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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應用樂高教學方案在國小生活科技課程的可行性

及其對學童創造力之影響。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進行文獻探討，瞭解

國內外建造論、創造力、問題解決等理論基礎，作為規劃樂高教學方案

的依據。本研究採取準實驗研究法，以台東縣東海國小六年級兩個班級

（各 35 名學童）為研究對象，隨機分派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組學

童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控制組學童接受傳統教學，教學實驗時間為

期六週（24 節課）。本研究以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創造力實作評量表、

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學習意見調查表及訪

談大綱為研究工具，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在生活科技課程學習

成效的差異及創造力的影響。本研究結論為(1)樂高教學方案適用於國

小生活科技課程之教學；(2)樂高教學方案可提升國小學童在生活科技

課程的學習成效；(3) 樂高教學方案可提升國小學童部分創造力的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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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Implementing LEGO 
Instructional Programs on Children’s Creativity at 

Elementary School Technology Curricu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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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LEGO 

Instructional Programs” and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echnology curriculums and influences of children’s creativity 

while applying “LEGO Instructional Programs.” Quasi-experimental, 

control-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wo 6th grader 

classes with seventy students in total from Dong-Hai elementary school, 

Taitung Coun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of this study. The 

classes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e instruction is based on “LEGO 

Instructional Program”;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After six weeks instructional methodology given 

(Twenty –four classes period), we compare with these two groups students 

between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curriculums and influences of 

students’ crea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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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as follows: (1) “LEGO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an be applied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s technology 

curriculums. (2) “LEGO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an increase children’s 

instructional effectiveness at elementary school technology curriculums. (3) 

“LEGO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an increase the part abilities of children’s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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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依次說明本研究的問題背景與重要性、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名詞釋義。 

第一節 問題背景與重要性 

從建構理論的學習觀點而言，有意義的學習是包括操作具體的物

品，同時藉由個人的理解而產生新的概念（Papert，1990，1993；Piaget，

1972）。同樣的，有意義的學習是藉由先前知識體、新概念間認知結

構的互動而形成的（All, Huycke, & Fisher，2003）。在學習活動中操

作具體的物品，其目的在於可表現出學習者在問題的創意，以及建構

他們對真實社會的洞察力。因此，學習者能夠讓問題更加具體化，以

及建構出他們自身對於問題的理解。一個良好的學習環境將提供有趣

的、具挑戰性的學習活動，以鼓勵學習者進行創意的探索、改善解決

問題的技能，以及引導他們發展不同的問題解決方案及歷程。 

再者，教學者可選取一套良好的學習輔具，並且嘗試去協助學習

者實現做中學的各種練習活動，但這過程中教學者最重要的工作是：

如何將學習理論的建構觀點與他所選的學習工具，實際對應到教學活

動設計的內容。田耐青（1999）認為：LEGO Mindstorms 可讓學習者

在課堂上中使用到高層次認知技巧，學習者可藉由具體操作 LEGO 

Mindstorms 的積木組合建立模型，然後透過程式設計賦與模型動作，

經過不繼的修正與改進以尋求最佳方案，進而學習創造、問題解決的

能力。有一些研究發現：在應用樂高的學習環境中，可促進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增促進問題解決與創造的能力、達成良好的學習成效（吳

志緯，2002；李謀正，2005；林智皓，2007；洪秋萍，2005；許欣男，

2006；許雅慧,，2005；黃世隆，2004；黃國鴻，1999；劉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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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學偉，2003；Jarvinen，1998；Sipitakiat & Cavalo，2003；Turbak & 

Berg，2002）。 

創造力與解決問題的學習歷程是一種認知學習的過程，須由學習

者主動建構，而運用「教學媒體」來教導創造力、問題解決能力可藉

由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使其主動參與學習活動而達到既定的效果

（楊美雪，1994）。而眾多教學媒體中，電腦的互動性、耐性及機動

性是較廣被接受的，因此諸多專家學者利用 LOGO 程式設計於創造

力、問題解決、認知策略等方面的研究（黃文聖，2001；Lowenthal, 

Marcourt, & Solimando，1998；Watson, Lange, & Brinkley，1992；

Yusuf，1995）。 

而 LEGO 的 LOGO 是美國麻省理工學院 Seymour Papert 教授及

其研究團隊 1960 年代發展出的一種程式語言，目的在提供一種簡易

且功能強大的電腦語，以幫助兒童進行相關的學習，同時 Logo 所強

調的學習環境是結合建構主義、人工智慧而成的一種學習語言，它強

調發現、學習和思考的過程，因此在諸多的研究結果發現：LOGO 除

可培養學生有關作計畫（planning）、除錯（Debug）和問題解決等能

力外，它亦能提供符號表徵與視覺表徵的連結，並支持數學邏輯思維

的建立（Clements & Sarama，1997），及培養學童後設認知的能力。

但是，LOGO 語言所建構的知識與能力是屬於抽象的形式運思期，對

於認知層次仍處於具體運思期的小學生而言，他們必須藉由實物進行

思考，實有隔靴搔癢之憾（田耐青，1999）。因此，Papert 自 1984 年

起開始與樂高公司合作研發新的樂高產品，讓兒童可運用電腦程式控

制樂高的動作，經過 15 年的研發過程，樂高公司終於於 1998 年秋季

在英、美以 LEGO Mindstorms 為系列名稱開始上市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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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可藉由具體操作 LEGO Mindstorms 的積木組合建立模

型，然後透過程式設計賦與模型動作，經過不斷的修正與改進以尋求

最佳方案，進而學習創造、問題解決的能力，這可說 LEGO Mindstorms

的學習環境更勝於 Logo 的學習環境。再者，Wu（2002）曾利用 LEGO 

Mindstorms 進行「數學－科學－科技」統整學習的研究，結果發現：

它能充分支援統整學習的環境；學童皆能順利組合所需的機器人並解

決預定的問題，同時也能表現小組合作的決策形態與良好的互動關

係，如此讓創意與經驗能作最佳的連結。綜合上述所述，我們可知道

LEGO Mindstorms 可以做到：(1)可與建構學習理論作最佳的結合；(2)

可落實學童解決問題的認知歷程；(3)可讓學童將創造力具體表現在

機械人設計的成品上；(4)可使學童具有強烈的學習動機及與他人建

立良好的合作學習關係。 

然而，有關樂高應用於教學的研究大多與科學教育、資訊教育等

領域觀點為主軸，且以科學創造力、程式設計、合作的學習等主題進

行研究（吳志緯，2002；李謀正，2005；林智皓，2007；洪秋萍，2005；

許雅慧,，2005；黃世隆，2004；黃國鴻，1999；劉洲，2004；蔡學

偉，2003；Sipitakiat & Cavalo，2003；Turbak & Berg，2002），鮮少

研究以科技教育領域觀點為主軸進行相關的研究。因此，實有必要以

科技教育為主軸，應用樂高於科技教學活動的設計，進行創造力、問

題解決等相關的研究，以便有助於科技教育的推動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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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前述創造力與問題解決能力的養成、LEGO Mindstorms 的優

點等研究背景，實有必要以利用「樂高機器人組合」（LEGO 

Mindstorms）為教學媒體，結合現在國小生活科技課程來設計相關的

實驗教學課程，指導六年級學童應用樂高 Mindstorms 組件來組合、

創造，如此便可讓學童利用科技為工具，來進行各類探索、實驗、實

際問題的解決、知識創新的對話及反省思考等學習活動，以建構屬於

個人創造力與問題解決的能力，並探討應用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教學

的可行性。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如下： 

一、發展適用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簡單機械」單元的樂高教學方案

與教材。 

二、比較「傳統教學」、「樂高教學方案」二者在國小生活科技課程實

施成效的差異。 

三、比較「傳統教學」、「樂高教學方案」二者不同學習歷程對學生創

造力發展的差異。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改進國小生活科技課程教學

與未來研究之參考。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列舉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適用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的樂高教學方案所採取的教學模式為

何？教學策略為何？ 

二、適用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的樂高教學方案所採取的教學設計為

何？教學評量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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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樂高教學方案的學童在學習成就表現上是否與接受傳統教學

的學童有差異？ 

四、接受樂高教學方案的學童在學習態度表現上是否與接受傳統教學

的學童有差異？ 

五、接受樂高教學方案的學童在創造力實作表現上是否與接受傳統教

學的學童有差異？ 

六、接受樂高教學方案的學童在創造力認知表現上是否與接受傳統教

學的學童有差異？ 

七、接受樂高教學方案的學童在創造力情意表現上是否與接受傳統教

學的學童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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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成所訂定的各項研究目的，除了從事理論探討之

外，並發展適用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之樂高教學方案，採用實驗研究

法進行研究。下列係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料，包括書籍、期刊、論文、

電子資料庫、微縮片、電子期刊、網頁文獻等，作為本研究的理

論基礎與研究架構設計之依據。同時，藉此探討建造論、創造力、

問題解決、樂高教學應用等理論及應用情況。 

二、實驗研究法：本研究採取準實驗研究法，透過教學實驗的進行，

探討六年級學童在接受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後，在簡單機械的學

習成就表現、創造力實作表現、創造力認知表現、創造力情意表

現、學習態度等方面，是否與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童表現有所不同。 

三、訪談法：在教學實驗進行的過程中，針對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

的學童進行訪談，以瞭解學童在樂高教學方案中的學習狀況和觀

感，據以改進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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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研究者以國小六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課程之教學為範圍，並立意探樣台東縣東海國小之班級為對象進行實

驗教學，實驗採維持原班級建制之準實驗設計。在教學過程除實驗操

弄之變項（教學方法）外，其餘條件則盡量加以控制，以提高實驗之

內在效度。以下針對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加以說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東縣東海國小六年級二個班級，以

不破壞原有班級為原則，隨機選取一個班級為控制組，另一個

班級則為實驗組。 

(二)就課程內容而言 

為配合樂高教學方案所選用的 LEGO Mindstorms 組件為教

學媒體，而該組件提供各種不同積木零件：含減速箱、橫桿、平

板、正齒輪、冠狀齒輪、齒條、各式輪胎、滑輪、輪軸、蝸輪、

曲柄、凸輪、斜齒輪、差速器、積木拆除器、掛勾、各式連接栓

各式造形積木等（如附錄一所示）。研究者就現有國小自然與生活

科技教科書尋找適用且可發展的教學單元，僅發現四年級「運輸

工具與能源」、六年級「簡單機械」兩個單元可用，但「運輸工具

與能源」偏向於運輸工具與能源概要性內容的介紹，因此選擇「簡

單機械」單元以充分發揮 LEGO Mindstorms 組件的特性。 

因實驗學校所選用教科書的出版商將「簡單機械」單元安

排於六年級下學期實施，因此研究者於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

進行實驗教學，以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為實驗科目，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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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期教材自然與生活科技六下「簡單機械」單元為範圍，不

包括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其他單元。 

(三)就教學法而言 

本研究控制組採用傳統教學法，實驗組採用樂高教學方案

教學法。 

二、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範圍而言 

從文獻探討可知創造力是一個複雜的概念，涉及的層面相

當廣泛，它所涉及的範疇皆與個人、歷程、產品、環境與壓力

有關，而研究取向與能力觀點、個人特質觀點、歷程觀點、產

品觀點、環境與壓力觀點、系統觀點等取向為主，但本研究強

調創造力的重點在於能力觀點、產品觀點的解釋與分析，以驗

證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是否能提升學童的創造力，至於其他研究

取向不在本研究主要探討與討論的範圍內。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以台東縣東海國小之六年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進行

樂高教學方案實驗研究。東海國小位於台東市區，學生之家庭

社經背景大多屬於中等或中上階層，因此本研究結果僅限於推

論至其他類似特性地區之學生時。 

(三)就研究時間而言 

配合教學主題，本研究實驗教學的時間為期六週（24 節

課），研究結果可能受到學習期間長短以及教材內容深度與廣度

的影響，故本研究結果在應用時，亦須考慮此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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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樂高教學方案教學 

本研究所稱之「樂高教學方案」，係指以 Papert 所提出的建造

論為學習理論基礎，以 LEGO Mindstorms 為教學媒體，並以設計

式學習模式（learning by design）所設計的教學方案。 

而「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係指根據樂高教學方案，所設計出

一系列教材內容與教學活動。 

二、傳統教學 

一般教師常採用的教學活動型式，即在實施過程中教師依循教

學指引內容來進行教師。教學的過程重視程序，通常以教師講述、

操作示範、學生自行練習等步驟，逐步引導學生完成作品之教學。 

三、創造力 

本研究對創造力的定義係採取能力觀點、產品觀點，因此本研

究所指的創造力，包括：認知領域的創造力與情意領域的創造力，

以及作品的創造力等三項。有關本研究所定義的創造力之認知、技

能與情意等三個向度的內容說明如下： 

(一)認知領域創造力：學童的認知領域創造力是採用威廉斯創造力

測驗－創造性思考活動來量測，即利用此項測驗來進行前、後

測，作為量評認知領域創造力的工具。 

(二)作品的創造力：學童的實作（技能）創造力是根據 Besemer 和 

O’Quin（1999）評定作品的創造力指標：新奇向度（原創性、

驚奇）、問題解決向度（價值性、邏輯性、實用性、易了解）、

精進及統合（基本品質、精緻性、好手藝）等，來評量學生們

作品的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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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意領域創造力：學童的情意領域創造力是採用威廉斯創造力

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來量測，即利用此項測驗來進行前、後

測，作為評量情意領域創造力的工具。 

四、紙筆測驗 

本研究的紙筆測驗係指總結性評量，即以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

之「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之前測、後測上的得分為指標，測驗

內容包括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簡單機械」單元所有教材為範圍。 

五、實作評量 

實作評量（performance assessment）是介於一般認知結果的紙

筆測驗和將學習結果應用於來真實情境中的實際活動之間，它是藉

由學生完成某特定作業（task），來評量其學習狀況的一種途徑，以

評量出一般紙筆評量所無法測得者。 

本研究中，係以受試者在研究者指定作業實作評量上的得分指

標，而評定作品的指標係採用 Besemer 和 O’Quin（1999）評定作

品的創造力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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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樂高教學方案應用在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

程時，所展現的創造力歷程與成果。為一步瞭解樂高教學方案的創意

議題，以下將針對學習理論、創造力、以及樂高應用的相關研究，進

行相關的文獻分析。 

第一節 學習理論 

在學習理論這一節中，研究者將探討當代學習理論與教學應用，

以及 LEGO Mindstorms 組件所應用的學習理論－建造論、教學模式

等。茲將當代學習理論與教學應用、建造論的理論基礎、建造論的教

學模式分別敘述如下： 

一、當代學習理論與教學應用 

學習理論的特點在於論述事件背後的心理動態歷程，因而提

供了一項機制，幫助我們去瞭解那些在正式與非正式情境下與學

習相關的事件之涵義。 

當代學習理論影響教學較為重要者，包括 Skinner 的操作制

約、Gagné的學習條件論、訊息處理論、Piaget 的認知發展理論、

Vygotsky 的社會歷史論、Bandura 的社會學習論、Weiner 的歸因理

論。選擇這七個理論的原因在於，它們各自闡述了教室內學習的

重要心理機制。Skinner 詳述「增強」在行為改變上的角色；Gagn

é則描述各種學習結果的重要內在歷程以及環境條件；Bandura 所

描述的是人類的觀察學習，以及個體所知覺的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在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訊息處理論主要的重點

在於個人知覺、組織並儲存訊息的歷程；Piaget 所闡述者則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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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時期到成年的邏輯思考發展過程；Vygotsky 的角度則在於文

化對兒童思考歷程之本質與程度的決定力；Weiner 所強調的是個

人界定成敗導因的歷程。這些理論都已被應用到教學的議題上

（Gredler，1991）。有關各學習理論的簡要介紹如下所述： 

(一)Skinner 的操作制約 

Skinner 的理論在一九三０年代為行為主義開啟一個新方

向。在帕瓦洛夫所主宰的刺激－反應論點中，「線索」或是「驅

動刺激」像就某種「堅決的力量」般，驅動了所有的行為

（Skinner，1966），例如：嬰兒無意間搖動鈴鼓產生了聲音，於

是他很快地又再搖它，一搖再搖達數分鐘之久，此嬰兒的行為

頻率的增加，都是受到其行為結果的影響。 

Skinner 的分析導致五十餘載的相關研究，而這套原理，在

作看之下，顯著相當單純。但是想想其所應用的情境：善意的

老師暫緩幫助某個學生，好讓他能夠表現出他的能力來

（Skinner，1968a）。當這個學生顯現出氣綏的樣子時，老師很

快便趨前幫他。對焦慮或缺乏安全感的學生而言，放棄困難的

問題或面露沮喪，能夠招來大人的注意和幫助，在不知不覺中，

不良的行為習慣便造成了。 

Skinner 的研究開始於分析反射和其他行為之間的差異

（Skinner，1968a），之後便著手於他的操作制約原理（Skinner，

1938，1953），後來才將注意力轉移到學校教育上，並發展所謂

的教學機（Skinner，1961）以及教室教學工學（Skinner，1968a，

1968b，1973）、老化的分析（Skinner & Vaughan，1983）、文化

與文化發展之描述（Skinner，1981，1987，1989），以及對受規

範之行為的進一步分析（Skinner，1987）。他的成就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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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科學的哲學；(2)一種行為理論；(3)一套應用原理於自然情

境中的系統（Kratochwill & Bijou，1987）。 

表 2.1 Skinner 理論的摘要 
基本要素 定  義 

假設 行為改變是環境的條件與事件之涵數。 
學習 以反應顏率之增加來界定的行為改變。 
學習結果 新反應（行為）。 
學習要素 區辨刺激（SD）－反應（R）－增強刺激（Sreinf） 
複雜學習之教學設計 刺激－反應－增強序列的設計，用來發展複雜的反應。

教學設計之主要課題 刺激控制的遷移；增強之適切性與時機之掌握；避免運

用懲罰。 
 理論的分析 
理論的缺失 1.對複雜情境而言，此理論仍未臻完整；成功的分析有

賴理論專家之技巧。 
2.對複雜行為而言，反應頻率不足以做為評量學習的指

標。 
對教學實務之貢獻 1.以行為的觀點來分析狀態，如對「動機」和「準備度」

之分析。 
2.分析教室中嫌惡控制之運用，以及教室內互動的情

形。 
3.個別化教學教材：教學機與電腦的應用。 

資料來源：吳幸宜譯（1994: 150）。 

 

(二)Gagné的學習條件論 

Gagné是深受二次世界大戰影響的心理學家之一。當時

Gagné被指派進行空軍心理研究計畫，於是致力於發展對各種人

類技能的評鑑工具，包括雷達操作員、飛行員和轟炸人員的技

能等。爾後的任務係隸屬空軍武器系統計畫的一部份，主要任

務在於分析人類－機械系統，並預估武器系統所需的訓練裝備

（Gagné，1987a，1989）。 

Gagné對軍事訓練問題的研究指出，當時心理學的知識基礎

並不足以用來發展訓練計畫。他進一步指出了三項有助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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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理：(1)分析終點作業（final task）之組成元素，並針對各元

素實施教學；(2)確保每項組成元素皆臻精熟；(3)適當排列組成

元素，以確保在最佳狀態下遷移至終點作業（Gagné，1962a，

1962b）。 

Gagné相信軍事訓練的分析程序也可應用到學校教育上，於

是便著手於數學問題解決的分析。他意外觀察到某些學生所遭

遇到的失敗，事實上是缺乏某些程序知識的結果，譬如不懂得

如何約分（Gagné，1987a）。對終點作業次成分的分析，指出了

學習階層（learning hierarchies）的概念，亦即先備技能的逐步習

得（Gagné，1968a，1968b）。他界定了各種學科領域的學習階

層，並應用到科學課程－「科學－一種歷程取向」的發展上。 

對教育問題：「在學校中所學為何？」的研究，導引出五種

學習範疇的界定（Gagné，1972），亦即語文資訊（verbal 

information）、心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認知策略（cognitive 

strategies）、動作技能（motor skill）、以及態度（attitude）等五

種範疇。每個範疇代表不同的表現（performance），其學習方式

也各不相同。 

界定範疇後，該理論進一步指出學習這五種能力所必須具

備的內在狀態（Gagné，1977，1985）。此外，Gagné還提出支持

學習者訊息處理歷程所需的環境條件，由環境所提供的學習支

援即所謂的「教學事件」（Gagné，1987a，19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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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Gagné學習條件論的摘要 
基本要素 定  義 

假設 發展是學習的累進效果所成；學習並非單一歷程，而且

各歷程間彼此並不能互相涵蓋，或者融合為一。 
學習 把來自外在環境之刺淚轉化為習得之新能力，所需之數

個訊息處理階段。 
學習結果 一種內在能力可由各類學習之特定實作表現展示出來。

學習要素 五類學習：語文資訊、心智技能、認知策略、態度，以

及運動技能。 
內在學習條件：先備技能，以及九個訊息處理階段。 
外在學習條件：教學事件。 

複雜學習之教學設計 為程序以及學習階層中的各技能順序，提供教學事件。

教學設計之主要課題 確認將學習之能力；目標的作業分析；適當教學事件之

選擇。 
 理論的分析 
理論的缺失 對於未受特殊訓練的教師而言，較難實施此類教學。 
對教學實務之貢獻 提供由簡到繁的教學設計機制；界定累進學習之心理歷

程；說明並涵蓋人類學習的多樣性將教學事件與訊息處

理之特定階段做一聯結。 

資料來源：吳幸宜譯（1994: 200）。 

 

(三)訊息處理論 

訊息處理論的研究主旨在於探討個體察覺、組織和記取相

關訊息的各種方式，從而描繪出當個體從事認知活動時的心智

運作歷程和訊息產物（Anderson，1990）。 

目前，訊息處理的研究可在實驗室或教室進行。在實驗室

的研究包括眼球運動、圖表的再認與回饋、一心同時二用的能

力分析，以及對訊息知覺和記憶的干擾。另一方面，在教室進

行的研究則有：(1)增進學生瞭解與處理跟學科相關訊息的方

法；(2)教學生控制與評估本身對訊息處理與瞭解的努力；(3)教

導解決問題的教學方法。 



 16

有一種觀點主張，研究應探討與真實生活相關的課題。這

個觀點認為，狹隘的實驗室研究得到的是僅可用於實驗室的片

斷資料。研究者應以嚴謹的方法來揭曉重要的奥秘，才能達到

心理學探究人類本質的目的。 

 

表 2.3 訊息處理論的摘要 
基本要素 定  義 

假設 人類記憶是數個複雜且主動的訊息組織體；記憶系統將

訊息加以轉換以便貯存於長期記憶和日後的檢索提取。

學習 將來自環境的訊息轉換成認知結構的歷程。 
學習結果 某種形式的認知結構；一般的看法是語音網路形式的結

構。 
學習要素 知覺、編碼和貯存訊息的長期記憶的歷程。 
複雜學習之教學設計 教導學生問題解決的策略（如有系統的問題陳述、手段

－目的的分析、次目標的運用。 
教學設計之主要課題 將新學習與既有的認知結構相銜接；為學習和問題解決

提供處理上的輔助。 
 理論的分析 
理論的缺失 學習並非訊息處理論主要的研究歷程，所以該理論在教

育上的應用是間接的推論。 
認知歷程的電腦模式，其正確性尚待進一步的研究來證

實。 
對教學實務之貢獻 確認教學設計在將輸入刺激轉換成有意義符碼的歷程

中的重要性。 

資料來源：吳幸宜譯（1994: 248）。 

 

(四)Piaget 的認知發展理論 

1920 年代，Piaget 在巴黎的比奈實驗室工作，他負責發展

比西量表法文版的智力測驗問題，不過他對兒童答錯邏輯推理

問題時所除述的理由很感興趣，於是以心理分析師所使用的開

放式晤談技巧來研究兒童對這些錯誤答案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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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Piaget 提出了發展認識論（development epistemlolgy）

－對兒童的智能成長有詳盡而創新的分析。Piaget 的著作中包括

詳盡描述兒童思考歷程的六十餘本書籍和數百篇論文。 

Piaget 的觀點跟其他看法的主要區別在於，他不把知識視為

產品或實體，相反的，他認為知識是個不斷改變的歷程，而思

考則是行動。Piaget 的理論有以下四個特色： 

1.認為知識是不斷改變的； 

2.重視個體與環境之互動在質上的差異； 

3.研究題材的範圍很廣，即為說明思考性質的改變，必須分析人

生每個階段的心智功能。Piaget 的理論是採發展觀點，敘述由

嬰兒活動到成人推理歷程的心智生活（Piaget，1975）； 

4.Piaget 採不同領域協同研究的方法，其理論架構涉及哲學、心

理學和生物學三個領域。 

認知發展論是 Piaget 分析智能歷程的架構。一九七０年代，

Piaget 晚期的著強調歷程的重要，包括重新探討個體在學習運作

的自我調節歷程（所謂的平衡作用，equilibration）（Piaget，

1977）。此外，Piaget（1980）就生物適應與認知適應間的相似

性提出更進一步的分析，確認內生的（endogenous）、外生的

（exogenous）等兩種知識類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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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Piaget 認知發展論的摘要 
基本要素 定  義 

假設 智能跟生物系統一樣，逐步建構其運作所需之結構。知

識是個體與環境間的互動。 
智能的成長受到四個因素影響（物理環境與社會環境、

成熟與平衡作用）。 
認知發展 由嬰兒期到成人期之邏輯思考的成長。 
認知發展的結果 由先前的結構來建構新的結構（如動作模式、具體運思

和形式運思）。 
認知發展的要素 平衡作用調節之同化與調適。 

物理經驗與邏輯－數學經驗。 
邏輯思考之促進 提供豐富的物體實驗之機會，加上同儕互動與教師發問

的協助。 
教學設計之主要課題 維持兒童與教育間的雙向關係；避免直接教學和直接糾

正兒童的「錯誤」。 
 理論的分析 
理論的缺失 基本術語和定義難以理解。 

Piaget 式課程較難實施與維持。 
未提及邏輯思考與基本學習（如閱讀）間的關係。 

對教學實務之貢獻 關於兒童眼中的世界，提供一豐富的描述。 
提出當前課程的問題，尤其是把數學和科學當成「社會

科知識」來教給學生。 
運用了常被引述之「發現式學習」的概念。 

資料來源：吳幸宜譯（1994: 301）。 

 

(五)Vygotsky 的社會歷史論 

Vygotsky 於一九一七年自莫斯科大學獲得法律學位，同時

還對哲學、心理學與文學諸領域廣為涉獵。一九二四年一月六

日是 Vygotsky 生命的轉捩點，當時帕瓦洛夫的反射論是為主流

理論，而他在一個正式場合裡對著蘇聯第二神經心理協會批判

帕瓦洛夫的反射論以及完形心理學。Vygotsky（1962，1978）認

為，帕瓦洛夫對狗的研究以及柯勒的動物模式，都抹殺了動物

與人類之間的關鍵差異。人類並不僅是充滿反射的皮囊

（Vygotsky，1979a）。將動物與人類行為做一比對，動物行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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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兩組反應：天生的反射及後天學來的制約反射。相對的，

人類行為包括三類經驗： 

1.遺傳的經驗，較動物的本能反應為廣，包含了所謂的歷史經驗； 

2.自他人經驗中形成的多向度聯結，Vygotsky 將此要素稱為社會

性經驗； 

3.獨特的經驗是人類適應環境的方式。動物對環境的適應是被動

的，人類卻是主動的。動物只是「使用」環境，但人類卻改變

環境以配合自身目的（Engels，1940）。例如蜘蛛織網與蜜蜂

築巢的方式一成不變，相對的，織工與建築師是先在腦袋裡建

造他們的作品，雙手的動作與材料的揉弄只不過是想像模式的

體現。Vygotsky（1979a）將這類行為稱為「重復的經驗」，它

促使人類發展動物所沒有的主動適應形式。 

在解說人與動物的差異後，Vygotsky 呼籲心理學家去描寫

人類所獨有的成就發展。他認為只要心理學家進行人類意識所

有向度的分析，則這個描述便可成功。藉此方法，人類自我意

識的能力、類別知覺、自我管理的行為、邏輯性記憶，以及其

他能力便可獲得了解。 

Vygotsky 於一九三七年六月因肺結核病死去，享年三十七

歲，在他生命的最末三年裏，他急速的步調完成手稿、文章及

書籍。一九三六年當時共產主義中央委員禁止所有的心理測驗

在蘇聯進行，而主要的心理學期刊也停止發行近二十年，一直

到一九五六年後他的著作才獲得發表（Wertsch，1985）。 

Vygotsky 理論的基本前提是，一個文化的符號與記號，尤

其是語言，是瞭解複雜之人類行為的關鍵。文字是一種社會刺

激，使個人能夠瞭解他自己就好像個人在瞭解他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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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gotsky，1924，1979b）。因此就廣義而言，符號與記號是社

會行為與個人思考的來源，換言之，人類心智活動是一種社會

經驗的特例，對人類思考的瞭解必須以對社會經驗之機制的瞭

解為基礎。 

Vygotsky 關於認知功能的文化與歷史發展之概念在他去世

時仍未臻完整。當時他所開始論述的議題包括心智功能間可能

的階層關係，以及情感的發展和也在心智歷程中的角色。

Vygotsky 最廣為人知的貢獻在於他運用歷史的角度去分析人類

心智功能的發展。 

 

