這些因素都會對

個體的認知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張春興，1984）。 

一般而言，個體對產品之認知取決於其對某一產品與參照產品比較的

感覺程度（宋依可，2002），此種感覺可能是來自個體生活上的經驗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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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得來的。影響個體產品認知的因素是相當多且複雜的，由其先前的經驗

對於認知方面的影響非常關鍵。同時，個體對於產品的涉入程度也會影響

個體對於產品的認知。 

個體對於產品的涉入程度會影響其對產品的評價，在接受產品的訊息

與品質之後，轉換成自我的認知，以瞭解各種事物，建立各訊息之間的關

係。個體對於產品的評價是在其接受產品訊息之後形成的，認知的累積將

會成為個人經驗與信念，進而影響其對於產品的評價。 

個體由於認知的差異，對產品價值的感受程度也不相同。因為產品外

觀或本質上的不同，或是個人認知的差異，個體對於產品所呈現的形態或

傳達的訊息因人而異，對於自身所感受的價值也不同。 

 
表 2-4產品認知的定義 
作者 年代 產品認知的定義 

張春興 1984 

每個人的認知過程都有所不同，個體是透過自己的認知過程，

去確認自己所知道的事物，再更進一步去感覺外在的世界。人

的行為是由許多因素所控制，包括客觀因素的遺傳與環境及主

觀因素的成熟與學習。 

陳家聲 1993 
認知是指人類將本身所接受到的刺激,經過篩選、組織與詮釋
，並給它意義的過程。 

洪富凱 2003 
消費者對產品做出一套完整性的評估，就是產品認知品質，而

此評估也可稱為對產品評估的一種主觀認定。 

柯惠玲 2003 
消費者在接受產品訊息後，會形成對產品的評價，消費者認知

的累積,會成為個人的經驗與信念，進而影響其對產品的評價。 

王祿旺 
張弘毅 2006 

針對圖書產品的認知，他們認為消費者會依個人的主觀意識及

客觀的買書經驗，形成對一般圖書內容(品質與價值)的判斷和
接受程度。 

資料來源：陳素玲(2010：24) 

 

 根據表 2-4的整理，所謂產品認知被定義為個體對於產品所感受到的

外在知覺，並且從外在接收到的訊息經由自我的歸納、組織、並且給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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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一個過程。如張春興（1994）「個體是透過自己的認知過程，去確認

自己所知道的事物，再更進一步去感覺外在的世界。」；陳家聲（1993）

「認知是指人類將本身所接受到的刺激,經過篩選、組織與詮釋，並給它意

義的過程。」；洪富凱（2003）「消費者對產品做出一套完整性的評估，

就是產品認知品質，而此評估也可稱為對產品評估的一種主觀認定。」等。 

產品認知的過程有接收訊息，個體自我的歸納、組織，到最後形成認

知給予意義。其中，會影響到個體認知的因素有許多，包括接收訊息的模

式，以及個體認知歷程與認知差異等都是研究產品認知重要的探討項目。 

探討個體認知歷程與認知差異部分，比較偏向於個人的認知風格，在

近幾年來的研究也相當的多，像是莊孟蓉（2009）〈認知風格與思考風格

對高中學生產品創意表現影響之研究〉；江蕙蘭（2008）〈認知風格對視

覺互動科技態度之影響〉等。 

個體在接收訊息方面有很多模式，而虛擬實境屬於近十年來相當熱門

的一項技術，其應用在各個領域中愈來愈常見，在教育領域中，目前只有

在高階科目及專業技術應用較為成熟，例如像是醫學、航太等。既然虛擬

實境的應用是種潮流，未來各級校園內的教學出現虛擬實境的模式也是可

以預期的，就像當初電腦的發展及數位化的革命，讓傳統教學下的黑板逐

漸淘汰轉變為投影幕與簡報檔。因此，究竟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被利用到

國中生的教學活動中，對於學生在接收訊息的影響會有哪些，以及虛擬實

境的模式對於教師用來進行教學活動，傳遞知識內容給學生的成效如何？

是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探討，所欲研究的問題。 

貳、產品構面 

每一個產品都是由不同的屬性所組成，例如：產品的品牌、功能、價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dOFu/record?r1=15&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dOFu/record?r1=15&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udOFu/record?r1=15&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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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觀等，都是產品屬性的一部份，而每一個個體又會因自己需求不同，

對於產品的屬性也有不同的重視程度（Kotler, 1997）。現階段針對產品認

知的研究大多屬消費者知覺方面，因此，探討產品構面大多是產品服務、

產品價格、產品品牌、產品功能、售後服務、品牌知名度等。 

以下表 2-5為針對產品不同構面之相關研究整理： 

 
表 2-5產品認知的研究構面 
作者 年代 產品認知的研究構面 研究主題 

Phau& 
Pooh 

2000 藉由下面四個產品認知的構面、來探討對網路

購買的影響： 
1.產品或服務的分類 
2.產品價格 
3.購買頻率 
4.產品的差異性 

哪些產品及服務

適合於網路上販

賣 

柯惠玲 2003 由於消費者對產品認知的差異，產生對產品價

值的感受程度也不一樣。為瞭解消費者對產品

的判斷，從價格認知、品質認知、價值認知三

方面探討其與品牌偏好間關連。 

台灣地區香煙消

費者個人特質產

品認知及品牌偏

好與顧客權益關

聯性之研究 
洪富凱 2003 藉由下列四個產品特性的構面，來研究消費者

對網路購物及決策： 
1.產品價格 
2.產品品牌 
3.售後服務 
4.產品功能 

網站及產品認知

品質與消費者特

性對網路購物意

願及決策影響之

研究 

許黛君 2005 以下列 9個產品認知的研究構面，探討職棒球
迷，對贊助商提供的飲料之態度及購買意願： 
1.整體口感 
2.解渴程度 
3.品牌知名度 
4.產品營養成份 
5.容量多寡 
6.產品本身所強調的功能 
7.價格合理 
8.消除疲勞、補充體力的效果 
9.包裝精美程度 

職棒球迷的認同

感、產品認知與

群體規範對贊助

傷產品的態度及

購買意願影響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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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產品認知的研究構面(續) 
作者 年代 產品認知的研究構面 研究主題 

陳文彬 2005 以鐘錶零售業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提出

了消費者選購手錶的五個主要參考依據： 
1.各種新穎的種累 
2.功能 
3.不同的造型 
4.耐用程度 
5.計時精確 

產品認知屬性、炫

耀價值與流行消費

間關係之研究 

資料來源：陳素玲(2010：25) 
 

根據表 2-5的整理，所謂的產品即是一種商品，因此針對產品認知的

研究構面大多都是以消費的角度來切入，包括產品價格、品牌、售後服務、

價值（Phau & Pooh, 2000；柯惠玲,2003；洪富凱,2003）。 

本研究針對國中生進行創意座椅設計教學活動，教學活動中利用過去

學生優秀作品以及現有產品做為教學範例，在汪殿杰（2008b）所設計的創

意座椅設計教學活動中，提到座椅設計的主要面向包括美學造型、功能、

人因工程。在生活科技 99課綱中，製造科技的範疇第 2項「製造材料」（

2-1金屬、塑膠、木材、陶瓷、複合材料、電子材料、奈米材料的特性與應

用）以及第 5項「設計與製作專題」（5-2產品設計：5-2-1機能設計、5-2-2

造型設計）也指出製造科技教學著重於作品的材料、造型、機能方面。茅

仲宇（2004）針對椅子產品設計的意義包含了外觀、機能、結構，而椅子

的認知要素包含了基本構建型態、材料運用、色彩運用、細節處理等。劉

志強（2007）針對椅子設計中提出最佳化的設定標準上，探討不同結構、

材質來分析出產品的可行性及可靠性。 

根據上述文獻整理，本研究擬針對國中生對於產品的材質、造型、結

構、功能、整體表現五項產品構面做為測驗項目，去瞭解國中生對於產品

認知的瞭解程度。本研究所指的產品係指教師在上課中用來引導學生創意



27  
  

構想的範例產品；產品的材質是指學生是否能夠清楚分辨不同產品之材質

以及該材料之特性；產品的造型是指學生是否能夠簡短描述出產品的造型

重點，包括顏色、特殊造型等；產品結構是指學生是否能咧解與辨別不同

的結構的特型與種類；產品功能是指學生是否能夠瞭解及分辨產品的各個

功能。 

 

第三節 創意設計表現 

壹、創意設計的意義 

 張春興（2002）在《張氏心理學辭典》裡綜合各家論述，把創意視作

在困境中為求解決問題而產生的想法，是一種企圖突破舊有經驗限制、以

目的為導向的思考過程。如果外顯的行為來定義，創意能力可以從四個面

向上看出來：流暢性、變通性、原創性及精進性（Guilford, 1950）。如果

內在的人格特質來定義創意，有創意的人通常具備了四種能力：觀察力、

記憶力、思維力與想像力（黃天中、洪英正，1994）。在這四種能力之中，

觀察力與記憶力和創意資料庫的建構與維繫有關，而思維力與想像力則和

如何運用（或者顛覆）資料庫的內容有關。 

張世彗（2007）指出早期的學者多數皆從單向度的創造力「4P」來探

究創造力，其中「4P」包括歷程（Process）、個人的特質（Persons）、產

品（Product）及壓力或環境（Press/Place）。根據這四個項目來看，產品可

以被定義為：創造出的事物，可以是一個創意構想（creative idea）、新設

計、新產品、策略、或計畫（王思峰、黃家齊、鄭俐敏，2002）。 

此外，我們也可以將產品分為一般創意產品或是創意作品，一般創意

產品可能是發明的產品、有創意的想法、藝術作品、建築設計、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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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高科技產品、任何可以獲得智慧財產或專利的創意、發明作品

等等。而所謂的創意作品在此指得是教師與學生在正式或非正式教與學歷

程與後果中產生的「產物」。吳靜吉（1998）。 

Moss（1996）指出在科技教育教學活動中，學生所製作產品的創新能

力是以奇特性（unusualness）、有用性（usefulness）及奇特性與有用性的

結合（combining unusualness and usefulness）來界定「產品創意表現」。 

奇特性：創意的產品理論上會有某種程度的奇特性，並可以用出現率

加以衡量，當出現率愈高，則奇特性愈低，兩者成反比關係。 

有用性：創意的產品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有用性，但有用性的產品則

不一定是有創意的，此外，創意產品必須至少「可用」或是「堪用」。當

一個針對問題而產生的產品，假若創意無法顯示於問題需求，就為不具創

意的表現。 

奇特性與有用性的結合：當產品同時具備奇特性與有用性，就是有創

意的產品。兩種特性的結合與產品的創意成正比關係。 

創意在發現之初常以一種模糊概念形式出現，因此個體需要運用適當

之溝通或表達方法來將創意概念具體呈現。創意的表現方式，就媒介性質

區分，可概分為「文字敘述」、「圖表說明」、「圖形傳達」、「電腦模

擬」以及「模型表現」等五大表現方法類型。 

根據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依據吳靜吉對於產品的分類中創意產品的

定義：「教師與學生在正式或非正式教與學歷程與後果中產生的產物」，

將產品設計表現定義為教學活動中，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與創意作品的製

作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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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意設計的特性 

一個有創意的設計構想、表現、產品，在其創意設計的歷程中，通常

都是掌握到了幾個關鍵性的原則，包括：功能性、使用性、意義性、共鳴

性、普遍性、獨特性、時尚性、永續性(沈翠蓮，2005)。各項說明分別敘述

於下： 

（一）功能性：指創意設計產出能產生作用，發揮其訴求效果。 

（二）使用性：強調使用該創作的適用程度。 

（三）意義性：強調創意設計產品所樹立的形象，足以代表設計所要傳

達產品、企業意義。 

（四）共鳴性：重視人和創意設計作品互動的強烈感動，包括快樂、趣

味、憂傷、憤怒、無所謂、付出、誠實、負責等許多由

人格面相，深化到意識面相的感動。 

（五）普遍性：指創意設計被社會大眾普遍所接納肯定的程度。 

（六）獨特性：深植某一特定族群意識形態的接納程度。 

（七）時尚性：能因應整個社會變遷生活機能的各項需求，而進行各項

有關的創意設計，不限創意設計產品的大小、貢獻、只

要能「跟得上時代」，不限創意的類別，食衣住行育樂各

類別都可以，只要是引領時代潮流造成流行的旋風，即

可算得上是時尚性。 

（八）永續性：指能持續維持其持久不變特色風格，或是具有環保意識

能維持地球永續發展，皆是永續性的表徵。 

在上述所列各項創意特性當中，依據本研究教學活動設計中產品範例

所包含認知向度（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教師將以學生作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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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使用性（結構）、獨特性（造型）做為學生創意設計的引導。 

参、創意設計表現的評量 

Hocevar和 Bachelor（1989）等人，曾分析百種以上評量創造力的工具

或方法，將創造力評量方式分為八大類，包括擴散性思考測驗、人格量表、

興趣和態度量表、自陳創造性活動或成就表現、產品或作品評斷等。而國

內針對產品或作品的創意指標由於各自的定義不同，評量的項目也有所不

同，各種不同研究使用評量之比較如表 2-6所示： 

 
表 2-6 產品或作品的創意指標比較 

研究者 年分 產品或作品的創意指標比較 
 1999 新奇向度（啟發性、原創性、驚奇）、問題解決向度（

邏輯性、實用性、價值性）、精進與綜合向度（吸引力、

複雜性、雅致性、表達性、系統、巧妙）。 
Amabile 1996 使用他們自己主觀的創造立定義，依照創意層次（非常

具有創意、有創意、無法決定、相當沒有創意、非常沒

有創意）評定這些設計。 
陳龍安 1998 認為從產品的特質來分析創造力，則此產品應具有流暢

性、變通性、獨創性和精密性四種特質。 
葉玉珠 2002 將科技創造力的評量指標分為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精進力與視覺造型五大部分。 
何宜軒 2005 產品創意除了兼具獨創性、適用性與美觀之外，還必須

比先前的產品有可觀的進步之處，才能真正稱的上是一

件好的創意產品。 
陳誼娉 2008 評量產品創意的向度主要分為「樣式」、「材質」、「結構」三項

。 
呂紹川 2009 對產品創意的評量以「新奇與原創、實用與價值為評分項度」。 
資料來源：出自陳偉民(2010：34) 

 