表 2.5 Vygotsky 的心理發展之社會歷史論摘要 
基本要素 定  義 

假設 人類行為動物行為的差異，就如同人類歷史發展與動物

進化的差異。人類心智發展的歷程是歷史發展歷程的一

部份。人類心理發展的顯著特徵，在於除外在刺激外，

自已所創造的刺激。心理歷程並非靜態，而應該被視為

處理轉變中的歷程。 
認知發展 複雜心智功能的發展，不僅運用外在刺激，也運用創造

出來的刺激。 
認知發展結果 人際間行動的內化；精熟文化中的符號與記號，並學習

使用它們以掌握自身行為。 
認知發展要素 複雜心理功能，包括自我調節的注意力、類別性知覺、

概念性思考，以及邏輯性記憶。 
複雜學習之教學設計 透過與成人的互動建立共通的意義；在教學中創造潛在

發展區域。 
 理論的分析 
理論的缺失 系統有欠完整；缺乏施行的具體方針。 
對教學實務之貢獻 確認在認知發展中，被創造出來的刺激在心理上的貢

獻；社會互動的重要性以及學習的社會性本質。 

資料來源：吳幸宜譯（199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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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Bandura 的社會學習論 

社會學習論早期的研究著重於行為楷模在利社會與反社會

行為學習中扮演的角色（Bandura，1969，1971a；Bandura & 

Walters，1963；Walters & Parke，1964）以及楷模在行為改變中

的角色（Bandura，1965，1971b），近年來更重要的是模仿媒體

的影響，研究者認為由於大多數心理學理論是在通訊科技發達

之前產生的，所以它們無法探討這種在現今社會的符號環境（媒

體）所扮演的強勢角色（Bandura，1986）。 

目前，這個理論確認了數種影響學習的社會因素與認知因

素，包括運用符號和從事具意圖與目的之行為的能力。人類可

經由符號將其經驗轉成可引導日後行動的內在模式，而且他們

也能在採取實際行動之前，象徵式地嘗試可能的行動方針

（Bandura，1986）。 

個體自我調節與自我反省的能力對學習有關鍵性的影響。

換言之，人類的行為大多是由內在標準所引發與判定，個體「監

控自身想法，履行之或預期由之引發的事件，由結果來判斷其

思考的適當性，並且依情況予以更改」（Bandura，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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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Bandura 之社會學習理論摘要 
基本要素 定  義 

假設 學習是環境、個人因素和行為三者間的互動，其中牽涉

到學習者的認知歷程。 
學習要素 楷模之行為、其所得到的結果，及學習者的認知歷程 
學習結果 語文符碼或視覺符碼，日後可能會也可能不會表現出

來。 
複雜學習之教學設計 除了基本技能之外，培養學習者的效能感和自我調節系

統。 
教學設計之主要課題 在實作練習前先做心理演練；在需要增強或懲罰時，不

可忽略；避免過度運用懲罰。 
 理論的分析 
理論的缺失 在教室情境中，難以將自我效能與自我調節所需的事物

連同其他教學要務一併施行。 
沒有探入探討一些在教室中常用的學習方式（例如從教

科書中學習） 
對教學實務之貢獻 詳細描述由大眾傳播媒體學來的態度與行為，更深入瞭

解在團體情境中的增強與懲罰的機轉。 

資料來源：吳幸宜譯（1994: 394）。 

 

(七)Weiner 的歸因理論 

Weiner（1972，1980a，1985a）的理論結合了三種心理學的

主要領域：動機、情緒以及歸因研究。這種取向是認知與情感

的結合，並隷屬認知社會心理學的領域域（Weiner & Graham，

1984）。「歸因」一詞指的是個體對事件或結果所知覺到的原因，

研究焦點在於個體如何解釋原因，以及這些解釋的含義。 

瞭解事件原因的重要性在於它有助於有效管理，並可指引

未來的行為（Weiner，1985b）。原因的探索並不只侷限於人類歷

史的某個階段，或者是一個特定的地理區域。 

Weiner 較早的歸因理論針對個體對成敗的解釋提出四項主

要歸因，並強調這些歸因結果與後續行為間具概念性的關聯

（Weiner，1972，1979）。這四項歸因分別為能力、努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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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度，以及運氣。接著是界定這些主要歸因的向度和特質，

這些向度會影響個人對事的情緒性反應，如驕傲或羞愧等，同

時也影響到個體對未來結果的預期（Weiner，1980b，1982）。 

早期研究是在實驗室中進行，直到最後十年，教室中的研

究才逐漸增加。所研究內容包括不同的教室目標結構對學生競

爭意識的影響（Ames & Archer，1988；Dweck，1989；Elliott & 

Dweck，1988），以及改變不良動機型態的方案（Dweck，1989）。

此外，動機模式還被應用在成就之外的領域，包括助人行為、

寂寞、抽煙等領域。 

 

表 2.7 Weiner 歸因理論的摘要 
基本要素 定  義 

假設 尋求瞭解是行為的主要動機；歸納是對結果之複雜的資

訊來源；透過對先前結果導因的知覺，未來的行為有部

份已被決定。 
動機 預期、自尊、從事成就性活動之傾向，皆受到歸因結果

的影響。 
歸因歷程 先界定結果為成功或失敗，再確認出導因來。結果的性

質、特定的歸因，以及歸因的向度，皆對後續情緒與期

望有所影響。 
動機的要素 主要歸因：能力、努力、作業難度、心情或健康、運氣、

他人；向度：制握控制、穩定性、可控制性。 
複雜學習之教學設計 為減除習得的無助感，發展方案，將失敗歸因由缺乏能

力扭轉為缺乏努力。 
教學設計之主要課題 教師對成敗歸因所造成的影響；教師所傳遞的歸因線

索；影響自尊與努力的歸因。 
 理論的分析 
理論的缺失 尚未發展出明確的實施程序。 
對教學實務之貢獻 確認出教室中造成失敗的事件，以及事件與兒童之信念

和行為的心理性聯結。 
確認出存在學習之競爭本質的問題。 
提供對教室中情緒事件的研究與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吳幸宜譯（1994: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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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七個與人類學習相關的理論為研究者與教育工作者

帶來新的思考。其中，Skinner 的原理延續行為主義的傳統，強調

環境條件與事件對行為改變的影響力；訊息處理論延續由完形心

理學所發起的認知角度；Gagné的條件論是一種互動理論，學習者

的認知歷程與環境中和學習相關的事件產生互動作用。這三個理

論直述學習的重要基本歷程，因此可被稱為學習歷程理論。 

相對於學習歷程理論，Piaget 與 Vygotsky 所發展的觀點並未

直接闡述具體事項的學習歷程。此兩套觀點各自以一種特定方式

界定人類思考的本質，然後再描述發展到最高層次所必須的歷

程，因此將它們歸成認知發展理論。 

Bandura 的社會認知論和 Weiner 的歸因理論皆可說是社會情

境理論，闡述社會中影響知覺與行為的各種訊。Bandura 所強調的

是環境、個人因素以及行為之間的互動；相對的，Weiner 的焦點

則在於個體的認知，以及對成敗的情緒性反應。 

這七個學習理論皆根據各自對學習本質以及認知發展的假

設，發展出一套原理原則。此外，每個理論都對不同的教室課題

多所啟示，也對人類學習的瞭解所有貢獻。然而，就本研究採用

的教學媒體 LEGO Mindstorms 其設計的原理為建造論

（Construcionism），它是結合教育上的學習理論與教學策略，同

時建立自 Piaget 的建構理論之上，因此認知發展理論較適合作為

本研究的學習理論基礎。 

二、建造論的理論基礎 

LEGO Mindstorms是經歷十五年的研發時間而在 1998年開始

發售，它是著名的丹麥樂高集團（玩具製造商）與美國麻省理工

學院媒體實驗室（以學習及認識論著稱的研究機構）合作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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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同時，Papert 是整個認識論與學習研究群的領導者，有關

LEGO Mindstorms 的學習理論基礎主要根源於他所提出的建造

論，而此理論是以 Piaget（Piaget）的建構論為理論架構來源。因

此，研究者將從建構論的相關文獻進行探討，進一步說明建造論

的理論基礎與實施如下： 

(一)建構論 

無論在哲學上、心理學上或教育學上，屬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派別者採用「建構（construct）」一詞，是指

他們對何謂知識（knowledge）與知識的形成（how knowledge is 

bluit）有其特別的主張。而在教育上的建構主義可概觀的劃分為

個人的建構觀（personal construct）和社會的建構觀（social 

construct）兩大主流（李咏吟，1998）。其中，心理學家 Piaget

和維高斯基（Vygotsky）的認知發展理論，特別受到教育學者們

熱烈地討論和研究（幸曼玲，1996；Steffe & Gale，1995），常

與建構主義的主張相提並論。因此，我們將說明他們的教育觀

點如后： 

1.Piaget 的建構觀點 

在 Piaget 的理論中，認為知識是認知個體主動的建構，而

不是被動的接收或吸收。因此，知識是由互動中建構而來，學

習是一種將經驗有意義化的社會過程（黃國鴻，2000）。因此，

Piaget 認為：認知是一種建構作用，人們為了適應生存中的環

境，憑藉著天賦或基模來認知外在環境，同時也藉由「同化」

（assimilation）、「調適」（accommodation）的作用，以建構出

有助於適應環境的知識。上述「同化」係指個體能將新知識納

入既有的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而「調適」係指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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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基模不能容納新知識，則必須改變認知結構，以建構出

適應環境的新知識（吳志緯，2002）。 

根據上述內容的討論，我們可得知建構論基本上有三大原

則：主動原則、適應原則與發展原則（詹志禹，1996；von 

Glasersfeld，1989）。此三大原則的進一步說明如下： 

(1)主動原則：知識並非由認知主體被動地接受而來，而是由

認知主體建造而。 

(2)適應原則：認知的功能是適應性的，是用來組織經驗世界，

不是用來發現本體性的真實。 

(3)發展原則：知識的成長是透過同化、調適及反思性抽取等

歷程逐漸發展而成，後續知識必須植基於先備知識且受限

於先備知識。 

上述三大原則必須同時並存，因為，單純強調「主動原

則」，雖然可以跳脫傳統知識論中的「接受觀（received 

view）」，卻容易墮入理性主義（rationalism）、天生論（innatism）

以及觀念論（idealism）等別一端的陷阱，必須輔以「適應原

則」，才能使建構論另闢蹊徑，在先天與後天之間尋找互動的

可能。但是，若必略了「發展原則」，那麼建構將仍然不夠彰

顯知識的動態性，而且不足以說明知識成長與重建的歷程。總

之，必須聯合三大原則的內涵，才能使建構論的意義較為完整。 

2.Vygotsky 的建構觀點 

Vygotsky 認為：人類智能的發展是來自於人與世界的互

動，也就是社會互動與社會經驗的結果。Vygotsky 強調社會文

化在學習歷程中的重要性，在歷史文化所發展的符號文字將影

響學習者的發展，同時他認為發展的過程是隨著學習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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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鴻，2000）。 

根據 Wertsh（1985）的解釋，Vygotsky 將人類心理能力

發展區分為兩個層次，透過原始的（natural）較低層次的能力，

如基本的注意和感官的知覺，個體在人際間的互動和學會使用

語言工具的歷程當中，便會產生思考，並且造成心靈的變化，

亦即個體重新再建構和組織意義，因而轉變到較高層次的心理

能力（甄曉蘭、曾志華，1997）。再者，Vygotsky 認為個人與

外在社會互動的結果，對於個人內在認知結構的塑造及促進認

知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個人認知結構是外在社會活動逐

漸內化的結果。 

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可透過能力較佳的學習伙伴

鷹架式的協助（scaffolded support）而發展成長（Vygotsky，

1978）。他進一步的提出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觀點（如圖 2.1），並且主張認知的發展必須

要透過社會互動方面的協助，學習者本身自我發展的能力有

限，但是可以透過同儕間的合作學習及有效的社會互動，提升

個體認知發展的空間（鄭晉昌，2002）。基於近側發展區的觀

點，教師應該在學習者發展之前，適時提供鷹架引導學習者發

展潛能，讓他學得符號的意義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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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Vygotsky 近側發展區的觀念 
資料來源：鄭晉昌（2002: 173）。 

 

總而言之，建構論的認知發展研究乃是脫離行為學派而導

向個體內在深層思維活動的探究，正如 Confrey（1991）所指出：

建構論對於知識建構的定義乃是基於 Piaget 的心智適應的原

理，是一種個人與環境境互動的建構歷程。Piaget 所闡釋的認知

結構或基模的理論，正是建構教學理念描述個體知識建構的內

在運思活動之最佳寫照。然而另一方面，維高斯基則從社會文

化的層面出發，強調人際間的互動及文化工具（語言或符號）

的使用，也為建構教學理念闡釋個體的知識建構提供了另一方

面的重要基礎。 

(二)建造論的理論與教學應用 

1.建造論的意涵 

建造論是由 Papert 所提出的學習理論，它是 Papert 延

續修正 Piaget 的建構論而提出的，此理論特別強調學習者

必須有意識的從事某項公開事務的建造。因此，建造論特

認知成長的總幅度 

（近側發展區） 
經由外力協助成長的幅度 

不依賴外力協助 
獨自成長的幅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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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強調：1.學習是主動的歷程，知識不是自然獲得的而是製

造出來的，也就是學習者從經驗中主動建構知識；2.當學習

者熱衷於對個人具有意義的事物時，他對新知識的建構是

特別有效率。其中，第一項觀點是建立於 Piaget 的建構論

之上，而 Paptert 加以擴充而成為建造論（Resnick，1996）。 

建造論的基本理念是「從做中學」，強調學習者要從事

創作外在的或可與人共享的作品。學習者所從事的活動並

非都可以算是學習的活動，最重要的是此項活動要具備豐

富的學習內容（learning-richness）的本質。學習者在從事

建構活動之時，可以隨時參照其成果的進展而獲得靈感與

引導，並可以更具體地去操作此項實物。透過這項逐漸成

形的作品，創作者可以指著某實質的一部份回溯其過去的

思考，並規劃出未來的活動。此外，在設計的過程中，學

習者除了規劃之外，更可藉實際動手做去測試其設計過程

中的創意。在學習者的作品發展過程中，他會不斷的修改，

甚至推翻原有的想法，而非只是執行公式化的程序（Roth，

1998）。 

再者，由於電腦科技高度的發展，Papert（1988）所提

的建造論除強調「從做中學」的觀念外，並且認為「形式

運思」的思考風格不一定優於「具體運思」的思考風格，

因而提出認識多元論的主張，強調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

也可以相同的學習效果（吳志緯，2002）。因此，Papert 所

提出的建造論是建立於兩個不同的建構（construction）觀

念：一是學習是主動的建構新知識，而不是被動的接受；

二是透過對事物的操弄，並且進一步的展現、發展，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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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而達到個人有意義化的建構學習（Papert & Harel，

1991）。McGrath（2000）認為：Papert 所提的建造論是結

合 Piaget 的建構論與 Lego 組件的操作而成的。換句話說，

Papert 的建造論是涵蓋 Piaget 的建構論，再加上能夠讓學

習者主動操作的實物（如 Logo 程式，或 LEGO 積木）。 

Papert 和 Harel（1991）指出建構論與建造論的差異在

於：建構論認為知識是由學習者建構，而非教師所提供；

建造論認為精進的創意通常會發生在學習者投入某些事物

的建造、或與他人分享經驗時。建造論也支持建構論的觀

點：學習者是一個主動的知識建構者，然而也強調在外在

作品的建造，因這樣可讓學習者分享彼此間的創意。雖然

沒有外在作品的創作，學習者仍然可以建構且表達知識，

但有更多的證據顯示藉由外在作品的創作，學習者可以有

更互動，以及分享他們所瞭解的事物及想法。 

2.建造論的教學應用 

建造論在教育上兼具有學習理論與學習策略的特性，

它建立於 Piaget 的建構論。建造論認為知識不是簡單地由

教師傳達給學生們，而是學習者主動的心智建構，學習者

不僅是獲取創意（ideas）而且是開創出自己的創意（Paper，

1993）。因此，建造論主張：應該讓學習者主動地參與一些

外在作品的創作，同時讓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看法，及

與他人分享想法，如此新的創意極有可能會被創造出來。 

因此，在以建造論為基礎的學習環境中，教師所扮演

的角色是協助者的身分，來指引學習者依其學習途徑進行

學習活動；而學習者必須完成指定的作業以達成教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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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如此他們可以探究、產生、解決問題。所以，基於建

造論所建置的學習環境必須包含下列要素（Han & 

Bhattacharya，2001）： 

(1)陳述具有發展可能的評分檢核表（rubrics）。 

(2)解說作業的對談過程。 

(3)探究在完成作業過程中所用到的多樣化策略。 

(4)學習者彼此間的詢問、學習討論。 

(5)完成作品的展現。 

(6)讓創意得以修正與發展的專案（project）。 

(7)學習者間的合作（collaboration）。 

(8)學習者能與外面世界的技術專家一起做事。 

(9)學習者能從事真實世界的工作。 

換言之，以建造論為主的學習環境，一開始就設定課

程／單元目標與期望是重要的，如此學習者會清楚瞭解他

們試著要獲得的內容及表現的程度。而多樣的策略就是允

許學習者利用不同的方法，以解決他們所遭遇的問題；藉

由展現作品及學習的討論結果，學習者可獲得回饋而來修

正他們的計畫或作品；與真實世界有關的應用，可讓學習

者真正學到在有意義情境（meaningful context）中所發生事

物的處理程序。 

在教室的教學情境中，建造論能被落實在兩種教學模

式（Han & Bhattacharya，2001）：(1)設計式學習模式（learning 

by design，簡稱 LBD）；(2)專案式學習模式（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 PBL）。因為此兩者同樣受到建造論的理論

與策略的導引，因此它們彼此間有許多共同的特性，即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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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教學模式皆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學習者被賦予

更多的學習責任，同時學習者有更多機會參與對他們有意

義的真實世界中的工作。然而，此兩者不同之處在於參與

者被期望完成作業的類型。在 LBD 中，參與者被期待完成

一個事先有選定觀眾的作業，而這觀眾可能是同儕、老師、

或家長，所以作品可能是一個人可完成的創作，或者是必

須小組共同合作的作品；而在 PBL 中，作業是一個需要長

期完成的專案，或者必須與其他人共同合作的作品，但它

是不需要設計出一個有預設觀眾的學習環境。 

三、建造論的教學模式 

研究者將針對上述建造論的教學應用內容，進一步再探討建造

論的教學模式－設計式學習模式（簡稱 LBD）、專案式學習模式（簡

稱 PBL），茲將兩者教學模式的意涵與目標、學習環境的設計要領、

教學策略與範例分別敘述如下： 

(一)設計式學習模式 

1.LBD 的意涵與目標 

LBD 的理論基礎源自於建造論，它強調學習的價值在於

藉由產生、規劃工作時程，或者投入其他類型的設計工作而達

成。設計的過程會產生一個豐富的學習情境（context），因此

LBD 的價值在於學習的過程及其成果、作品。再者，LBD 的

本質在於意義的建構，所以學習者創作出的物品、作品即代表

他的學習成果，而這學習成果必須對他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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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BD 理念所設計的學習環境中，許多目標是能被確認

出來。而這些目標可隨著學習者、教材、作業、教師而可以適

時調整、改變，但卻有一些共通的目標是可供我們在設計學習

環境時加以參考： 

(1)從範例及經驗中去摘錄基本的概念與技能。 

(2)促使學習者能積極投入學習活動中。 

(3)鼓勵學習者提出問題。 

(4)能夠比對出正確概念與錯誤概念。 

2.LBD 學習環境的設計要項 

LBD 所要提供的是一個豐富的學習環境，它可提供學習

者利用有意義的方法來與教材內容做互動的機會。因此，有些

設計的要項是我們必須加以考量，因為這些要項可增加有效學

習的價值，以及可反映在使學習經驗變得有價值的過程及作品

上。有關 LBD 學習環境的設計要項說明內容敘述如后： 

(1)真實性（authenticity）：以真實世界中應用為基礎的作業。 

(2)為設計活動而擬定的多樣的情境（multiple context）。 

(3)在開放性設計作業中，讓強制式、鷹架式的競爭取得平衡。 

(4)對於設計者（學習者）提供豐富、多變的回饋。 

(5)討論（discussion）與合作（collaboration）。 

(6)實驗（experimentation）與探索（exploration）。 

(7)反應（reflection）。 

3.LBD 的教學策略與範例 

表 2.8 中的六種教學策略是 LBD 常用的教學策略，每種

教學策略詳列出教學者在教學過程中可使用的實施範例，如此

可避免不明確期望、不完整的資料、缺乏明確的教學目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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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偏好的接納、教師的複雜角色（從傳統到革新的轉變）、

學習過程的評量等問，而讓 LBD 真正可以落實在教室裡的教

學情境。有關 LBD 的教學策略與實施範例，如表 2.8 所示： 

表 2.8 設計式教學模式（LBD）－教學策略與實施範例 
教學策略 實施範例 

1.從第一天起，讓對學習者
的期望變得更清楚 

 授課大網 
 課程說明 
 討論時間 
 網頁內容 
 澄清與課程有關的問題 

2.告知參與者（學習者）明
確(explicit)、暗喻(implicit)
的目標，及他們被評量的
方式 

 在前測後的討論 
 授課講義 
 網頁內容 
 問題與解答時間 
 共同決定評量的標準 

3.學習者是主動的知識建
構者 

 腦力激盪 
 小組討論 
 競賽活動 
 決策形成 
 學習者有一主題的選擇機會 
 學習者有一情境的選擇機會 
 調查工作 

4.教師扮演著協助者、鼓勵
者的角色 

 協助學習者的活動 
 激勵學習者 
 指定開放性的設計作業 
 平衡鷹架的提供、激勵學習者及指定完

成的作業 
 增強正確概念，消弱錯誤概念 

5.作業的內容要讓學習者
能設計及建構出一個可
與他人分享的作品 

設計作業可涵蓋而非侷限於下列項目： 
 教育性軟體 
 教育性競賽 
 網站建置、PowrPoint 的展示 

6.提供學習者豐富及多樣
的回饋 

 最初對題目取得一致意見 
 透過反應的自我評量 
 工作日誌 
 過程的報告 
 班級討論 
 短篇報告 
 同儕評量 
 學習歷程檔案：過程報告 
 引導到聽眾對象 
 引導到學科教材專家 
 觀察學生們的互動與參與所給的回饋 

資料來源：Han & Bhattacharya（20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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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式學習模式 

1.PBL 的意涵與目標 

PBL 是個綜合性教學途徑，它可使學習者專注於持續的、

合作的探究工作（investigation）（Bransford & Stein，1993）。

PBL 是一種可讓學習者進行複雜活動的教學策略，它通常需

要多個階段及一個較長的時間（甚至長到一整個學期）來進

行。專案內容仍然集中於作品、成果的創造，以及讓學習者選

擇、組織他們的活動，實際進行研究工作及綜合所得的資訊。

因此，PBL 的學習環境包括真實內容（authentic content）、真

實評量、教師的協助選（但非指導）、明確的教育目標、合作

學習及反應等。同時，在 PBL 的目標是反映在下列兩項目標

項目上： 

(1)營造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 

(2)強調於作品的創作當做學習成果的一部份，而作品是基於

具有多樣發展性的真實及現實生活的經驗； 

因此，當學習者在面對錯誤觀念、內化教材及相關概念

時，他便可成為知識的主動建構者。 

2.PBL 學習環境的設計要項 

PBL 學習環境有七個重要的設計要項，它們可以用來描

述、評估、規劃專案內容，讓學習者可以成為知識的主動建構

者，此七個設計要項說明內容敘述如后： 

(1)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環境（learner-centered environment）：此

要項是被設計來擴大學生的形成決策權及專案進程的主導

權，即包括主題的選定、設計、製作及展示等決定的形成。

專案的進行應有合適的結構及回饋，以幫助學習者做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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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的決策及修正。同時，藉由將學習者的決策、修正及

主動的行動表現轉換成文件內容，如此讓教師們（及學習

者）獲得有價值的資料，進而用來評量學生的創作及其成

長。 

(2)合作（collaboration）：此要項是用來給與學習者學習合作技

能的機會，諸如小組的決策制定、互相信賴、同儕與老師

所提供回饋的統整、對同儕能提供深思的回饋、及以「學

生研究員（student researchers）」的身分與同學們一起工作。 

(3)課程內容（curricular content）：教材要能夠順利的統整，它

是需要讓專案內容結合於標準（standards），即要有清楚的

創作目標，及支援、示範有關創作的過程、製作等學習內

容。 

(4)真實性作業（authentic tasks）：此要項依專案的目的而可呈

現出多種形式。專案式學習必須連結於現實生活，因為現

實生活的議題可與學習者的生活或社群發現關連。藉由真

實的方法、實施、觀眾的使用，可讓專案內容連結於實際

的專業。同時，要與教室外的世界作溝通時，可藉由網際

網路或合作而與現實生活中社群成員或專業人士作相關的

連結。 

(5)多元的展現方式（multiple presentation modes）：此要項提供

學習者有效地使用多樣的科技為工具的機會，使他們可以

順利使用科技來規劃、發展、或展示他們專案等。雖然，

科技可輕易地變成專案的主要焦點，但多媒體的真實力量

是在於：它能整合學科課程及創作過程的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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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視時間的管理（emphasis on time management）：此要項提

供學習者計畫、修訂、反應他們學習的機會。雖然專案完

成時間的範圍變化很大，但必須有適當時間及教材內容的

管理，來支援學習者進行有意義的創造及學習。 

(7)創新的評量（innovative assessment）：學習是一種持續進行

的歷程，因此教學評量是將學習加以文件化的持續過程。

專案式學習需要多樣的及次數頻繁的評量，包括：教師評

量、同儕評量、自我評量及反應。評量的實施必須被學習

者充分瞭解，並且允許他們有參與評量過程的機會。 

3.PBL 的實施程序及教學策略 

PBL 的實施程序是區分成三個主要的步驟（如圖 2.2 所

示）。在規劃（planning）階段時，學習者要選擇主題，尋找可

用的資訊來源，重組資訊成一種有用的形式；在創作（creating）

或實作（implementing）的階段中，學習者要發展專案的構想，

整合小組成員的貢獻，發展出專案內容；在處理（processing）

階段中，專案內容必須與其他小組分享，以便獲得回饋，以及

各組對專案成果的反應（如表 2.9 所示）。 

圖 2.2 專案式學習模式（PBL）實施的主要架構 
資料來源：Han & Bhattacharya（2001: 10）。 

 

規劃(planning) 
 選擇主題 
 尋找資源 
 組織資源 

創作(creating) 
 發展創意＆文件 
 協調＆組合 

處理(processing)
 反應 
 後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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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專案式學習模式（PBL）的實施程序及教學策略 

情境 實施程序及策略 學習者的配合 指導者的配合 
規劃(planning)    
1.設計整體學習氣
氛 

 營造可以促進學
習者探究及競賽
的環境 
 與真實世界做連
接 

 允許有充分的時
間進行專案 
 提供產生問題、
處理方法及作品
等投入(input) 

 瞭解專案內容，
並協助學習者 
 提供開放性情境
 協助學習活動 

2.探究(inquiry)  選擇主題 
 尋找資源 
 安排合作事宜 

 詢問及精鍊問題
 系統地闡述目標
 規劃實施的程序
 討論已形成的創
意(ideas) 
 使用「拼圖法」
的合作學習 

 在專案開始前，
找出學習者所具
備的先備知識 
 提供學習者結構
性探究的實施步
驟，以便學習者
可遵循實施 

創作(creating)    
1.分析資料   作出預報內容

(predictions) 
 設計出計畫／實
驗內容 
 收集及分析資料

 指導學習者分析
資料 
 納入一個技術協
助的模式 

2.與他人合作  與他人溝通彼此
的創意及發現 

 擁有與他人一起
工作的技能，以
及探究已形成問
題的必備知識 

 著重個人及小組
的學習歷程 
 提供個人應負起
責任的規範 

3.發展構想及文件  創作出作品 
 將創意加以具體
化並且加以建構
出來 

 詢問新的問題 
 提出結論內容 

 設計教學活動 
 提供相關資源 
 給與學習者在進
行專案時的意見

處理(processing)    
1.展示知識及作品  監控已知的事物  展示自己所有已

具備的能力 
 納入要對外面觀
眾展示的機會 
 要求多元標準的
完成（即合作、
解說、展示、自
我報告等） 

2.反應及後續動作 評量包括： 
 同儕評量 
 自我評量 
 學習歷程檔案評
量(portfolio 
evaluation) 

 瞭解教師的評量
方法 
 產生及同意評量
的標準規範 
 反應出自己的學
習狀況 
 分享與獲得多樣
的展望 

 營造一個時常回
饋與評量的教室
文化 
 找出學習者可以
比較彼此作品的
方法 

資料來源：Han & Bhattacharya（200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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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 LEGO Mindstorms 的理論基礎是 Papert 所提出的建造