根據上述所列的各種創意設計表現的評量，可以瞭解創意設計表現評

量包括擴散性思考能力、人格特質、產品構想表現等，評量的實施方面也

有各種的模式，包括量表測驗、他人評定、自我陳述等方式，目的都是在

評量創意設計的表現。而在各個研究所使用的評量項目，有以創意設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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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具體的產品做為評量項目，或以設計者人格特質與態度做為研究對象。 

根據本研究的實驗活動設計內容，為了瞭解學生創意設計的表現，本

研究將針對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與創意作品兩項來評量，同時評量學生構

想的歷程與結果，以及呼應創造力的產品觀點，從具體的成果中觀察創意

設計的表現。 

一、構想創意 

依據王保堤(2005)之「構想創意評量表」，並針對本研究之「創意

筆筒設計製作活動」的研究目的與實驗設計加以修改。評量的向度先

區分為「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四個向度，再針

對每一個向度加以分析，將針對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進行評量。 

二、產品創意 

依據李大偉、張玉山（2002）之「木工作品創作創新程度評量表」

，並針對本研究之實驗設計作修改為「產品創意量表」。評量作品的向

度先區分為「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整體表現」五個向

度，再針對每一個向度加以分析，將針對學生的創意作品進行評量。 

 

第四節相關研究現況 

本結研究者針對虛擬實境對產品認知影響之相關研究，進行整理、歸

納與探討。 

Yu, X.（2011）在〈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Virtual Estate Exhibition〉一文中即使用 3Ds Max建模

工具以及 Virtools軟體模擬虛擬情境，來呈現一虛擬房地產系統，以探討

使用者在這虛擬實境當中與情境互動的情形。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7705811017310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770581101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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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麗玲（1999）〈認知風格在虛擬實境遠距學習遷移之影響〉，此研

究透過教學實驗，探討國中生的個人變項、認知風格、認知需求及電腦態

度對虛擬實境學習教材之學習遷移。研究結果說明學生的認知風格大致良

好，屬中等以上程度，但在辨別技能上表現較不理想、學生的語言空間偏

好學習傾向空間行學習、虛擬實境遠距學習遷移會因認知需求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認知風格中的辨別技能及空間技能會影響虛擬實境遠距學習遷

移、認知風格中的辨別技能與空間技能、認知需求及電腦態度與虛擬實境

遠距學習遷移有顯著的正相關。 

楊欽舜（2006）〈運用虛擬實境技術發展高齡者醫療知識數位學習系

統：空間認知觀點〉文中探討運用虛擬實境對於高齡者記憶系統、空間認

知方面的影響。研究結果說明空間上認知的差異可能是造成虛擬實境教學

系統不如預期的主因之一、透過提示機制的使用，虛擬實境教學系統的確

可以增加受試者對整體環境的理解與記憶。 

黃雅晨（2008）〈運用虛擬實境數位學習於國小六年級兒童廟宇建築

藝術認知之研究〉，文中探討運用虛擬實境數位學習對國小六年級兒童廟

宇建築藝術認知之影響，研究結果說明廟宇建築藝術認知能力的學習成效

上,虛擬實境數位學習及傳統學習之教學對學生的認知能力皆具提升之效

果；虛擬實境數位學習組成績提升高於傳統學習組；整體表現上虛擬實境

數位學習組優於傳統學習組；虛擬實境數位學習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態度，

吸引其注意力。 

陳國華（2009）〈三維空間資訊在 Google Earth上的展現對國小六年級

學童空間認知之影響--以桃園縣光明國民小學校園及學區為例〉，文中探討

兩種不同的虛擬實境種類，對學生在空間認知上的影響，研究結果說明兩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yQQv0/search?q=auc=%22%E8%A8%B1%E9%BA%97%E7%8E%B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yQQv0/search?q=auc=%22%E9%BB%83%E9%9B%85%E6%99%A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ofCHj/search?q=auc=%22%E9%99%B3%E5%9C%8B%E8%8F%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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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教學對學童空間認知能力及認知圖上均有提升效果；學童性別與空間認

知能力表現上不顯著，但認知圖之表現則女生優於男生；實地探路結果顯

示：360度環景影像組前測得分高者，若前後測差異大，則在實地探路表

現上效果較佳；3D虛擬實境模型組前測得分低者，若前後測差異大，則在

實地探路表現上效果較佳；在晤談過程中得知，學童對兩組教學之看法是

持正面而積極的態度。 

由以上相關之研究可以知道，使用 3Ds Max建模工具以及 Virtools軟

體來建置虛擬實境系統是可行的。虛擬情境虛擬實境對於記憶、理解、學

習態度、空間認知等方面具有提升的教果，特別是在認知能力方面，在不

同項目之研究中皆有顯著的提升效果，即使是使用不同種類的虛擬實境模

式，也可達到同樣的效果。 

除了以上空間認知與建築藝術認知方面，虛擬實境對於學生在科技產

品的認知成效是否有幫助，而在產品認知影響之下，學生創意設計表現是

否也有其不同情況的影響，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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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虛擬實境教學模組運用在生活科技課程中，對國

中學生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之影響。以國中三年級學生為對象，

實施實驗研究。經由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對於虛擬實境、產品認知、

創意設計表現等相關理論研究，已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本章共分為六

小節，茲針對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實施做說明：（1）研究架構；（2）

研究對象；（3）實驗設計；（4）研究步驟與流程；（5）研究工具；

（6）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學生對於產品知覺與創意設計表現，在教師使用

不同的教學模式進行生活科技活動引導下所的影響，其中各變項的敘

述如下。 

壹、自變項 

本研究以不同教學模式的教學作為研究的自變項。包括虛擬實境

模式以及傳統教學模式，其中傳統教學模式為利用實體物品以及文字

與圖片簡報檔案兩種。實驗組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來呈現教學範

例，控制組則分為控制組一使用實體物品來呈現教學範例以及控制組

二使用文字與圖片簡報檔來呈現教學範例。 

貳、依變項 

一、產品認知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對教師上課講解的產品所產生的產品

認知，其中包括產品造型、材質、結構、功能四個向度來做為本

研究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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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創意設計表現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在生活科技教學活動中的創意設計表

現，包括學生的學習單與創意作品表現兩個項目，並針對構想的

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四個向度以及作品的造型、材

質、結構、功能整體設計五個向度做為本研究之研究變項。 

参、控制變項 

1.教學年級：國中九年級學生，一班實驗組、兩班控制組。 

2.教學環境：以班級為單位，在多媒體電腦教室、生活科技專科教

室及各班級之普通教室進行教學。 

3.教學時數：12週，每週1節課，每節45分鐘，共540分鐘。 

4.教學活動：以「創意座椅設計製作」作為教材活動。 

5.施測情形：研究實施情境，皆由研究者依照施測程序及注意事項

之規定，力求三組施測情境一致。 

6.教學者：由研究者擔任，研究者已修習臺師大師資培育中等學程

與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學分完畢，中等學

校實習半年完畢。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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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私立中學國中部九年級的學生做為研究對象，

該校國中部九年級共有七個班，生活科技科設立有自己的專科教室，

學生在九年級上下兩學期修習生活科技課程，近年來課程內容從以往

技術實作練習逐漸轉變為生活中的科技介紹與專題設計實作，課程教

學領域以傳播科技以及製造科技兩大領域的教師自備教材為主，課程

時間允許下則適時穿插運輸科技與營建科技的小單元活動。 

不同的教學模式： 

 

1虛擬實境教學模組 

2文字與圖片簡報檔 

3實體物品 

自變項 

產品認知 

(造型、材質、結構、功能) 

創意設計表現 

(構想創意、作品創意) 

依變項 

教學年級 

教學環境 

教學時數 

教學活動 

施測情形 

教學者 

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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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該校九年級的學生，考量學生行政限制上無法採取個

別隨機抽樣方式，因此本研究之實驗對象依照學校原有班級建制來取

樣，以班級為單位，從中隨機選取三個班，並抽籤選取其中一個班為

實驗組，另外兩個班為控制組，控制組中選取兩個班為控制組一，另

兩個班則為控制組二，簡單說明如下。 

一、實驗組：九年級忠班，學生人數共36人，實施以虛擬實境教學模

組作為範例的教學活動。 

二、控制組一：九年級愛班，學生人數共33人，實施以文字與圖片簡

報檔作為範例的教學活動。 

三、控制組二：九年級仁班，學生人數共31人，實施以實體物品作為

範例的教學活動。 

班級選定後，三個班進行為期十二週、540分鐘的實驗教學活動，

實際參與研究之學生人數、性別如表3-1所示 

 
表3-1研究對象人數、性別統計表 

 

第三節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私立中學國中部九年級三個班的學生為研究對

象，實驗設計分為教學活動前、教學活動、教學活動後三個部分，分

別敘述如下： 

一、教學活動前 

一個班為實驗組，二個班為控制組，控制組中另外分兩個班為控

 男生 比例 女生 比例 合計 
實驗組 17 47.2% 19 52.8% 36 
控制組一 21 63.6% 12 36.4% 33 
控制組二 20 64.5% 11 35.5% 31 
總計 58 58% 42 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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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組一，兩個班為控制組二。進行教學活動之前，以「產品認知測

驗」對所有學生實施前測，並針對學生前一學期的圖文設計教學活動

作品以「構想創意評量表」與「產品創意評量表」進行前測。 

二、教學活動 

分別進行教學活動的課程內容，教學活動中，實驗組以「虛擬實

境教學模組」呈現教學範例、控制組一以「文字與圖片簡報檔」呈現

教學範例。控制組二以「實體物品」呈現教學範例。 

三、教學活動後 

實驗後課程活動結束後，分別以「產品認知測驗」、「構想創意

評量表」與「產品創意評量表」對實驗組及控制組的學生與學生的學

習單與創意作品進行後測。 

本研究採用的實驗設計模式如表3-2所示。 

 

表3-2 靜態團體前後測準實驗設計 
 前測 實驗處理 後側 

實驗組 Ｏ1 X1 Ｏ2 

控制組一 Ｏ3 C1 Ｏ4 

控制組二 Ｏ5 C2 Ｏ6 

 

其中各項符號表示意義如下： 

X1：表示實驗組實施以『虛擬實境教學模組』作為範例的教學。 

C1：表示控制組一實施以『文字圖片簡報』作為範例的教學。 

C2：表示控制組二實施以『實體物品』作為範例的教學。 

Ｏ1：表示實驗組之前測。 

Ｏ2：表示實驗組之後測。 

Ｏ3：表示控制組Ａ之前測。 

Ｏ4：表示控制組Ａ之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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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5：表示控制組Ｂ之前測。 

Ｏ6：表示控制組Ｂ之後測。 

 

第四節研究步驟與流程 

根據上述研究的架構，本研究之研究步驟與流程如下。 

ㄧ、蒐集相關資料 

 根據研究動機，蒐集並閱讀近五年內虛擬實境、產品知覺、創意

設計表現之相關文獻及國內外相關研究，以形成初步研究方向。 

二、界定研究方向與主題 

根據所蒐集相關的資料以及與指導教授的討論，界定本研究的主

題、研究目的。 

三、文獻探討 

 針對研究方向，進行文獻探討。針對虛擬實境應用、科技產品知

覺、產品創意設計表現做深入探討。 

四、擬定研究計畫 

經文獻探討及分析，擬定研究步驟與進度，以確定研究畫，作為

本研究進行之依據。 

五、編製教學活動及教材 

 根據教學活動所蒐集到的虛擬實境應用之範例，編制相關實驗課

程內容，以及使用 3Ds Ｍax 與 Virtools 製作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相關

教材，並安排教學實驗的進度。 

六、選定實驗班級 

根據本研究之需求及現實狀況考量，選擇最適當之研究對象，以

台北市某國中九年級六個班級為實驗對象，其中兩個班作為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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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四個班為控制組。 

七、實施量表預試 

針對該校九年級除了研究對象三個班之外的一個班級，進行產品

認知測研量表預試，並分析學生在造型、材質、結構、功能四個項目

中的作答結果，修改量表中的試題內容，建立本量表之信度與效度。 

八、進行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前測 

針對實驗對象學生進行產品認知測驗前測、並針對學生前項課程

活動的產品進行產品認知測驗與構想創意評量表之前測。 

九、實施教學活動 

正式實施教學實驗相關課程，實驗組實施以虛擬實境教學模組作

為教學活動過程中之教學範例，兩組控制組分別實施以圖片與文字簡

報檔案、以及實體物品作為教學活動過程中之教學範例。 

十、進行產品認知後測與創意設計評量 

學生接受產品認知後測與創造力表現量表之評量，蒐集相關測驗

資料，分別以「產品認知測驗」對學生產品認知感受度進行測驗與分

析，「構想創意評量表」與「產品創意評量表」對學生的學習單與創

意設計實作作品進行評量與分析。 

十一、分析實驗資料統計結果 

以平均數、標準差、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共變數分析整理與統

計分析所蒐集資料，並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作相關分析與探討。 

十二、提出結論與建議 

 依據實驗資料的統計與分析，呈現出本研究的發現，並提出本研

究的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步驟，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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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 

 

第五節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本研究使用生活科技領域中設計與製

作單元『創意座椅設計製作活動』進行實驗教學活動，並且使用3Ds 

界定研究方向與主題  

文獻探討  

擬定研究計畫  

編製教學活動及教材  

選定實驗班級  

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前測  

實施教學活動  

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表現後測  

分析實驗資料統計結果  

提出結論與建議  

實施量表預試  

蒐集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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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與Virtools軟體發展虛擬實境教學模組，使用之研究工具包含「產

品認知測驗」、「構想創意評量表」與「產品創意評量表」來評量學

生在產品認知與創意設計上的表現，教學教材與評量表分別敘述如下。 

壹、創意座椅設計製作教學活動 

一、活動內容 

本研究參考汪殿杰（2008a）在《高中生活科技學科中心》

「教材及典範示例教學觀摩的研習」教材所發表的「3D電腦輔助

設計-以座椅設計為例」教學活動，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

究設計做修改。教材內容則是參考教育部審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分段能力指標「設計與製作」作為編製教材、

實施教學之依據。本活動之特色在不同類別之產品可以藉由

Virtools軟體製作成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讓學生做各式的操作與

互動、且學生作品設計方向可以由「樣式」、「材質」、「結

構」、「機能」等方面去加以發揮。教學活動之上課時間為每節

45分鐘，每週 1節課，共計教學 12週 540分鐘。 

本研究教學活動之程序步驟設定為（1）座椅實例的觀察與討

論、（2）設計創意座椅產品、（3）設計製作所需之手工具操作

與材料加工說明、（4）學生創意產品發表展示。每週的教學活動

內容分別說明如表 3-3。其中第 2、3、4、6、8這五週在電腦教室

進行教學活動，課程中學生可自由探究操作教學範例來設計、修

改其座品設計，其餘週數在生活科技教室進行實作與展示作品課

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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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教學活動流程 