論，它是是結合 Piaget 的建構論與 LEGO 組件的操作而成的。Piaget

的建構論認為：知識是認知個體主動的建構，而非被動的接收或吸

收。因此，認知是一種建構作用，人們為了適應生存中的環境，藉著

基模來認知外在環境，同時也藉由「同化」、「調適」的作用，以建構

出有助於適應環境的知識。因此營造合適的學習環境，可讓認知個體

主動學習而建構自己的知識體。基於建構論的理論基礎之上，建造論

同時強調：(1)學習是主動的歷程，知識不是自然獲得的而是製造出

來的，也就是學習者從經驗中主動建構知識；(2)當學習者熱衷於對

個人具有意義的事物時，他對新知識的建構是特別有效率。 

再者，建造論也強調學習者要從事創作外在的或可與人分享的作

品，這便是「從做中學」的理念。在製作與設計的過程中，學習者除

規劃作品外，更可藉實際動手做去測試其設計過程中的創意，且透過

展示或與人分享而達成個人有意義化的建構學習。然而，精進的創意

通常會發生在學習者投入某些事物的建造、或與他人分享經驗時。 

建造論認為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是協助者的身分，指引學習者依其

學習途徑進行學習活動；而學習者必須完成指定的作業以達成教學目

標，如此他們可以探究問題、解決問題及開創出自己的創意。同時，

學習者的作品必須真實世界有關的應用，可讓學習者真正學到在有意

義情境中所發生事物的處理程序。 

LBD 與 PBL 的理論基礎皆源自於建造論，兩者皆強調知識是由

學習者主動建構，透過作品的設計與製作而達成有意義的學習。因

此，LBD 與 PBL 兩者在設計要項中，皆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真

實性作業、合作的學習、多元的回饋等項目是相同。不同之處在於

LBD 強調學習者應藉由產生、規劃工作時程，或投入其他類型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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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工作，而達成學習的目標，學習的價值在於學習的過程及其成果、

作品，它可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來進行；而 PBL 則是強調學習者應

進行複雜活動，它通常需要多個階段及一個較長的時間（甚至長達一

整個學期）來進行，專案內容仍然集中於作品、成果的創造，以及讓

學習者選擇、組織他們的活動，實際進行研究工作及綜合所得的資

訊。本研究的教學單元實施時間為六週（24 節），而無法進行較長時

間的教學活動，因為 LBD 的教學模式實施時間較短，故適合本研究

發展樂高教學方案時之參考。 

LBD 的目的在使學習者成為設計者、創作者的經驗，而在這個

經驗中，他們必須能夠創造出可與他人分享的作品。因此，在教學策

略上可藉由設計、分享、指導、評估、修改他們的作業及反思過程等，

如此使得學習者對自身的學習能負起更多的責任。當然，教師也必須

扮演起協助者、鼓勵者的角色，同時營造出一個開放性學習環境，並

且在提供豐富多變的回饋機會給學習者時，能夠在激勵、協助兩種方

式取得一個平衡方法。所以，藉由這種學習經驗，學習者可以建構出

學習的意義，並且將學習過程加以內化。同時，藉由鷹架的提供讓學

習者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透過能力較佳的學習伙伴鷹架式的協助而

成長，這正與 Vygotsky 的建構觀點不謀而合，即是學習者本身自我

發展的能力有限，但是可以透過同儕間的合作學習及有效的社會互

動，提升個體認知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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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造力理論 

在創造力這一節中，研究者將探討創造力的相關理論、評量工

具及提升技術。茲將創造力的理論基礎、創造力的評量工具、提升創

造力的技術等分別敘述如下： 

一、創造力的理論基礎 

由於「創造力」是個很複雜的假設性概念，學者們往往因取

向不同而對創造力提出許多不同的見解，使得創造力的定義眾說紛

紜，莫衷一是（張世慧，2003）。因創造力牽涉的層面甚廣，不同

學者提出有關創造力的分類方式。Starko（1995）將創造力的理論

分為五大類別：心理分析理論（psychoanalytic theories）、人本主義

與發展理論（humanist and development）、行為主義／聯結理論

（behaviorist / associationist theories）、創造和認知取向（creativity 

and cognition）與系統理論（systems theories）。 

Mayer（1999）依據 Guilford 於 1950 年呼籲心理學投入創造

力的研究以來，50 年間有關創造力研究的研究取向進行後設分析，

區分出六種研究取向：心理計量取向（psychometric approaches）、

心理／實驗取向（psychological / experimental approaches）、人物傳

記取向（biographical approaches）、生物或認知神經科學取向

（biological approaches or cognitive neuroscience）、電腦模擬或人工

智慧取向（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社會

脈絡取向（contextual approaches）。 

Sternberg 和 Lubart（1999）認為創造力研究取向主要可分為

七種：從早期的神秘主義取向（mystical approaches）、實用主義取

向（pragmatic approaches）、心理動力取向（psycho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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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心理計量取向（psychometric approaches），到近期蓬

勃發展的認知取向（cognitive approaches）與社會人格取向

（social-personality approaches），乃至最後集各家學派大成的匯集

取向（confluence）。 

張世慧（2003）認為創造力研究可區分為五類：心理動力取

向、行為主義取向、認知心理取向、人本心理取向、群集取向。 

再者，Rhodes（1961）歸納出創造力的「4P」研究取向，即

個人（person）、歷程（process）、產品（product）和環境／壓力

（place/press）等四個研究取向。此種研究取向廣為學者所接受採

用（Grarnham & Oakhill，1994；Torrance，1995），個人即探討高

創造力者所具備的人格特質；歷程在於探討創意產生的心理歷程與

階段；產品在於探討界定創意產品的評定標準；環境／壓力則探討

什麼壓力或環境有助於或有礙於創造力的發展。 

從上述創造力研究取向的多元化，足可見創造力概念的複雜

與廣泛。近期許多學者則傾向於從整合的觀點，將創造力視為個人

與社會環境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張世慧，2003；Amabile，1996；

Feldman, Csikszentmihalyi & Gardner，1994；Gruber & Wallace, 

2001；Sternberg & Lubart，2002；Sternberg, Kaufman & Pretz，2001），

即從多向度與動態發展的「系統觀點」來研究創造力，此種觀點強

調是多重因素間的互動關係，創造力的研究是從單一向度走向多

元，從靜態演變為動態的系統觀點。本研究根據眾多學者採用的

「4P」研究取向分類觀，再加上「系統觀點」來探討創造力的理論，

茲將各學者的創造力理論分別敘述如下： 



 43

(一)創造的能力觀點 

創造力是一種能力，通常包含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

的幾種基本能力：敏覺力、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及精進力（陳

龍安，1998），其詳細內容茲分別說明如后： 

1.敏覺力（sensitivity）：指敏於覺察事物，具有發現缺漏、需求、

不尋常及未完成部份的能力，也就是對問題的敏感度。 

2.流暢力（fluency）：指產生觀念的多少，即思索許多可能的構想

和回答，是屬於記憶的過程，因人會將資料聚集貯存在腦中以

供利用。 

3.變通力（flexibility）：指不同分類或不同方式的思考，從某思想

列車轉換到另一列車的能力，或是以一種不同的新方法去看一

個問題。在問題解決或創造力上，我們必須要能找到不同的應

用範疇或許多新的觀念。變通力是指我們要能適應各種狀況，

同時意味著不要以僵化的方式去看問題。有彈性的思考者能以

不同的方式去應用資料。 

4.獨創力（originality）：指反應的獨特性，想出別人所想不出來

的觀念，亦即和別人看同樣的東西，卻能想出和別人不同的事

物，獨特新穎的能力。 

5.精進力（elaboration）：指一種補充概念，在原來的構想或基本

觀念再加上新觀念，增加有趣的細節，和組成相關概念群的能

力。 

(二)個人特質的觀點 

個人特質的觀點在於探高創造力者所具備的人格特質，雖然

各家說法不一，但仍可發現創造者的人格特質有一些共通點存

在。Barron 和 Harrington（1981）經長期研究，發現創造者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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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為：重視美的經驗、興趣廣泛、喜歡複雜的事物、精力充沛、

獨立判斷、高度自主性、有敏銳的直覺、有自信、以及有解決或

調適內在衝突的能力。Dacey 和 Lennon（1998）認為雖然難以

證實個人特質與創造力之間是否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存在，但可確

定的是個人特質與創造力之間確實有密切的關係，同時指出十項

有助於創造力的個人特質：對曖昧情境的容忍、爭取自由、破除

功能固著、無性別刻板印象、彈性變通、堅忍不拔的毅力、能夠

忍受延宕的滿足、喜歡複雜的工作、具有勇氣和喜歡冒險，其中

對曖昧情境的容忍是最關鍵的特質。 

有關 Torrance（1975）對創造力的 28 項人格特質與動機的說

法，其內容敘述如表 2.10 所示（引自陳龍安，1998）： 

 

表 2.10 創造力之人格特質與動機 
1.冒險性、試探極限 
2.對於困惑的情境好發問 
3.嘗試困難的工作 
4.完全投入於工作中 
5.好奇、追尋 
6.堅定、不退縮 
7.富於感性 
8.假設、猜測 
9.獨立的判斷 
10.獨立的思考 
11.勤奮、忙碌 
12.富於直覺、頓悟 
13.喜獨自工作 
14.富於興趣 

15.貫徹始終 
16.喜複雜性工作 
17.孩子氣，喜嬉戲 
18.記憶力佳 
19.獨斷 
20.自信 
21.自動 
22.幽默 
23.誠懇 
24.追求高遠目標 
25.要求證據 
26.勇於冒險 
27.富於幻想、理想 
28 為了真，寧可造成傷害 

資料來源：陳龍安（1998: 31）。 

 

再者，有學者認為創造者應具備下列的特質與特質：敏銳的

覺察力（sensitivity）及抽絲剝繭的分析能力，能突破「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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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所當然」的習慣，從混亂之中理出頭緒；勇於嘗試及面對批

判的冒險精神，視失敗為創造的一部份，對自創的事物會積極尋

求批判；不受制於習慣羈絆的變通力（flexibility），喜歡嘗試用

不同的方法解決問題；批判性的評鑑能力（critical assessment），

能從回饋及實際的測試中，拒絕接受環境的限制；多元化的流暢

力（fluency）、與眾不同的獨創力（originality）、具延展性的精密

力（elaboration）和重新組合的綜合能力（systhesis）（中華創造

力中心，1997；Downs-Lombardi，1996）。 

創造者之人格特質究意有那些，有關研究不少但結果不一，

主因於各研究之研究對象取自不同之領域和年齡層，而且所用之

研究工具和技術不盡相同所致（陳龍安，1998）。但由上述內容

歸納，我們可以知道創造者必須備某些人格特質，例如：覺察力、

變通力、評鑑力、流暢力、獨創力、精密力、綜合力等，如此可

讓創造者能突破成規，超越習慣，以求新求變，冒險探究的精神、

去構思觀念或解決問題，其行為表現出冒險心、挑戰心、好奇心、

想像心等情意的特質。 

(三)歷程的觀點 

從「歷程」觀點探討創造力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創造力產

生時的心理運作過程。早期諸多從「歷程」觀點研究創造力的學

者中，以 Wallas（1926）所提出的創造歷程最具代表性，其說明

敘述如下： 

1.準備期（preparation）：搜集有關問題的資料，結合舊經驗和新

知識。 

2.醞釀期（incubation）：百思不解，暫時擱置，但潛意識仍在思

考問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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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豁朗期（illumination）：突然頓悟，瞭解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4.驗證期（verification）：將頓悟的觀念加以實施，以驗證其是否

可行。 

Gallagher（1975）再根據 Wallas 所提出的創造歷程四階段理

論，進一步闡述每一階段所須具備的思考運作及所需的要素，其

主要概念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創造歷程模式 

階段 期望的形式 思考運作 要  素 
準備期 純粹，良好的組織 認知記憶 好學、維持注意力 
醞釀期 漫不經心 個人思考 智能的自由 
豁朗期 經常混淆，不協調 擴散性思考 冒險、容忍失敗及曖昧

驗證期 
純粹，良好的組織及清

楚的陳述 
聚斂性思考、評鑑

思考 
智能的訓練、邏輯推論

資料來源：Gallagher（1975: 250）。 

 

由上述內容可知，創造歷程其實與問題解決的歷程相似，而

將創造歷程視為一種心理思考歷程的觀念，是源自於杜威在 1910

年所提出問題解決的五個步驟：(1)遭遇問題；(2)分析問題之所

在；(3)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法；(4)獲得結果；(5)結果的驗證，以

決定接受或捨棄（李錫津，1987）。Panes（1967）提出創造性問

題解決模式（creative problem solving，CPS），將創造思考歷程有

效應用於解決實際問題，即以系統的方法來解決問題，特別強調

問題解決者在選擇或執行解決方案之前，應儘可能想出各種及多

樣的可能方法。因此，就創造力的歷程觀點而言，其實創造力產

生的四個歷程中的思考運作，皆與問題解決的歷程有著密切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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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的觀點 

創造力的產品觀點著重於界定創意產品的評定標準。

Sternberg 和 Lubart（2002）曾指出：當一個產品具備「新穎

（novel）」、「適當（appropriate）」兩個特性時，就可視這個產品

是一個有創意的產品。因此，我們可以說新穎、適當是創意的兩

個必要條件。然而，藉由產品來評定創造力是需要一些評定的標

準，Besemer 和 Treffinger（1981）讓 128 位高中學生評定三件

創造性作品，然後分析出「創造性產品分析矩陣（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CPAM）」，同時發展出「創造性產品語意量表

（creative product semantic scale，CPSS）」，該量表包括三個向

度，14 個次項度，即新奇度（啟發性、原創性、轉換性）、問題

解決（適合性、適切性、邏輯性、實用性、價值性）、精進與綜

合（吸引力、複雜性、雅緻性、表達性、系統、巧妙）。後來，

Besemer 和 O’Quin（1999）再以修正 CPAM 的向度，而有新奇

向度（原創性、驚奇）、問題解決向度（價值性、邏輯性、實用

性、易了解）、精進及統合（基本品質、精緻性、好手藝）等三

個向度及九個次項目。藉由一套可被認同的評量標準，就可用來

評斷產品的創意程度。 

(五)環境／壓力的觀點 

創造力的環境／壓力觀點則在探討什麼壓力或環境有助於

或有礙於創造力的發展。Amabile（1983）歸納許多研究發現：

有助於發展創造潛能的環境，是賦予創造者高度責任感，並且減

少行政干擾。 

就國小學童而言，影響最深遠的環境因素主要應該是家庭和

學校兩者。在家庭對於創造力的影響方面，有些研究指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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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養方式（林逸媛，1992；張嘉芬，1997；陳宗逸，1995；羅

一萍，1996）、親子互動關係（吳佳玲，1995；Hale & Windecker，

1992；Michel & Dudek，1991）和家庭環境（Olszewski, Kulieke, 

& Buescher，1987；Simonton，1988；Walberg，1988）可能會影

響個體的創造力發展。此外，學校教育提供的心理環境和物質環

境也可能會影響學生創造力的發展，影響因素包括教師本身的人

格特質和教學方式、師生互動關係、教室氣氛、學校的硬體和軟

體資源設備等方面（蕭敏華，1997；Deci & Nezlek，1981；Fleith，

2000；Houtz，1990；Rodd，1999）。 

在組織氣氛的研究方面，Amabile（1996）的研究發現，有

助於創造力的組織氣氛包括：組織鼓勵創意、主管或領導階層的

激勵、工作團隊的支持、足夠的資源、有挑戰性的工作、相當程

度的自由度。 

(六)系統的觀點 

1.創造力成分模式 

Amabile（1983）從產品的角度出發，提出「創造力的成分

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他認為創造力是「工

作動機（task motivation）」、「領域相關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創造力相關技能（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等三種

成分。 

在此模式內，「領域相關技能」可視為任一領域上成就表

現的基礎，其包括事實性知識、技術性的技巧及領域上的特定

才能等；「創造力相關技能」則包括運用整體性來探究新的認

知途徑、認知型式及工作型式；「工作動機」則涵蓋決定個人

朝向任務的動機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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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項成分在創造歷程中分別扮演不同的角色，「創造力

相關技能」位於最基本的層次，對於任何內容領域都可能會產

生影響；「領域相關技能」則屬於中間的層次，是指某一領域

內共有的所有基本技能，而不是歸屬於某一特定任務的技能；

「工作動機」位於最特殊的層次，不僅會隨領域內特定任務而

有不同，甚至對於某一特定任務也因時間而有所差異。 

2.創造力系統理論 

Csikszentmihalyi（1988）根據長年創造力領域研究的心得，

他強調創造力的發生乃是「個人（individual person）」、「領域

（domain）」、「學門（field）」等三個次系統交互作用的結果（如

圖 2.3 所示）。要讓創造力發生，必得將一套規則與練習，由領

域傳達給「個人」；而「個人」也必須在既有的「領域」內涵

中，產生新奇的變異；最後再由「學門」決定是否要將該變異

融入「領域」中。 

理論中，「個人」提出領域上的資訊，然後透過認知歷程、

人格特質、以及動機等因素來加以轉換或擴展它。「學門」則

包含控制或影響領域的人，他們的評鑑與選擇新觀念。至於「領

域」乃是創造力的必要元素，若缺乏現有型式的參照，是不可

能導入變異的。因為「新」唯有相對於「舊」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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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創造力的系統理論模式 
資料來源：張世慧（2003: 38）。 

 

3.創造力互動觀 

Gardner（1993）曾依據 Csikszentmihalyi 的「創造力系統

理」，提出所謂「創造力互動觀（creativity interactive 

perspective）」，此觀點強調「個人（individual person）」、「他人

（other person）」與「工作（work）」三者之間互動的重要性。

「工作」指的是學科領域中的相關象徵系統；「他人」可能是

家庭及同儕，也可能是競爭對手、支持者和評判者。他認為有

創造力的「個人」是一個經常解決問題、產生產品或能在專業

領域中定義新問題（起初被視為新奇，而最後被接受的）。他

同時也指出產生創造力的專業領域，往往受創造者的智能、個

人特質、社會支持和領域中的機會所影響。 

4.創造力投資理論 

Sternberg 和 Lubart（1996）應用經濟學理論的「投資」

觀點來闡釋其創造力本質說。他們認為一個人要創造力有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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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和發展，這個人要像個好的金融投資者一般，他必須是「買

低賣高」的行為者。「買低」是指主動追求別人尚未知曉的想

法，或別人丟棄但具有成長潛力的想法；「賣高」是指在這個

想法或產品可賺錢變成很有價值時，即放手賣掉去進行新的創

造。此種說法稱為「創造力投資理論」，它指出創造力需要匯

集六個不同但相互關連的資源：智力（intellectual abilities）、知

識（knowledge）、思考類型（styles of thinking）、人格特質

（personality）、動機（motivation）和環境（environment），同

時強調唯有這六項資源都用在怡當的程度上，創造力才會產

生。 

5.發展性演化系統模式 

Gruber 和 Davis（1988）利用「發展性演化系統模式

（developmental evolving systems model）」來了解創造力。他們

認為「個人的目的（person’s purpose）」、「知識（knowledge）」、

以及「情感（affect）」會一再的成長，擴大個人所面對的偏異，

進而導致創意的作品。其中，有關知識系統上發展性改變已經

從達爾文的進化論中獲得證實；至於「個人目的」是指一組用

來發展和導引個人行為相互關聯的目標；「情感」則包含喜悅

或挫折對所實行計畫的影響。 

這個模式有三項特徵：(1)「發展與系統的」：此模式視創

造力為隨時間而不斷發展的，且受到目的和機會的影響；(2)

「複雜的」：此模式試圖從高創意者的作品，找出其頓悟的發

展歷程；(3)「互動的」：此模式認為創造力的活動是動態的，

它受歷史脈絡、人際關係及專業合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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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創造力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 

葉玉珠（2000）提出「創造力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the 

ecological system model of creativity development）」（如圖 2.4 所

示），他認為創造力也是一個多層面的複雜系統中所產生的，

此一系統中包含(1)「小系統（microsystem）」：個體與生俱來及

學習而得的特質，如知識、經驗、智能、意向、技巧／策略等，

這些特質為產生創造性產品的必要條件；(2)「中系統

（mesosystem）」：個體成表的家庭及學校環境（包含正式與非

正式學校教育），此系統會與小系統互動並影響小系統中個人

特質的發展；(3)「外系統（exosystem）」：與個體工作有關的組

織環境（包含個體所處的組織環境與專業領域的社會組織中之

人、事、物），此系統會與小系統產生互動而影響創造性產品

的產生；(4)「大系統（macrosystem）」：個體所在社會的文化、

習俗、社會價值觀、社會期望等，此系統除了會影響前述三個

子系統的發展外，更會影響創造性的評價。 

 

 

 

 

 

 

圖 2.4 創造力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 
資料來源：葉玉珠（200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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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各家的理論觀點，可知創造力是一個複雜的概念，涉

及諸多層面，因此產生多種不同的研究取向，而各個取向的研究

內容與重點或有所不同。不同學派都有其各自獨立的核心主張，

來闡釋創造力的發展。然而，創造力的產生或發展是繫於多重因

素聚集互動的結果，單一取向的心理學觀點是無法周延解釋的。

因此，本研究採用能力觀點、歷程觀點、產品觀點等觀點來探討

創造力。 

二、創造力的評量工具 

近十幾年來，由於創造力的理論觀點愈趨多元化且相當的分

歧，加上原有測驗工具的缺失，而使得不同類型的創造力評量方

法或工具相繼出現（張世慧，2003）。現有的創造力測驗有上百個，

又可細分為人格測驗（personality tests）、傳記量表（biographical 

inventories）和行為評量（behavioral assessments）等三種，但半數

以上是 1970 年以前發展的，且近三分之二的量表目前已經沒有人

在使用（Amabile，1983，1988）。Hocevar（1981）、Hocever 和 

Bachelor（1989）等人曾分析百種以上評量創造力的工具或方法，

除了少數無法有效歸類之外，大部份的評量工具或方法大致可分

類為「擴散思考測驗（tests of divergent thinking）」、「態度與興趣

量表（attitude and interest inventories）」、「人格量表（personality 

inventories）」、「傳記量表（biographical inventories）」、「老師、同

儕或督導者的評量（rating by teacher , peer , and supervisors）」、「產

品的評判（judgments of product）」、「名人研究（eminence）」、「自

我陳述的創造活動和成就（self-reported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等八大類。張世慧（2003）針對上述八類作一步

的描述，其內容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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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散思考測驗 

擴散思考測驗是研究上最常用來評量創造力的方法或工

具。目前使用最廣泛者應為「拓弄斯創造思考測驗（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它可用來評量個人的心理計量取向的創造

力四個層面： 

(1)流暢力：即在一定時間內所有有關反應的總和，反應的數量

愈多表示流暢力愈高。 

(2)變通力：即在一定時間內所有反應類別的總和，反應的類別

愈多表示變通力愈高。 

(3)獨創力：即在一定時間內與眾不同或稀有反應的總和，分數

愈高表示獨創力愈高。 

(4)精進力：即在一定時間內在反應基本條件外附加細節或精緻

化的總和，分數愈高表示精進力愈高。 

這份測驗工具可分為「語文」、「圖形」兩種版本，每種版

本又有甲、乙兩種複本，它是一種標準化的個人或團體測驗，

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有關拓弄斯創造思考測驗的內容如表 2.12、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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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拓弄斯「語文創造思考測驗」的內容 
分測驗名稱 測驗內涵 

發問 
猜測原因 
猜測結果 

這三個部分都是依據一張圖片，由受試者寫下所有

疑問、列出各種可能引起圖片上動作的原因、以及

儘可能列出圖片上動作所有可能產生的各種結果。

產品改進 依據一張玩具圖片，讓受試者盡量想出一些改進玩

具的構想，使之更有趣而好玩。 
不平凡的用途 讓受試者盡可能列出有關紙盒的所有不平凡用途。

不平凡疑問 讓受試者盡可能列出有關紙盒的所有不平凡疑問。

假想看看 讓受試者假想一個不可能的情況真的發生時，所有

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 

資料來源：張世慧（2003: 108）。 

 

表 2.13 拓弄斯「圖形創造思考測驗」的內容 
分測驗名稱 測驗內涵 

圖形結構 提供一張曲形圖，要受試者將這個曲形圖當做所畫

出的一整幅畫中的一部份，並予以命名。 
圖畫完成 提供十幅尚未完成的畫，讓受試者在上面加上一些

線條，使成為有趣的東西或圖畫，並為它們定一個

有趣的題目。 
圓圈 提供 36 個圓圈圖案，要受試者任意在圓圈內外加上

線條，使成為一整幅畫，並為畫完的圓圈加上題目。

資料來源：張世慧（2003: 109）。 

 

除「拓弄斯創造思考測驗」外，國內現有可用的擴散思考

測驗，還有「威廉斯創造力測驗（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中的「擴散性思考測驗（test of divergent thinking）」（林

幸台、王木榮，1994）和「新版創造思考測驗（new creativity test）」

（吳靜吉，1998）。而威廉斯創造力測驗中的「擴散性思考測

驗」，因為減少受試者在做測驗時，看到「測驗」兩字而產生「被

考」的感覺，所以題本上的名稱將「擴散性思考測驗」改為「創

造性思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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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目的在於測量受試者左腦語文能力與右腦非語文視

覺知覺能力，所得分數可代表流暢力、開放性、變通力、獨創

力、精密力、標題等六種擴散思考能力，可作為評量特殊才能

與創造力兒童和青少年的工具。它適用於國小一年級至高中三

年級（6 至 18 歲）男女生，建有台灣地區國小一年級至高中三

年級學生的百分等級常模，約需實施 60 分鐘。其主要內容包括

十二題未完成的刺激圖形，要求受試者運用想像力，在規定時

間內利用圖中的線條，儘可能畫出與眾不同或有趣的圖。所畫

的圖愈特別愈好，同時在圖下的黑線上，分別替每幅畫好的圖，

取一個好聽、有趣的名字。該測驗的評分者間信度為 0.867-1.0；

重測信度方面，國小 0.501-0.678、國中 0.433-0.608、高中

0.622-0.711；折半信度為 0.41-0.92；內部一致性係數是

0.41-0.68。至於同時效度（以拓弄斯圖形創造思考測驗為效標）

方面，國小部份之相關係數介於 0.261-0.396，其中僅流暢力及

標題之相關達顯著水準；國中部分之相關係數介於 0.311-0.545，

均達 0.05 顯著水準。至於各量表內部相關亦均 0.001 顯著水準。 

後者的目的在於測量受試者在認知方面的創造潛在能力，

可作為評量一般和資賦優異兒童的工具。這份測驗共有兩個部

份，包括語文創造思考測驗（竹筷子）一題和圖形創造思考測

驗（人）一題，做答方式與前兩者大同小異。它分別在測量受

試者的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精進力，建有台灣地區國小

五年級至研究生的語文和圖形的 T 分數常模，它適用於國小五

年級至研究生，實施所需時間約為 30 分鐘。這份測驗的評分者

間信度在 0.79-0.98；間隔 3-4 個月的重測信度為 0.34-0.60。在

效度方面，圖形和語文部分以「拓弄斯圖形創造思考測驗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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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線條活動和「拓弄斯語文創造思考測驗乙式」中的空罐子

活動作為效標進行同時效度考驗，其相關介於 0.08-0.75 之間。 

2.態度與興趣量表 

創造者常會表現出有利於創造力發展的興趣傾向和態度，

因此評定其創造力亦可從個人對與創造力有關的態度和興趣傾

向著手。依照此種想法所編擬的「態度與興趣量表」不少，包

括「修訂庫德普通興趣量表」（路君約、陳李綢，1988）、威廉

斯創造力測驗中的「創造性傾向量表」、Davis 和 Rimm 所發展

的「團體發現興趣量表（group inventory for finding interests）」…

等（林幸台，2000）。 

國內現有一些可用的量表，如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林

幸台、王木榮，1994）。這份量表是一種擴散式情意測驗，有五

十題三選一的陳述句，由受試者依照自己在冒險性、好奇性、

想像力、挑戰性等四方面行為特質的程度勾選之。所得分數可

用來解釋左腦語文分析和右腦情緒處理的交互結果，屬於

Guilford「智能結構說」中的「擴散性語意單位」（divergent 

semantic units）。該測驗的評分者間信度為 0.867-1.0；折半信度

是 0.817-0.859；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0.809-0.849。在效度方面，「修

訂賓州創造傾向量表」與「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的相關，

國中部份為 0.682-0.806，高中部份介於 0.590-0.736 之間，均達

0.05 顯著水準。 

「修訂庫德普通興趣量表」共有 504 種不同活動，每三個

活動一組共有 168 組，可記十種興趣範圍：「戶外興趣」、「機械

興趣」、「計算興趣」、「科學興趣」、「說服興趣」、「美術興趣」、

「文學興趣」、「音樂興趣」、「社會服務興趣」及「文書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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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量表間隔六週的穩定係數，男生在 0.67-0.984 間，女生在

0.69-0.97 之間。至於男生的同時效度在 0.52-084 之間，女生在

0.61-.68 之間。 

3.人格量表 

有些學者認為創造力的發展不僅需要認知能力方面的特

質，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扮演重要的角色（Eisenman，1987；Ray 

& Myers，1986；Sternberg & Lubart，1996）。因此，欲知一個人

創造力的高低，評量與創造力有關的人格特質因素，如面對障

礙時的堅持，願意冒合理的風險、接受新經驗的程度、願意成

長、獨立性、抗拒權威、對曖昧不明的容忍、對自己有信心．．．

等，常受到相當的注意與運用。 

基於此觀點，許多人格量表常被用來評量與創造力有關的

人格特質，如：加州心理量表、卡氏十六人格因素問卷．．．

等（林幸台，2000；黃堅厚，1999） 

4.傳記量表 

有些學者發展傳記式問卷，用以瞭解個人過去經歷及家

庭、學校環境因素等項目，用來評定創造潛能。因而，此類量

表決定個人在過去是如何表現的？他從事創造性工作嗎？他的

人格特質和生活型式類似於創造者嗎？。雖然此類量表對於過

去很少有機會創造性表現的個人是價值不高，但此類量表已被

證實是可用來評量創造力。Schaefer（1970）的「傳記創造力問

卷（biographical inventory : creativity）」即是此類的量表。 

賈馥茗、簡茂發（1982）曾依據國外的傳記問卷，修訂了

一種適用於國中學生的「傳記問卷」。這份問卷共有 110 題，採

五選一的方式作答，得分愈高代表其具備愈高的創造傾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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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顯示高創造力組的傳記問卷得分顯著優於低創造力組學生，

此傳記問卷可作為了解學生創造力的篩選指標（林幸台，2000）。 

5.老師、同儕或督導者的評量 

此類評量創造力的方法或工具在於蒐集來自第三者的資

料，都是由父母、教師、督導人員或同學等人來進行評定的。

上述評量者依據對於被評量者平時的行為觀察與了解，來評定

其創造傾向或創造力。運用這種方式來評量創造力的工具或量

表也是很常見，如：教師評定量表在於詢問學生是否有許多獨

創性的觀念（想法），或者學生是否有自信，足以採取立場對抗

群眾，或獨特性的產品，可以完成類似於自傳量表上的自我報

告，只是資料來自外在觀察者。而威廉斯創造力測驗中的「創

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量表（rating creative scale）」，Renzulli 等人

（1976）所編擬的資優生行為特質評定量表中的「創造性量

表」．．．等即是此類的測驗工具。 

威廉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量表（林幸台、王木榮，1994）

是由家長和教師依據其觀察結果，來評定兒童的八種創造行為

（包括流暢、變通、獨創、精密、好奇、想像、挑戰、冒險等）。

每種因素各有六個特徵，共 48 題三選一（經常如此、有時如此、

很少如此）的題目，另有四題為開放式題目，供教師或家長描

述其兒童的觀察結果。所得分數即代表被觀察的兒童在每個創

造力因素上所具有的種程度，以及教師或家長對其兒童創造力

的態度。 

6.產品的評判 

有些學者認為評量一個創造力高低最為直接的方法，就是

一個人表現或發展出來的作品或產品（Amabile，1982；Ster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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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bart，1996）。由於所根據的創造力定義不一，因此評判者

的標準並不相同。茲將一些學者用來評判產品或作品的創造力

指標內容整理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產品或作品的創造力指標比較 
研究者 產品或作品的創造力指標 

Besemer & 
Teffinger (1981) 

新奇向度（啟發性、原創性、轉換性）；問題解決向度（適

合性、適切性、邏輯性、實用性、價值性）；精進與綜合

度（吸引力、複雜性、雅緻性、表達性、系統、巧妙） 
Torrance, Weine, 
Presbury, & 
Hendeson (1987) 

創意想像、對社會文化建設性的影響、未來導向的成分、

所涉入的情緒感覺（未來創作劇本，如 2008 年故事） 

Besmer & O’Quin 
(1999) 

新奇向度（原創性、驚奇）、問題解決向度（價值性、邏

輯性、實用性、易了解）、精進及統合（基本品質、精緻

性、好手藝） 
Amabile 
(1983,1996) 

使用他們自己主觀的創造力定義，依照創意的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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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評定這些設計作品。 

資料來源：張世慧（2003: 117）。 

 

7.名人研究 

探究具有創造力之名人的特質也可用來提供評量個人創造

力的依據。「人格評量與研究學院（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 research, IPAR）」在 1970 年代曾進行許多名人（包

括作家、建築師．．．等）的研究，從中分析這些名人的家庭

社經地位背景因素或人特特質，其結果可作為衡鑑個人創造力

高低的指標（林幸台，2000）。 

8.自我陳述的創造活動和成就 

依據個人自我陳敘述所從事的創造性活動或成就表現（self 

reported creative activities & achievement），也是一種評定其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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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高低的方法。這方面陳述包括發明的產品、專利權的數量、

參加科展的成績或相關科技、文學創作、藝術創作競賽的名

次．．．等。 

上述這八類評量方法或工具涵蓋範圍雖廣泛，但仍然不脫離

Rhodes（1961）所提出的「創造力 4P」概念，即「人（person）」、

「產品或產出物（product）」、「歷程（process）」、「壓力／環境

（press/place）」的範疇。此外，Amabile（1983）指出創造力的實

證研究大多要應用到評量的技術，這些技術大致分為三大類：對

產品做客觀的分析、主觀的評定產品或個人創意、創造力測驗。

而 Amabile 所指的創造力測驗是那些基於心理計量取向而編的測

驗，這些測驗主要目的為測量與創造力有關的能力、特質或性向，

是近半世紀以來應用最廣的創造力測量技術。本研究採用威廉斯

創造力測驗（創造性思考活動、創造性傾向量表）、產品的評判等

評量工具，評量本研究所定義的創造力。 

三、提升創造力的技術 

一些培育創造力的程序包括學習特定的思考技術，如腦力激盪

術、類推比擬法、屬性列舉法、強迫組合法．．．等，可在不同的

情境或學科上應用，通常是為獲得創意、點子、想法。在此介紹這

一些常用來提升創造力的思考技法與技術，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腦力激盪術 

腦力激盪術可在短期間內，利用集體思考的形式，發生連鎖

反應的效果，誘使與會成員自由聯想出大量的新構想（張世慧，

2003）。陳龍安（1998）指出教室中使用腦力激盪術的六個步驟，

其實施內容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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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擇及說明問題：選擇的問題範圍要狹小，且能具有分歧性的

答案。問題選妥後，應對這個問題加以說明。 

2.說明必須遵守的規則：不要批評別人的意見；觀念、意見愈多

愈好；自由思考，應用想像力，容許異想天開的意見；能夠

將別人的許多觀念，加以組合成改進的意見。 

3.組織並激發團體的氣氛：教師要激發學生們的討論氣氛，造成

一個自由、愉快且願意表達的情境。  

4.主持討論會議：以分組方式進行，由小組推選一位主持人以進

行討論。討論的內容可就其他用途、改變、修改、擴大、縮

小、代替、重組、反轉、聯合、變形等面向進行，以激發小

組的不同的想法與意見。 

5.記錄小組的創意：每一小組應推選一位或二位記錄，將小組成

員的意見記錄下來。 

6.評估小組的創意：創意的可行性是需要評估，在廣泛蒐集小組

創意後，小組成員可依據「預期結果」、「提供效率」、「符合

規範」、「配合目的」、「時機恰當」、「可行性高」、「手續簡化」

等標準來評估創意，上述七個標準可依狀況採用。 

「635 默寫式腦力激盪術」是另一種腦力激盪術的實施方

式，它是由 Rohrbach（1969）所提出的，所謂「635」的意思，

即「6」位參與者，各提出「3」個構想並在「5」分鐘內完成。

參與者圍著圓桌坐下，每個人面對放置構想卡，必須在五分鐘內

寫出三構想；時間一到，即將卡片傳右邊的同伴，同時自己也從

左邊的同伴拿卡片；同樣地，自己也必須在別已寫上構的卡片，

再添上三個構想。過五分鐘後，再傳送一次，就這樣以 30 分鐘

為一個循環，即可得到 108 個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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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類推比擬法 

「類推比擬法」（synectics）是一種發展創造力的有趣的新方

法，強調使用類推和協助思考者，分析問題和形成不同的觀點，

此法是由 Gordon（1961）及其同事所設計。類推比擬法使用到四

種類推比擬型式（張世慧，2003），其內容敘述如下： 

1.擬人類推：它的重點在於「神入參與」，它需要學生神入所要比

較的觀念或物件；需要喪失某些自我，轉化成為另一空間、植

物、動物或無生命的事物。經由喪失自我所創造出來的概念距

離愈大，類推愈可能是新的。 

2.直接類推：即簡單比較兩種概念或物體，比較所有層面並不必

須要視為同一。它的功能在於轉化真正主題或問題情境的條件

到另外一種情況，而對一個問題或觀念提出新的觀點。這包括

將個人、植物、動物或無生命的事物視為同一。 

3.狂想類推：即任何事情都可以，不受限於真實或邏輯。 

4.壓縮衝突：即運用兩個彼此相矛盾或相反的單字來描述物體，

例如戰爭與和平、友愛的離人。 

此類推比擬法應用於創造新事物的步驟如下： 

1.描述目前狀況：教師使學生描述他們目前所看到的情境或主題。 

2.直接類推：學生提出直接類推，選擇一項作進一步的探究（描

述）。 

3.擬人類推：學生變成他們在第 2 步驟所選擇的類推。 

4.壓縮類推：學生由步驟 3、4 來解釋他們的描述，並提出幾種壓

縮衝突並選擇一種。 

5.直接類推：依據壓縮衝突，學生產生和選擇另一種直接類推。 

6.重新檢測原先的任務：教師讓學生回到原先的任務或問題，並



 64

使用上次類推或整個「類推比擬法」的經驗。 

(三)屬性列舉法 

屬性列舉法是由 Crawford（1954）所提出的，他認為每一事

物皆從另另一事物中產生，此項技巧常用於對物品的改革創新。

這項技術是用來協助學生思考在物體、歷程或系統上可能的修正

或改變。要求學生列出所有重要的項目特性，然後提出改變各種

屬性的方法。 

為方便學習者思考，可採用下列的方法提醒他們列出更多且

更不平凡的屬性（陳龍安，1998）： 

1.特性列舉法：依物品的構造及其性能，按名詞（材料、製造方

法…）、形容詞（高低、形狀、輕重、顏色…）、動詞（技能、

相關動作…）列出特性，然後檢討每一特性可改良處。 

2.缺點列舉法：把產品的缺點指出來，再針對這些缺點改良。例如：

「茶杯有什麼缺點？」則有人會提出：易破、燙手…等缺點，

然後問「如何改良這些缺點？」「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來改進

呢？」「用那種材料可代替？」…。 

3.希望列舉法：就某項物品積極地的想像，希望它還能有什麼優

點，姑且不論其可行或不可行都將之列出。 

(四)強迫組合法 

強迫組合法是由 Whiting（1953）首先引薦並加以界定的，這

種方法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有腦力激盪會議中，主持人如能善

用強迫組合法，對於創意構想的啟發會有不錯的成效（張世慧，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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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組合法的應用範圍是以新產品或事物的研發最為恰當。

大致上可分為下列 4 種形式： 

1.毫無相關的組合：將功能與外觀毫無相關的兩種產品或事物強迫

組合在一起。 

2.附加價值或功能的組合：這種組合是因應該產品或事物功能不足

的缺失，或者想要增加產品或事物的附加價值，因而企求組合

其他產品或事物的功能。 

3.相乘效果的組合：組合各擁有不同功能的產品或事物，以發揮相

乘的效果。 

4.尋求新技術的組合：將其他專業領域的新技術，組合在一個產品

或事物上。 

上述分類僅是提供學習者運用此方法時能有所遵循。以下是

以新產品或事物的研發為例，其大致的實施步驟敘述如下： 

1.把將要研發的新產品或事物提出來，並且將它的組成要素及一些

功能屬性列舉出來。 

2.分析並確定所要解決的問題重點。 

3.隨機或有意地提出另一項產品或事物，同時列出它的功能屬性。 

4.逐一將兩種產品或事物間的各個功能屬性配對，並分析其關係，

以尋求合理的強迫性組合。 

就上述提升創造力的技術而言，每個人都具有不同程度的創

造力，僅要透過合適的實例和練習是可增強創造的行為。因此，

當學生們熟悉上述創造力的提升技術，並且交互應用以獲得不錯

的創意、點子、想法，而讓創造力得以更具體且可行。同時，在

教學過程中，我們可運用創造力的提升技術，促使教學更活潑生

動，有助於培養學生創造思考的能力，以提升其自身的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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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創造力的內容，可以發現創造力是一個複雜的概念，涉

及的層面相當廣泛，但它所涉及的範疇皆與個人、歷程、產品、環境

／壓力等「4P」有關，所以創造力的研究取向仍與能力觀點、個人特

質觀點、歷程觀點、產品觀點、環境／壓力觀點、系統觀點等取向為

主。然而，單一取向的心理學觀點是無法週延解釋創造力，因此本研

究採取能力觀點、產品觀點等來定義及探討「創造力」。就能力觀點

而言，本研究視創造力為一種綜合性能力，即流暢力、變通力、獨創

力、精密力、開放性等認知能力，以及冒險性、好奇性、想像力、挑

戰性等情意能力，這些能力可透過創造力測驗來量測；就產品觀點而

言，必須界定出創意產品的評定標準，本研究選擇合適的創造力評定

指標以建構評量表，來評定學童作品的創意程度，量測出學童實作的

創造力。 

創造力的歷程觀與問題解決的歷程相似，因此本研究將創造力的

歷程納入教學活動設計的考量要點，讓學習者將創造思考歷程應用於

解決問題，進而提升學習者的創造力。 

有關創造力的評量工具或方法大致分為擴散思考測驗、態度與興

趣量表、人格量表、傳記量表、老師同儕或督導者的評量、產品的評

判、名人研究、自我陳述的創造活動和成就等八大類，但依本研究所

界定的創造力，它所需的評量工具或方法應為擴散思考測驗、態度與

興趣量表、產品的評判等三類。在考量測驗的品質與容易取得與否等

因素，本研究採用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其中「創造性思考活動」是屬

於擴散式思考測驗，用以測量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精密力、開

放性、標題等認知領域的創造力；而「創造性傾向量表」則屬於態度

與興趣量表，用以測量冒險性、好奇性、想像力、挑戰性等情意領域

的創造力。而產品的評判則是依據 Besmer 和 O’Quin（1999）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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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 CPAM 所列三個向度及九個次項目的評量指標，建構出學習者

實作的評量表，以評定學習者作品的創意程度及創造力。 

有關腦力激盪術、類推比擬法、屬性列舉法、強迫組合法等創造

力提升技術，可以應用於教學活動進行之中，根據本章第一節所提及

的 LBD 教學模式，教師的角色是協助者、鼓勵者的身分，當學童在

製作實作的作品時，難免會遭遇不同的問題與瓶頸，教師必須適時適

切地提供諮詢及討論的協助，此時上述的創造力提升技術可視各組情

況而教導學童使用這些技術，以便尋找出最佳的創意及點子，以解決

所遭遇的問題，進而提升他們的創造力及問題解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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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解決與合作的學習 

建構論的教學理念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重視主動參與式的學

習。在「問題解決式」（problem solving）的學習活動中，可讓學生透

過對問題情境的思考、資料蒐集與分析、設計解決方案、討論分享等

活動，促使學習者主動參與學習。此外，為使學習者能達成某種預設

的學習成果，建構主義非常強調學習者間的互動，因此主張小組式「合

作的學習」，透過同儕間對問題討論、溝通等社會協調過程，達到有

意義的學習分享，建立較客觀的學習成果（朱則剛，1996）。再者，

就認知心理學的觀點而言，創造力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創造的過

程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過程（洪文東，2000）。茲將問題解決的意義

與歷程、問題解決的模式分別敘述如下： 

一、問題解決的意義與歷程 

(一)問題解決的意義 

從認知心理學的觀點而言，用來定義「問題」的一個標準訊

息處理架構（information-processing framework）乃由幾個狀態

（state）所構成：(1)一個目標（goal）或是目的狀態（end state）；

(2)一個初始的或是開始的狀態（starting state），也就是對問題所

做的描述；(3)一些中間狀態（intermediate states），用來描述為達

成該目標之所有可能的解決路徑（solution paths）。而每一個解決

路徑是由一些個別的步驟所組成，這些步驟會將個體由開始的狀

態運作到其目標狀態。這整個包含初始、中間、及目標狀態的過

程即組成了一個「問題空間（problem space）」（如圖 2.5 所示）

（岳修平譯，1998；Newell & Simo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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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不同型態的問題空間 
資料來源：岳修平譯（1998: 288）。 

 

再者，不同學者對「問題」的看法雖是見仁見智，但大多數

的心理學家皆同意一個問題有其一定的特性（Mayer，1992）即

是： 

1.指定（givens）：問題開始於一定條件之一種狀態。 

2.目標（goals）：問題想要達到的目標，須經由思考將問題由現

況轉化到目標狀態。 

3.障礙（obstacles）：思考者以某種方式改變問題的目前狀態或目

標狀態，但其未知正確答案，亦即未能明顯獲得問題解決。 

因此，我們可知「問題」的形成要素在於：初始狀態、目

標、以及解決途徑。而「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的意義，

便是運用個人先前已具備的經驗、知識、技能和了解（初始狀

態），去思索、探究、推理（解決途徑），以滿足未能解決的陌生

情境之需求（目標）。所以，所謂「解決問題」需要將許多已知

的知識與技能加以組織，運用這些知能找出解決方法或途徑，而

順利將所遭遇的問題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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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解決的歷程 

在認知心理學裡所談論的問題解決著重於問題空間，因此

無論一個問題的「問題空間」之特性為何，其問題解決的歷程卻

是相同的。在初始階段中，問題解決者會對該問題形成一個表徵

（form a representation），其表徵的組成可能包含在工作記憶中活

化的訊息，以及其他外在的表徵。一般而言，這樣的表徵會含有

對該問題的「已知」部分（givens），例如，當面對一道以文字形

式呈現的代數問題時，人們總是先讀懂這道問題，並在工作記憶

中呈現其意義，包括指定變項的數值。或者，他們也可能會在紙

上寫下一些方程式，表示出他們認為該問題的已知部分。這些表

徵便會活化而存於長期記憶中關於文字問題的知識，好比辨識出

該文字題的類型，並且從而形成可用來找出解決該問題方法的線

索。這個活化解決方法的歷程會被應用在所處的情境中。至於知

識的活化歷程與應用，調合在一起即是所謂的問題解決歷程中的

「搜尋問題空間」。最後，人們還會對所使用的解決辦法是否成

功進行評估（evaluation）。 

上述的這些歷程序列，在解決一個問題時可能會發生數

次。換句話說，在形成一個問題之初始表徵，及活化該表徵的相

關知識後，問題解決者可能會發現所活化的知識其實並不適用

（如：在評估解決辦法後，結果發現該問題並沒有被解決）。接

著，該問題解決者可能會形成另一個新的表徵，並活化不同的知

識，以形成線索來找出不同的解決歷程，而這個過程的結果會再

被評估。如此，重複的動作或循環的歷程會一直被持續，直到一

個問題真正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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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內容可知，問題表徵本身對問題解決的成功與否是

最重要的關鍵，因為表徵可以決定長期記憶中的哪類知識會被活

化。人們有各種不同的方式可以用來形成一個好的問題表徵。有

時，一個問題可能是個熟悉的問題，而問題解決者也會辨識出它

是個熟悉的問題。這種情形對於問題解決者而言，要形成一個好

的問題表徵便是件輕而易舉的事了，因為他並不需要在長期記憶

中仔細搜尋該問題的表徵方式，便可輕易的形成某個表徵，如此

長期記憶中自然會有解決辦法、或是與解決辦法有關的概念。換

句話說，解決辦法可能是以生產法則的形式被儲存的。反過來

看，有些問題對問題解決者而言可能是較不清楚的，或是較不熟

悉的，此時他們便要用到推理歷程，幫助自己對本身所有的、或

是可得到的訊息，勾畫出較好的結論。 

無論要解決的問題為何，都可以應用相同的問題解決歷

程，即：形成表徵、搜尋問題空間、以及評估解決方法。其詳細

說明如下： 

1.形成表徵：在問題出現後，解題者必須以其具備的知識先對問

題加以表徵，找出解決問題的線索； 

2.搜尋問題空間：在問題表徵形成後，解決者必須依問題狀況的

變化，隨時修正其對問題狀態的表徵；選擇適合的解題策略

以克服障礙，完成目標； 

3.評估解決方法：在獲得解決方法後，解題者必須對所得的答案

作檢核以確定答案能成功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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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解決的步驟 

人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通常會經歷杜威所提的問題解

決五個步驟即：(1)瞭解與思考；(2)探究與計畫；(3)選擇策略；

(4)尋找答案；(5)省思與擴展問題。這五個步驟雖說是解決問題

的關鍵歷程，但各個階段都必須運用到諸多高層次的創造思考、

批判思考的能力，方能順利尋得適當的解決方案，這也就是說解

題的「方法（過程）」至少和「答案（產品）」是同樣重要的。 

再者，解決問題是思考的心理活動歷程，顯然杜威所提的

五步驟觀點是最有系統的解決方法，而 Wallas（1926）分析解決

問題時個人思考的步驟有四：準備（preparation）→蘊釀

（incubation）→豁朗（illumination）→驗證（verification），可

說是最早利用內省法（introspection）分析解決問題的步驟

（Mayer，1992）。後來的學者研究創造力時，常常引用 Walas

的看法，將此解決問題四個步驟視為一種「創造」的歷程（Wiles 

& Bodi，1981；陳龍安，1995，張玉成，1993）。同時，Treffinger 

和 Isaksen（1992）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的 6 個步驟，其內容敘

述如下： 

1.發現混亂（mess-finding）； 

2.發現資料（data-finding）； 

3.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 

4.發現主意（idea-finding）； 

5.發現解決方案（solution-finding）； 

6.接受發現（acceptance-finding）。 

(四)問題解決框架法的應用 

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可使用框架法來分析與評估可能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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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方法。框架法（frames）被認為是應用學生認知的空間思

考能力以促進問題解決的策略。框架是一種呈現知識的格子、

矩陣或基礎架構，當框架作為一種問題解決策略時，是由教師

或學生將其主要觀念分配於縱軸和橫軸兩個層面所形的組織。

問題解決的相關資訊皆可填入細格中，在細格中可見到事實、

例子、概念、描述、解釋、經過、程序等不同訊息。 

框架法在外型上看似二維空間的表格，但因知識內容和教

學目標的特性，而有三種類型：矩陣（matrix）框架、問題／解

決（problem/solution）框架、目標／行動（goals/action）框架（West, 

Farmer & Wolff，1991）。問題解決框架法是由使用者在欄位的

最左側縱軸列出問題或事件的項目，再隨之描述問題的行動和

結果。 

 

 問題 行動 可能結果 

＃1    

＃2    

＃3    

 

目的／行動框架法與問題／解決框架法頗為類似，只是最

左側縱軸欄在導引學生思考事物的目的或目標，以及可能解決

問的計畫（方案），如此學生可以更具體羅列出各問題的目的與

預期達成的結果。 

 目標 計畫 行動 結果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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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解決的模式 

(一)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創造性問題解決（creative problem solving，CPS）模式常被

使用來提升創造力，當個人或群體想要把創意用在解決問題時，

就會想到運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方法（董愉斐、伍瑞瑜，2005）。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是由美國學者 Parnes（1967）所發展出

來的，此模式係以系統的方法來解決問題，它特別強調問題解決

者在選擇或執行解決方案之前，應儘可能想出各種及多樣的可能

方法。此模式的主要目的在於解決開放性的問題，其特色是解題

過程中，每個階段都是先有擴散性思考，再有聚斂性的思考，且

每一階段可以是螺旋狀交互出現的。 

 

 

 

 

 

 

 

 

圖 2.6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資料來源：陳龍安（1998: 67）。 

 

由圖 2.6 可以瞭解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的解決問題過程中

七個步驟，圖中的菱形表示每個步驟中嘗試用不同的處理方式

時，再產生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和聚斂性的思考

（convergent thinking）。在擴散性思考的實施，Osborn（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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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可使用腦力激盪術（brain storming），利用集體思考的方式，

使創意可以相互激盪，發生連鎖反應，以引導出擴散性的思考。

在聚斂性思考的實施，可依小組成員對事物所提出的廣泛構想，

進一步評估其合理性與可行性，以決定是否暫時保留、修改、放

棄或決定採用，讓創意可以聚斂（陳龍安，1998）。 

在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教學過程中，可運用下列各種啟發創造

思考的策略，使教學更生動活潑，以便提升學生的創造性思考的

能力（陳龍安，1998）： 

1.解凍或暖身。 

2.提供創造的線索。 

3.鼓勵與讚美。 

4.腦力激盪。 

5.屬性列舉法。 

6.形態分析法。 

7.六 W 檢討法。 

8.單字詞聯想。 

9.分合法。 

10.目錄檢查法。 

11.自由聯想技術。 

12.檢核表技術。 

13.六六討論法。 

14.六三五默寫式激盪法。 

15.創造十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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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lass 問題解決歷程模式 

Glass 和 Hoyoak（1986）將問題解決分成四個階段：1.形成

初期問題表徵；2.計畫解題方法；3.重思問題；4.執行並檢討結

果，如圖 2.7 所示。 

 

 

 

 

 

 

 

圖 2.7 Glass 與 Holyoak(1986)問題解決的四個階段 
資料來源：賴羿容（2001: 39）。 

 

有關 Glass 問題解決歷程模式的 4 個階段的說明敘述如下： 

1.形成初期問題表徴：在問題解決的第一階段，解題者首先要建

構出問題的心智表徵，例如：目前的問題是什麼？在怎麼的

情境下發生此類問題？它是屬於那一類問題？這個過程涉及

對問題的解析與分類。 

2.計畫解決方式：根據經驗及相關知識中找尋可能的解題方案，

或透過創造力引發出一個具創意的解決方案，如此便可計畫

出一個可行的解決方式。 

3.重思問題：透過一些標準進行解決方案的評估，假若方案不具

可行性時，則重新再針對問題構思一些解決方案。 

 

1.形成初期

問題表徵 
2.計畫解題

方式 

3.重思問題

4.執行並檢討

結果 
完成 

方法有效 

方法
失敗 

失
敗 

成
功

失敗
解不開（休息後再回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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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行並檢討結果：解題者開始執行這個解決方案，假若不成功

則重回步驟 2、3，一直到找到一個成功的解決方案為止。 

(三)問題導向學習模式 

當問題解決與學習活動作結合時，便是「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 based learning）」模式。王千倖（1999）認為：問題導

向學習模式可以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及反思的技巧，從問題解決

中，提升學生的創造力。同時，問題導向學習模式非常強調以「問

題」為學習的起點，而不是傳統的教學－先學習學科內容，再嘗

試解決問題。因為問題導向學習的原創者認為從「問題」問始的

學習過程，才是真正反映出日常生活中實務工作者的學習歷程－

為解決問題而學習。再者，問題導向學習模式是符合「情境學習

理論」所強調：提供學習者「真實的學習情境（authentic learning 

contexts）」，情境學習理論的學者認為惟有提供學習者「真實的

學習情境」，才能增進學習者的學習遷移，幫助學生學以致用

（Achilles & Hoover，1996；Lave & Wenger，1991；McLellan，

1993；Young，1993；Young & kulikowich，1992）。換言之，在

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的教學過程中，必須提供學習者與真實世界中

所遭遇的問題情境，讓學習者透過實際解題的經驗，累積自身的

批判思考的能力，及提升自身的問題解決能力。 

(四)合作型問題解決模式 

事實上，合作的學習是知識再建構與重整的交互過程（an 

interactive proces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學習者在合作的過程中透過交談對話，進一步

的自我檢視知識的內容，調整、深化及發展知識以解決問題（鄭

晉昌，2002）。因此，此知識建構的過程可分成三階段（鄭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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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郁芬，1994），這三個階段的說明敘述如下： 

1.溝通（communication）：在知識溝通的階段裡，參與者只是儘

可能去試著攫取學習活動中的資訊，彼此間僅交換和傳遞有關

學習活動的訊息，及試圖對問題的情境尋求理解。在這個階段

中，雙方對社會的互動需求較少，而且對於彼此之間的共同概

念需要修正的情況也較少。當學習者獲得更多有關問題的資

訊，而且彼此間的瞭解加深的時候，將開始進一步深化彼此間

的合作的內容。 

2.協商（negotiation）：在這個階段中，參與者開始發展問題解決

的策略，以及開始將他的想法分享給同伴，他試著去說服同伴

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在對方有不同意見的時候，努力地辯護自

己的想法。同問題解決的方案也就從一些不一致的看法中，經

由協商逐漸的發展出來。知識的協商需要參與在之間相當程度

的協調、互動，繼續不斷的對彼此之間共同概念加以修正。 

3.統合（consolidation）：在知識統合的階段中，參與者已形成相

當的共識，一起合作來建構及維護對問題的共同概念，一起檢

驗及確定問題的解決方案。此階段需要參與者之間最程度的互

動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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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合作型問題解決模式知識建構與重整的三階段 
資料來源：鄭晉昌（2002: 175）。 

 

溝通、協商、統合這三個階段之間的互動演進關係如圖 2.8

所示。在統合階段，學習伙伴之間如果發現共同提出的問題解決

的方案無法成功的解決問題，則合作的學習將會回到協商階段，

繼續合作共謀商議下一個解題計畫。如果彼此雙方不能達成問題

解決的方案，則合作的雙方會進一步回到溝通階段，重新釐清對

問題目標與問題情境理解上的差異。個體的知識就是在此三個階

段，周而復始的慢慢建構出來。而成功的合作學習，也必在最後

統合的階段中完成。 

 