*記號表示為有不同實驗處理之週次 

 

二、信度與效度 

 教學活動參考參考汪殿杰（2008a）在《高中生活科技學科

中心》「教材及典範示例教學觀摩的研習」教材所發表的「3D電

腦輔助設計-以座椅設計為例」教學活動，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與研究設計做修改，內容主要以國中九年一貫的「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之分段能力指標中「設計與製作」為教材編制範圍。

主要課程活動為藉由不同的教學範例，在學生所感受到不同的認

知後，產生不同的創意構想設計，並且能夠操作工具的來製作出

設計的作品，符合本研究中科技產品認知及創意設計表現所需，

針對此領域課程設計之教學活動，其來源與內容具有表面效度。 

本研究之教學活動設計在編製過程中委請台師大科技系的大

學教授與實驗學校的資深國中生活科技教師的審查、修正。 

 

週次 活動內容 
實驗組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第 1週 活動介紹、分組、產品認知測驗前測。 
第 2週* 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

組引導創意思考。 
使用文字與圖片簡報

檔引導創意思考。 
使用實體物品引導創

意思考。 
第 3週* 發展創意構想、設計草圖。 
第 4週* 設計草圖說明、擬定製作程序。 
第 5週 製作作品。 
第 6週* 修改設計草圖。 
第 7週 製作作品。 
第 8週* 修改設計草圖。 
第 9週 製作作品。 
第 10週 製作作品。 
第 11週 製作作品。 
第 12週 作品評量，產品認知測驗後測，繳交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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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 

一、模組建置的步驟 

本研究之教學模組建置，根據在創意座椅設計製作的活動內

容中，教師需要使用之範例來建置模組，模組的建置分為使用材

質、特殊造型設計、機構模式以及功能組合四個類別，主要以先

前學生優秀作品為主要教學範例，並尋找市面上現有適合的產品

教材範例。教學活動時以上述四項種類分別呈現，介紹給學生並

引導其在創意設計中各個方向的思考。 

教材分類之後，使用 NEXTENGINE的 Desktop 3D Scanner進

行掃描，將其組合為一 3D模型，之後利用 3ds Max軟體進行修飾。

若是特殊造型的範例可能無法掃描出完整模型，則尋找外界專業

3D掃瞄建模之公司協助。 

在模型掃描建立完之後，將模型轉檔以及匯入 Virtools軟體之

中，Virtools主要用途為互動行為設定，並不具有建模的功能，除

了物件模型的匯入之外，也可以依照各範例的特性，匯入不同的

聲音、影片等。之後即可利用 Virtools內建的各種設定來對物件建

立各種不同的屬性及互動行為。 

在 Virtools中製作完物件模型之後，輸出成網頁檔，讓學生能

夠透過個人電腦設備的瀏覽器播放，並且執行各種操作來與場景

中的物件做互動。 

 二、效度 

本研究之教學的範例模組篩選過程中，先蒐集各樣式的座椅

產品，接著使用共識評量來篩選，由台師大科技系的大學教授與

該系所科技教育組的七位同學共同篩選，以本實驗研究向度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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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標準，最後每個研究向度選出最適切的兩個產品做為教學範例

來建製模組。 

 

參、產品認知測驗 

產品認知測驗為本研究者根據教學活動內容，自行發展與設計出

教學活動內容相關的成就測驗，藉以評量學生對於教學活動中的科技

產品認知表現。 

一、測驗內容 

測驗中題目的主題以本課程活動中教師所使用到的教學範例

為主，並根據茅仲宇（2004）座椅造型要素之對應關係以及椅子

造型要素調查表之研究結果，分別設計各認知向度的認知測驗題

目。各向度題目分別為「造型」、「材質」、「結構」、「功能」

「整體表現」五個項目。每個主題根據四個項目來發展不同的題

目，每一主題各有八題，總計 40題，並依不同向度選出四題做為

前測、四題做為後測。各試題皆為選擇題，每一題目有四個選項，

學生必須從中選出最正確的答案。 

二、計分方式 

在評分方式，由本研究者針對學生的作答結果進行檢核與評

分，各試題僅有答對與答錯兩種評分，答對選項可得分，答錯則

不予計分，學生的得分愈高，表示學生在產品認知的整體表現愈

好；得分愈低，表示學生在產品認知的整體表現愈差。 

除了整體得分之外，也統計學生在造型、材質、結構、功能

四個項目的題目中，學生個別得分的情況，藉以瞭解學生在各個

項目的表現與各項目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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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與效度 

試題設計完後，以實驗學校的九年級，除了研究對象之外的

班級，進行產品認知測驗評量表的預試，分析學生在造型、材質、

結構、功能四個項度的評分結果， 

信度：本研究採用  alpha 係數進行信度分析，

值為.756。 

效度：本研究採用的內容效度為專家內容效度，量表編製過

程中由台師大科技系的大學教授與實驗該校資深的生活科技教師

修正與評定，具有良好的效度，綜合以上所述，此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與效度。 

肆、創意設計表現評量表 

本研究分別以「構想創意評量表」及「產品創意評量表」來評量

學生學習單以及創意作品，以作為創意設計表現。 

一、構想創意評量表 

依據王保堤（2005）「構想創意評量表」，並針對本研究之

「創意座椅設計製作活動」的研究目的與實驗設計加以修改。 

(ㄧ) 量表內容 

構想創意評量表的將評量項度區分為「奇特性」、「新穎

性」、「可行性」、「價值性」四個項度，再針對每一個項度

加以分析。構想創意評量表針對學生的學習單進行評量，為本

研究藉以評鑑學生創意設計表現的主要項目。 

(二) 記分方式  

在創意設計的評分，由該校生活科技教師協同本研究者來擔

任評分的工作，給分時依照以下幾個項度：奇特性、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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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價值性，依 Likert五點量表型式來評分，每個題目皆

分為「極佳」、「佳」、「普通」、「差」、「極差」五個選

項。評分者可在量表中勾選與自己評鑑最接近的選項作為評分，

「極佳」給 5分、「佳」給 4分、「普通」給 3分、「差」給

2分、「極差」給 1分。量表中各項度之分數愈高即代表該生

在其項度的表現愈好，總量表得分愈高即代表該生創意設計表

現愈好。 

 (三) 信度與效度 

內部一致信度：本研究採用  係數進行信

度分析， 值為.894。 

評分者信度：本研究委請實驗該校資深的生活科技教師與研

究者分別進行評分，並將評分結果透過 Spearman s rho相關係

數分析，得到評分者信度分別為：奇特性項目為.813、新穎性

項目為.799、可行性項目為.853、價值性項目為.802、總分項目

為.837。由此可知，此評量之評分者所評分數之間的一致性相

當高，如表 3-4所示。 

 
表 3-4 評分者信度之 Spearman s rho係數摘要表 

構想創意量表 Spearman s rho係數 評分者人數 
奇特性 .813 2 
新穎性 .799 2 
可行性 .853 2 
價值性 .802 2 
總分 .8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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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創意評量表 

本研究主要依據李大偉、張玉山（2002）之「木工作品創作

創新程度評量表」，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實驗設計作修改

為「產品創意量表」。 

(ㄧ) 量表內容 

「產品創意評量表」的評量作品項度先區分為「造型」、

「材質」、「結構」、「功能」、「整體評分」五個向度，再

針對每一個項度加以分析，將針對學生的「創意表現」進行評

量，為本研究藉以評鑑學生創意設計表現的次要項目。 

(二) 記分方式  

在創意設計的評分，由該校生活科技教師協同本研究者來擔

任評分的工作，給分時依照以下幾個向度：造型、材質、結構、

功能、整體評分，依 Likert五點量表型式來作評分，每個題目

皆分為「極佳」、「佳」、「普通」、「差」、「極差」五個

選項。評分者可在量表中勾選與自己評鑑最接近的選項作為評

分，「極佳」給 5分、「佳」給 4分、「普通」給 3分、「差」

給 2分、「極差」給 1分。量表中各項度之分數愈高即代表該

生在其項度的表現愈好，總量表得分愈高即代表該生創意設計

表現愈好。 

(三) 信度與效度 

內部一致信度：本研究採用  係數進行信

度分析， 值為.784 

評分者信度：本研究委請實驗該校資深的生活科技教師與研

究者分別進行評分，並將評分結果透過 Spearman s rho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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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分析，得到評分者信度分別為：造型項目為.827、材質項目

為.861、結構項目為.788、功能項目為.822、整體表現項目

為.880、總分項目為.863。由此可知，此評量之評分者所評分數

之間的一致性相當高，如表 3-5所示。 

 
表 3-5 評分者信度之 Spearman s rho係數摘要表 

構想創意量表 Spearman s rho係數 評分者人數 
造型 .827 2 
材質 .861 2 
結構 .788 2 
功能 .822 2 
整體表現 .880 2 
總分 .863 2 

 

第六節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分為「產品認知測驗」、「構想創意評量表」

與「產品創意評量表」三部份。 

產品認知測驗在教學活動前後對學生進行前、後測。構想創意評

量表與產品創意評量表則在教學活動後，針對學生學習單與創意作品

進行後測。 

資料蒐集整理完畢之後，以 SPSS 19套裝程式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

分析，各項考驗分析採用 ＝0.05的顯著水準。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整理之後，將採用平均數、標準差、t檢定、單

因子變異數、共變數分析，根據研究目的來分析所蒐集到資料，以瞭

解各變項之間的差異與影響。 

一、t 檢定 

分析學生產品認知測驗的造型、材質、機構、功能、整體五個項

目的測驗結果，比較學生在不同教學模式前、後測分數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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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學生產品認知測驗的造型、材質、機構、功能、整體五個項

目的測驗結果，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組別的學生後測分

數的差異情形。 

分析學生在構想創意量表中的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

四個項目與產品創意評量表中的造型、材質、結構、功能、整體評分

五個項目的測驗結果，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了解進行虛擬實境

的教學模組實驗之後，不同組別的學生在構想創意量表中的奇特性、

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四個項目與產品創意評量表中的造型、材質、

結構、功能、整體表現五個項目的差異情形。 

三、共變數分析 

分析學生在產品創意評量表中的造型、材質、結構、功能、整體

評分五個項目的測驗結果，以各項目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量，進行獨立

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了解進行虛擬實境的教學模組實驗之後，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產品創意評量表中的造型、材質、結構、功能、整

體表現五個項目的差異情形。 

  

 

 

 

 

 

 

 

 

 



52  
  

 

 

 

 

 



!"#

#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實驗所得相關資料，針對本研究之待答問題，藉由統計方

法進行分析與討論，本研究結果主要在瞭解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學

生「產品認知」、「構想創意」與「作品創意」表現之關係。以下將研

究結果分五節呈現：（1）受試者的基本資料與研究變項各向度的描述

統計結果；（2）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產品認知之影響；（3）虛

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構想創意表現之影響；（4）虛擬實境教學模

組對國中生作品創意表現之影響；（5）綜合討論。 

 

第一節受試者的基本資料與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結果 

壹、受試者的基本資料 

本研究實驗樣本人數共100人，依照使用不同的教學模組分為：使

用虛擬實境教學範例的實驗組、使用投影片圖片範例的控制組一以及使

用實體範例物品的控制組二，其基本資料次數分配如表4-1-1所示。比例

上，女生42人，佔總人數的42%，男生58人，佔總人數的58%，顯示男

生人數多於女生。各組別人數分別為實驗組36人，女生19人，佔總人數

的52.8%，男生17人，佔總人數的47.2%，男生人數略多於女生；控制組

一33人、女生12人，佔總人數的36.4%，男生21人，佔總人數的63.6%，

男生人數多於女生；控制組二31人，女生11人，佔總人數的35.5%，男

生20人，佔總人數的64.5%，男生人數多於女生。 

表4-1-1研究樣本次數分配表 
 男生 百分比 女生 百分比 合計 

實驗組 17 47.2% 19 52.8% 36 
控制組一 21 63.6% 12 36.4% 33 
控制組二 20 64.5% 11 35.5% 31 
總計 58 58% 42 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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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變項各向度的描述統計結果 

本研究主要的依變項有產品認知、創意設計表現。產品認知分為整

體、材質、結構、造型、功能五個向度。創意設計表現分為構想創意與

作品創意，構想創意包含奇特性（材料、造型、結構）、新穎性（原創

的、少見的）、可行性（構想可行、精密完整）、價值性（精緻美觀、

功能強大、多用途）四個向度，每個向度又各分為二或三個小項；作品

創意包含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整體表現五個向度。以下分別呈現

各研究變項中各個向度的描述統計結果。 

一、產品認知的描述統計結果 

國中生在產品認知測驗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1-2、表 4-1-3

與表 4-1-4所示。產品認知測驗分為整體、材質、結構、造型、功

能五個向度，每一向度的題數共有四題，總共 20題，每題 5分，

滿分為 100分。產品認知測驗於第一堂課與最後一堂課分別進行前

測與後測。 

 
表 4-1-2實驗組產品認知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項 前測平均數 前測標準差 後測平均數 後測標準差 
整體 12.5 3.16 16.74 2.45 
材質 8.19 3.62 15.35 2.40 
結構 10.07 2.83 16.32 2.64 
造型 4.93 3.90 11.39 2.89 
功能 10.63 3.89 11.32 2.64 
總分 46.32 7.26 71.11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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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控制組一產品認知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項 前測平均數 前測標準差 後測平均數 後測標準差 
整體 11.36 3.13 11.89 2.26 
材質 8.18 3.61 9.39 1.98 
結構 10.98 2.79 12.88 2.35 
造型 4.85 2.25 7.27 2.53 
功能 10.98 2.65 11.82 2.36 
總分 46.36 7.07 53.26 5.43 

 

表 4-1-4控制組二產品認知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項 前測平均數 前測標準差 後測平均數 後測標準差 
整體 12.10 2.51 13.23 2.16 
材質 7.66 3.65 9.60 2.75 
結構 10.73 3.18 10.40 2.59 
造型 4.84 2.73 7.43 2.11 
功能 10.56 3.52 10.89 2.70 
總分 45.89 9.59 51.54 6.32 

 

二、構想創意的描述統計結果 

國中生在構想創意表現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1-5、表 4-1-6

與表 4-1-7所示。構想創意量表分為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

值性四個向度，奇特性分為三題項、新穎性分為二題項、可行性分

為二題項、價值性分為三題項。構想創意量表共 10個題項，五等

第評分，分數範圍為 20~100分。針對學生設計圖進行評分。 

 
表 4-1-5構想創意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項 實驗組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奇特性-材料 6.21 2.16 5.26 2.21 5.08 2.08 
奇特性-造型 6.54 1.80 5.80 2.06 5.26 2.23 
奇特性-結構 6.28 1.95 5.15 1.76 4.95 1.90 
奇特性-總分 19.03 5.05 16.21 4.15 15.29 4.68 
新穎性-原創的 6.46 1.91 5.36 2.04 5.68 2.27 
新穎性-少見的 6.61 2.09 5.35 2.44 5.76 2.40 
新穎性-總分 13.07 3.71 10.71 3.42 11.4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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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構想創意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續) 

變項 實驗組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可行性-構想可行 5.99 1.86 4.15 1.98 5.31 1.64 
可行性-精密完整 5.92 2.82 3.91 2.49 4.32 2.76 
可行性-總分 11.90 4.52 8.06 4.08 9.63 4.02 
價值性-精緻美觀 6.26 1.63 5.18 1.36 5.53 1.56 
價值性-功能強大 4.97 1.81 4.36 1.68 4.77 1.47 
價值性-多用途 5.53 2.00 4.76 1.64 5.03 1.57 
價值性-總分 16.69 3.46 14.30 3.37 15.10 3.16 
總分 59.69 11.57 49.50 11.09 50.79 12.87 

 
三、作品創意的描述統計結果 

國中生在作品創意表現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1-5、表 4-1-6

與表 4-1-7所示。作品創意量表分為材質、造型、結構、功能、整

體表現五個向度，構想創意量表共 5個題項，五等第評分，分數範

圍為 20~100分。針對學生作品進行評分。 

 
表 4-1-6作品創意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項 
實驗組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材質 14.44 3.46 13.03 3.46 12.32 3.78 
造型 16.39 3.56 13.94 3.60 13.10 3.17 
結構 14.39 3.12 14.36 3.64 13.61 2.75 
功能 14.17 3.22 13.45 3.76 11.42 2.49 
整題表現 15.44 2.87 13.88 3.39 12.71 3.20 
總分 74.83 11.66 68.67 11.71 63.16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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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產品認知之影響 

本節首先用相依樣本t檢定考驗國中生在產品認知量表中五個向度

的測驗結果，比較學生在不同教學方法前、後測的差異情形。並以單因

子變異數來分析學生在產品認知的分數是否有差異。 

壹、國中生產品認知之差異 

為探討國中生在使用不同教學模組後產品認知的差異情形，分別以

產品認知的五個向度:整體、材質、結構、造型、功能以及總分的前、後

測分數作為配對變項，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其平均數、標準差及t檢

定結果見表4-2-1。 

 
表4-2-1三組學生產品認知t檢定摘要表 
組別 向度 平均差 標準差 t 自由度 p 

實驗組 

整體前測-整體後測 -4.236 3.208 -7.922 35 0.000 
材質前測-材質後測 -7.153 3.171 -13.535 35 0.000 
結構前測-結構後測 -6.250 3.076 -12.190 35 0.000 
造型前測-造型後測 -6.458 3.554 -10.902 35 0.000 
功能前測-功能後測 -0.694 3.761 -1.108 35 0.276 
前測總分-後測總分 -24.792 7.846 -18.958 35 0.000 

控制組

一 

整體前測-整體後測 -0.530 1.741 -1.750 32 0.090 
材質前測-材質後測 -1.212 3.808 -1.829 32 0.077 
結構前測-結構後測 -1.894 1.657 -6.565 32 0.000 
造型前測-造型後測 -2.424 1.925 -7.235 32 0.000 
功能前測-功能後測 -0.833 2.474 -1.935 32 0.062 
前測總分-後測總分 -6.894 5.695 -6.954 32 0.000 

控制組

二 

整體前測-整體後測 -1.129 1.807 -3.478 30 0.002 
材質前測-材質後測 -1.935 1.905 -5.657 30 0.000 
結構前測-結構後測 0.323 1.676 1.072 30 0.292 
造型前測-造型後測 -2.587 2.281 -6.316 30 0.000 
功能前測-功能後測 -0.323 4.220 -0.426 30 0.673 
前測總分-後測總分 -5.652 6.909 -4.555 30 0.000 

* p<.05,**p<.01 
 
由表4-2-1得知實驗組在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之後，國中學生在產

品認知的各項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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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 

實驗組後測分數（M =16.74, SD =2.45）顯著的高於前測分數（M 

= 12.50, SD = 3.16），t(35) = -7.922, p < .05, d = 1.32。 

控制組一後測分數（M = 11.89, SD = 2.26）與前測分數（M = 

11.36, SD = 3.13）沒有顯著的差異，t(32) = -1.750, p > .05, d = 0.30。 

控制組二後測分數（M = 13.23, SD = 2.16）顯著的高於前測分

數（M = 12.10, SD = 2.51），t(30) = -3.478, p < .05, d = 0.62。 

實驗組與控制組二皆有顯著差異，而從效果值來看，實驗組產

生的差異又高於控制組（d = 1.32 > d = 0.62）。 

二、材質 

實驗組後測分數（M = 15.35, SD = 2.40）顯著的高於前測分數

（M = 8.19, SD = 3.62），t(35) = -13.535, p < .05 , d = 2.26。 

控制組一後測分數(M =9.39, SD =1.98)與前測分數（M = 8.18, 

SD = 3.61）沒有顯著的差異，t(32) = -1.829, p > .05, d = 0.26。 

控制組二後測分數（M = 9.60, SD = 2.75）顯著的高於前測分數

（M = 7.66, SD = 3.65），t(30) = -5.657, p < .05, d = 1.02。 

實驗組與控制組二皆有顯著差異，而從效果值來看，實驗組產

生的差異又高於控制組（d = 2.26 > d = 1.02）。 

三、結構 

實驗組後測分數（M = 16.32, SD = 2.64）顯著的高於前測分數

（M = 10.07, SD = 2.83），t(35) = -12.190, p < .05, d = 2.03。 

控制組一後測分數（M = 12.88, SD = 2.35）顯著的高於前測分

數（M =10.98, SD = 2.79），t(32) = -6.565, p < .05, d = 1.14。 

控制組二後測分數（M = 10.40, SD = 2.59）與前測分數（M = 

10.73, SD = 3.18）沒有顯著的差異，t(30) = 1.072, p > .05, d =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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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與控制組一皆有顯著差異，而從效果值來看，實驗組產

生的差異又高於控制組（d = 2.03 > d = 1.41）。 

四、造型 

實驗組後測分數（M = 11.39, SD = 2.89）顯著的高於前測分數

（M = 4.93, SD = 3.90），t(35) = -10.902, p < .05, d = 1.82。 

控制組一後測分數（M = 7.27, SD = 2.53）顯著的高於前測分數

（M = 4.85, SD = 2.25），t(32) = -7.235, p < .05, d = 1.26。 

控制組二後測分數（M = 7.43, SD = 2.11）顯著的高於前測分數

（M = 4.84, SD = 2.73），t(30) = -6.316, p < .05, d = 1.00。 

三組的學生皆有顯著差異，而從效果值來看，實驗組的效果為

三組之中最好的 （d = 1.82 > d = 1.26 > d = 1.00）。 

五、功能 

實驗組後測分數（M = 11.32, SD = 2.64）與前測分數（M = 10.63, 

SD = 3.89）沒有顯著的差異，t(35) = -1.108, p > .05, d = 0.18。 

控制組一後測分數（M = 11.82, SD = 2.36）與前測分數（M = 

10.98 , SD = 2.65）沒有顯著的差異，t(32) = -1.108, p > .05, d = 0.34。 

控制組二後測分數（M = 10.89, SD = 2.70）與前測分數（M = 

10.56, SD = 3.52）沒有顯著的差異，t(30) = -0.426, p > .05, d = 0.08。 

三組的學生皆沒有顯著差異。 

六、總分 

實驗組後測的總分（M = 71.11, SD = 5.75）顯著的高於前測的

總分（M = 46.32, SD = 7.26），t(35) = -18.195, p < .05, d = 3.16。 

控制組一後測的總分（M = 53.26, SD = 5.43）顯著的高於前測

的總分（M = 46.36, SD = 7.07），t(32) = -6.954, p < .05, d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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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二後測的總分（M = 51.54, SD = 6.32）顯著的高於前測

的總分（M = 45.89, SD = 9.59），t(30) = -4.555, p < .05, d = 0.82。 

三組的學生皆有顯著差異，而從效果值來看，實驗組的效果為

三組之中最好的 （d = 3.16 > d = 1.21 > d = 0.82）。 

貳、 不同教學模組對國中生產品認知之差異 

為探討使用不同教學模組對國中生在產品認知的差異情形，分別以

產品認知的五個向度:整體、材質、結構、造型、功能以及總分的後測分

數作為依變數，以組別做為自變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其 F值、

p值、效果量以及各組的平均數及標準差來分析國中學生在使用不同教

學方法後產品認知的差異情形。 

一、同質性檢定 

在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前必須先檢定各組的變異數是否相

等，由表4-2-2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可知，產品認知各向度在同質性檢

定之 p 值皆大於0.05，關於變異數相等的虛無假設必須接受，表示

各組學生在後測總分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 

 
表4-2-2不同組別間產品認知後測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F值 df1 df2 p 
整體後測 0.205 2 97 0.815 
材質後測 1.003 2 97 0.371 
結構後測 0.597 2 97 0.552 
造型後測 2.847 2 97 0.063 
功能後測 0.428 2 97 0.653 
後測總分 0.334 2 97 0.717 

* p<.05,** p<.01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由表4-2-3 ANOVA 摘要表可知，產品認知的整體、材質、造

型、結構以及總分三組學生間皆有顯著差異(整體：p = 0.00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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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p = 0.00 < .05、造型：p = 0.00 < .05、結構：p = 0.00 < .05、

總分：p = 0.00 < .05、)。再由事後比較去觀察是那些組別的平均數

不相同。而功能後測分數的 p = 0.353 > .05，表示功能後測總分在

不同組別之內的平均分數雖然有差異，但未達無顯著。 

 
表4-2-3不同組別間產品認知後測之ANOVA摘要表 
認知向度  SS df MS F p 

整體後測 
組間 434.209 2 217.104 41.048 0.000 
組內 513.041 97 5.289   
總和 947.250 99    

材質後測 
組間 790.502 2 395.251 69.267 0.000 
組內 535.498 97 5.706   
總和 1344.000 99    

結構後測 
組間 593.949 2 296.974 46.365 0.000 
組內 621.301 97 6.405   
總和 1215.250 99    

造型後測 
組間 376.799 2 188.400 28.974 0.000 
組內 630.720 97 6.502   
總和 1007.520 99    

功能後測 
組間 13.910 2 6.955 1.052 0.353 
組內 641.340 97 6.612   
總和 655.250 99    

後測總分 
組間 8092.120 2 4046.060 119.056 0.000 
組內 3296.510 97 33.985   
總和 11388.630 99    

* p<.05,** p<.01 
 

三、事後檢定 

從表4-2-3 ANOVA 摘要表可以知道，總分、整體、材質、結

構、造型的後測分數會因為使用不同教學模組而有不同，在 

ANOVA 表獲得顯著差異之後，從表4-2-4 事後檢定分析可以得知

產品認知的各向度在不同組別之間的差異情形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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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不同組別間產品認知後測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組別 組別 平均差異 標準誤 p 

總分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7.85* 1.40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9.57* 1.43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1.72 1.46 0.469 

整體 
實驗組 控制組一 4.82* 0.55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3.51* 0.56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1.34 0.58 0.058 

材質 
實驗組 控制組一 5.95* 0.58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5.75* 0.59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20 0.60 0.938 

結構 
實驗組 控制組一 3.44* 0.61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5.92* 0.62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2.48* 0.63 0.000 

造型後測 
實驗組 控制組一 4.12* 0.61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3.96* 0.62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15 0.64 0.969 

* p < .05,** p < .01 
 

(一)總分 

從表 4-2-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總分 F(2,97) = 119.056,  p < .05, 
2 = 0.711，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

生（M = 71.11, SD = 5.75）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3.26, 

SD = 5.43）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1.54, SD = 6.32）在產

品認知的後測總分上表現較好。但是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與使

用實體物品的學生兩組在產品認知的後測總分表現上並無顯著

差異。 

(二)整體 

從表4-2-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整體F(2,97) = 41.048, p < .05, 2 = 

0.458，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

（M = 16.74, SD = 2.45）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11.89, 

SD = 2.26）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13.23, SD = 2.16）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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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認知的整體分數上表現較好。但是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與使

用實體物品的學生兩組在產品認知的整體分數表現上並無顯著

差異。 

(三)材質 

從表 4-2-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材質 F(2,97) = 63.267, p < .05, 2 

= 0.588，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

（M = 15.35, SD = 2.40）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9.39, SD 

= 1.98）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9.60, SD = 2.75）在產品認

知的材質分數上表現較好。但是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與使用實

體物品的學生兩組在產品認知的材質分數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四)結構 

從表 4-2-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結構 F(2,97) = 46.365, p < .05, 2 

= 0.485，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

（M = 16.32, SD = 2.64）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12.88, 

SD = 2.35）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10.40, SD = 2.59）在產

品認知的結構分數上表現較好。而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12.88, SD = 2.35）也比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10.40, SD = 

2.59）在產品認知的結構分數上表現較好。 

(五)造型 

從表4-2-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造型F(2,97) = 28.974, p < .05, 2 = 

0.374，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

（M = 11.39, SD = 2.89）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7.27, SD 

= 2.53）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7.43, SD = 2.11）在產品認

知的造型分數上表現較好。但是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與使用實

體物品的學生兩組在產品認知的造型分數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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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構想創意表現之影響 

本節主要分析不同教學模組對國中生在構想創意的影響，比較學生

在使用不同的教學模組後，構想創意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來分

析三組學生的在構想創意的分數是否有差異。 

為探討不同教學模組之間國中生在構想創意表現的差異情形，分別

以構想創意量表的奇特性(材料、造型、結構）、新穎性（原創的、少見

的）、可行性（構想可行、精密完整）、價值性（精緻美觀、功能強大、

多用途）以及構想創意表現總分作為依變數，以組別做為自變數，各別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其 F 值、p 值、效果量以及各組的平均數