由上述內容可知：就認知心理學的觀點，它是利用「問題空間」

來解釋問題解決的歷程，即是包含初始、中間及目標狀態的過程所組

成的。在初始狀態中，問題解決者會對問題形成一個表徵，此表徵涉

及問題解決者已具備的經驗、知識、技能，換句話說，當問題解決者

具備豐富的經驗、知識、技能時，他所形成的表徵便能活化長期記憶

區中的訊息，便可形成足夠的問題空間，藉由不斷尋求解決方法且進

行評估，最後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法而將問題解決，這便是形成表徵、

搜尋問題空間、評估解決方法等問題解決循環的歷程。而問題解決的

實施步驟大致與上述歷程的階段相似，所不同之處在於因不同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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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而實施步驟有多與寡的差別。框架法的應用是提供問題解決時分

析與評估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法的技巧，即在於協助學生在問題解決

時，可用於分析問題、列舉解決方案、評選解決方案，而找出最佳解

決方案且執行以順利解決問題。。總之，問題解決是運用舊知能以創

造新知能，且在準備、蘊釀、豁朗、驗證等四個思考步驟中解題，以

獲得適當的解決方案，順利解決所面臨的問題，因此問題解決與創造

力有著極密切的關係。 

問題解決的歷程與模式，雖然各家的劃分階段與實施步驟有所

不同，不同之處在於在實施階段與步驟更為細緻與詳細，大致難脫離

「發現問題」、「蒐集問題的相關資料」、「尋求解決方案」、「測試與評

估解決方案」、「執行解決方案」等五個階段的範圍。因此，創造性問

題解決模式與問題解決歷程模式皆能應用於問題解決的教學活動之

中，但因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實施的階段與步驟較為繁瑣與冗長；而

問題解決歷程模式其實施階段與步驟較為簡短與方便，而本研究受限

於教學時間為六週（24 節）之限制，所以問題解決歷程模式較為適

合本研究教學活動的設計。 

合作式型問題解決模式的溝通、協商、統合等三個階段，它可

用來解釋學童在小組合作的學習中合作關係的發展歷程。在溝通的階

段，小組成員努力攫取學習活動中的資訊，並且試著去理解問題的情

境，此時小組成員的互動需求較少，但當獲得足夠資訊時便可加深彼

此間的瞭解，進而深化合作的關係。在協商的階段，小組成員便開始

發展問題解決的策略，同時與同伴分享創意與想法，並試著說服同伴

採納他的創意及想法，當意見不同時透過不斷的協調、互動，來修正

彼此間的創意及想法而形成共同概念。在統合的階段，因小組成員已

形成相當的共識，藉由合作來建構及維護對問題的共同概念，然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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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確定問題的解決方案，執行解決方案以達成問題的解決。但在實

際的教學現場中，有可能此三個階段無法完整的完成，例如當小組成

員無法由溝通階段進到協商階段，此時彼此間便無法形成共同概念，

而在沒有共同概念的基礎上，小組成員便無法繼續合作以找出解決問

題的方案，因此使得小組合作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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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研究 

一、創造力與問題解決的相關研究 

就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進行查詢，發現國內以創造力為研究

主題的碩、博士論文有 400 多篇，其中以國中、國小學生為研究對

象的論文則有 100 篇左右，研究的範疇為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

育、體育、藝術等專業領域，其涉及的主題相當廣泛且多元，此正

與創造力的發展取向不謀而合。 

本研究僅就創造力、問題解決、教學實驗等關鍵詞就上述 100

篇論文進行限制查詢，發現有 8 篇論文（江美惠，2004；何宜軒，

2005；李金樹，2006；林佳蓁，2004；張振松，2001；陳威龍，2005；

曾俊鋒，2006；蔡麗玲，2004）。茲將此八篇論文內容敘述如下： 

(一) 張振松（2001）為探討自然科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對國小學童

創造力、問題解決能力的影響，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自然科

「灰塵與水中微粒」為教學單元，針對國小五年級四個班進行

教學實驗，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的流暢

力、開放性、變通力、獨創力、標題及總分等項目顯著優於控

制組；實驗組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的冒險性、好奇性、想

像力、總分等項目顯著優於控制組；實驗組在問題解決測驗的

解釋推論、猜測原因、逆向原因猜測、決定解決方法及總分顯

著優於控制組。此研究的教學活動僅七節時間，由於實驗時間

過短，所得數據可能會有交互作用。 

(二) 蔡麗玲（2004）為探討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模式對國小學童的

科學創造力的影響及影響創造思考的因素，採用個案研究，以

自然科「水的移動」、「通電玩具」為教學單元，針對國小四年

級學生進行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創造思考的因素包括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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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等三個層面；低成就學生較無法理解兩教學單元的

科技概念，中高成就學生較無法理解連通管的原理。 

(三) 林佳蓁（2004）為探討問題解決模組融入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教學對國小學童科學創造力的影響，採取準實驗研究法，

以「太陽與四季」為教學單元，針對國小五年級兩個班級進行

教學實驗，結果發現：實驗組在科學創造力測驗的科學創造

力、流暢力、變通性等項目顯著優於控制組；實驗組中成就學

生對提升科學創造力顯著優於控制組。 

(四) 江美惠（2004）為探討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教學對國小資優學

生創造力及問題解決能力的影響，採取準實驗研究法，以自編

的教學單元，針對 68 名資優學生進行實驗教學，結果發現：

實驗組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中圖形的流暢力、變通力、獨創

力、精進力等顯著優於控制組，語文的流暢力、變通力、獨創

力等顯著優於控制組；實驗組在問題解決測驗的總分、解釋推

論、決定解決方法等顯著優於控制組。 

(五) 何宜軒（2005）為探討網路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對國中學生

科技創造力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以自編八週教學單元，

針對國中二年級四個班級進行實驗教學，結果發現：國中生皆

適合使用網路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來提升科技創造

力；高創造力的國中生更適合使用網路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

活動來提升科技創造力。 

(六) 陳威龍（2005）為探討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對國小學生創造力

及學習成效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以自編八週（24 節）

教學單元，針對國小五年級二個班級進行實驗教學，結果發

現：實驗組在威廉斯創造性活動的開放性、變通力、獨創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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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密力等顯著優於控制組；實驗組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的

冒險性、想像力、好奇性、總分等顯著優於控制組；實驗組學

生於學習成效未達顯著差異，但在延宕後測部分，實驗組顯著

優於控制組。 

(七) 李金樹（2006）為探討 Parnes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對國小學

童問題解決能力與科學創造力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以自

編 12 週教學單元，針對國小六年級四個班級進行實驗教學，

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問題解決能力測驗的得分顯著優於控制

組；實驗組在科學創造力測驗的流暢性、獨創性、總分等顯著

優於控制組；學生對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持正面的評價。 

(八) 曾俊鋒（2006）為探討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對國小資優生學習

態度、創造力、後設認知及學習成效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

以自編教學單元，針對國小六年級二個班級進行教學實驗，結

果發現：實驗組的資優生在學習態度、創造力、後設認知等顯

著優於控制組；實驗組在學習成效未達顯著差異。 

 

由上述內容可知，此八篇論文除蔡麗玲採取個案研究，其餘七

篇論文皆是以準實驗設計進行研究。研究所用的研究工具大多為：

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三篇）、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三篇）、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一篇）、科學創造力測驗（四篇）、問題解決測

驗（三篇）等。 

有七篇的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在創造力的總分表現有顯

著差異，較控制組學生佳；在創造力的分項能力部份，在流暢力、

變通力、獨特力等是有顯著差異，在冒險性、想像力、好奇性等是

有顯著差異。有三篇的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在問題解決測驗



 85

的總分表現有顯著差異，較控制組學生佳；在問題解決測驗的分項

能部份，在解釋推論、決定解決方法等是有顯著差異。有二篇論文

的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在學習成效是未達顯著差異。有關此

八篇論文的彙整內容如表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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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創造力與問題解決相關研究彙整 
研究者 張振松（2001） 蔡麗玲（2004） 林佳蓁（2004） 江美惠（2004） 

研究目的 1.探討自然科創造性問

題解決教學，對於國小

學童創造力的影響；2.
探討自然科創造性問題

解決教學，對於國小學

童問題解決能力的影

響。 

探討國小學童在創造性

問題解決教學模式下的

科學創造力表現，其中

包括認知、情意、技能

三方面，另外分析學生

的創造思考歷程及特

性、影響創造思考的因

素。 

以問題解決模組融入國

小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教學，並檢視其對國小

學童科學創造力之成

效。 

根據 Treffinger et al.
（2000）的創造性問題

解決模式編擬一套適合

高年級資優生的創造思

考訓練課程，並經由九

次的實驗教學後，探討

此課程對增進國小資優

生創造力及問題解決能

力之成效。 
研究方法 準實驗研究，採所羅門

四組設計。 
個案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準實驗研究法 

研究對象 國小五年級四個班級為

樣本，隨機分派成兩個

實驗組和兩個控制組。 

國小四年級學生。 國小五年級學生 70 人 國小資優學生 68 人 

研究工具 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

動、威廉斯創造性傾向

量表、問題解決測驗、

學習單 

學生的學習札記、科學

創造力評量表、「認知、

情意、技能檢核表」、修

正版建構式教室環境量

表、觀察筆記 

科學創造力測驗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問

題解決測驗 

研究概述 教學活動是採用自然科

「灰塵與水中微粒」單

元。正式實驗教學前，

先進行「試驗性教學

活」，讓學生先做腦力激

盪，然後再進行「灰塵

與水中微粒」單元七節

課的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是以自然

科「水的移動」、「通

電玩具」兩個教學單

元。 

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

為控制組，每班各 35
人。實驗組採問題解決

模組融入教學，控制組

則以一般教學方法上

課，實驗時間為一學

期。 

以立意取樣方式選取參

加區域性資賦優異教育

方案之八所 34 名資優

學生為實驗組，同時以

台北市長安國小及中山

國小的 34 位資優學生

為控制組。實驗組學生

參加九次的教學課程

（合計三十八節，每節

四十分鐘），控制組則接

受原資優班之教學，無

實驗處理。 
研究結果 1.在「威廉斯創造性思

考活動測驗」：實驗組學

生在流暢力、開放性、

變通力、獨創力、標題

及總分，均顯著高控制

組學生。而在精密力方

面，則無顯著的差異。

2.在「威廉斯創造性傾

向量表測驗」：實驗組學

生在冒險性、好奇性、

想像力、及總分，均顯

著高於控制組學生。在

挑戰性，無顯著差異。

3.在「問題解決測驗」：

實驗組學生在解釋推

論、猜測原因、逆向原

因猜測、決定解決方法

及總分，均顯著高於控

制組學生。在預防問題

項目，無顯著差異。 

1.影響創造思考的因素

包括三方面：老師方面

有教學提示、老師態

度、時間掌控與秩序管

理；學生方面則有男女

問題、人際關係、個人

自信心；家長方面是對

學業成績的注重程度及

對孩子學習的態度。2.
認知部分，低成就的學

生較無法吸收兩單元的

科學概念，中高成就學

生對於連通管原理較不

懂外，其餘科學概念皆

可理解。3.全班學生對

於教學情境的知覺感

受，經過問卷調查與統

計分析，結果並未達顯

著差異。 

1.以問題解決模組融入

教學可提升國小學童的

科學創造力。實驗組學

生整體之「科學創造

力」，及分項能力「流暢

性」和「變通性」方面，

均顯著優於控制組。對

於提升科學創造力的

「獨創性」方面，則未

達顯著差異。2.以問題

解決模組融入教學對不

同學習成就學生之科學

創造力的影響程度不

同。實驗組中成就學生

對提升科學創造力方

面，顯著優於控制組學

生；而對高、低學習成

就學生的影響，則未達

顯著差異。 

1.實驗組在新編創造思

考測驗：實驗組在圖形

「流暢力」、「變通力」、

「獨創力」及「精進力」

之得分顯著優於控制

組；實驗組在語文「流

暢力」、「變通力」及「獨

創力」之得分顯著優於

控制組。2.實驗組在問

題解決測驗：實驗組在

「問題解決測驗」總分

之得分顯著優於控制

組；實驗組在「問題解

決能力」分測驗「解釋

推論」及「決定解決方

法」得分之差異顯著優

於控制組，而分測驗「猜

測原因」、「逆向原因猜

測」及「預防問題」則

未能顯著優於控制組。

關鍵詞 創造性問題解決、創造

力、問題解決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

科學創造力、創造思考

歷程、環境知覺 

問題解決模組、科學創

造力、問題解決能力、

創造力 

創造性問題解決、創造

力、問題解決、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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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續) 創造力與問題解決相關研究彙整 
研究者 何宜軒（2005） 陳威龍（2005） 李金樹（2006） 曾俊鋒（2006） 

研究目的 探討網路化創造性問題

解決教學活動的設計方

式，及透過網路化創造

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對

於國中生科技創造力之

影響，並探討學生背景

因素對科技創造力的預

測情形。 

探討自然與生活科技領

域施行創造性問題解決

教學對國小五年級學生

創造力與及自然與生活

科技領域學業成就之影

響。 

依據 Parnes 創造性問題

解決模式，編擬一套適

合於國小學童的創造性

問題解決訓練課程，探

討此課程對國小學童的

問題解決能力與科學創

造力之影響。 

探討創造性問題解決教

學與一般傳統講解示範

教學對國小六年級學童

及接受融合教育的國小

資優生的學習態度、創

造力、後設認知及學習

成就之影響。 

研究方法 準實驗研究法 準實驗研究法 準實驗研究法 準實驗研究法 
研究對象 國中二年級學生 國小五年級學生 52 人 國小六年級學生 國小六年級 68 人 
研究工具 威廉斯創造力測驗、電

腦網路素養問卷 
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

動、威廉斯創造性傾向

量表 

問題解決能力測驗、科

學創造力測驗、創造性

問題解決訓練課程教學

意見調查問卷 

國小自然學習態度問

卷、國小學生創造力量

表、後設認知量表、自

然科學習成就測驗 
研究概述 國中二年級四個班級，

其中兩班實施網路化創

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

動，另兩班實施一般創

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

動，進行八週的實驗教

學。然後，針對學生的

科技創造力(構想創意

及產品創意)進行評分。 

一班被隨機分派為實驗

組，有二十六名學生；

另一班則被分派為對照

組，亦有二十六名學

生。實驗組學生接受為

期八週，每週三節，共

二十四節的自然與生活

科技領域創造性問題解

決教學，而對照組則接

受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一般教學。 

四個班級實驗組與對照

組各兩班，實驗組實施

創造性問題解決訓練課

程，對照組則否。進行

12 週的訓練教學活動。

兩個班級，每班 34 人，

選擇一班為實驗班，一

班為控制班，以及在這

兩班中接受融合教育的

自然學科智能優異的學

生，每班 6 人共 12 人。

研究結果 1.適宜的網路化創造性

問題解決教學活動的設

計方式為：情境描述、

蒐集資料、發現問題、

引導分析、構思、評選

方案、方案形成、製作

與發表。2.國中生不論

性別，皆適合使用網路

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

活動來提升科技創造

力。3.高創造力的國中

生更適合使用網路化創

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

來提升科技創造力。4.
科技創造力的表現可由

創造力、理科成績及文

科成績來瞭解。 

1.「威廉斯創造性思考

活動」部分，實驗組學

生之流暢力與「標題」

項目的得分與對照組學

生未達顯著差異，但於

開放性、變通性、獨創

性與精密性的得分顯著

優於對照組學生。2.「威

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

部分，實驗組學生之挑

戰性項目的得分與對照

組學生未達顯著差異，

但於冒險性、想像力、

好奇性、與總分的得分

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

3.學業成就方面，實驗

組的學生於學業成就之

後測成績雖未達顯著差

異；延宕後測部分，實

驗組學生顯著優於對照

組學生。4.實驗組學生

之學業成就與創造力並

無顯著相關， 

1.不同組別學生在「問

題解決能力測驗」得分

上，實驗組學生優於對

照組，在問題解決能力

的表現有顯著差異。 
2.實驗組學生的「科學

創造力測驗」表現，得

分皆優於對照組，在流

暢性、獨創性向度之得

分與科學創造力測驗總

分上有顯著差異，而變

通性則未達顯著差異。

3.學生對於創造性問題

解決訓練課程給予正面

的評價，覺得內容適

切，進行的方式有趣，

且能增進自己創造思考

及問題解決的能力。 

1.兩班學生、及兩班內

的資優生在「學習態

度」、「創造力」、「後設

認知」等方面，實驗班

比控制班皆有顯著正向

提升，但在「成就測驗」

及「成就測驗的延宕測

驗」部份，實驗班與控

制班兩班學生、及兩班

內的資優學生，則皆未

達顯著差異。2.對於在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創

造性問題解決教學的過

程，配合教師完善的學

前準備，與創造性教學

技巧的應用，均表示正

向積極的態度。3.控制

班內的資優學生認為教

學在多元、活潑方面予

以補強將更有助於學習

成效。 

關鍵詞 創造性問題解決、創造

力、科技創造力 
創造力、創造性問題解

決 
創造性問題解決、科學

創造力、問題解決能力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

學習態度、創造力、後

設認知、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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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樂高應用的相關研究 

就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國外教育類資料庫進行查詢，發現

以樂高應用於教學的研究論文計有 13 篇（吳志緯，2002；吳斯茜，

2005；李謀正，2005；林智皓，2007；洪秋萍，2005；高惠玲，2007；

許欣男，2006；許雅慧,，2005；黃世隆，2004；劉洲，2004；Jarvinen，

1998；Sipitakiat & Cavalo，2003；Turbak & Berg，2002；Wu，2002）。

茲將此十三篇論文內容敘述如下： 

(一) 吳志緯（2002）為探討電腦樂高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童科學學習

的成效，採質的研究，以自編的樂高教學單元，針對六位國小

學童進行為期一個月（36 小時）的研究，結果發現：電腦樂

高提供豐富且具高互動性的科學學習環境；樂高教學方案可提

供學童問題解決的能力及合作學習的經驗，且讓學童有正向的

科學學習態度。 

(二) 黃世隆（2004）為探討電腦樂高對高中生程式設計學習的成

效，採行動研究，以計算機概論課程為教學單元，針對高中一

年級 79 位學生進行研究，結果發現：多數學生認為使用電腦

樂高有助於提升程式設計的學習興趣及成就感；學生對驅動電

腦樂高硬體的指令感到困擾。 

(三) 劉洲（2004）為探討 LEGO Mindstorms 對高中程式設計教學

的成效，採準實驗研究法，實驗組採用 LEGO Mindstorms 及

一般程式編釋工具的程式設計學習，控制組採用一般程式設計

編釋工具的程式設計學習，結果發現：LEGO Mindstorm 未能

顯著提高學生學習成效；LEGO Mindstorms 有助於程式設計的

學習；LEGO Mindstorms 可作為程式設計課程的前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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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李謀正（2005）為探討電腦樂高對國小學童創造力的影響，採

內容分析法，以自編的教學活動，針對 12 位國小學生進行研

究，結果發現：電腦樂高課程能提供學生極佳的科學過程技應

用環境；電腦樂高能提升學生問題解決的能力及創造力。 

(五) 吳斯茜（2005）為探討網路輔助電腦樂高課程對學童問題解決

態度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以自編 15 小時的網路輔助電

腦樂高課程進行實驗教學，結果發現：使用網路輔助電腦樂高

課程與一般電腦樂高課程進行教學後，學生的問題解決態度無

顯著差異。 

(六) 洪秋萍（2005）為探討電腦樂高對學習創造力的影響，採內容

分析法，以自編 10 個教學單元，針對 12 位國小五年級學生進

行為期 10 週（20 小時）的研究，結果發現：合作學習有助於

學生的學習，且創造力都有提升；有男生的組別在功能性角色

及創造力表現優於全部女生的組別。 

(七) 許雅慧（2005）為探討 LEGO Mindstorms 對高中生程式設計

學習的成效，採準實驗研究法，35 位高一生為實驗組接受

LEGO Mindstorms 程式設計課程，35 位高一生為控制組接受

VB 程式設計課程，結果發現：LEGO Mindstorms 有助於高階

程式設計；LEGO Mindstorms 有助於學生理解程式設計觀念。 

(八) 林智皓（2007）為樂高動手做教學對國小學童科學創造力的影

響，採準實驗研究法，以自編動手做教學單元，針對國小五、

六年級 26 位學生進行 20 節教學活動，結果發現：LEGO 動手

做教學有助於物理學科能力、問題解決能力、科學創造力的提

升；LEGO 動手做對學習態度、創意思維均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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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高惠玲（2007）為探討 LEGO Mindstorms 創新教學對高職資

訊科專業實習的教學成效，採實驗研究法，以自編 LEGO 

Mindstorms 創新教學，針對高職資訊科三年級 33 位學生進行

12 週教學，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的開

放性分數顯著優於控制組；實驗組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均

無顯著差異；實驗組學生在實業學習成就顯著優於控制組。 

(十) Jarvinen（1998）為探討 LEGO DACTA 對科技教育課程的成

效，採實驗研究法及質性研究法，利用工作坊方式進行教學，

針對六位五、六年級學生進行 18 小時的教學實驗，結果發現：

社會互動可促使科技性問題解決與學習；學童皆能在社會互動

的情境下彼此學習；教師的角色是引導者、協助者的身分。 

(十一) Turbak 和 Berg（2002）為探討機械人設計工作室課程對大

學通識教育的成效，以自編 12/13 週機械人課程，讓 150 位不

具程式設計、機械製作經驗的學生進行學習，結果發現：課程

有助於引起具有不同背景及興趣的學生加入；課程可促使學生

們積極投入動手做的設計及完成專案；學生可有創意地表達自

己的創意與想法。 

(十二) Wu（2002）為探討 LEGO Mindstorms 對國小學童 MST 學習

的成效，採觀察法及訪談法，以自編教學單元，針對 10 位小

學五年級學生進行二個月的研究，結果發現：LEGO 的環境可

技援「數學－科學－科技」概念的統整性學習；學生的心智處

理皆能連結數學－科學－科技的概念，以產生新的概念性結

構。 

(十三) Sipitakiat 和 Cavalo（2003）為探討 LEGO Mindstorms 對學

生學習的愉悅影響，採個案研究法，針對 10 位泰國北部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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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級學生進行五週的學習活動，結果發現：基於建構理論所

建置具有愉悅的學習環境，可讓學習者具備學習動機；真實的

資源、專案擁有者、情境必須取得一個動態平衡。 

 

由上述內容可知，這 13 篇研究的主題涵蓋程式設計教學（三

篇）、創造力（六篇）、問題解決（六篇）、合作學習（五篇）等研

究領域；而就研究對象而言，包括小學、中學、高中、大學等階段

的學生。就研究所探取的研究方法而言，採取質性研究法最多（七

篇），採取準實驗研究法其次（有五篇），採取質、量兼具的研究法

僅有一篇。有關此 13 篇論文的彙整內容如表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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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樂高應用相關研究彙整 
研究者 吳志緯（2002） 黃世隆（2004） 劉洲（2004） 李謀正（2005） 

研究目的 探討國小六年級
學生在「電腦樂
高」教學方案和探
究活動情境之
中，學生運用科學
過程技能、問題解
決歷程、合作學
習、科學學習態度
等情形。 

藉由電腦樂高輔
助，提升學生學習
程式設計的成效。

探討應用 Lego 
Mindstorms 於高
中程式設計教學
的成效。 

透過現場的觀察
與團隊合作學習
的方式進行電腦
樂高教學，觀察其
對學童創造力的
影響。 

研究方法 質的研究 行動研究 準實驗研究法 內容分析法 

研究對象 國小六年級學生
男、女各 3 名 

高中一年級兩個
班級 79 位學生 

高中一年級 78 名
學生。 

國小六年級 12 位
學生 

研究工具 自然科學習態度
問卷、問題解決能
力量表 

課程問卷、分組實
作紀錄表、成就測
驗 

成就測驗、態度問
卷、晤談問卷、分
組實作記錄表 

問題解決能力量
表、課程學習單暨
實驗記錄 

研究概述 透過社團活動的
方式，將 6 名學生
分成兩組進行電
腦樂高教學方案
和探究活動情
境。將學生科學學
習歷程，以一個月
的時間，每週三
天，每天 3 小時的
探究活動。 

透過高中的「計算
機概論」科目的班
級進行研究，教學
內容包括：程式設
計簡介、循序結
構、變數與運算
式、條件判斷結
構、副程式與函
數、迴圈結構等。
所有的教學單元
均以電腦樂高程
式的觀摩與實
作，來輔助學生驗
證所學的觀念。 

一班 40 名學生為
控制組，採用一般
程式編譯工具加
上 Lego 
Mindstorms 進行
程式設計的學
習；一班 38 名學
生為實驗組，採用
一般程式設計編
譯環境上機學習。

將學生分成三
組，採團隊合作學
習的方式完成各
組作業 

研究結果 1.電腦樂高提供豐
富且具高互動性
的科學學習環
境，培養學生各種
的科學過程技
能。2.電腦樂高教
學方案和探究活
動情境中，提供學
生問題解決的能
力。3.在電腦樂高
教學方案和探究
活動情境中，學生
可達合作學習。4. 
在電腦樂高教學
方案和探究活動
情境中，能讓學生
有正向的科學學
習態度。 

1.多數學生認為使
用電腦樂高，有助
於提升學習程式
設計興趣，並產生
學習成就感。2.應
用電腦樂高輔助
程式設計教學
時，須給予學生充
分的實作時間，並
提供充足的軟硬
體設備支援，以及
適當的教學人力
協助。3.程式中驅
動電腦樂高硬體
的指令，是學生在
學習上覺得困擾
的地方。 

1.Lego Mindstorms
未能顯著提高學
生學習成就，但可
幫助學生初步了
解程式內部運作
機制。2.學生對運
用 Lego 
Mindstorms 在程
式設計教學顯示
濃厚興趣，認為
Lego Mindstorms
有助於程式設計
學習。（3）4 人共
用一套 Lego 
Mindstorms 設備
是合適的人機
比。（4）可使用
Lego Mindstorms
作為程式設計課
程前導課程。 

1.電腦樂高課程能
提供學生極佳的
科學過程技能應
用環境。2.電腦樂
高科學課程能提
升學生問題解決
的能力及創造
力。3.電腦樂高課
程，可讓學生應用
電腦程式來解決
問題。 

關鍵詞 合作學習、科學過
程技能、建造論、
問題解決、電腦樂
高 

電腦樂高、程式設
計教學、行動研究

高中程式設計教
學、Lego 
Mindstorms 

電腦樂高、創造
力、合作學習、問
題解決 



 93

表 2.16(續) 樂高應用相關研究彙整 
研究者 吳斯茜（2005） 洪秋萍(2005) 許雅慧（2005） 

研究目的 了解網路輔助電腦樂高
課程對學童問題解決態
度的影響。 

利用小組合作學習的過
程中探討功能性角色的
變化如何，對學生創造
力的影響。 

瞭解學習機器人程式設
計是否有助於學生未來
學習高階語言程式設
計。 

研究方法 準實驗研究法 內容分析法 準實驗研究法 
研究對象 國小高年級的學童 雲林縣 12位國小五年級

學生，以每組 4 人方式
分組。 

高中一年級 70 位學生。

研究工具 問題解決量表、網路輔
助電腦樂高課程問卷 

以 LEGO DACTA 為教
學設備發展教學活動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LEGO Mindstorms 成就
測驗、VB 成就測驗、
LEGO 問卷、VB 問卷 

研究概述 設計出網路輔助電腦樂
高課程，進行十五小時
的實驗教學。 

利用十週（每週二小時）
社團活動的時間，藉由
電腦樂高課程的進行，
引發學生的創造力。課
程內容為：認識電腦樂
高、旋轉木馬、折返車、
投籃機器人、相撲機器
人、平交道、尋寶機器
人、機器蟑螂、步行機
器人、搬罐子機器人等
10 個活動。 

以「計算機概論」課程
進行教學實驗，一班 35
名學生為實驗組接受
LEGO Mindstorms 的程
式設計課程，另一班 35
名學生為控制組接受
VB 的程設計課程。 

研究結果 1.網路輔助電腦樂高課
程能夠提升學生問題解
決態度。2.網路輔助電腦
樂高課程與一般電腦樂
高課程，在學生問題解
決態度無顯著差異。接
受「網路輔助電腦樂高
課程」教學的學童，在
問題解決態度、問題解
決自信、趨避取向及自
我控制上的提升程度
上，較接受「一般電腦
樂高課程」教學學童
高。3.網路輔助電腦樂高
課程能引起學生的學習
興趣。 

1.合作學習有助於學生
的學習，採合作學習的
方式，學生的創造力都
進步。2.研究顯示，在有
男生的組別中，功能性
角色的出現及創造力的
進步遠大於只有女生的
組別，所以在樂高課程
的實施中，可以採用不
同性別的分組學習方
式。3.功能性角色的出現
會影響到創造力的進
步，角色出現的種類或
次數愈多，創造力就進
步的愈多。 

1.機器人能幫助學生撰
寫程式解決問題，學生
在 LEGO 視覺化環境中
撰寫程式，比在高階程
式設計環境中容易。2.
機器人有助於學生理解
程式設計觀念，在心中
產生程式執行的具體心
像，且學生較容易瞭解
高階程式設計的指令。
3.機器人能產生學習遷
移以幫助高階程式設計
的學習，學生能將
LEGO 與 VB 所學的觀
念類化，並延伸至 VB
的學習。 