及標準差來分析國中學生在使用不同教學方法後構想創意表現的差異

情形。 

壹、同質性檢定 

在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前必須先檢定各組的變異數是否相等，由

表4-3-1各組別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可知，產品認知各向度在同質性檢定之

p 值皆大於0.05，關於變異數相等的虛無假設必須接受，表示各組學生

在後測總分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 

 
表4-3-1不同組別間構想創意表現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構想向度 F值 組間 組內 p 
材料 0.825 2 97 0.440 

造型 1.522 2 97 0.221 

結構 0.529 2 97 0.590 

奇特性總分 2.972 2 97 0.054 

原創的 0.765 2 97 0.467 

少見的 1.430 2 97 0.242 

新穎性總分 2.670 2 97 0.072 

構想可行 1.100 2 97 0.335 

精密完整 2.433 2 97 0.090 

可行性總分 1.475 2 97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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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不同組別間構想創意表現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續) 
構想向度 F值 組間 組內 p 
精緻美觀 0.384 2 97 0.682 

功能強大 1.846 2 97 0.161 

多用途 2.351 2 97 0.098 

價值性總分 0.589 2 97 0.556 

總分 2.900 2 97 0.057 

* p<.05,** p<.01 
 

貳、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由表4-3-2 ANOVA 摘要表可知，構想創意的的奇特性（材料：p = 

0.005 < .05、造型：p = 0.001 < .05、結構：p = 0.000 < .05、總分：p = 

0.000<.05）、新穎性（原創的：p = 0.007 < .05、少見的：p = 0.005 < .05、

總分：p = 0.001 < .05）、可行性（構想可行：p = 0.000 < .05、精密完整：

p = 0.000 < .05、總分：p = 0.000 < .05）、價值性（精緻美觀：p = 0.000 

< .05、多用途：p = 0.035 < .05、總分：p = 0.000 < .05）以及總分：p = 

0.000<.05、皆有顯著差異。再由事後比較觀察那些組別的平均數不相

同。 

表4-3-2不同教學模組對構想創意表現總分之ANOVA摘要表 

構想向度  SS df MS F p 

材料 
組間 50.502 2 25.251 5.448 0.005 
組內 913.093 97 4.635   
總和 963.595 99    

造型 
組間 55.815 2 27.907 6.803 0.001 
組內 808.185 97 4.102   
總和 864.000 99    

結構 
組間 70.211 2 35.105 10.055 0.000 
組內 687.784 97 3.491   
總和 757.995 99    

奇特性 
組間 517.531 2 258.766 11.939 0.000 
組內 4269.749 97 21.674   
總和 4787.280 99    

原創的 
組間 44.099 2 22.049 5.155 0.007 
組內 842.696 97 4.278   
總和 886.79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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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不同教學模組對構想創意表現總分之 ANOVA摘要表(續) 
構想向度  SS df MS F p 

少見的 
組間 57.553 2 28.777 5.412 0.005 
組內 1047.467 97 5.317   
總和 1105.020 99    

新穎性 
組間 202.330 2 101.165 7.270 0.001 
組內 2741.425 97 13.916   
總和 2943.755 99    

構想可行 
組間 117.572 2 58.786 17.447 0.000 
組內 662.648 97 3.364   
總和 780.220 99    

精密完整 
組間 155.977 2 77.989 10.725 0.000 
組內 1432.503 97 7.272   
總和 1588.480 99    

可行性 
組間 516.475 2 258.238 14.458 0.000 
組內 3518.545 97 17.861   
總和 4035.020 99    

精緻美觀 
組間 42.280 2 21.140 9.148 0.000 
組內 455.240 97 2.311   
總和 497.520 99    

功能強大 
組間 13.124 2 6.562 2.367 0.096 
組內 546.056 97 2.772   
總和 559.180 99    

多用途 
組間 21.119 2 10.559 3.421 0.035 
組內 608.001 97 3.086   
總和 629.120 99    

價值性 
組間 205.743 2 102.872 9.226 0.000 
組內 2196.637 97 11.150   
總和 2402.380 99    

總分 
組間 4272.968 2 2136.484 15.246 0.000 
組內 27606.052 97 140.132   
總和 31879.020 99    

* p<.05,** p<.01 

參、事後檢定 

從表4-3-2 ANOVA 摘要表可以知道，總分、奇特性(材料、造型、

結構、總分)、新穎性(原創的、少見的、總分)、可行性(構想可行、精密

完整、總分)、價值性(精緻美觀、多用途、總分)的後測分數會因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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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學模組而有不同，在 ANOVA 表獲得顯著差異之後，從表4-3-3、

表4-3-4、表4-3-5、表4-3-6、表4-3-7事後檢定分析可以得知構想創意的

各向度在不同組別之間的差異情形究竟為何。 

一、構想創意總分事後檢定 

從表4-3-3 事後檢定分析得知總分F(2,97) = 15.246, p < .05, 2 = 

0.134，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 

59.69, SD = 11.57）在構想創意總分上有顯著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

學生（M = 49.50, SD = 11.09）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0.79, SD 

= 12.87）。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49.50, SD = 11.09）在構

想創意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0.79, SD = 12.87）沒有

顯著差異。 

 
 表4-3-3 不同教學模組對構想創意表現總分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組別 組別 平均差異 標準誤 p 

總分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0.19* 2.02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8.90* 2.05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10.19* 2.02 0.000 

 * p<.05,** p<.01 

 

二、構想創意奇特性事後檢定 

從表4-3-2可以知道，構想創意「奇特性」中的材料、造型、結

構以及總分在三組學生中至少有一組的平均數與其他組別有顯著

差異，以下分別討論奇特性各項的事後檢定。 

(一)奇特性總分 

從表4-3-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奇特性總分F(2,97) = 11.939, p 

< .05, 2 = 0.108，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

組的學生(M = 19.03, SD = 5.05)在構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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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16.21, SD = 4.15)與使用實

體物品的學生(M = 15.29, SD = 4.68)。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

(M = 16.21, SD = 4.15)在構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

物品的學生(M = 15.29, SD = 4.68)沒有顯著差異。 

(二)材料 

從表4-3-4 事後檢定分析得知材料F(2,97) = 5.488, p < .05, 2 = 

0.052，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 6.21, SD = 2.16)在「材料」構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有顯著高於

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26, SD = 2.21)與使用實體物品的

學生(M = 5.08,SD = 2.08)。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26, 

SD = 2.21)在「材料」構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

學生(M = 5.08, SD = 2.08)沒有顯著差異。 

(三)造型 

從表4-3-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造型F(2,97) = 6.803, p < .05, 2 = 

0.065，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 6.54, SD = 1.78)在「造型」構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有顯著高於

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26, SD = 2.23)。而使用虛擬實境教學

模組的學生(M = 6.54, SD = 1.78) 在「造型」構想創意奇特性總

分上與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80, SD = 2.06)沒有顯著差

異，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80, SD = 2.06)在「造型」構

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26, SD = 2.23)

也沒有顯著差異。 

(四)結構 

從表4-3-4事後檢定分析得知結構F(2,97) = 5.488, p < .05, 2 = 

0.093，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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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SD = 1.94)在「結構」構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有顯著高於

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15, SD = 1.76)與使用實體物品的

學生(M = 4.95, SD = 1.89)。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5.15, 

SD = 1.76)在「結構」構想創意奇特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

學生(M = 4.95, SD = 1.89)沒有顯著差異。 

 
 表4-3-4不同教學模組對構想創意表現奇特性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組別 組別 平均差異 標準誤 p 

材料 
實驗組 控制組一 0.95* 0.37 0.028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13* 0.37 0.008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18 0.38 0.888 

造型 
實驗組 控制組一 0.74 0.35 0.085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28* 0.35 0.001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55 0.36 0.283 

結構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13* 0.32 0.001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33* 0.32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20 0.33 0.818 

奇特性 
實驗組 控制組一 2.82* 0.79 0001 
實驗組 控制組二 3.74* 0.81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92 0.82 0.503 

 * p<.05,** p<.01 

 

三、構想創意奇特性事後檢定 

從表4-3-2可以知道，構想創意「新穎性」中的原創的、少見的

以及總分在三組學生中至少有一組的平均數與其他組別有顯著差

異，以下分別討論新穎性各項的事後檢定。 

(一)新穎性總分 

從表4-3-5事後檢定分析得知新穎性總分F(2,97) = 7.270, p < .05, 
2 = 0.069，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

生(M = 13.07, SD = 3.71)在構想創意「新穎性」總分上有顯著高

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10.71, SD = 3.42)與使用實體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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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M = 11.44, SD = 4.06)。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10.71, SD = 3.42)在構想創意「新穎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

的學生(M = 11.44, SD = 4.06)沒有顯著差異。 

(二)原創的 

從表4-3-5 事後檢定分析得知原創的F(2,97) = 5.155, p < .05, 2 

= 0.050，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

(M = 6.46, SD = 1.91)在「原創的」構想創意新穎性總分上有顯著

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36, SD = 2.04)。而使用虛擬實

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 6.46, SD = 1.91) 在「原創的」構想創意

新穎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68, SD = 2.27)沒有

顯著差異，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36, SD = 2.04)在「原

創的」構想創意新穎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68, 

SD = 2.27)也沒有顯著差異。 

(三)少見的 

從表4-3-5事後檢定分析得知少見的F(2,97) = 5.412, p < .05, 2 = 

0.052，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 6.61, SD = 2.09)在「少見的」構想創意新穎性總分上有顯著高

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35, SD = 2.44)。而使用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的學生(M = 6.61, SD = 2.09) 在「少見的」構想創意新

穎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76, SD = 2.40)沒有顯

著差異，且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5.35, SD = 2.44)在「少見

的」構想創意新穎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76, SD 

= 2.40)也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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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3-5不同教學模組對構想創意表現新穎性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組別 組別 平均差異 標準誤 p 
原創的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10* 0.35 0.006 

實驗組 控制組二 0.78 0.36 0.077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31 0.37 0.667 

少見的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26* 0.39 0.004 
實驗組 控制組二 0.85 0.40 0.085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41 0.41 0.575 

新穎性 實驗組 控制組一 2.36* 0.64 0.001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63* 0.65 0.033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72 0.66 0.517 

 * p<.05,** p<.01 

 

四、構想創意可行性事後檢定 

從表4-3-2可以知道，構想創意「可行性」中的構想可行、精密

完整以及總分在三組學生中至少有一組的平均數與其他組別有顯

著差異，以下分別討論新穎性各項的事後檢定。 

(一)可行性總分 

從表4-3-6 事後檢定分析得知可行性總分F(2,97) = 14.458, p 

< .05, 2 = 0.128，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

組的學生(M = 11.90, SD = 4.52)在構想創意「可行性」總分上有

顯著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8.06, SD = 4.08)與使用實

體物品的學生(M = 9.63, SD = 4.02)。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8.06, SD = 4.08)在構想創意「可行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

的學生(M = 9.63, SD = 4.02)沒有顯著差異。 

(二)構想可行 

從表4-3-6事後檢定分析得知構想可行F(2,97)= 17.447, p < .05, 
2 = 0.151，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

生(M = 5.99, SD = 1.86)在「構想可行」構想創意可行性總分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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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4.15, SD = 1.98)。且使用實

體物品的學生(M = 5.31, SD = 1.64)在「構想可行」構想創意可行

性總分上也有顯著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4.15, SD = 

1.98)。而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 5.99, SD = 1.86)在

「構想可行」構想創意可行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5.31, SD = 1.64)則沒有顯著差異。 

(三)精密完整 

從表4-3-6事後檢定分析得知精密完整F(2,97) = 10.73, p < .05, 
2 = 0.098，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

生(M = 5.92, SD = 2.82)在「精密完整」構想創意可行性總分上有

顯著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3.91, SD = 2.49)與實體物

品的學生(M = 4.32, SD = 2.76)。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 

3.91, SD = 2.49)在「精密完整」構想創意可行性總分上與使用實

體物品的學生(M = 4.32, SD = 2.76)沒有顯著差異。 

 

 表4-3-6不同教學模組對構想創意表現可行性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組別 組別 平均差異 標準誤 p 

構想可行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84* 0.31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0.68 0.32 0.085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1.16* 0.32 0.001 

精密完整 
實驗組 控制組一 2.01* 0.46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59* 0.48 0.002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41 0.47 0.662 

可行性 
實驗組 控制組一 3.84* 0.72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2.27* 0.73 0.006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1.57 0.75 0.093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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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構想創意價值性事後檢定 

從表4-3-2可以知道，構想創意「價值性」中的精緻美觀、多用

途以及總分在三組學生中至少有一組的平均數與其他組別有顯著

差異，以下分別討論新穎性各項的事後檢定。 

(一)價值性總分 

從表4-3-7事後檢定分析得知價值性總分F(2,97) = 9.226, p < .05, 
2 = 0.086，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

生(M =16.69, SD =3.46)在構想創意「價值性」總分上有顯著高於

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14.30, SD =3.37)與使用實體物品的

學生(M =15.10, SD =3.16)。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14.30, 

SD =3.37)在構想創意「價值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15.10, SD =3.16)沒有顯著差異。 

(二)精緻美觀 

從表4-3-7事後檢定分析得知精緻美觀F(2,97) = 9.148, p < .05, 
2 = 0.085，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

生(M =6.26, SD =1.63)在「精緻美觀」構想創意價值性總分上有

顯著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5.18, SD =1.36)與使用實體

物品的學生(M =5.53, SD =1.56)。而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5.18, SD =1.36)在「精緻美觀」構想創意價值性總分上與使用實

體物品的學生(M =5.53, SD =1.56)沒有顯著差異。 

(三)多用途 

從表4-3-7事後檢定分析得知多用途F(2,97) = 3.421, p < .05, 2 

= 0.034，Tukry事後檢定結果顯示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

(M =5.53, SD =2.00)在「多用途」構想創意價值性總分上有顯著

高於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4.76, SD =1.64)。而使用虛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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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學模組的學生(M =5.53, SD =2.00)在「多用途」構想創意價

值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5.03, SD =1.57)沒有顯著

差異。使用投影片範例的學生(M =4.76, SD =1.64)在「多用途」

構想創意價值性總分上與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5.03, SD 

=1.57)也沒有顯著差異。 

 表4-3-7不同教學模組對構想創意表現價值性之事後檢定 

依變數 組別 組別 平均差異 標準誤 p 

精緻美觀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08* 0.26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0.73* 0.26 0.016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35 0.27 0.395 

多用途 
實驗組 控制組一 0.77* 0.30 0.029 
實驗組 控制組二 0.50 0.30 0.236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28 0.31 0.651 

價值性 
實驗組 控制組一 2.39* 0.57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60* 0.58 0.017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79 0.59 0.373 

 * p<.05,** p<.01 

 

 



!"#

#

第四節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國中生作品創意表現之影響 

 本節主要分析使用不同教學模組對國中生在作品創意的影響，比較

學生在使用不同的教學模組後，作品創意的差異情形。以與共變數分析

來比較使用不同教學模組對國中生在作品創意的分數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使用共變數分析，分別以前一學期的圖文傳播期末作品分數

做為共變量，該項作業內容為學生自訂主題，在一規定大小內設計出該

主題的廣告作品。作品包含了學生的創意構想、實際製作，大部分的學

生作品也不局限於平面的圖畫與文字，而是利用各種材料做出立體或是

可活動的設計，該項作業的表現空間與本次教學活動的作品相類似，足

以做為評量學生在作品創意表現的共變量。 

由表4-4-1所示可知，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產品創意表現總分(F = 

13.945, p < .05)、材質(F = 3.689, p < .05)、造型(F = 15.068, p < .05)、功

能(F = 8.705, p < .05)、整體表現(F = 6.901, p < .05)的後測成績上有顯著

差異，各組學生前後測原始平均分數、標準差與調節平均數、標準差列

示於表4-4-2中。 

表4-4-1不同教學模組對作品創意表現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作品創意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p 

總分 
實驗處理 2777.230 2 1388.615 13.945 0.000 
誤差 9559.697 96 99.580   

材質 
實驗處理 82.273 2 41.136 3.689 0.029 
誤差 1070.614 96 11.152   

造型 
實驗處理 268.496 2 134.248 15.068 0.000 
誤差 855.304 96 8.909   

結構 
實驗處理 31.269 2 15.635 2.106 0.127 
誤差 712.636 96 7.423   

功能 
實驗處理 157.270 2 78.635 8.705 0.000 
誤差 867.210 96 9.033   

整體表現 
實驗處理 143.906 2 71.953 6.901 0.002 
誤差 1000.875 96 10.426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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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2不同教學模組對作品創意表現.之原始分數與調節分數 
作品創意

向度 組別 前測平

均數 
前測標

準誤 
後測平

均數 
後測標

準誤 
調節平

均數 
調整後

標準誤 

總分 
實驗組 71.56 10.85 80.11 8.25 79.51a 1.70 
控制組一 65.94 10.87 69.45 12.12 69.71 a 1.74 
控制組二 64.77 10.55 66.45 9.56 66.88 a 1.81 

材質 
實驗組 14.33 2.77 15.22 3.00 15.19a 0.57 
控制組一 11.76 3.31 13.09 3.64 13.12a 0.60 
控制組二 12.77 3.64 13.29 3.33 13.30 a 0.60 

造型 
實驗組 14.89 3.40 17.67 2.60 14.50 a 0.50 
控制組一 14.18 3.75 14.30 3.47 14.26 a 0.52 
控制組二 12.65 3.88 13.55 3.04 13.79 a 0.55 

結構 
實驗組 14.44 3.48 15.56 2.30 15.52 a 0.46 
控制組一 13.45 3.72 14.55 3.44 14.58 a 0.48 
控制組二 13.81 3.70 14.19 2.27 14.20 a 0.49 

功能 
實驗組 13.00 2.93 15.33 2.62 15.28 a 0.50 
控制組一 12.97 3.01 13.33 3.83 13.28 a 0.53 
控制組二 11.74 3.26 12.13 2.42 12.25 a 0.55 

整體表現 
實驗組 14.89 3.26 16.33 2.77 16.23 a 0.54 
控制組一 13.58 3.00 14.18 3.62 14.26 a 0.57 
控制組二 13.81 3.07 13.29 3.33 13.33 a 0.58 

a.使用下列值估計出現在模式的共變量：總分=67.60、材質=13.00、造型=13.96、結
構=13.92、功能=12.60、整體表現=14.12 

 

由表4-4-1得知，三組學生在「總分」、「材質」、「造型」、「功

能」、「整體表現」的共變數分析有顯著差異(總分F(2,96)=13.945, p<.05；

材質F(2,96) = 3.689, p < .05；造型F(2,96) = 15.068, p < .05；功能F(2,96) = 8.705, 

p < .05；整體表現F(2,96) = 6.901, p <. 05)。由表4-4-5 調節分數與表4-4-6 

成對比較可知，實驗組學生在「總分」、「材質」、「造型」、「功能」、

「整體表現」的表現皆優於控制組一、二的學生。可見，使用虛擬實境

來呈現教學範例，能夠讓學生在作品創意設計表現上以及作品材質、造

型、功能、整體表現上有較好的表現，同樣使用文字與圖片的投影片範

例以及實體物品範例的學生雖然在分數上有所差異，但並未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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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三組學生在「結構」分數上皆沒有顯著差異 p = 0.127 > .05，

由表4-4-2調節分數與表4-4-3成對比較亦可發現，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

的學生(M = 15.52, SD = 0.46) 在作品造型創意分數雖然高於使用投影片

範例的學生(M = 14.58, D = 0.48)以及使用實體物品的學生(M = 14.20, 

SD = 0.49)，但並未顯著。 

表4-4-3不同教學模組對作品創意表現之成對比較 
依變數 組別 組別 平均差異 標準誤 p 

總分 
實驗組 控制組一 9.796* 2.462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2.621* 2.527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2.824 2.498 0.261 

材質 實驗組 控制組一 2.063* 0.849 0.017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890* 0.834 0.026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172 0.842 0.838 

造型 實驗組 控制組一 3.235* 0.722 0.000 
實驗組 控制組二 3.709* 0.754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475 0.757 0.532 

結構 實驗組 控制組一 0.947 0.661 0.155 
實驗組 控制組二 1.321 0.669 0.051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375 0.682 0.584 

功能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996* 0.724 0.007 
實驗組 控制組二 3.029* 0.747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1.033 0.762 0.178 

整體表現 實驗組 控制組一 1.968* 0.790 0.015 
實驗組 控制組二 2.892* 0.799 0.000 
控制組一 控制組二 0.924 0.808 0.256 

* p<.05,** p<.01 



!"#

#

第五節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文獻中的相關研究做一比較與探

討並作為將來相關研究之參考茲將研究發現與比較分述如下。 

 

壹、虛擬實境教學模組與產品認知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不同的媒體來呈現教學範例，未接受教學實驗之前，樣

本學生皆接受產品認知量表前測，經過教學試驗課程後，分別針對三組

學生前後測的成績做成對樣本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實驗組學生在產品認知的總分（t(35) = -18.96）、整體（t(35) = -7.92）、

材質（t(35)= -13.54）、結構（t(35) = -12.19）、造型（t(35)=-10.90）前後測

成績上皆有顯著的提升（p < .01），而功能向度的分數則無顯著差異。

表示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產品認知表現及整體認知、造型認知、材質認

知、結構認知上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控制組一的學生在產品認知的總分（t(32) = -6.95）、結構（t(32) = -6.57）、

造型（t(32) = -7.24） 前後測成績上皆有顯著的提升（p < .01），而整體、

材質、功能向度的分數則無顯著差異，表示使用文字與圖片的投影片範

例對產品認知表現及造型認知、結構認知上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控制組二的學生在產品認知的總分（t(30) = -4.56)、整體（t(30) = -3.48）、

造型（t(30) = -6.32）、材質（t(30) = -5.66） 後測成績上達顯著差異（p < .01），

而結構、功能向度的分數則無顯著差異，表示使用實體物品範例對產品

認知表現及整體認知、造型認知、材質認知上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由以上資料統計分析可以得知，本研究所發展的虛擬實境教學模組

能有效提升國中學生對於產品認知中整體、材質、結構、造型等向度的

認知。 

在不同組別之間產品認知的差異情形，實驗組的學生在產品認知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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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整體表現、材質、造型、結構上皆顯著高於控制組的學生（p < .05）。

而控制組一與控制組二的學生在這四個向度上的後測分數則無顯著差

異。此外，在功能向度上，實驗組的學生與控制組一、二的學生在後測

分數都無顯著差異（p > .05）。本研究所發展的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在整

體、材質、造型、結構等產品認知的向度上，優於傳統教學過程中使用

文字與圖片的投影片、實體物品的範例呈現。 

虛擬實境系統能夠提高學生成就測驗分數，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也

有正面影響（Yang, J. H., Chen, C. H., & Jeng, M. C., 2010）。這種虛擬實

境學習環境是有助於協助課堂中的學習。范瑋益（2007）在研究中也指

出虛擬實境這類情境互動媒體對於學習內容的相關認知，其知識學習成

效皆達顯著進步。陳國華（2009）在研究中指出虛擬實境教學對學生認

知能力上有提升效果。陳郁雯（2004）在研究指出電腦模擬對學生認知

學習有強烈的效果。黃雅晨（2009）在研究中也指出虛擬實境數位學習

與傳統學習對於學生藝術認知能力皆具提升之效果。且虛擬實境數位學

習顯著的優於傳統學習。與本研究在產品造型認知三組學生皆有顯著提

升的結果相符合。 

綜合上述，在進行認知學習的過程當中，學生利用虛擬實境來體驗

不同產品範例，對於其產品認知的學習具有其成效性與可行性的。而本

研究發現，特別是在造型、材質、結構等認知向度上，以虛擬實境取代

傳統教學的模式，都能夠讓學生的認知有更佳的學習成效。 

 

貳、虛擬實境教學模組與創意設計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不同的教學模組來呈現教學範例，在學生完成設計圖與

作品後，以構想創意量表及作品創意量表分別進行評量，測得學生構想

創意與作品創意的表現總分及各項目分數，針對不同教學模組的學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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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創意與作品創意總分及各項目分數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一、虛擬實境對構想創意表現的影響 

在構想創意表現總分(F=15.25)上實驗組的學生表現最好，其分

數顯著高於控制組一、二的學生(p<.01)，而控制組一與控制組二的

學生在作品創意表現總分上並沒有顯著差異。表示虛擬實境對學生

構想創意設計表現有正面影響，與使用傳統教學模式的學生表現有

顯著差異。 

實驗組的學生在構想創意的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

四個向度中也顯著的高於控制組的學生（p < .01）。控制組一與控

制組二的學生在這四個向度的表現上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表

示虛擬實境的教學模式對於學生構想創意表現皆優於傳統教學的

模式。進一步分析四個向度的每個題項，以下分別簡述各項結果。 

在奇特性的「材料」、「造型」、「結構」三項中，實驗組的

學生在「材料」、「結構」兩項的表現最好，其分數顯著高於控制

組一、二的學生，而控制組一的學生在「材料」、「結構」兩項的

表現上與控制組二的學生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在「造型」項

度的表現上，實驗組的學生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二的學生，但是，

實驗組的學生與控制組一的學生之間，以及控制組一與控制組二的

學生之間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 

在新穎性的「原創的」、「少見的」、二項中，實驗組的學生

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一的學生，但是，實驗組的學生與控制組二的

學生之間，及控制組一的學生在「原創的」、「少見的」項度的表

現上與控制組二的學生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 

在可行性的「構想可行」、「精密完整」、二項中，實驗組的

學生在「構想可行」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一的學生，但是，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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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與控制組二的學生之間，以及控制組一、二的學生之間在「構

想可行」的表現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而在「精密完整」的表

現上，實驗組的學生表現最好，其分數顯著高於控制組一、二的學

生，而控制組一的學生在「精密完整」項度的表現上與控制組二的

學生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 

在價值性的「精緻美觀」、「功能強大」、「多用途」三項中，

在「精緻美觀」項度的表現上，實驗組的學生表現最好，其分數顯

著高於控制組一、二的學生，而控制組一的學生在「精緻美觀」項

度的表現上與控制組二的學生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在「功能

強大」項度的表現上，三組學生的表現雖然有差異，但其之間的差

異皆未達顯著。在「多用途」項度的表現上，實驗組的學生在「多

用途」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一的學生，但是，實驗組的學生與控制

組二的學生之間，以及控制組一、二的學生之間在「多用途」的表

現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 

由以上統計可以知道，虛擬實境能夠對學生在構想創意上奇特

性的造型、材料、結構；新穎性的原創的、少見的、可行性的構想

可行、精密完整；價值性的精緻美觀、多用途等多項表現上有幫助，

表示虛擬實境中能夠與允抽象的現實表述，呈現各種抽線的視覺體

驗，以及系統中的第一人稱角度、立體視覺效果、交互功能的場景

與功能運作等，能夠去引發學生的想像空間，增加其構想上的創意

表現，並且發展出各種具有可行性、奇特性、新穎性的創意構想。 

二、虛擬實境對作品創意表現的影響 

在作品創意表現總分上實驗組的學生表現最好，其分數顯著高

於控制組一、二的學生，而控制組一在作品創意表現總分上與控制

組二的學生則沒有顯著差異（p < .05）。表示虛擬實境對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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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表現有正面影響，與使用傳統教學模式的學生表現有顯著差

異，  

實驗組的學生在材質、造型、功能、整體表現也顯著的高於控

制組的學生（p < .01）。而控制組一與控制組二的學生在這四個向

度的表現上雖然有差異，但未達顯著。 

在結構的作品創意表現當中，是三組學生在作品創意表現中唯

一沒有顯著差異的部分。 

實驗組的學生在作品創意表現的總分、材質、造型、功能、整

體表現皆顯著優於控制組的學生，表示虛擬實境對於學生在作品表

現上是有幫助的。學生能夠將在虛擬實境中的體驗、感受轉化為實

際製作成果的表現，虛擬實境所提供的互動、直觀、融合各種多媒

體學習技術以及其所提供的整體性模擬環境，為學生提供了一個靈

活性的想像環境，同時降低了教學資源成本，讓大多數的學生在作

品創意的表現上帶來更具想像力與創造力的表現。 

Ye, J等人（2006）研究指出，虛擬實境技術提供新穎的人機交

互和增強模式，讓使用者能夠更充分地採取利用其視覺、聽覺、等

感官渠道去發展設計概念。Huang, H. M.等人（2010）研究也指出，

虛擬實境的學習環境擴展了傳統多媒體學習為一個更加逼真、互動、

直觀和令人興奮的學習環境，能夠觸發了使用者的想像力，藉由虛

擬實境的情境以及教師的指引使學習者在其學習目的上能夠有更

好的表現。Stark, R等人（2010）也提出針對產品創新中，使用虛擬

產品對於其執行過程、產品功能、造型等具有更多的競爭作用，且

能持續產品的生面週期。 

虛擬實境對於學生在學習上的創意設計表現，多呈現出正面性

的影響，學生在使用虛擬實境比起傳統學習更能夠享受與參與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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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使用虛擬實境在學習成效上也高於傳統學習Maja, W等人