關鍵詞 網路輔助教學、電腦樂
高、問題解決態度 

合作學習、內容分析
法、功能性角色、創造
力 

LEGO Mindstorms、機器
人、視覺化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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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續) 樂高應用相關研究彙整 
研究者 林智皓（2007） 高惠玲（2007） Jarvinen(1998) 

研究目的 以動手操作為主的體驗
式教學設計，配合樂高
創意科學教具之選用，
輔以問題解決導向的情
境學習與評量，以提升
國小學童之科學創造
力。 

探討高職資訊科「專業
實習」課程實施應用
Lego Mindstorms創新教
學成效。 

旨於發展科技教育課
程。基於建講理論、開
放性問題解決、學童中
心等基礎發展適合科技
教育的教學途徑。 

研究方法 準實驗研究法 準實驗研究法 實驗法、質性研究法 
研究對象 國小 26 位五、六年級學

生 
高工資訊科三年級 33位
學生 

6 個五、六年級的班
級,，以每組 3-4 人方式
分組。 

研究工具 動手做自編教材、自然
與生活科技測驗評量、
問題解決能力測驗、威
廉斯創造力測驗 

電子電路測驗評量試
題、學習動機量表、威
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
威廉斯創造傾向量表、
自編活動教材 

以 LEGO DACTA 為教
學設備，發展一連串以
學童為中心、開放性問
題的學習活動。 

研究概述 將 26位學童隨機分派至
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
組自編之動手做活動單
元，進行動手做教學；
控制組則以相對應之康
軒版教科書單元內容，
進行講述為主之教學，
進行 20 節教學活動。 

將高職資訊科三年級 33
位學生，分成實驗組（18
人）及控制組（15 人），
以 LEGO Mindstorms 創
新教學策略做為實驗處
理，進行為期 12 週的教
學活動。 

教學實驗是利用工作
坊(workshop)方式進
行，進行三區段 6 小
時的課程(總計 18 小
時)。第一個區段： 
1.告知實驗計畫與目
的；2.介紹 LEGO 組
件；3.以競賽方式檢
視學生的創造力；4.
教導程式的撰寫。第
二個區段：1.參觀火
力發電廠；2.以學生
可以理解的方式解釋
發電廠的運作方式；
3.有 1/2 學生被要求
去探究添煤裝置的連
作。第三個區段：1.
學生被要求解決開放
性的問題；2.被要求
設計一個系統，讓家
中的龐物在假期中無
人照枓時可以維生。 

研究結果 1.實驗組學童透過
LEGO 動手做實驗教學
後，其「物理學科能
力」、「問題解決能力」、
「科學創造力」均獲得
提升。2.實驗組學童於
LEGO 動手做實驗教學
後，於學習動機與態
度、問題解決能力和創
意思維上，均有所成
長。 

在實施創新教學後 1.實
驗組學生在「威廉斯創
造性思考活動」開放性
分數優於控制組學生。
2.實驗組學生在「威廉斯
創造性傾向量表上」表
現與控制組學生無顯著
差異。3.實驗組學生在專
業學習成就顯著優於控
制學生。 

1.社會互動可促進科技
性問題解決與學習；2.
學童皆能在社會互動的
情境下彼此學習；3.教師
扮演的角色不再是全知
的專家，而是引導、協
助者的角色。 

關鍵詞 樂高動手做、創新教
學、問題解決能力、體
式學習 

創新教學、學習成效、
專業實習、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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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續) 樂高應用相關研究彙整 

研究者 Turbak & Berg(2002) Wu(2002) Sipitakiat & 
Cavalo(2003) 

研究目的 旨在設計與發展「機械
人設計工作室(Robotics 
Design Studio)」的課
程，用於引介工程學的
知識與技能，讓文科學
生能夠學習工程學的知
能。 

研究者利用 LEGO 
Mindstorms，並以「數
學-科學-科技(MST)」為
學習途徑，探討統整學
習的三個面向，即 1.所
提供教材的統整性；2.
學生使用教材的統整
性；3.學生心智的統整
性。 

建構主義者認為專案是
重要的，但很少去注意
學生如何發展專案的特
性。研究者做出更系統
化、理論化的步驗，以
便確認出組態（pattern）
與策略（strategies），它
們對建構理論教學者是
有用的。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法 觀察法、訪談法 個案研究 
研究對象 150 位具有不同背景的

學生，不具備程式設
計、機構製作的經驗。

10 位小學五年級的學
生。 

泰國北部的農校八年級
學生(10 位)，依學生的
意願進行 1-3 人的分組。

研究工具 以 LEGO 的零組件、感
測器、連接線、馬達等
教學設備，同時也使用
美術、勞作的材料。 

利用 Piaget 的認知學習
理論、專案開發的方式
進行實驗教學。 

以 LEGO Mindstorms 為
教學設備，以專案製作
方式進行教學習活動。

研究概述 修課人數限定在 20-30
人，實施時間為 12／13
週（4 小時）。在課程的
前六、七週，課程內容
偏於一連串的競賽及引
介學生有關機械人的程
式設計、機構及結構的
設計等。例如：在第一
堂課，研究者會要求學
生們製作一個「會動的
雕塑品」，如此教學生使
用程式控制器、感測器
及馬達。在課程的後半
階段，焦點移到讓學生
們從草稿來設計、建造
他們的機械人。在一系
列的腦力激盪時間後，
學生們被分配到各小組
（1-3 人不等）以開始製
作他們的期末專案
（final project）。 

研究時間為期二個月。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們
必須設計與建構出各自
的「電腦控制 LEGO 專
案」，而且必須運用齒
輪、齒輪比及馬達的概
念。他們能成功地組合
齒輪、馬達及 LEGO 零
件以創造出具有動力的
裝置，並且能夠藉由撰
寫控制指令來處理動力
系統。學生們不僅在創
意與經驗能作連結，同
時也能確認出合作團隊
的決策形態與關係。 

基於「建構論
(constructionist 
philosophy)」以及 Ivan 
Illich’s 的「愉悅
(conviviality)」的想法為
理論基礎，進行五週的
田野（fieldwork）的個
案研究。學習活動是在
放學後的時間進行，參
與的學生可以依其意願
自由地加入、離開(此種
安排方式是必要的)。學
生們依自己的需求製作
出各種不同的專案，例
如：門的警報系統、自
動點燈系統等。 

研究結果 1.課程有助於引起具有
不同背景及興趣的學生
加入；2.課程可促使學生
們積極地投入動手做的
設計及完成專案；3.學生
可以有創意地表達自己
的創意與想法。 

1.LEGO 的環境可支援
「數學-科學-科技」概念
的統整性學習；2. 全體
學生皆能完成他們所設
計的專案，且這些專案
皆給人非常深的印象；
3.學生的心智處理皆能
連結數學-科學-科技的
概念，以產生新的概念
性結構。 

1.基於建構理論所建置
具有愉悅的學習環境，
可讓學習者具備學習動
機；2.真實的資源、專案
擁有者、情境必須取得
一個動態的平衡。 

關鍵詞 機械人、設計、工程學、
文科、大學教育 

 學習、愉悅、建構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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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將表 2.16 中 16 篇研究加以分析及彙整，可發現：有八篇的

研究結果發現：樂高教學是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生的學

習動機（吳志緯，2002；吳斯茜，2005；李謀正，2005；林智皓，

2007；黃世隆，2004；劉洲，2004；Sipitakiat & Cavalo，2003；Turbak 

& Berg，2002）。有四篇的研究結果發現：樂高教學是可提升學生

問題解決能力（吳志緯，2002；李謀正，2005；林智皓，2007；

Jarvinen，1998）。有五篇的研究結果發現：樂高教學是提升學生的

創造力（吳志緯，2002；李謀正，2005；林智皓，2007；洪秋萍，

2005；Turbak & Berg，2002）。有五篇的研究結果發現：樂高教學

是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林智皓，2007；高惠玲，2007；許雅慧，

2005；劉洲，2004；Wu，2002）。由此可知，樂高的應用可具備增

進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問題解決能力、創造力、學習成效等項特性，

假若再與建構學習理論作最佳的組合，同時可促使學習者具有強列

的學習動機及與他人建立良好的合作學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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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實驗研究法，旨在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在國小「自然

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的實施成效及對學童創造力的影響。本章依研

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序、以及資料處理等五節，分

別說明本研究之實施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究樂高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童創造力的影響。因

此，本研究藉由進行實驗教學，以教學法為自變項，以學習成就、創

造力實作、創造力認知、創造力情意等表現及學習意見為依變項，探

討國小學童在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成效、創造力、學習態度的表現結

果。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依變項 
學習成就表現 
創造力實作表現 
創造力認知表現 
創造力情意表現 
學習意見 
 

自變項 
教學方法 
控制組： 
傳統教學法 

實驗組： 
樂高教學方案

教學法 

實驗處理 

控制變項 
實驗控制變項 

1.教學者 
2.教學時間 
3.評量工具 
4.教學進度 
5.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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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變項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共包括三類變項：(一)自變項：本研究的實驗

處理要項為「教學方法」，實驗組採取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法，而控

制組則採取傳統教學的教學法。(二)依變項：本研究主要在探討不同

組別學生在國小六年級生活科技課程中簡單機械單元的「學習成就表

現」、「創造力實作表現」、「創造力認知表現」、「創造力情意表現」、「學

習意見」等方向的學習成效，並比較其差異情形。(三)控制變項：實

驗處理上為避免影響實驗結果，必須就若干因素加以控制，本研究的

控制變項包括：教學者、教學時間、評量工具、教學進度及教學內容。

以下依序說明此三類變項： 

一、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教學方法」，為瞭解樂高教學方案對國小

六年級學童在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成效及創造力的影響，在本研

究教學實驗中，實驗組實施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法；控制組則實

傳統教學的教學法。 

二、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包括：「學習成就表現」、「創造力實作表現」、

「創造力認知表現」、「創造力情意表現」、「學習意見」。 

(一)學習成就表現：本研究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國小生活科

技課程「簡單機械」單元學習成就測驗（後測）所得分數的平

均數。 

(二)創造力實作表現：本研究係指受試者在「旋轉娃娃」、「塔式起

重機」等二項實作評量所得分數的平均數。 

(三)創造力認知表現：本研究係指受試者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

動」所得分數的平均數，其中包括認知領域創造力總分、流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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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開放性、變通力、獨創力、精密力、標題等七項分數的平

均數。 

(四)創造力情意表現：本研究係指受試者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

表」所得分數的平均數，其中包括情意領域創造力總分、冒險

性、好奇性、想像力、挑戰性等五項分數的平均數。 

(五)學習意見：本研究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改編之「學習意見調查

表」所得的分數。 

三、控制變項 

影響班級教學效果的因素是非常複雜，為提高教學實驗的內

在效度，必須盡量控制無關變項的影響。控制變項主要在控制可

能影響教學實驗結果的其他變項，本研究的控制變項主要包括：

教學者、教學時間、評量工具、教學進度、以及教學內容等。本

實驗研究以國小六年級學生為對象，在教材內容與教學進度上均

是一致，所有班級皆以實驗學校所選用「自然與生活科技六下」

教科書中「簡單機械」單元為教材，且每週按照預定的教學進度

進行教學活動。就教學時間而言，皆依學校排定課表授課，每週

上課四節且每節上課四十分鐘，該教學單元持續上課六週，共計

24 節課。此外，為避免教師教學風格和個人特質影響教學實驗的

結果，控制組和實驗組的所有教學活動皆由研究者一人擔任，並

且所有測驗和評量亦皆由研究者本人親自進行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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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文獻探討結果，提出下列研究

假設： 

假設 1：根據建造論原理所設計的樂高教學方案適用於國小生活科技

課程。 

假設 2：實驗組學生在生活科技課程學習成就上之平均成績，顯著優

於控制組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學習成就上之平均成績。 

假設 3：實驗組學生在學習意見調查表上之填答意見，顯著優於控制

組學習意見調表查之填答意見。 

假設 4：實驗組學生在創造力實作表現上之平均成績，顯著優於控制

組學生創造力實作之平均成績。 

假設 5：實驗組學生在創造力認知表現上之平均成績，顯著優於控制

組學生創造力認知之平均成績。 

假設 6：實驗組學生在創造力情意表現上之平均成績，顯著優於控制

組學生創造力情意之平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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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在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領域的實施成效及創造力的影響，故以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為研究

對象。因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位於台東縣，故以台東縣東海國民小學

為實驗學校，且由研究者本人擔任實驗教學之工作。 

一、實驗學校 

選擇台東縣東海國民小學為研究學校，其理由在於該校是國

立臺東大學的實習簽約學校，因此常有師院學生與實習教師在班

級中試教與實習。再者，研究者經常協助該校各項研習活動，因

此在行政支援上可取得較佳的配合。 

二、實驗班級 

(一)實驗教學部份 

本研究之實驗班級為台東縣東海國小六年級二個班級為對

象，每個班級人數均為 35 名。基於實驗教學所需，須考量學生

特質、能力和程度的同質性，依原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的

合作意願，分別將兩個班級分配成控制組（實施傳統教學法）、

實驗組（實施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法）。 

為了解實驗組、控制組等兩組受試者的基本能力和差異

性，研究者針對兩個班級學生們「五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總平均」進行 t 檢定統計分析，t(68) = 0.11，p > .05。由此可知兩

個班級在五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總平均數並無顯著差異。

換句話說，兩個班級在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起點行為是相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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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五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總平均」的原因

在於：自從國小實施創新教學九年一貫課程之後，學童的學習

成績已無智育成績的計算，改以各個領域的學習成績來替代；

再者東海國小尚無對學童實施智力測驗的評量，因此亦無智力

測驗成績可供參考。基於上述的理由的考量，本研究採用與生

活科技課程相關的「五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總平均」作為

評估實驗組、控制組學童基本能力與差異性的依據。 

 

(二)訪談部份 

至於接受訪談的學生，則由實施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法的實

驗班級中，徵求自願接受訪談者，訪談時間由同學和老師事先

約定，通常利用午休或課餘時間進行，接受訪談者共計有 6 名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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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研究期間持續蒐集與閱讀相關文獻，以策劃研究的進

行與獲得研究資料。整個研究程序的實施內容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研究實施程序的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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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研究的實施程序進一步說明如下： 

一、蒐集相關資料：就研究主題廣泛地透過資料庫、網站、期刊、書

籍等方面，蒐集本研究所需的相關資料。 

二、探討相關文獻：就蒐集的資料進行閱讀，根據資料內容所呈現的

理論加以分類與彙整，以進行相關文獻的探討。 

三、決定研究對象：就研究主題、文獻內容、研究者可進行的研究場

域等因素考量，決定以台東縣東海國小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四、進行實驗設計：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計，以準實驗研究中非隨

機實驗控制組前後測設計，進行本研究的教學實驗設計。 

五、決定研究工具：根據文獻內容、相關理論的探討，決定以學習成

就測驗、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學習

意見調查表、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 

六、決定教學單元：配合 LEGO Mindstorms 組件為教學媒體，及實

驗學校所選用之教材書，決定以自然與生活科技的「簡單機械」

為教學單元。 

七、編製教學活動：根據簡單機械單元所涵蓋的概念進行分析，依教

材分析、教學分析等步驟，編製本研究所需的教學活動。 

八、編製教材資料：根據教學活動內容，編製教材、學習單等教材資

料。 

九、發展學習成就測驗：根據教學目標、教材內容及成就測驗編製程

序，發展本研究所需的學習成就測驗。 

十、發展實作評量表：根據 Besemer 和 O’Quin（1999）評定作品的

創造力指標，編寫實作評量的評量細項，徵詢專家意見作修訂，

發展本研究所需的實作評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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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發展學習意見調查表：參考「生活科技實驗課程學習知覺滿意

調查表」，以課程學習與教材內容兩個向度，徵詢專家意見作

修訂，發展本研究所需的學習意見調查表。 

十二、發展訪談大綱：為了解學生在樂高教學方案中的學習狀況及觀

感，研究者編制訪談大網，徵詢專家意見作修訂，發展本研究

所需的訪談大綱。 

十三、安排教學進度：依照學校教學進度總表，安排本研究教學實驗

的教學進度。 

十四、製作教學媒體：依教學內容、教學進度的考量，設計與製作教

學進行中所需的教學媒體，例如：Flash 動畫、教學相關網站。 

十五、準備教學資源與材料：依教學單元、教學內容、教學進度，準

備教學進行中所需的資源與實作材料。 

十六、決定實驗班級：就台東縣東海國小六年級四個班級，以隨機抽

取方式決定實驗班級，然後再隨機方式取一班為實驗組，另一

班則為控制組。 

十七、與原任課老師協商：在教學之前，就教學實施方式、老師配合

事項與原任課老師進行協商，以取得最佳的合作方式進行教

學。 

十八、模擬教學：針對傳統教學、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等兩種教學活動

進行模擬教學。而模擬教學的實施是以意象練習、實際操練等

方式去揣摩實際的教學情境、可能發生的問題等，以及如何可

以掌握整個教學流程和激勵學生參與學習等方法與技巧做充

分的模擬演練。 

十九、實施前測：於教學的第一週實施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前測試題、

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等前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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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依教學進度表實施實驗教學：依照教學進度與課表，控制組採

傳統教學，實驗組採樂高教學方案教學。 

二十一、實施後測：於教學結束後的第一週實施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前

測試題、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等

後測工作。 

二十二、實驗組填寫學習意見調查表：於教學結束後的第一週，針對

實驗組、控制組等兩組學童填寫學習意見調查表。 

二十三、進行資料統計與分析：將研究所得的資料與數據進行統計與

分析，以獲得研究的發現。 

二十四、完成論文撰寫：依研究發現內容，歸納出研究結論，將研究

所得內容撰寫成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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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採準實驗研究法之非隨機實驗控制組前後測

設計，設計模式如表 3.1 所示，各組學生於實驗處理前後，接受前測

和後測。本研究以台東縣東海國小六年級二個班級為實驗對象，以班

級為單位，依各班之上課時間分派至控制組、實驗組。控制組施以傳

統式教學；而實驗組則施以樂高教學方案之教學。 

 

表 3.1 本研究實驗設計模式 

組 別 前 測 實驗處理 後 測 

實驗組 O1 X O3 

控制組 O2  O4 

X：表示實驗組接受實驗處理，施以樂高教學方案之教學。 

O1i、O2i：表實驗處理前所實施的測量，包括：簡單機械單元學習成就測驗

（前試）、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思考活動、威廉斯創造力測

驗－創造性傾向量表。 

O3i、O4i：表實驗處理後所實施的測量，包括：簡單機械單元學習成就測驗

（後測）、創造力實作評量、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思考活

動、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學習意見調查表。 

 

本研究在成效評量上分為前測和後測，各依變項除創造力的實作

評量未進行前測外，在其餘依變項上，兩組學生均接受相同的前測和

後測兩次評量。前測工作均在第一週（亦即實驗處理前）施測完畢；

而後測工作均在第七週（實驗處理結束）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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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的過程中，必須透過「教材分析」、「教學分析」兩個

階段方能完成教學活動的設計。教材分析即對「所要教的內容」做結

構的解析，也就是分析教材內容的重要概念及其彼此間的關係，這個

層面的分析不僅要確切掌握學科知識的實質內涵，也要能應用該學科

的思維方法，及對學科中的基本本理念要有起碼的認識。 

教材分析主要針對「教什麼」，而教學分析則必須考量「怎麼

教」。教師在進行教學前，必須將所要教授的教材內容轉換成教學流

程，而該流程並非只是時間先後順序的安排，它還需要有一個教學的

邏輯結構，而此結構必須有理論基礎做後盾。 

本研究針對教學設計中的「教材分析」、「教學分析」的過程，

其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一、教材分析 

本研究在選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簡單機械」單元為

實驗教學的實施單元後，立刻對「簡單機械」進行教材分析，即

對所要教授的內容做結構的解析，以分析出教材內容的重要概念

及次概念，有關「簡單機械」的主概念、次概念的內容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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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簡單機械」教學單元的主概念與次概念內容 

主概念 次概念 內容 

槓桿 槓桿原理 施力與施力臂的乘積會等於抗力與施力臂的乘

積。 

 施力 推動槓桿轉動的力。 

 施力臂 支點到施力的作用線之間的垂直距離。 

 抗力 阻礙槓桿轉動的力。 

 抗力臂 支點到抗力的作用線之間的垂直距離。 

 支點 槓桿繞著轉動的固定點。 

 第一類槓桿 支點位於施力點與抗力點之間。 

 第二類槓桿 抗力點位於支點及施力點之間。 

 第三類槓桿 施力點位於支點及抗力點之間。 

 省力 當施力臂大於抗力臂，所需施力會小於抗力；可

省力，但因施力的移動距離增加而較費時。 

 省時 當施力臂小於抗力臂，所需施力會大於抗力；因

施力的移動距離減少而省時，但較費力。 

 改變方向 當施力臂等於抗力臂，則施力等於抗力；不省力

也不省時，但可獲得方向改變的效果。 

 力矩 力與力臂距離的乘積。 

輪軸 輪軸定義 由兩個半徑不等的圓輪，固定在同一軸心上轉動

的簡單機械。 

 槓桿的應用 將槓桿的概念，轉化為可連續轉運的機械，即為

輪軸的原理。 

 省力輪軸 施力於輪軸上，輪徑愈大愈省力。 

 省時輪軸 施力於輪軸上，輪徑愈小愈省時。 

滑輪 滑輪定義 繞有線繩的圓輪所組成之簡單機械。 

 滑輪組 多個滑輪組成的機械。 

 定滑輪 滑輪的軸固定不動，支點在中間，且兩臂等長的

槓桿應用；當施力向下時，物體則會向上移動，

可改變施力方向。 

 動滑輪 滑輪的軸可移動，其抗力點在中間，且施力臂為

抗力臂兩倍長的槓桿應用；繩上施力的大小為物

重的一半，可以達到省力的效果，且物體移動與

施力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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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續) 「簡單機械」教學單元的主概念與次概念內容 

主概念 次概念 內容 

齒輪 齒輪定義 依靠齒的嚙合傳遞動力的簡單機械；齒輪上的輪

齒相互扣住時，齒輪會帶動另一個齒輪轉動來傳

送動力，兩齒輪間平行、垂直或任何角度均可傳

動。 

 齒輪組 利用多個大小、齒數不同的齒輪，或再配合上鏈

條等組合而成的機械。 

 齒輪的功用 較有效地傳遞動力、改變動力方向、改變轉動的

速度。 

 齒輪與鏈條 將兩個齒輪分開，也可以應用鏈條等來帶動兩邊

的齒輪而傳送動力。 

 齒輪比 將原動齒輪齒數與被動齒輪齒數的比值；齒輪組

則將每一組的比值連乘。 

機械組合 機械裝置 機械裝置都是由簡單機械組合而成，包括槓桿、

輪軸、齒輪、滑輪、鏈條……等，相互地連接構

成的複雜裝置。 

傳動方式 軸承帶動方式 以輪帶軸、軸帶輪的方式傳送動力。 

 皮帶帶動方式 以皮帶的方式傳送動力。 

 齒鏈帶動方式 以齒輪、鏈條的方式傳送動力。 

 磨擦力 指兩個表面接觸的物體作相對運動時；物體間會

互相施加的一種物理力。 

電力  應用發電機產生電力，來驅動電器用品運轉。 

人力  應用人類肌肉的力量，來移動物體。 

 

然後分析各個主概念、次概念其邏輯關係，以及彼此的教學

相互性，彙整出簡單機械的重要概念架構圖。有關「簡單機械」

單元的重要概念架構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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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簡單機械」單元的重要概念架構 

 

二、教學分析 

在教材分析之後則進行教學分析，即將所要教授的教材內容

轉換成教學流程（時間順序），同時考量各個概念間的教學先後順

序及邏輯關係，此結構必須要有理論基礎。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

樂高教學方案的理論基礎為 Papert 所提的建造論，它強調(1)學習

是主動的歷程，即學習者從實際經驗中主動建構知識；(2)學習者

要從事創作外在的或可與人分享的作品。換言之，建造論特別注

重「從做中學」的理念，學習者在作品的製作過程中，除可規劃

作品的設計與製作程序外，更可藉由實際動手做去測試其設計過

程中的創意，透過展示或與人分享而達成個人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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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高教學方案可用的教學模式為 LBD 與 PBL，兩者皆以建造

論為理論基礎，因此 LBD 與 PBL 兩者在教學設計要項中，皆強

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具真實性的作業、合作的學習、多元回饋等

項目內容。兩者不同處在於：LBD 強調學習者應藉由產生、規劃

工作時程，以達成教學目標，它可在一個較短的時間來完成；而

PBL 強調學習者應進行複雜活動，它通常需要多個階段及一個較

長時間來完成。然而，本研究的教學時間為期六週（24 節課），無

法進行較長時間的教學，因此採用 LBD 教學模式來設計教學。 

在教學設計過程中，必須遵守 LBD 教學環境的設計要項：(1)

真實性；(2)為設計活動而擬定的多樣的情境；(3)在開放性設計作

業中，讓強制式、鷹架式的競爭取得平衡；(4)對於學習者提供豐

富、多變的回饋；(5)討論與合作；(6)實驗與探索；(7)反應。在進

行教學分析時，必須將此 7 項設計要項納入參考因素，如此以讓

教學活動設計能符合此 7 項設計要項的精神。 

在 LBD 教學模式中，本研究採取的教學策略為：(1)從第一

天起，讓學習者對付予的期望變得更清楚；(2)告知學習者明確、

暗喻的目標，及他們被評量的方式；(3)學習者是主動的知識建構

者；(4)教師扮演著協助者、鼓勵者的角色；(5)作業內容要讓學習

者能設計及建構一個可與他人分享的作品；(6)提供學習者豐富及

多樣的回饋。在教學評量的部份，除採取實作評量（製作作品）

外，亦包括小組作品的製作過程記錄（學習單）、成品展示與心得

分享等方式。 

樂高教學方案與傳統教學兩者在教學分析過程中，皆將上述

理論基礎、教學模式、教學策略與教學評量的內容納入教學設計

的考量要素，以設計出樂高教學方案、傳統教學兩者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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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教學活動內容大致相同，且教案是採取平行方式設計。兩者

不同之處僅在教學進行時，製作作品所使用的實作材料與元件是

不相同，即樂高教學方案採用 LEGO Mindstorms 零組件為實作材

料與元件，而傳統教學則採用一般性的材料與元件。 

同時，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問題解決歷程模式適合本研究

教學活動的設計，因此將此問題解決模式加入上述兩者教學活動

設計之中，即兩者教學活動皆融入問題解決的教學模式。有關傳

統教學的「簡單機械」單元的教學活動設計如附錄二－五的內容

所示；有關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的「簡單機械」單元的教學活動設

計如附錄六－九的內容所示；有關「簡單機械」單元的教材內容

如附錄十所示；有關作品實作記錄表（學習單）如附錄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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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對創造力的定義係採取能力觀點、產品觀點，因此創造

力的認知、情意等領域能力係分別由威廉威創造力測驗中的創造性思

考活動、創造性傾向量表來量測，而產品的創造力則利用 Besmer 和 

O’Quin 所修正的 CPAM 所列三個向度及九個次項目的評量指標，以

評定學童作品的創造力。然而，本研究未採用葉玉珠（2005）所編制

之「科技創造力測驗」的原因在於：該測驗包含「字詞聯想」與「書

包設計」（書包繪圖、書包特色）二分測驗，其評量指標分為五個向

度：流暢、變通、獨創、精進與視覺造型，以加權總分代表創造力。

此科技創造力測驗較偏向於詞彙聯想、繪圖、特色聯想等方面，與本

研究所欲評量學童作品的創造力所需研究工具不相符合。 

因此，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括：「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

驗」、「創造力實作評量表」、「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思考活動」、

「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學習意見調查表」以及訪

談大綱等項，其編製依據及過程說明如下： 

一、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 

學習成就測驗的主要目的，在了解學生對簡單機械單元內容的

了解程度。係由研究者根據單元教學目標、教材內容及科技概念，

制定命題之雙向細目表（如表 3.3、表 3.4 所示）以建立內容效度，

參考各書商所建立之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題庫和優良試題以編製

試題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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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前測試題雙向細目 

目 標 

內容 認識一 
般術語 

認識特 
定事實 

瞭解原則 
與應用 

題數總計 

槓桿原理 2 3 2 7 

輪軸 2 2 1 5 

滑輪 2 3 2 7 

簡單機械 1 2 2 5 

題目總數 7 10 7 24 

百分比 29.2 41.7 29.2 100 

 

表 3.4 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後測試題雙向細目 

目 標 

內容 認識一 
般術語 

認識特 
定事實 

瞭解原則 
與應用 

題數總計 

槓桿原理 3 4 3 10 

輪軸 2 2 1 5 

滑輪 2 5 2 9 

簡單機械 2 2 2 6 

題目總數 9 13 8 30 

百分比 30.0 43.3 26.7 100 

 

商請二位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共同討論，再徵詢他們

的意見後，針對每類試卷各出二倍試題，以制定出「簡單機械成

就測驗」預試試題 108 題。本研究分別於 97 年 01 月 20-23 日針

對台東縣復興國小 25 位六年級學童，27-30 日針對台東縣東海國

小 20 位六年級學童（非參與實驗教學班級的學童），進行兩個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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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教學摩擬。同時於教學活結束後進行預試試題的施測，施測