（2010）。在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當中，常常會讓學生設計、製作出

產品。本研究透過虛擬實境來輔助教學活動，讓學生進行創意座椅

的設計，在創意設計表現上學生呈現出了多元且優秀的成品。同時

藉由統計分析結果可以知道，使用虛擬實境的教學模式對於學生作

品造型創意表現、作品整體創意表現、作品材質、結構表現皆優於

使用文字與圖片的投影片範例及使用實體物品範例的傳統教學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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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學生在使用不同教學模組的範例後對產品認知

與創意設計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十週

共十小時的創意、設計製作教學課程，使用進行「產品認知量表」、

「構想創意語意量表」「作品創意語意量表」來瞭解學生在產品認知

以及創意設計表現上的差異。本章將依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茲

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及結果，分別針對問題一、探討在虛擬實境教

學模組後，對學生產品認知的影響。問題二、探討在虛擬實境教學模

組後，對學生創意設計表現的影響。提出下列幾點結論： 

一、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學生產品認知有顯著正面的影響。 

本研究中，產品認知分為造型、材質、結構、功能、整體五

向度，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組別的在造型、材質、結構、整

體後測分數皆較前測分數進步，表示除了功能認知以外，學生在

產品認知以及其各向度上的認知，皆有明顯提升。 

而與傳統教學模式的組別比較，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組

別在造型、材質、結構、整體認知分數皆高於使用傳統教學模式

的組別，表示除了功能認知以外，學生在產品認知以及其各向度

上的認知，皆優於傳統組別。 

二、傳統學習與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學生產品認知皆具提升

 之效果，且兩組後測之表現具有顯著差異。 

在產品認知的表現上，虛擬實境通過互動、沈浸引發使用者

的想像，適合於建構主意的學習方法（Huang, H. M  et al., 2010）。



86  

  

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及傳統教學範例的學生在產品認

知能力皆具提升之效果，但在產品認知前、後測平均成績表現上，

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優於傳統教學範例的學生。 

三、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學生創意設計表現有顯著正面的影響 

本研究中，創意設計表現分為構想創意與作品創意，在構想

創意總分與作品創意總分上，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表現

皆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模式的學生，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於學生作

品創意設計表現對國中生具有正面性的影響。 

在構想創意部分，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在奇特性、

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的分數皆顯著高於使用傳統教學模式的

學生。透過虛擬模擬操作與虛擬設備體驗能夠提供一個安全又有

效的體驗，使用者也可以透過系統模擬體驗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與程序（Lee, Y. H., Kim, J. Y., Kim, J. H., Kim, E. J., Kim, Y. G. & 

Moon, I., 2010）。表示虛擬實境教學模組對於國中生構想創意表

現具有正面性的影響。 

在作品創意部分，使用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學生在材質、造

型、功能、整體表現的分數皆顯著高於使用傳統教學模式的學生。

使用虛擬實境系統的模擬器不但能夠提升使用者的能力，在這之

中所學到的技能也能夠轉移到生活中類似的情境（Anders, J. D., 

Rajesh A., Indran, B., & Morten, B. J., 2010）。表示虛擬實境教學

模組對於國中生作品創意表現具有正面性的影響。 

 

第二節建議 

虛擬實境在教育的應用是非常有潛力的，虛擬實境可以讓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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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動手從不同視角去觀察、操控物件甚至與物件互動的特性，也提

供學習者一個觀察、探究、主動學習的情境。虛擬實境環境 在各種

嘗試及實踐過程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系統中第一人稱的角度，三維

動畫、文字、說話的聲音等回饋互動皆能提高使用者的注意力（Cheng, 

Y. F. & Huang, R. W., 2012）。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心得，對於未來

生活科技課程在使用虛擬實境輔助教學、創意設計與製作單元的教學

與後續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以虛擬實境開發教材的建議 

(一) 虛擬實境的教材製作 

本研究所發展的虛擬實境教學模組，比較偏向於以不同視

角來觀察教學範例，而在選用教學範例時，材質透明的、結

構內凹的、造型複雜的範例在製作時需要較為高階設備或特

殊方法（上特殊塗料、拆解、等比例畫出3d結構圖），因此

教學中所需要的教學範例如要製作成虛擬實境模組時，需要

考量到器材設備以及軟體的使用限制。 

(二) 提供充分的資訊及支援輔助學習者 

由於虛擬實境是要提供學習者一個主動探究的情境，所以

在教材內容的設計考量方面，應盡量提供各項充足的資訊與

設計，如視覺化的互動圖像、物件標示、操控便利的控制鍵

等，讓學習者在自由探究時也能方便操控情境與物件，使學

習者能夠觀察到各種想要探究的現象。 

二、以虛擬實境應用於教學方面的建議 

本研究配合虛擬實境的特性應用在學習活動上，對學生具有

顯著正向的影響。虛擬實境的學習環境中三維互動具有吸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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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能力，不過使用者如果沒有產生重大學習經驗的影響或缺少

熟悉的設備，有可能會降低使用者的選擇意願（Barney, D., 

Andrea, G. B., William, A., & Danny, R. B. Jr., 2009）。此次教學

活動當中搭配了學習單的引導設計，讓學生可以從現有範例發現

各種不同的心得，進一步去設計出各種不同的創意作品。在操作

中去發現並學習，能夠對學生所造成深刻的認知，透過學習單的

引導設計，促進學生發展出各種創意設計的表現。 

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所扮演的腳色也從原本講述傳遞學習內

容變成協助學生透過虛擬實境來探究學習，在教學上：（1）教

師必須瞭解教學內容與教材的特性是否適合利用虛擬實境來呈

現，除了利用虛擬實境外也能同時運用其他媒體與其做適當的搭

配。（2）教師可以設計學習單來引導學生從虛擬實境情境中探

究學習。（3）當學生在操作上或是學習表現上有困難時，可以

提供其適當的協助或採用其他策略來輔助學習。（4）在學習單

上畫設計圖與在電腦上操作虛擬實境物件造成許多學生在操作

上的不方便，教師可以考慮加入以電腦繪圖軟體繪製設計圖的教

學與操作。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選擇以座椅設計為設計主題，活動著重結構設計、

外觀造型設計、材料處理，在虛擬實境的呈現上為一物件模

組。在生活科技的其他領域範圍內，例如營建科技的橋梁設

計、新興科技的生物科技等其他領域是否也可利用虛擬實境

來設計其情境進行教學活動，是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再作探討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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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台北市某國中九年級學生進行教學實驗，建議

未來研究可增加不同能力層級學生，增加研究人數，以提高

研究的準確性與推論性。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研究工具上使用之虛擬實境僅以桌上型電腦呈

現及鍵盤滑鼠操作物件式的模組，如使用其他載具或模式來

呈現是否會不同的影響是未來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虛擬實境應用在科技教育上只是個開端，往後研究者可以

研究其他的科技領域，整合出一套適用於科技教育的虛擬實

境教材，進一步提供導入的模式，讓之後的教師與學生能在

課堂內輕鬆使用虛擬實境來探究各種不同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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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創意座椅設計製作教案 

主題 創意座椅設計製作 

年級 九年級 授課時數 12節課 領域 製造科技領域 

關鍵字 虛擬實境、產品認知、創意設計表現 

教學 

內容 

提要 

1.座椅實例的觀察與討論。 

2.設計創意座椅產品。 

3.設計製作所需之手工具操作與材料加工說明。 

4.學生創意產品發表展示。 

教 

學 

目 

標 

1.認識製造科技中常見材料的種類及其特性。 

2.認識製造科技中常見材料的加工方法。 

3.了解各種常用手工具及機器的操作方法。 

4.認識座椅的結構與設計。 

5.培養學生創造思考的能力。 

6.培養學生設計製作的能力。 

分段 

能力 

指標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實作過 

  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8-3 認識各種天然與人造材料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並嘗 

  試對各種材料進行加工與運用。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 

  略的習慣。 

6-4-4-2 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下，考量任何可能達成 

  目的的途徑。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進 

  行操作。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6 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流程規 

  劃，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8-3-0-1 能運用聯想、腦力激盪、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意及表 

  現自己對產品改變的想法。 

8-3-0-3 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型。 

8-3-0-4 瞭解製作原型的流程。 

8-4-0-2 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 

  或實物表達創意與構想。 

8-4-0-3 瞭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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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單 學生依其所設計之座椅產品，蒐集所需用到之材料 

評 

量 

要 

點 

1.教師根據產品認知測驗量表，評量學生對教師教學活動所運用 

  到的教材與範例的觀察與認知。 

2.教師根據構想設計評量表各向度，評量學生作品成果報告書。 

3.教師根據產品創意評量表各向度，評量學生創意表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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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學活動流程 

實驗組：虛擬實境的教學範例 

週次 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 備註 

第 

一 

週 

 

15分鐘 活動介紹   

25分鐘 產品認知測驗前測 
產品認知

測驗 
 

5分鐘 下週教學活動提醒   

第 

二 

週 

10分鐘 
虛擬實境教學模組的電腦

界面操作與示範介紹 

 
 

30分鐘 

介紹不同樣式、材質、結

構、機能的教學範例 

回答問題 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 

學生操作各教學範例 
學生操作

不同模組 

每人操作

一台電腦 

3分鐘 說明實作產品的設計要求   

第 

三 

週 

15分鐘 引導學生發展創意構想   

30分鐘 設計草圖 
 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 

第 

四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 

第 

五 

週 

25分鐘 

基本手工具操作說明  線鋸、鑽床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作品完成

10％ 

第 

六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 

第 

七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木頭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作品完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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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 備註 

第 

八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虛擬實境

教學模組 

第 

九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塑膠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50％ 

第 

十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專心聆聽 金屬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80％ 

第 

十一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專心聆聽 其他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100％ 

第 

十二 

週 

2分鐘/

組 
各組作品發表展示 

上台發表 
共10組 

20分鐘 產品認知測驗後測 
產品認知

測驗 
 

5分鐘 活動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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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一：文字與圖片的教學範例 

週次 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 備註 

第 

一 

週 

 

15分鐘 活動介紹   

25分鐘 產品認知測驗前測 
產品認知

測驗 
 

5分鐘 下週教學活動提醒   

第 

二 

週 

40分鐘 

 

   

介紹不同樣式、材質、結

構、機能的教學範例 

回答問題 文字、圖片

PPT投影片 

學生操作各教學範例 
學生操作

不同模組 

每人操作

一台電腦 

3分鐘 說明實作產品的設計要求   

第 

三 

週 

15分鐘 引導學生發展創意構想   

30分鐘 設計草圖 
 文字、圖片

PPT投影片 

第 

四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文字、圖片

PPT投影片 

第 

五 

週 

25分鐘 

基本手工具操作說明  線鋸、鑽床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作品完成

10％ 

第 

六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文字、圖片

PPT投影片 

第 

七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木頭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作品完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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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 備註 

第 

九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塑膠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50％ 

第 

十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專心聆聽 金屬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80％ 

第 

十一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專心聆聽 其他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100％ 

第 

十二 

週 

2分鐘/

組 
各組作品發表展示 

上台發表 
共10組 

20分鐘 產品認知測驗後測 
產品認知

測驗 
 

5分鐘 活動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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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二：實體物品的教學範例 

週次 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 備註 

第 

一 

週 

 

15分鐘 活動介紹   

25分鐘 產品認知測驗前測 
產品認知

測驗 
 

5分鐘 下週教學活動提醒   

第 

二 

週 

40分鐘 

   

介紹不同樣式、材質、結

構、機能的教學範例 

回答問題 實體物品

範例 

學生操作各教學範例 
學生操作

不同模組 

每人操作

一台電腦 

3分鐘 說明實作產品的設計要求   

第 

三 

週 

15分鐘 引導學生發展創意構想   

30分鐘 設計草圖 
 實體物品

範例 

第 

四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文字、圖片

PPT投影片 

第 

五 

週 

25分鐘 

基本手工具操作說明  線鋸、鑽床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作品完成

10％ 

第 

六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實體物品

範例 

第 

七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木頭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作品完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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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時間 教學活動內容 評量 備註 

第 

八 

週 

20分鐘 
發表設計構想、設計草圖與

製作程序的計畫 

上台發表 
 

25分鐘 
教師給予製作程序計畫建

議，修改草圖 

 實體物品

範例 

第 

九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塑膠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50％ 

第 

十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專心聆聽 金屬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80％ 

第 

十一 

週 

25分鐘 

材料加工說明 專心聆聽 其他材料 

學生練習操作使用 
正確操作

工具 
 

18分鐘 依照規劃的流程製作產品 
參與小組

製作過程 

作品完成

100％ 

第 

十二 

週 

2分鐘/

組 
各組作品發表展示 

上台發表 
共10組 

20分鐘 產品認知測驗後測 
產品認知

測驗 
 

5分鐘 活動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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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習單 Step1發展構想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我的作品名稱是： 

 

 

 

你們希望你們這組的作品具備了什麼特性與功能呢？請在下方的框框內

開始發展出你們的創意構想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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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設計草圖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 根據你們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特性及功能，把每一個你們認為可行的點

子寫下來或畫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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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設計重點紀錄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一、設計理念 (你們這組作品最大的特色以及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二、設計重點(介紹你們這組的作品，例如：材料、功能、整體造型等等。) 

 

 

 

三、相關資料內容(設計靈感的來源？相關的照片或圖片) 

 

 

 

四、參考資料來源(從哪裡蒐集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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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設計工作圖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請從 Step2的設計草圖裡選出一個你們覺得最理想、而且是『能夠做

得出來』的設計，並請用尺規作圖詳細地畫出你的工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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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材料清單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你們的作品用了哪些材料來製作呢？請把各個部位所要用到的材料、尺

寸大小、數量詳細的寫出來吧。 

部位名稱 使用材料 尺寸大小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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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製作程序表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你們的作品該如何完成呢？請詳細列出你們製作的程序步驟，並且寫出

在製作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工作步驟 使用的工具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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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問題解決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作品完成囉！在你們製作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或問題呢？後來你

們又是用了什麼方法解決的呢？ 

 

 

 

 

 

 

 

 

 

 

 

 

 

 

解決方法 !：#

#

#

解決方法 $：#

#

#

解決方法 %：#

#

#

#

#

#

問題 !：# 問題 $：# 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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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作品呈現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克服了上述的困難與問題之後，將你們作品的照片貼在下方，並且將作

品的特色及創意描述出來吧！ 

 

 

 

 

 

 

 

@你們的作品有哪些創意或特色？哪些部分在改進之後會變得更好呢？ 

 

 

 

 

 

 

特色、創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改進的地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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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結論與心得 

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組別：  姓名： 

 

@終於完成了你們這組獨一無二的創意座椅了！請把在這幾週設計與製

作的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吧。 

 

 

 

 

 

 

 

 

@最後，上完了這幾個禮拜的課程之後，你的感想與心得是…….？  

 

 

 

 

 

#
#
#
#
#
#
#
#
#

最大的收穫：# 最有趣的是：#

印象最深刻的是：# 自我檢討後，有哪些需要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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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產品認知測驗量表-前測 

 
各位同學： 
這份測驗是為了瞭解各位同學對於這次課程活動的家具設計主

題：『椅子』的基本認知，下面的問題皆是有關於你對於椅子這類家

具的認知與了解情況，請你針對問題的內容，依據你在日常生活的

實際經驗來回答每一個問題。 
測驗的內容總共有五大題，每一大題皆有 4個問題，總計共 20

個問題，每一題都要作答。 
測驗卷上所填的內容將僅做為學術研究之用，你所填的資料絕

對保密，不會讓校內的師長所知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生活科技這

門課的成績，請你可以放心依照自己實際的認知填答。謝謝你的支

持與合作。 
 
填答說明： 
測驗的每一題皆為四選一的單選題，每一個題項只有一個最適

合的答案選項。當你讀完每一個問題時，請在四個選項中選出你認

為最適合的答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張玉山博士 

研究生：黃國斌 
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 

 
 
我的基本資料： 
 
1、班級： 忠、 仁、 愛、 和、 
誠、 勇、 平 

 
 
2、座號：    
 
 

3、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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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題 
一張椅子的設計主要可以被分為椅背、扶手、椅座與椅腳四大項，請

分別回答以下關於這四大部份的問題 
 
1. 椅背是用來提供人體上半身與脊椎支撐的部分，以下何者不是在
椅背設計時需要考量的要素？ 

 (A) 幾何形狀 (B) 椅背曲度 
 (C) 傾斜角度 (D) 柔軟度 
   
2. 扶手是椅子用來在支撐上肢的部分，以下何者是在扶手設計時最
需要考量的要素？ 

 (A) 活動性 (B) 舒適度 
 (C) 扶手形態 (D) 扶手位置 
   
3. 椅腳是支撐整張座椅的部分，以下何者是在椅腳設計時最需要考
量的要素？ 

 (A) 穩定度 (B) 椅腳長度 
 (C) 椅腳形態 (D) 是否有滾輪 
   
4. 在座椅設計的四大部分之中，多數人對於哪一部份的造型認知最
強烈？ 

 (A) 椅背 (B) 扶手 
 (C) 椅座 (D) 椅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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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題 
材質：椅子所使用的材料與材料的加工製造方式 
 
1. 請從下列四種椅子之中，選出你認為具有柔軟度的椅子 
 

(A)  (B)  
 

(C)  (D)  
   
2. 下列何種不是椅子設計常見的材料？ 
 (A)布料 (B)PU發泡材料 
 (C)壓克力版 (D)鐵絲 
   
3. 在座椅模型製作上，管狀結構的造型通常會使用何種材料來製
作？ 

 (A)金屬 (B)壓克力 
 (C)木條 (D)PU樹脂 
   
4. 在座椅模型製作上，板狀彎曲的造型通常會使用何種材料來製
作？ 

 (A) 金屬 (B) 壓克力 
 (C) 木條 (D) PU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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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題 
結構：椅子各部份的尺寸、大小、比例以及組合搭配 
 
1. 依據人因工程，前凸姿勢可使脊椎間的壓力最小化。哪一部份的
結構設計必須注意到以上的通用原則？ 

 (A) 椅背 (B) 扶手 
 (C) 椅座 (D) 椅腳 
   
2. 為了提供小腿足夠的間隙，使其與大腿底面所受的壓力減至最
小。哪一部份的結構設計必須注意到以上的通用原則？ 

 (A) 椅背 (B) 扶手 
 (C) 椅座 (D) 椅腳 
   
3. 為了符合以上的通用原則，在該部分結構的哪一項度可以進行設
計？ 

 (A) 高度 (B) 深度 
 (C) 柔軟度 (D) 穩定度 
   
4. 下列何者不是見有收納功能的椅子所需要的結構設計？ 
 (A)活動結構 (B)框架結構 
 (C)管狀結構 (D)塊狀結構 
 
 
 
 
 
 
 
 
 
 
 
 
 
 
 
 
 
 
 



! "##!

第四大題 
造型： 
 
1. 請選出下列哪一個選項與其他三者不是屬於同一類型的造型設
計？ 

 

(A)  (B)  

 

(C)  (D)  
   
2. 椅子的質感通常無法由下列何種方式決定？ 
 (A) 內在的結構 (B) 外在的結構 
 (C) 材料的選擇 (D) 材料的加工方式 
   
3. 在提升造型的相似性的各種要素之中，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 比例 (B) 顏色 
 (C) 圖案 (D) 材質 
   
4. 下列哪一種造型屬性給與人們的感受程度與影響最大？ 
 (A) 裝飾花樣 (B) 圖像 
 (C) 特地局部造型 (D) 整體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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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題 
功能：除了基本坐靠的功能之外，椅子所具備的各種附加功能組合 
 
1. 具有收納功能的椅子，必須具備下列哪一項屬性特徵？ 
 (A)空間 (B)堅固 
 (C)高度 (D)重量 
   
2. 下列哪項附加功能所需具備的屬性特徵與其他三者不同？ 
 (A)桌子 (B)踏墊 
 (C)置物架 (D)小茶几 
   
3. 具有搬運工能的椅子，不具備有下列哪一項的屬性特徵？ 
 (A) 承重 (B) 移動 
 (C) 組合 (D) 堆疊 
   
4. 請選出下列具有附加功能設計的椅子 
 (A)

 

(B)

 
 

(C)  (D)  

 
 
 
 
 
 

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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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產品認知測驗量表-後測 

 
各位同學： 
這份測驗是為了瞭解各位同學對於這次課程活動的家具設計主

題：『椅子』的基本認知，下面的問題皆是有關於你對於椅子這類家

具的認知與了解情況，請你針對問題的內容，依據你在日常生活的

實際經驗來回答每一個問題。 
測驗的內容總共有五大題，每一大題皆有 4個問題，總計共 20

個問題，每一題都要作答。 
測驗卷上所填的內容將僅做為學術研究之用，你所填的資料絕

對保密，不會讓校內的師長所知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生活科技這

門課的成績，請你可以放心依照自己實際的認知填答。謝謝你的支

持與合作。 
 
填答說明： 
測驗的每一題皆為四選一的單選題，每一個題項只有一個最適

合的答案選項。當你讀完每一個問題時，請在四個選項中選出你認

為最適合的答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張玉山博士 

研究生：黃國斌 
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 

 
 
我的基本資料： 
 
1、班級： 忠、 仁、 愛、 和、 
誠、 勇、 平 

 
 
2、座號：    
 
 

3、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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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題 
一張椅子的設計主要可以被分為椅背、扶手、椅座與椅腳四大項，請

分別回答以下關於這四大部份的問題 
 
1. 椅背設計時，下列哪一個設計要素最為重要？ 
 (A) 幾何形狀 (B) 椅背曲度 
 (C) 椅背高度 (D) 是否有頭靠 
   
2. 座椅是用來支撐人體平面重量的部分，以下何者不是在座椅設計
時須考量的要素？ 

 (A) 柔軟度 (B) 穩定度 
 (C) 座椅形態 (D) 幾何面積 
   
3. 設計座椅的時候，下列哪一個設計要素最為重要？ 
 (A) 柔軟度 (B) 穩定度 
 (C) 座椅能否旋轉 (D) 幾何面積 
   
4. 在座椅設計的四大部分之中，多數人對於哪一部份的造型認知最
不強烈？ 

 (A) 椅背 (B) 扶手 
 (C) 椅座 (D) 椅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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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題 
材質：椅子所使用的材料與材料的加工製造方式 
 
1. 請從下列四種椅子之中，選出你認為具有舒適度的椅子 
 

(A)  (B)  
 

(C)  (D)  
2. 請從下列四種椅子之中，選出你認為具有環保性的椅子 
 

(A)  (B)  
 

(C)  (D)  
3. 在座椅模型製作上，框架結構的造型通常會使用何種材料來製
作？ 

 (A)金屬 (B)壓克力 
 (C)木條 (D)PU樹脂 
4. 下列何種不是在座椅模型製作上可能會用到的加工方式？ 
 (A)銲接 (B)黏合 
 (C)彎曲成型 (D)擠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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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題 
結構：椅子各部份的尺寸、大小、比例以及組合搭配 
 
1. 請從下列四種椅子之中，選出你認為具有穩定度的椅子 
 (A)

 

(B)

 
 (C)

 

(D)

 
   
2. 依據人因工程，大腿連續承受過度的壓力，會減少小腿的血流
量，為了避免大腿底面承受過度的壓力。哪一部份的結構設計必

須注意到以上的通用原則？ 
 (A) 椅背 (B) 扶手 
 (C) 椅座 (D) 椅腳 
   
3. 為了符合以上的通用原則，在該部分結構的哪一項度可以進行設
計？ 

 (A) 高度 (B) 深度 
 (C) 柔軟度 (D) 穩定度 
   
4. 依據人因工程，座椅的高度約為身高的幾分之幾？ 
 (A)二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四分之一 (D)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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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題 
造型： 
 
1. 請選出下列哪一個選項與其他三者不是屬於同一類型的造型設
計？ 

 

(A)  (B)  
 

(C)  
(D)  

   
2. 在椅子的造型設計各種要素之中，下列哪項基本要素較不重要？ 
 (A) 形態 (B) 色彩 
 (C) 質感 (D) 功能 
   
3. 所謂的造型即是將概念中的視覺元素與視覺關係，透過視覺表現
來呈現出來。所謂的視覺關係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 統一 (B) 質感 
 (C) 張力 (D) 支配 
   
4. 承上題，造型的視覺元素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A) 色彩 (B) 質感 
 (C) 量體 (D) 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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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題 
功能：除了基本坐靠的功能之外，椅子所具備的各種附加功能組合 
 
1. 具有桌子功能的椅子，必須具備下列哪一項屬性特徵？ 
 (A)移動 (B)堆疊 
 (C)硬度 (D)穩定 
   
2. 下列哪項附加功能所需具備的屬性特徵與其他三者不同？ 
 (A) 踏墊 (B) 梯子 
 (C) 置物架 (D) 門擋 
   
3. 具有床的功能的椅子，不具備有下列哪一項的屬性特徵？ 
 (A) 組合 (B) 高度 
 (C) 排列 (D) 柔軟 
   
4. 請選出下列不具有附加功能設計的椅子 
 

(A)  (B)  
 

(C)  
(D)  

 
 
 
 

測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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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構想創意之語意量表 

[評鑑構想創意使用] 

活動名稱：         學生：   

活動日期：   評鑑日期：    評鑑者：   

類別 評量項度 評分 評分具體說明 

奇 

特 

性 

1-1材料  

5.[優]用到很特別的材料 

4.[佳]用到一般作品看不到的材料 

3.[普通]用到三種以上的材料 

2.[稍差]用到一兩種材料 

1.[差]未指明使用的材料 

1-2造型  

5.[優]精緻特殊的造型 

4.[佳]跳躍思考的造型 

3.[普通]造型稍有邊化 

2.[稍差]一般筆筒造型 

1.[差]未指出或只概略畫出筆筒形狀 

1-3結構  

5.[優]令人讚嘆的結構 

4.[佳]自行設計的支架結構 

3.[普通]參考教師講述與資料 

2.[稍差]簡單的支稱架構 

1.[差]未指出設計的結構 

新 

穎 

性 

2-1原創

的  

5.[優]前所未見的 

4.[佳]接近專業創新 

3.[普通]模仿自優良的設計案例 

2.[稍差]整理自一般的資料 

1.[差]構想不明確 

2-2少見

的  

5.[優]在班上絕無僅有 

4.[佳]班上只有一個類似構想 

3.[普通]班上有兩三個相近構想 

2.[稍差]在班上廣泛地出現 

1.[差]構想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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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量項度 評分- 評分具體說明 

可 

行 

性 

3-1構想

可行  

5.[優]將流程按部就班的清楚描述 

4.[佳]有描述接合方法與接合劑 

3.[普通]有描述各組件的組裝 

2.[稍差]概略描述 

1.[差]無具體構想 

3-2精密

完整  

5.[優]有完整的框架及各組件的圖解 

與說明 

4.[佳]有框架及組件的圖解與說明， 

但不完整 

3.[普通]立體及三視圖完整 

2.[稍差]用立體或三視圖呈現 

1.[差]無具體描述 

價 

值 

性 

4-1精緻

美觀  

5.[優]具有美感的設計 

4.[佳]有造型與顏色的設計 

3.[普通]有造型或顏色的設計 

2.[稍差]造型無變化 

1.[差]未提到外形設計 

4-2功能

強大  

5.[優]性能超強的設計 

4.[佳]性能強大的設計 

3.[普通]符合特定的性能設計 

2.[稍差]堪用的性能設計 

1.[差]未提及或性能設計錯誤 

4-3多用

途  

5.[優]多用途、超好用 

4.[佳]有兩種以上的用途 

3.[普通]具有兩種用途 

2.[稍差]僅有一種用途 

1.[差]無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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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產品創意之語意量表 

[評鑑作品創意使用] 

活動名稱：         學生：   

活動日期：   評鑑日期：    評鑑者：   

 
評分內容 

優 中 劣 

材質 5 1 

註：「材質」項目評量的方向為 

精緻程度（材料加工） 

細膩程度（組裝接合） 

造型 5 1 

註：「造型」項目評量的方向為 

造形設計（獨特少見） 

色彩搭配（精緻美觀） 

結構 5 1 

註：「結構」項目評量的方向為 

支架機制（可直立擺置） 

構造設計（整齊美觀） 

功能 5 1 

註：「功能」項目評量的方向為 

功能組合（各種功能合理搭配） 

整體表現 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