樣本合計 45 位。 

閱卷評分後，從最高分向下取總人數的 27%為高分組（12

人），再從最低分向下取 27%為低分組（12 人），分別計算每一題

高分組與低分組答對人數之百分比。此兩個百分比之平均數即為

難度指數；其差數即為鑑別度指數。有關預試試題 108 題題目的

難度、鑑別度分析結果如附錄十二所示。 

通常試題的難度以接近 0.5 為最理想，但欲使每一題皆接近

0.5 事實上有困難，故有學者主張以 0.3～0.7 之範圍為選擇標準，

四個選項的選擇難度在 0.4～0.8，是非題在 0.55～0.85，填充題在

0.4～0.8 為最適當（Chase，1978）。再者，鑑別度則依陳英豪、吳

裕益（1992）所提出的評鑑標準（如表 3.5 所示），鑑別度 0.3 以

上試題是良好的試題。因此，有關簡單機械成就測驗的前測試題、

後測試題等的挑選，依據上述難度、鑑別度的挑選原則及雙向細

目表以決定各試題內容，選用與剔除的結果如附錄十二的備註所

示。 

經過上述選題的程序，簡單機械成就測驗的前測試題內容如

附錄十三所示，其各題的難度及鑑別度的彙整內容如附錄十四所

示；簡單機械成就測驗的後測試題內容如附錄十五所示，其各題

的難度及鑑別度的彙整內容如附錄十六所示。 

在信度方面，本研究採 Cronbach α係數，簡單機械成就測驗

的前測試題之信度係數為 0.79，而簡單機械成就測驗的後測試題

之信度係為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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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試題鑑別度指數之評鑑 

鑑別度指數（D） 評鑑 

.40 以上 非常良好 

.30～.39 良好，如能再改進則更佳 

.20～.29 尚好，仍需再改進 

.19 以下 劣，必須淘汰或再加以修改 

資料來源：陳英豪、吳裕益（1992: 373）。 

 

二、創造力實作評量表 

實作評量包括「旋轉娃娃」、「塔式起重機」等二項作業，係

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各 35 位學童，各分成六小組，實作作品的製作

是以小組方式進行。有關學生作品的評分標準是以 Besemer 和 

O’Quin（1999）評定作品的創造力指標：新奇向度（原創性、驚

奇）、問題解決向度（價值性、邏輯性、實用性、易了解）、精進

及統合（基本品質、精緻性、好手藝）等，來評量學生們作品的

創造力。研究者依上述創造力指標制定評分項目與標準，再徵詢

專家的意見後修訂「實作評量評分表」及「實作評量評分標準說

明」（如附錄十七所示）。 

評分工作則由研究者與一位東海國小自然科教師共同進行，

而該位教師擔任自然科教學已有 15 年之久的教學經驗。依據上述

實作評量表分別進行評分，將兩個分數相加後平均即為小組學生

在該項作業的得分，再將兩項作業分數相加後平均即為該小組學

生在實作評量上之得分。最後，將兩位評分者所評的分數進行評

分者信度考驗 Kendall Tau = 0.833，p < .05。各項目的內部一致性

考驗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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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評量項目與整體實作分數的一致性 

項目 相關係數 顯著性 

1.新奇性 0.88** 0.00 

a.原創性 0.80 ** 0.00 

b.驚奇 0.84 ** 0.00 

2.問題解決 0.95** 0.00 

a.價值性 0.90 ** 0.00 

b.邏輯性 0.85 ** 0.00 

c.實用性 0.91 ** 0.00 

d.易了解 0.90** 0.00 

3.精進及統合 0.95** 0.00 

a.基本品質 0.84** 0.00 

b.精緻性 0.92 ** 0.00 

c.好手藝 0.89 ** 0.00 

* p < .05 

 

三、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思考活動 

本研究採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以觀察學生在創造力的

認知表現。它適用於國小一年級至高中三年級（6 至 18 歲）男女

生。內容為十二題未完成的刺激圖形，要受試者在規定時間（國

小四年級以上 20 分鐘），請學生運用想像力儘可能畫出與眾不同

或有趣的圖，並同時分別替每幅圖命名。此測驗可評量出流暢力、

開放性、變通力、獨創力、精密力及標題等六項分數及一總分，

屬於創造力認知層面的評量。本研究所使用的「威廉斯創造力測

驗－創造性思考活動」係向心理出版社服份有限公司購得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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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同時獲得該公司的「測驗研究用同意書」（如附錄十八所

示）。 

四、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 

本研究採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以觀察學生在創造力的

情意表現。它適用於國小一年級至高中三年級（6 至 18 歲）男女

生。內容為五十題三選一的陳敘句，由受試者依自己行為特質的

程度勾選，測驗時間沒有限制。此量表可評量出冒險性、好奇性、

想像力及挑戰性等四項分數及一總分，屬於創造力情意層面的評

量。本研究所使用的「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係

向心理出版社服份有限公司購得合法的測驗，同時獲得該公司的

「測驗研究用同意書」（如附錄十八所示）。 

五、學習意見調查表 

本研究為了解實驗組學生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時，對於教學活

動安排及學習後之意見反應情況，研究者參考鍾一先（1997）所

編之「生活科技實驗課程學習知覺滿意調查表」，編製成「學習意

見調查表」初稿，再徵詢專家的意見以修正初稿，而完成「學習

意見調查表」的編製（如附件十九所示）。此學習意見調查表用以

了解實驗組、控制組等兩組學生對於課程學習與教材內容二個向

度之感受。學習意見調查表係以五等第勾選方式，選出認同之選

項。 

六、訪談大綱 

由研究者自行編製，再徵詢專家的意見以修正而完成訪談大

綱（如附錄二十所示），用以進一步了解學生在樂高教學方案中之

學習狀況和觀感，據以改進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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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研究實施 

本研究的主要實施進程計有 10 項，茲將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一、資料蒐集及文獻探討 

本研究自 96 年 4 月起，針對研究主題廣泛蒐集相關資料，再

根據資料內容所呈現的理論加以分類及彙整，以進行相關文獻的

探討。 

二、建立理論基礎及研究架構 

本研究自 96 年 7 月至 9 月，建立本研究的理論基礎，同時決

定研究對象、研究工具、教學單元及進行實驗設計，以建構本研

究的研究架構。 

三、發展教學活動 

本研究自 96 年 8 月至 11 月，根據簡單機械教學單元所涵蓋

的主概念、次概念進行教材分析、教學分析等步驟，來發展本研

究所需的教學活動。同時，將教學活動設計內容徵詢專家意見作

修訂。 

四、發展研究工具 

(一)本研究自 96 年 10 月至 12 月，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彙整結

果，發展實作評量表及標準、學習意見調查表、訪談大綱等初

稿，再徵詢專家意見作修訂。 

(二)本研究自 96 年 10 月至 97 年 1 月，發展簡單機械成就測驗的

預試試題 108 題。然後於 97 年 01 月 20-23 日針對台東縣復興

國小 25 位六年級學童，及 97 年 1 月 27-30 日針對台東縣東海

國小 20 位六年級學童（非參與實驗教學班級的學童），分別進

行兩次教學模擬，同時於教學活動結束後，進行預測試題的施

測，施測樣本合計 45 位。最後，進行試題批改、試題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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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工作，以決定出簡單機械成就測驗之前測、後測試題。 

五、教學前準備工作 

本研究自 96 年 10 月至 97 年 2 月 12 日，就教學進度與原任

課教師協商，同時決定實驗組及控制組的班級，再依照教學活動

所需的教學媒體、教學資源及實作材料等作教學前的準備工作。 

六、實施前測 

本研究自 97 年 2 月 14-15 日，分別對實驗組學童、控制組

學童實施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前測試題、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

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等前測工作。 

七、進行教學實驗 

本研究自 97 年 2 月 18 日至 3 月 28 日，依照教學進度及課表，

實驗組實施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控制組實施傳統教學。同時，對

實驗組及控制組兩組學童的實作作品進行創造力實作評量工作；

及在課餘時間，對同意訪談的實驗組學童進行的訪談工作。 

八、實施後測 

本研究自 97 年 3 月 31 至 4 月 3 日，分別對實驗組學童、控

制組學童實施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後測試題、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

動、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等後測工作。同時，讓實驗組及控制

組兩組學童進行學習意見調查表的填寫工作。 

九、資料分析 

本研究自 97 年 4 月至 5 月，將研究所得的資料及數據進行統

計與分析，以獲得研究的發現。 

十、撰寫論文 

本研究自 97 年 5 月至 7 月，依研究發現內容，歸納出研究結

論，將研究所得內容撰寫成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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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資料分析 

一、量的分析 

本研究量化之資料，藉由 SPSS 13.0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

行資料的分析。除「基本資料」和「學習意見調查表」採取描述

統計外，本研究之各依變項除實作評量未實施前測者，進行「t 檢

定分析」。 

同時為減少實驗的誤差，以學生在各依變項之「前測」得分

為共變數，針對「後測」分數進行「共變數分析」統計處理，以

考驗各項假設。前測係指學生實驗處理前在「簡單機械總結性成

就測驗」、「威廉斯創造力測驗－創造性思考活動」以及「威廉斯

創造力測驗－創造性傾向量表」上所得之分數為依據。 

進行共變數分析時，必須進行各組組內迴歸線是否平行的檢

驗，一般稱為迴歸係數同質性檢驗。這個檢驗的目的在於，希望

確認實驗組／控制組的分組及前測分數，不會產生交互動作用，

不會共同影響後測分數的效果。假若此各組組內迴歸線的迴歸係

數同質性檢驗達顯著差異時，則表示迴歸線並不平行，此時無法

進行共變數分析，必須使用詹森－內曼法（Johnson-Neyman）進

行統計分析（林清山，1996）。有關詹森－內曼法在 SPSS 13.0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沒有提供相關的統計模組，因此本研究使用鄭

承昌（2006）所開發的「雙組前後測實驗分析：Johnson-Neyman

法(1.1 版)軟體」進行相關的統計分析。本研究在各項統計考驗的

α值，採用.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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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意見的分析 

本研究透過「學習意見調查表」和「訪談」來蒐集資料，瞭

解學生們的感受。學習意見調查表於課程的最後一週實施問卷調

查，然後就所得資料進行分析，以作為改進實施樂高教學方案教

學之參考。 

其次，進行不定時的訪談，訪談時研究者在事先徵得受訪者

同意後，將訪談內容予以錄音，於訪談後再加以詳細紀錄整理，

但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仍會針對受訪者所作回答內容作重點式

的記錄。在訪談結束後，將所有訪談的結果轉錄成文字資料，再

將所得資料進行歸類和分析，並將其與理論和量化所得之資料相

互印證，以補充量化資料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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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童創造力的影響，在此

呈現本研究統計分析的結果與討論，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在實驗設

計中，自變項為教學方法，依變項則為學習成就、創造力實作表現、

創造力認知表現、創造力情意表現、學習意見。本章依照依變項的順

序，依將自變項對學習成就、創造力實作表現、創造力認知表現、創

造力情意表現、學習意見的效果，說明如下： 

第一節 不同教學法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本節為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傳統教學等兩種不同教學法對學童學

習成效的影響，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簡單機械」教學單元的學習

成就測驗的分數進行共變數分析。 

一、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的分析 

在教學實驗結束後，將所收集之「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

前、後測數據進行統計處理。兩組學童在「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

驗」上所得「分數」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之平均數及標

準差 

組別 前後測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實驗組 前測 35 59.06 13.37 

 後測 35 82.83 10.35 

控制組 前測 35 55.80 12.36 

 後測 35 65.80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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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

驗，結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總分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

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618.83 1  618.83 3.19 .080 

實驗處理 1710.84 1 1710.84 8.81 .004 

前測*實驗處理  119.08 1  119.08 0.61 .440 

 

由表 4.2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F(1, 66) 

= 0.61，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組所受

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的

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總分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1650.90 1 1650.90  8.56 .005 

實驗處理  4287.99 1 4287.99 22.22 .000 

誤差 12929.67 1  1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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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總分前測分數之影響後，實

驗組與控制組在學習成就測驗後測的總分分數達到顯著差異，  

F(1, 67) = 22.22，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在簡單機械

學習成就測驗顯著優於控制組，亦即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比傳

統教學更有助於提升學童簡單機械認知領域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研究發現 

在本研究的實驗過程中，以簡單機械學習成就測驗進行學

習成效的前、後測。經研究發現：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總分的分數，經過共變數分析後所

得到的結果為 F(1, 67) =22.22，p < .05，已達顯著差異。表示有經

過本研究所設計的實驗處理後，實驗組學童在簡單機械成就測

驗的表現會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童；換句話說，接受樂高教學方

案教學，會使學童在簡單機械認知領域的學習成效提升相對較

傳統教學有效。 

(二)結果討論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的資料顯示，實驗組學童在「簡單機械

學習成就測驗」分數的平均數考驗均達顯著水準，即樂高教學

方案的教學的確能顯著提升學童簡單機械的學習成效。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建造論強調：1.學習是主動的歷程，

即是學習者從經驗中主動建構知識，2.當學習者熱衷於對個人

具有意義的事物時，他對新知識的建構是特別具有效率

（Resnick，1996）。還有，Wu（2002）的研究發現：在 LEGO 

Mindstorms 的教學環境中可促使學童具有強烈的學習動機，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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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積極投入相關的教學活動之中。 

再者，對照學習意見調查表的結果發現：就實驗組而言，

有 97.1%學童認同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可讓他們對簡單機械具

有基本的概念；有 88.6%學童認同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可讓他

們覺得簡單機械很重要；有 77.1％學童認同樂高教學方案的教

學可讓他們認真作課堂的作業。這些項目皆與控制組學童的填

答是有顯著差異。 

由上述內容可知，在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中，可提供實驗

組學童較高的學習動機，並且認為簡單機械單元是重要的新知

識，願意認真去完成課堂的作業，主動積極從學習經驗中去建

構自己的知識，以使學習具有較佳的成效。本研究的結果與上

述內容相符合，即實驗組學童具有高學習動機、覺得學習單元

重要、願意積極參與教學活動，因此在簡單機械學習成就的表

現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童。同時，此一結果與文獻探討中，有關

樂高相關研究對學習成效有顯著差異的結果是相同（林智皓，

2007；高惠玲，2007；許雅慧，2005；劉洲，2004；Wu，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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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不同教學法對創造力實作的影響 

本節為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傳統教學等兩種不同教學法對學童創

造力實作的影響，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實作評量」的分數進行 t

檢定考驗分析。 

創造力實作評量包括「旋轉娃娃」、「塔式起重機」等二項作業。

在教學實驗結束後，將所收集之「實作評量」數據進行統計處理，即

將兩組學童在「實作評量」各項目上所得「分數」的平均數進行 t 檢

定分析，所得結果如表 4.4 所示。由表 4.4 的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

學童在新奇性、問題解決、精進及統合、創造力實作的總分等四項分

數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童的分數。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學童在

創造力實作的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童，亦即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

比傳統教學更有助於提升國小學童創造力實作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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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實作評量」之 t 檢定摘要 

項目 組別 組數 g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p 

1.新奇性 實驗組 6 3.69 0.52 
 控制組 6 2.27 0.30 

5.81** .000 

a.原創性 實驗組 6 3.75 0.35 
 控制組 6 2.46 0.19 

7.90** .000 

b.驚奇 實驗組 6 3.63 0.79 
 控制組 6 2.08 0.47 

4.13** .002 

2.問題解決 實驗組 6 3.97 0.19 
 控制組 6 2.63 0.35 

8.34** .000 

a.價值性 實驗組 6 3.79 0.25 
 控制組 6 2.50 0.35 

7.35** .000 

b.邏輯性 實驗組 6 4.08 0.38 
 控制組 6 2.83 0.30 

6.34** .000 

c.實用性 實驗組 6 3.92 0.30 
 控制組 6 2.42 0.38 

7.61** .000 

d.易了解 實驗組 6 4.08 0.34 
 控制組 6 2.75 0.52 

5.22** .000 

3.精進及統合 實驗組 6 3.58 0.41 
 控制組 6 2.22 0.41 

5.76** .000 

a.基本品質 實驗組 6 3.50 0.42 
 控制組 6 2.50 0.42 

4.14** .002 

b.精緻性 實驗組 6 3.88 0.61 
 控制組 6 2.00 0.55 

5.62** .000 

c.好手藝 實驗組 6 3.38 0.52 
 控制組 6 2.17 0.49 

4.14** .002 

實驗組 6 3.78 0.20 
創造力實作總分

控制組 6 2.41 0.31 
9.03** .000 

g：分組的組數。 

 

二、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研究發現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實作評量的平均分數，經過 t 檢定分析

後的結果發現：在新奇向性，t(10) = 5.81，p < .05；在問題解決，

t(10) = 8.34，p < .05；在精進及統合，t(10) = 5.76，p < .05；在創

造力實作總分，t(10) = 9.03，p < .05。以上四個向度上均呈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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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組的分數顯著地優於控制組的分數。即是實驗組學童在創造

力實作的作品無論是在新奇性上、問題解決上、精進及統合

上，及創造力實作總分上是顯著地優於控制組學童，因此整體

所評量的創造力實作表現是以實驗組學童較優於控制組學童。 

(二)結果討論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的資料顯示，實驗組學童在「實作評量」

的「新奇性」、「問題解決」、「精進及統合」、「創造力實作總分」

等項目平均分數在 t 檢定考驗均達顯著水準，即樂高教學方案

的教學的確能顯著提升學童創造力實作的能力。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建造論的基本理念是「從做中學」，

強調學習者要從事創作外在的或可與人共享的作品。同時在設

計過程中，學習者除了進行規劃外，更可藉實際動手做去測試

其設計過程中的創意（Roth，1998）。同時，根據 Wu（2002）

研究發現，LEGO Mindstorms 教學環境中，可落實學童解決問

題的認知歷程，同時可讓學童將創造力具體表現在設計的作品

上。 

在樂高教學方案中，提供 LEGO Mindstorms 的 100 多種零

組件給實驗組學童操作，學童可藉由選擇不同功能的零組件加

以組合，而將創意真正落實於作品的製作中。同時藉由不斷的

測試作品，及修正與改進作品的創意，如此的循環直到作品達

到完善為止。所以，實驗組學童會有諸多測試、修改、精進的

學習機會，因此在創造力實作會有較佳的表現。 

再者，對照學習意見調表的研究發現：實驗組學童認為簡

單機械教學很重要，從教學活動中可學習到簡單機械的基本概

念，願意認真去完成課堂的作業。因此，實驗組學童藉由 L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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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storms 眾多零組件的選擇與操作，從教學範例及製作經驗

中去摘錄有關簡單機械的基本概念與技能，同時能夠積極投入

學習活動中，利用有意義的方法來與教材內容作互動，在此種

學習經驗中去建構出有意義的學習，並且將學習過程加以內

化，因而增進學習的真正成效。所以，實驗驗組學童在創造力

實作的表現顯著優於控制學童。此一結果與文獻探討中，有關

樂高應用相關研究對於實作成效皆有顯著差異的結果是相同

（林智皓，2007；高惠玲，2007；Wu，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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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同教學法對認知領域創造力的影響 

本節為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傳統教學等兩種不同教學法對學童認

知領域創造力的影響，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

分數進行共變數分析。本研究以「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測驗作為

認知領域創造力前、後測的評量工具，評量項目包括流暢力、開放性、

變通力、獨創力、精密力、標題及認知領域創造力總分等七項分數，

並以實驗組與控制組所得之前、後測成績來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

探討兩組學童在認知領域創造力是否有顯著差異？因此，就實驗組與

控制組在前、後測之各項分數進行統計分析，結果分別敘述於後。表

4.5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後測各項分

數之平均數及標準差： 

 

表 4.5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後測各項分數之平均

數及標準差 
實驗組(n=35) 控制組(n=35) 組別 

項目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平均數  9.914 11.029 11.171 11.914 

流暢力 
標準差  2.759  1.839  1.505  0.373 
平均數 20.029 22.314 20.600 22.400 

開放性 
標準差  7.127  5.481  5.342  4.685 
平均數  6.057  7.114  7.486  7.486 

變通力 
標準差  1.814  1.778  1.463  1.314 
平均數 12.743 12.743 13.971 14.857 

獨創力 
標準差  6.109  4.755  4.541  4.480 
平均數 11.771 14.171 11.429 11.286 

精密力 
標準差  5.174  4.308  5.585  4.694 
平均數 10.771 12.114 14.086 13.314 

標題 
標準差  4.881  5.835  3.681  2.784 
平均數 71.286 79.486 78.743 81.257 認知領域創

造力總分 標準差 23.507 18.178 16.395 1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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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領域創造力總分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驗

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制組

在認知領域創造力的總分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認知領域創造力總分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325.00 1  325.00  2.74 .10 

實驗處理 5694.24 1 5694.24 47.95 .00 

前測*實驗處理  432.66 1  432.66  3.64 .06 

 

由表 4.6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F(1, 66) 

= 0.364，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組所

受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

的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認知領域創造力總分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7756.39  1 7756.39 62.83 .00 

實驗處理   78.80  1   78.80  0.64 .43 

誤差 8271.04 67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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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7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總分前測分數之影響後，實

驗組與控制組在總分後測的分數是未達顯著差異，F(1, 67) = 0.64，p 

> 0.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在認知領

域的總分表現，未因教學方式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效果。 

 

二、流暢力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流暢力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8 所

示。 

 

表 4.8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流暢力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19.80 1 19.80 26.06 .00 

實驗處理 14.01 1 14.01 18.44 .00 

前測*實驗處理 17.98 1 17.98 23.66 .00 

 

由表 4.8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有顯著差異，F(1, 66) = 

23.66，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有相交，違反迴歸係數同質

性檢驗，不可進行共變數分析。要以詹森－內曼（Johnson-Neyman）

法處理。本研究使用鄭承昌（2006）所開發 Johnson-Neyman 法統

計軟體作進一步分析，結果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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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應用詹森－內曼法於流暢力的分析結果 

 

圖 4.1 顯示兩條迴歸線會交會於 11.607。這表示流暢力分數

在 12.689 以上者，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優於傳統教學；流暢力分數

在 10.82 以下者，則傳統教學優於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在 10.82 至

12.689 之間是沒有差異的區域。故對流暢力分數高於 12.689 分的

學童，較宜採取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但流暢力低於 10.82 分的學童

則宜採取傳統教學，以適應個別差異。 

 

三、開放性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開放性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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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開放性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4.72 1   4.72  0.30 .58 

實驗處理 707.00 1 707.00 45.36 .00 

前測*實驗處理   4.02 1   4.02  0.26 .61 

 

由表 4.9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F(1, 66) 

= 0.26，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組所受

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的

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開放性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735.26  1 735.26 47.70 .00 

實驗處理    0.79  1   0.79  0.05 .82 

誤差 1032.68 67  15.41   

 

由表 4.10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開放性前測分數之影響

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開放性後測的分數是未達顯著差異，F(1, 67) = 

0.05，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在

開放性表現，未因教學方式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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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通力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變通力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11 所

示。 

 

表 4.11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變通力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7.32 1  7.32  4.38 .04 

實驗處理 35.91 1 35.91 21.51 .00 

前測*實驗處理  9.73 1  9.73  5.83 .02 

 

由表 4.11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有顯著差異，F(1, 66) 

= 5.83，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有相交，違反迴歸係數同質

性檢驗，不可進行共變數分析。要以詹森－內曼（Johnson-Neyman）

法處理。本研究使用鄭承昌（2006）所開發 Johnson-Neyman 法統

計軟體作進一步分析，結果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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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應用詹森－內曼法於變通力的分析結果 

 

圖 4.2 顯示兩條迴歸線會交會於 6.171。這表示變通力分數在

7.79以上者，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優於傳統教學；變通力分數在 1.411

以下者，則傳統教學優於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在 1.411 至 7.79 之

間是沒有差異的區域。故對變通力分數高於 7.79 分的學童，較宜

採取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但變通力低於 1.411 分的學童則宜採取傳

統教學，以適應個別差異。 

 

五、獨創力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獨創力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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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獨創力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33.89 1  33.89  1.99 .16 

實驗處理 253.18 1 253.18 14.87 .00 

前測*實驗處理  13.50 1  13.50  0.79 .38 

 

由表 4.12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   

F(1, 66) = 0.79，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

組所受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

質性的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13 所

示。 

 

表 4.13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獨創力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314.09  1 314.09 18.51 0.00 

實驗處理   45.53  1  45.53  2.68 0.11 

誤差 1136.88 67  16.97   

 

由表 4.13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獨創力前測分數之影響

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獨創力後測的分數是未達顯著差異，F(1, 67) = 

2.68，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

在獨創力表現，未因教學方式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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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精密力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精密力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14 所

示。 

 

表 4.14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精密力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19.09 1  19.09  1.20 .28 

實驗處理 328.17 1 328.17 20.61 .00 

前測*實驗處理   0.19 1   0.19  0.01 .91 

 

由表 4.14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   

F(1, 66) = 0.01，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

組所受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

質性的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15 所

示。 

 

表 4.15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精密力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328.89 1 328.89 20.96 .00

實驗處理 131.79 1 131.79 8.40 .01

誤差 1051.22 67 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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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5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精密力前測分數之影響

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精密力後測的分數有顯著差異，F(1, 67) = 

8.40，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學童在精密力的表現

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童，亦即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比傳統教學更

有助於提升學童的精密力。 

 

七、標題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標題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標題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89.43 1  89.43  8.33 .01 

實驗處理 403.63 1 403.63 37.61 .00 

前測*實驗處理 129.56 1 129.56 12.07 .00 

 

由表 4.16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有顯著差異，F(1, 66) 

= 12.07，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有相交，違反迴歸係數同

質性檢驗，不可進行共變數分析。要以詹森－內曼

（Johnson-Neyman）法處理。本研究使用鄭承昌（2006）所開發

Johnson-Neyman 法統計軟體作進一步分析，結果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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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應用詹森－內曼法於標題的分析結果 

 

圖 4.3 顯示兩條迴歸線會交會於 11.313。這表示標題分數在

13.907以上者，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優於傳統教學；標題分數在7.169

以下者，則傳統教學優於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在 7.169 至 13.907

之間為沒有差異的區域。故對標題分數高於 13.907 分的學童，較

宜採取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但標題低於 7.169 分的學童則宜採取傳

統教學，以適應個別差異。 

 

八、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研究發現 

在教學實驗的過程中，本研究以「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動」

測驗對學童進行認知領域創造力的前、後測評量，評量項目分

別是流暢力、開放性、變通力、獨創力、精密力、標題及認知

領域創造力總分等七個項目。本研究有下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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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處理對認知領域創造力總分的表現不會產生影響：就認

知領域創造力整分的表現，經共變數分析的結果為 F(1, 67) = 

0.64、p > .05，未達顯著差異。 

2.實驗處理對於流暢力表現高的學童才會產生影響：經由以詹

森－內曼（Johnson-Neyman）法進行分析後發現，在前測的

流暢力分數高於 12.689 以上的學童，在接受過樂高教學方案

的教學後，在後測上的流暢力分數會優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

童。 

3.實驗處理對於開放性表現不會產生影響：經共變數分析結果

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的開放性分數並沒有達到顯著

差異，F(1, 67) = 0.05、p > .05。 

4.實驗處理對於變通力表現高的學童才會產生影響：使用詹森

－內曼（Johnson-Neyman）法進行分析後發現，在前測的變

通力分數高於 7.79 以上的學童，在接受過樂高教學方案教學

後，在後測的變通力分數會優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童。 

5.實驗處理對於獨創力表現不會產生影響：經共變數分析結果

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的獨創力分數並沒有達到顯著

差異，F(1, 67) = 0.79、p > .05。 

6.實驗處理能有效地提升學童的精密力：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在

後測的精密力分數以共變數分析，發現結果有達顯著差異，

F(1, 67) = 8.40、p < .05；即是經過實驗處理之後，實驗組學童

的精密力表現是明顯地優於控制組的學童。換句話說，樂高

教學方案教學會比傳統教學更有效地提升學童的精密力。 

7.實驗處理對於標題表現高的學童才會產生影響：經由詹森－

內曼（Johnson-Neyman）法進行分析，發現在前測的標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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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高於 13.907 以上的學童，在接受過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後，

在後測的標題分數會優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童。 

(二)結果討論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的資料顯示，在「威廉斯創造性思考活

動」的評量上，實驗組學童在總分、開放性、獨創力的分數與

控制組學童並無顯著差異。實驗組學童在精密力的分數與控制

組學童的分數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在流暢力、變通力、標題等

分數表現，實驗組學童必須在前測有較高的分數時才會優於控

制組學童。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建造論認為精進的創意通會發生在

學習者投入某些事物的建造、或與他人分享經驗時（Papert & 

Harel，1991）。陳龍安（1998）認為：精進力是指一種補充概

念，在原來的構想或基本觀念再加上新觀念。在樂高教學方案

教學中，LEGO Mindstorms 提供 100 多種的零組件，它可讓學

童藉實際動手做去測試其設計過程中的創意，如此不斷的修正

與改進自己的作品，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童確實可在原有構想

上增加新想法而達成改進效果，所以實驗組學童在精密力的表

現有達顯著異差，即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的精密

力。 

陳龍安（1998）認為：流暢力是產生觀念的多寡，即思索

許多可能的構想和回答，屬於記憶的過程，因人會將資料聚集

貯存在腦中以供利用；變通力是指不同分類或不同方式的思

考。標題則需語文能力，屬於智力結構中的「擴散性語意轉換」

能力。再者，認知心理學認為：當問題解決者具備豐富的經驗、

知識、技能時，他所形成的問題表徵便能活化長期記憶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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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以形成較大的問題空間以解決問題。因此，當學童具備

有較佳的流暢力、變通力及語文能力時，他所形成的表徵便能

活化較多的長期記憶區的訊息，所以他在問題解決歷程中形成

表徵、搜尋問題空間、評估解方法等方面的表現會比較佳。 

由上述內容可知，當實驗組學童具備較佳的流暢力、變通

力、語文能力，在他面對樂高教學方案所提供 LEGO Mindstorms

相當多的零組件時，能夠運用自己既有的能力，以便作出較佳

的分類方法或不同方式的思考，及多元想法與點子，而表現出

較佳的能力。因此，當實驗組學童具備較佳的流暢力、變通力、

語文能力時，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是有助於提升他們的流暢力、

變通力及語文能力（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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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不同教學法對情意領域創造力的影響 

本節為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傳統教學等兩種不同教學法對學童情

意領域創造力的影響，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

分數進行共變數分析。本研究以「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測驗作為

情意領域創造力前、後測的評量工具，評量項目包括冒險性、好奇性、

想像力、挑戰性及情意領域創造力總分等五項分數，並以實驗組與控

制組所得之前、後測成績來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探討兩組學童在

情意領域創造力是否有顯著差異？因此，就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前、後

測之各項分數進行統計分析，結果分別敘述於後。表 4.17 為實驗組

與控制組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前、後測各項分數之平均數及

標準差： 

 

表 4.17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前、後測各項分數之平均

數及標準差 

實驗組( n=35 ) 控制組( n=35 ) 組別 

項目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平均數  27.114  27.886  24.600  25.429 
冒險性 

標準差   3.104   3.169   3.108   3.275 

平均數  31.229  31.943  28.086  28.914 
好奇性 

標準差   4.187   4.072   4.334   3.876 

平均數  28.543  29.543  23.829  26.743 
想像力 

標準差   4.629   4.488   4.630   4.780 

平均數  28.200  28.629  27.486  28.114 
挑戰性 

標準差   3.669   3.448   3.815   3.216 

平均數 115.086 118.000 104.000 109.200 情意領域創

造力總分 標準差  13.156  13.065  13.160  1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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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意領域創造力總分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情意領域創造力的總分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

表 4.18 所示。 

 

表 4.18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力情境領域總分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1.48 1    1.48   0.03 .87 

實驗處理 7242.79 1 7242.79 129.78 .00 

前測*實驗處理    1.63 1    1.63   0.03 .86 

 

由表 4.18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   

F(1, 66) = 0.03，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

組所受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

質性的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19 所

示。 

 

表 4.19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創造力認知領域總分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7242.73  1 7242.73 131.69 .00 

實驗處理    0.16  1    0.16   0.00 .96 

誤差 3684.87 67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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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9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總分前測分數之影響後，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總分後測的分數是未達顯著差異，F(1, 67) = 

0.00，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在

情意領域創造力總分的表現，未因教學方式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效

果。 

 

二、冒險性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冒險性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20 所

示。 

 

表 4.20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冒險性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1.83 1   1.83  0.23 .63 

實驗處理 189.45 1 189.45 24.37 .00 

前測*實驗處理   3.65 1   3.65  0.47 .50 

 

由表 4.20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F(1,66) 

= 0.47，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組所

受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

的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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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冒險性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189.39  1 189.39 24.56 .00 

實驗處理  18.32  1  18.32  2.38 .13 

誤差 516.73 67   7.71   

 

由表 4.21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冒險性前測分數之影響

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冒險性後測的分數是未達顯著差異，F(1, 67) = 

2.38，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在

冒險性表現，未因教學方式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效果。 

 

三、好奇性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好奇性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22 所

示。 

 

表 4.22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好奇性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18.65 1 18.65 24.54 .00 

實驗處理 14.01 1 14.01 18.44 .00 

前測*實驗處理 17.98 1 17.98 23.6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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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2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有顯著差異，F(1, 66) 

= 23.66，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有相交，違反迴歸係數同

質性檢驗，不可進行共變數分析。要以詹森－內曼

（Johnson-Neyman）法處理。本研究使用鄭承昌（2006）所開發

Johnson-Neyman 法統計軟體作進一步分析，結果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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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應用詹森－內曼法於好奇性的分析結果 

 

圖 4.4 顯示兩條迴歸線會交會於 36.631。這表示好奇性分數

在 37.722 以上者，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優於傳統教學；好奇性分數

在 35.844 以下者，則傳統教學優於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在 35.844

至 37.722 之間是沒有差異的區域。故對好奇性分數高於 37.722 分

的學童，較宜採取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但好奇性分數低於 35.844

分的學童則宜採取傳統教學，以適應個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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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像力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想像力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23 所

示。 

 

表 4.23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想像力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3.03 1   3.03  0.27 .61 

實驗處理 712.53 1 712.53 63.19 .00 

前測*實驗處理   4.56 1   4.56  0.40 .53 

 

由表 4.23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F(1,66) 

= 0.40，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組所受

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的

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想像力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712.55  1 712.55 63.75 .00 

實驗處理   3.40  1   3.40  0.30 .58 

誤差 748.82 67  11.18   

 



 153

由表 4.24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想像力前測分數之影響

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想像力後測的分數是未達顯著差異，F(1, 67) = 

0.30，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在

想像力表現，未因教學方式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效果。 

 

五、挑戰性的表現 

依共變項分析的基本假設，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前，需先考

驗組內迴歸係數是否具有同質性的假定。因此，先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挑戰性的分數進行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4.25 所

示。 

 

表 4.25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挑戰性分數之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2.06 1   2.06  0.36 .55 

實驗處理 375.49 1 375.49 65.27 .00 

前測*實驗處理   2.21 1   2.21  0.38 .54 

 

由表 4.25 可以看出，兩組之組內迴歸係數並無顯著差異，   

F(1, 66) = 0.38，p > .05。表示兩前測的迴歸線的斜率相似，亦即兩

組所受的共變量（前測）影響之程度相當，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

質性的基本假定，於是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4.2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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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挑戰性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顯著性 

p 

前測 373.81  1 373.81 65.58 .00 

實驗處理   0.08  1   0.08  0.01 .91 

誤差 381.90 67   5.70   

 

由表 4.26 的分析結果得知，在排除挑戰性前測分數之影響

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挑戰性後測的分數是未達顯著差異，F(1, 67) = 

0.01，p > .05。表示經過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兩組學童在

挑戰性表現，未因教學方式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效果。 

 

六、研究發現與討論 

在教學實驗的過程中，本研究以「威廉斯創造性傾向量表」

測驗對學童進行情意領域創造力的前、後測評量，評量項目分別

是冒險性、好奇性、想像力、挑戰性及情意領域創造力總分等五

四個項目。有關研究發現及討論，敘述如下：  

(一)實驗處理對情境領域創造力總分的表現不會產生影響：就情

境領域創造力總分的表現，經共變數分析的結果為 F(1, 67) = 

0.00、p > .05，未達顯著差異。 

此結果與文獻探討中，樂高應用教學在採用威廉斯創造

性傾向量表來評量學童情意創造力總分的表現結果：「實驗組

與控制組是沒有顯著差異」（高惠玲，2007）是相同，此結果

顯示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無法提升學童在情意領域創造力的整

體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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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處理對於冒險性表現不會產生影響：經共變數分析結果

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的冒險性分數並沒有達到顯著

差異，F(1 ,67) = 2.38、p > .05。 

此結果與文獻探討中，樂高應用教學在採用威廉斯創造

性傾向量表來評量學童情意領域創造力的冒險性表現結果：

「實驗組與控制組是沒有顯著差異」（高惠玲，2007）是相同，

此結果顯示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無法提升學童在情意領域創造

力的冒險性能力。 

(三)實驗處理對於好奇性表現高的學童才會產生影響：經由詹森

－內曼（Johnson-Neyman）法進行分析，發現在前測的好奇

性分數高於 37.722 以上的學童，在接受過樂高教學方案教學

後，在後測的好奇性分數會優於接受傳統教學模式的學童。 

此結果與文獻探討中，樂高應用教學在採用威廉斯創造

性傾向量表來評量學童情意領域創造力的想像力表現結果：

「實驗組與控制組是沒有顯著差異」（高惠玲，2007）是不相

同，即在好奇性分數的表現，實驗組學童必須在前測有較高

好奇性分數時，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後會優於控制組學童

的表現。 

林幸台和王木榮（1994）認為：好奇性是樂於追根究底

及深入思索事物的奧妙。在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提供 LEGO 

Mindstorms讓實驗組學童進行實際的操作，因零組件高達 100

多種類別，每種零組件皆有其特殊的功能及用途，要測試這

麼眾多零組件的功能是需要有較佳探索事物奧妙的能力。換

句話說，當實驗組學童具有較佳的好奇性能力時，LEGO 

Mindstorms 的操作可提供他追根究底及深入思索事物奧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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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因此有助於他提升情意領域創造力的好奇性能力。 

(四)實驗處理對於想像力表現不會產生影響：經共變數分析結果

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的想像力分數並沒有達到顯著

差異，F(1, 67) =0.30、p > .05。 

此結果與文獻探討中，樂高應用教學在採用威廉斯創造

性傾向量表來評量學童情意領域創造力的想像力表現結果：

「實驗組與控制組是沒有顯著差異」（高惠玲，2007）是相同，

此結果顯示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無法提升學童在情意領域創造

力的想像力能力。 

(五)實驗處理對於挑戰性表現不會產生影響：經共變數分析結果

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的挑戰力分數並沒有達到顯著

差異，F(1, 67) = 0.01、p > .05。 

此結果與文獻探討中，樂高應用教學在採用威廉斯創造

性傾向量表來評量學童情意領域創造力的挑戰力表現結果：

「實驗組與控制組是沒有顯著差異」（高惠玲，2007）是相同，

此結果顯示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無法提升學童在情意領域創造

力的挑戰性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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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不同教學法對學習意見的影響 

本節為探討樂高教學方案、傳統教學等兩種不同教學法對學童

學習見的影響，採用學習意見調查表、訪談大網以瞭解實驗組與控制

組等兩組學童的意見及感想。 

一、學習意見調表的分析 

學童對教學的支持與否是實施教學成敗的主要因素，本研究利

用學習意見調查表用以瞭解實驗組、控制組等兩組學童對課程學

習、教材內容二個向度的感受。在實驗教學活動結束後，針對實驗

組、控制組等兩組學童進行學習意見調查表的填寫，將實驗組與控

制組等兩組學童對學習意見調表 16 題題目的填答進行卡方檢定分

析，所得的處理結果如表 4.27 至表 4.42 所示。 

 

表 4.27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具備簡單機械基本概念」的看法 

題目：讓我對簡單機械具有基本的概念。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24 68.6 10 28.6  1  2.9 0 0.0 0 0.0 

控制組  9 25.7 13 37.1 13 37.1 0 0.0 0 0.0 
17.50**

 

由表 4.27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具

備簡單機械基本概念」的看法是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17.50，

p < .05。表示實驗組學童比較認同「樂高教學方案可讓他們對簡單

機械具有基本的概念」，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

驗組學童佔 97.1％，控制組學童佔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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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喜歡這種教學方式」的看法 

題目：我喜歡這種教學方式。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7 48.6 9 25.7  8 22.9 0 0.0 1 2.9 

控制組  9 25.7 9 25.7 13 37.1 3 8.6 1 2.9 
6.65 

 

由表 4.28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喜

歡這種教學方式」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6.65，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74.3

％，控制組學童佔 51.4％。 

 

表 4.29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教學內容有興趣」的看法 

題目：我對教學內容覺得有興趣。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1 31.4 13 37.1  8 22.9 3  8.6 0 0.0 

控制組  9 25.7 10 28.6 12 34.3 4 11.4 0 0.0 
1.53 

 

由表 4.29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學習意見調表中「對

教學內容有興趣」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1.53，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68.6

％，控制組學童佔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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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能啟發創造思考能力」的看法 

題目：能啟發我創造思考的能力。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5 42.9 13 37.1  7 20.0 0  0.0 0 0.0 

控制組 10 28.6 11 31.4 10 28.6 4 11.4 0 0.0 
7.60 

 

由表 4.30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能

啟發創造思考能力」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7.60，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80.0

％，控制組學童佔 60.0％。 

 

表 4.31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簡單機械是很重要」的看法 

題目：讓我覺得簡單機械很重要。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8 51.4 13 37.1  4 11.4 0 0.0 0 0.0 

控制組  7 20.0 12 34.3 11 31.4 2 5.7 3 8.6 
13.15* 

 

由表 4.31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簡

單機械是很重要」的看法是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13.15，p 

< .05。表示實驗組學童比較認同「樂高教學方案可讓他們覺得簡單

機械很重要」，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

佔 88.6％，控制組學童佔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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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有成就感」的看法 

題目：讓我覺得有成就感。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4 40.0 12 34.3  7 20.0 1 2.9 1 2.9 

控制組  8 22.9 15 42.9 10 28.6 0 0.0 2 5.7 
3.83 

 

由表 4.32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有

成就感」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7.60，p > .05。而

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80.0％，控制

組學童佔 60.0％。 

 

表 4.33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能培養問題解決能力」的看法 

題目：能培養我對於問題解決的能力。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0 28.6 14 40.0 9 25.7 1 2.9 1 2.9 

控制組  5 14.3 12 34.3 16 45.7 2 5.7 0 0.0 
5.11 

 

由表 4.33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學習意見調表中「能

培養問題解決能力」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5.11，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68.6

％，控制組學童佔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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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能表達自己意見」的看法 

題目：讓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見。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0 28.6 14 40.0 10 28.6 1  2.9 0 0.0 

控制組  7 20.0 11 31.4 12 34.3 5 14.3 0 0.0 
5.53 

 

由表 4.34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能

表達自己意見」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5.53，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68.6

％，控制組學童佔 51.4％。 

 

表 4.35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能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的看法 

題目：讓我能夠針對問題找出解決方法。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4 40.0 13 37.1 8 22.9 0 0.0 0 0.0 

控制組  9 25.7 15 42.9 7 20.0 3 8.6 1 2.9 
5.30 

 

由表 4.35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能

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5.30，

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77.1

％，控制組學童佔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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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能與同組同學討論問題」的看法 

題目：我們同組的同學能互相討論問題。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6 45.7 13 37.1 4 11.4 1 2.9 1 2.9 

控制組 13 37.1 12 34.3 7 20.0 3 8.6 0 0.0 
3.17 

 

由表 4.36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能

與同組同學討論問題」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3.17，

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82.9

％，控制組學童佔 71.4％。 

 

表 4.37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這門課有挑戰性」的看法 

題目：我覺得這門課具有挑戰性。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6 45.7 13 37.1 5 14.3 1 2.9 0 0.0 

控制組 13 37.1 11 31.4 8 22.9 2 5.7 1 2.9 
2.50 

 

由表 4.37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這

門課有挑戰性」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2.50，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82.9

％，控制組學童佔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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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這門課所投入精神」的看法 

題目：我覺得上這門課所花的精神相當值得。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3 37.1 15 42.9 6 17.1 1 2.9 0 0.0 

控制組  8 22.9 15 42.9 8 22.9 3 8.6 1 2.9 
3.48 

 

由表 4.38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這

門課所投入精神」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3.48，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80.0

％，控制組學童佔 65.7％。 

 

表 4.39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認真參與討論」的看法 

題目：我很認真參與討論。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9 25.7 15 42.9  9 25.7 0 0.0 2 5.7 

控制組 7 20.0 15 42.9 13 37.1 0 0.0 0 0.0 
2.98 

 

由表 4.39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認

真參與討論」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3.48，p > .05。

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80.0％，控

制組學童佔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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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認真作課堂作業」的看法 

題目：我很認真作課堂的作業。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0 28.6 17 48.6  6 17.1 1 2.9 1 2.9 

控制組  5 14.3  9 25.7 19 54.3 1 2.9 1 2.9 
11.88* 

 

由表 4.40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認

真作課堂作業」的看法是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11.88，p < .05。

表示實驗組學童比較認同「樂高教學方案可讓他們認真作課堂的作

業」，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77.1％，

控制組學童佔 40.0％。 

 

表 4.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能發揮團隊合作精神」的看法 

題目：同學們能發揮團隊合作的精神。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1 31.4 12 34.3 8 22.9 2 5.7 2 5.7 

控制組 12 34.3 15 42.9 5 14.3 2 5.7 1 2.9 
1.40 

 

由表 4.41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能

發揮團隊合作精神」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1.40，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65.7

％，控制組學童佔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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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方式是有幫助」的看法 

題目：這門課的學習方式，對我很有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中立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反應 
情形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人數 % 

2χ  

實驗組 14 40.0 16 45.7  5 14.3 0 0.0 0 0.0 

控制組 14 40.0  7 20.0 10 28.6 3 8.6 1 2.9 
9.19 

 

由表 4.42 可以看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表中「學

習方式是有幫助」的看法是未呈現顯著差異， 2χ (4 , n=70) = 9.19，p 

> .05。而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實驗組學童佔 85.7

％，控制組學童佔 60.0％。 

 

二、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中為瞭解學童對於教學模式中課程學習與教材內容的

感受情形，於實驗處理結束後進行「學習意見調查表」的填寫與分

析。有關研究發現與討論敘述如下： 

(一)實驗組學童對課程學習與教材內容持較正向的態度：就實驗組

與控制組等兩組學童對學習意見調查表的填寫而言，實驗組在

學習意見調查表的 16 個題目，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

等項目的百分比均在 65.7％以上；控制組在學習意見調查表的

16 個題目，填寫「非常同意」及「同意」等項目的百分比，除

第 7 題（48.6％）、第 14 題（40.0％）外，其餘各題的百分比

均在 51.4％以上。由實驗組學童的學習意見調查表填答，可以

發現比例上較偏向於同意至非常同意的選項；而控制組學童的

比例上則較偏向於中立意見至同意的選項。也就是說，兩組的

學童都持正向的態度，但實驗組學童較控制組學童持更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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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 

此結果與文獻探討中的樂高應用相關研究作比較，上述有

關實驗組學童較控制組學童持較正向的學習態度，是與樂高應

用教學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吳志緯，2002；吳斯茜，2005；林

智皓，2007；洪秋萍，2005；黃世隆，2004；Turbak & Berg，

2002）。 

(二)在簡單機械的概念、重要性與完成作業上產生影響：在實驗組

與控制組對學習意見調查表填答的卡方檢定結果發現，在第 1

題、第 5 題及第 14 題的填答出現顯著差異。即實驗組學童較

認同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可讓他們對簡單機械具有基本的概

念、簡單機械是很重要、會認真作課堂的作業。 

這三題目皆與簡單機械的教材內容與學習態度有關，而實

驗組學童較控制組學童呈現出較更具正向的態度，因此在簡單

機械的學習成效、創造力實作等方面的表現相對會比控制組學

童的表現佳，這與第一、二節的討論內容呈現出一致性。 

 

三、學習意見調表中開放性問題之分析結果 

研究者為了解實驗組、控制組等兩組學童在實驗課程結後，對

課程學習的心得感想及對教學的意見，請同學填答二題開放性的問

題，搜集學童的感想及建議，以作為未來教學之參考。茲將學童所

填之感想及建議（如附件二十一所示）加以分析，所得的結果如下： 

(一)實驗組學童的感想與建議 

將實驗組學童所填寫的感想，加以整理後敘述如下： 

1.喜歡這樣的教學方式。 

2.可以動手做簡單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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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對簡單機械有基本的概念。 

4.同組同學可以相互討論及合作學習。 

5.可針對問題找出解決方法。 

將實驗組學童所填寫的建議，加以整理後敘述如下： 

1.能夠多做一些實驗。 

2.希望每個人都有一組實驗器材。 

3.希望老師能重複說簡單機械的原理。 

4.希望能以這種方式上自然課。 

(二)控制組學童的感想與建構 

將控制組學童所填寫的感想，加以整理後敘述如下： 

1.喜歡這種上課的方式。 

2.這種教學方式很有趣。 

3.可對簡單機械有基本概念。 

4.同組同學可互相討論及合作學習。 

將控制組學童所填寫的建議，加以整理後敘述如下： 

1.希望老師能兇一點。 

2.可讓學生多一點操作。 

3.希望課程可以再久一點。 

 

四、實驗組學童訪談資料之分析結果 

研究者為了解實驗組學童對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中學習狀況及

觀感，於課餘時間訪談學童，據以改進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法。茲將

學童訪談內容（如附件二十二所示）加以分析，所得的結果如下 

(一)小組討論及合作情形：大部份的受訪談學童皆能與同組同學進

行討論及合作，透過彼此的共識以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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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學童會與同組同學起爭執，但最後也能協調出共識。 

(二)學童在遭遇問題時，通常會與小組同學討論及不斷測試及修

改，假若還是有問題的話會問別組同學，最後一直到無法獲得

解決時才會去問老師。 

(三)學童普遍認為在活動中，遇到問題時都會想辦法解決，透過不

斷嘗試及修改，因此可培養自己的問題解決能力。 

(四)學童普遍認為在活動中，可以增進自己的創意思考，同一件事

情可用不同的方法來解決。 

(五)學童都對自己的表現給予較高的分數，代表學童對學習感到有

成就感。 

 

本研究綜合本章各節的研究發現與討論，摘錄重要具體內容敘

述如下： 

一、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在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

成效。此結果肇因於：在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中，學童具有較高

的學習動機，同時認為簡單機械是重要的新知識，願意認真去完

成課堂的作業，主動積極從學習經驗中去建構自己的知識，以使

學習具有較佳的成效。 

二、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創造力的實作能力。此

結果肇因於：樂高教學方案所提供的 LEGO Mindstorms 有 100

多種零組件給學童動手製作作品，讓學童有諸多測試、修改、精

進作品的學習機會，因此在創造力實作上具有較佳的表現。 

三、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有助於提學童認知領域創造力的精密

力，同時對具有較佳的流暢力、變通力、標題（語文能力）的學

童亦能提升他們這些能力。此結果肇因於：樂高教學方案所提供



 169

的 LEGO Mindstorms 有 100 多種零組件給學童不斷的修正與改

進作品的創意，即可在原有構想上增加新想法而達成精進效果，

因此學童的精密力便有所提升；學童具備較佳的流暢力、變通力

及語文能力時，他所形成的表徵能活化較多長期記憶區的訊息以

構成較大的問題空間，而讓自己在分類、思考、創意上有所提升，

以增進自己在這些能力的表現。 

四、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對具有較佳好奇性能力的學童亦能提升

他們此項能力。此結果肇因於：樂高教學方案所提供的 LEGO 

Mindstorms 的零組件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及用途，當學童具有較佳

的好奇性能力時，LEGO Mindstorms 的操作可提供他追根究底及

深入思索事物奧妙的機會，因此，有助於他提升情意領域創造力

的好奇性能力。 

五、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讓學童對於課程學習、教材內容持更正

向的態度，積極參與教學活動，願意認真作課堂的作業，願意與

同學合作學習。 

由上述內容可知，樂高教學方案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童在生活科技

課程的學習成效及學習態度，亦能提升學童創造力實作的能力，對於

認知領域創造力及情意領域創造力的部分能力亦能有所提升。因此，

樂高教學方案適用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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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樂高教學方案的可行性，及其應用在國小生活

科技課程實施成效及對學童創造力的影響。為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

首先進行文獻探討，瞭解國內外有關樂高應用教學、創造力、問題解

決等理論基礎，作為規劃研究樂高教學方案的依據。再以未隨機實驗

控制組前後測設計的準實驗設計，針對實驗組及控制組進行六週不同

的教學實驗，以瞭解樂高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童創造力、學習成效的影

響。本章針對第四章的研究發現做成本研究的結論，然後，提出建議

事項，作為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的推廣，及後續研究方向的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彙整第四章的研究發現，提出主要的研究結論如下： 

一、樂高教學方案適用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之教學 

樂高教學方案的理論基礎為 Papert 所提出的建造論，此理論

強調(1)學習是主動的歷程，即學習從實際經驗中主動建構知識；

(2)學習要從事創造外在的或可與人分享的作品。換言之，建造論

特別注意「從做中學」的理念，即學習者在作品的製作過程中，

可規劃作品的設計及製作流程，更可藉由實際動手做去測試設計

過程中的創意，透過展示或與人分享而達成有意義的學習。 

就教學模式而言，樂高教學方案可採用 LBD、PBL 為教學模

式。兩者皆是以建造論為理論基礎，皆強調(1)要以學習者為中心；

(2)設計具真實性的作業；(3)進行合作學習；(4)提供多元回饋。但

LBD 教學模式可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而 PBL 則需要多個階段或一

個較長時間來完成。本研究限於教學時間為六週（24 節課），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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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LBD 教學模式來設計教學。 

就教學策略而言，本研究是採用 LDB 教學模式，因此在樂高

教學方案可用的教學策略為：(1)從第一天起，讓學習者對付予的

期望要清楚；(2)告知學習者明確、暗喻的教學目標，及他們被評

量的方式；(3)學習者是主動的知識建構者；(4)教師扮演著協助

者、鼓勵者的角色；(5)作業內容要讓學習者能設計及建構一個可

與他人分享的作品；(6)提供學習者豐富及多樣的回饋。 

就教學設計而言，樂高教學方案在教學設計時必須符應教學

設計的要項：(1)真實性；(2)為設計活動而擬定多樣的情境；(3)

在開放性設計作業作中，讓強制式、鷹架式的競爭取得平衡；(4)

對於學習者提供豐、多變的回饋；(5)討論與合作；(6)實驗與探索；

(7)反應。 

就教學評量而言，樂高教學方案可採用的評量方式，除實作

評量（作品的製作）外，亦可括小組作品的製作過程記錄（學習

單）、作品的展示及心得分享等方式。當然，學習歷程檔案、同儕

評量、短篇報告等評量方法亦可納入。 

總結上述內容與本研究第四章的發現內容，研究者認為：在

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中，一開始就設定課程目標與期望是重要，

因學童可清楚瞭解所要獲得的內容及表現的程度；多樣的教學策

略可讓學童利用不同的方法，解決他所遭遇的問題；藉由學習的

討論及作品的展示，可讓學童獲得回饋而修正計畫或作品；與真

實世界相關的應用，可讓學童學到有意義情境中處理事物的程

序；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是協助者、鼓勵者的身分，可指引學童依

其學習途徑進行學習活動。同時，根據研究發現的結果，樂高教

學方案的教學可提升國小學童在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成效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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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以及部分創造力的能力。如此，樂高教學方案適用於國小

生活科技課程之教學。 

二、樂高教學方案可提升國小學童在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成效 

(一)對生活科技課程學習成效的提升 

本研究實驗教學的實施單元為國小生活科技課程中「簡單

機械」，該教學單元內容涉及槓桿、輪軸、滑輪、齒輪、機械

組合、傳動方式、電力、人力等主要概念。國小教師普遍認為

簡單機械是具挑戰且較難教好的教學單元，同時學童們的學習

成效亦較會低落。 

然而，在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中，提供 LEGO Mindstorms 零

組件，讓學童透過實際的動手製作作品，從不斷的測試及改進

過程中，將所設計的創意實正落實於作品上。同時，藉由與

LEGO Mindstorms 不斷互動的學習經驗，學童可將簡單機械的

原理加以驗證，然後將所得的概念加以內化及調適，轉化為個

人的知識內容，而達成有意義的學習。因此，實驗組學童在簡

單機械的學習成效確實有達顯著差異，即樂高教學方案確實可

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 

(二)對學習意見持較正向的態度 

就學習意見調查表的分析結果而言，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

學的學童，在課程學習及教材內容的意見填答上，較接受傳統

教學的學童持更正向的態度。同時，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的

學童，普遍認為在教學中可讓他們：(1)對簡單機械具有基本

的概念；(2)覺得簡單機械是很重要的；(3)願意認真作課堂的

作業。因此，樂高教學方案確實可讓學童對學習意見持較正向

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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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內容，在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中，可促使學童具有較

高的學習動機，願意積極投入相關的教學活動之中，同時認定簡

單機械是重要的新知識，願意積極且認真去完成課堂的作業，主

動積極從學習經驗中去建構自己的知識，進而達成有意義的學

習，同時具有較佳的學習成效。 

三、樂高教學方案可提升國小學童部分創造力的能力 

(一)就作品創造力而言 

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特別強調「從做中學」理念，即為學童

必須從事創作外在的或可與人分享的作品。在作品的製作過程

中，樂高教學方案提供 LEGO Mindstorms 的 100 多種零組件

給學童操作，學童可藉由選擇不同功能的零組件加以組合，同

時透過不斷的測試、修改及改進作品的創意，直到作品達到完

善為止。學童在實際做中學經驗中，將創意與實作的知識及技

能加以內化成自己的知識體系，具體表現於作品的創造力上。 

就研究結果而言，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的學童，在創造

力實作的表現，無論在評量標準中的新奇性、問題解決、精進

及統合、創造力實作總分等項目皆達顯著差異。因此，樂高教

學方案確實可提升國小學童有關作品創造力的能力。 

(二)就認知領域創造力而言 

在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中，LEGO Mindstorms 提供 100 多種

的零組件，它可讓學童藉實際動手做去測試其設計過程中的創

意，如此不斷的修正與改進自己的作品，在這樣的過程中，學

童確實可在原有構想上增加新想法而達成改進效果。此結果與

建造論的「精進的創意通常會發生在學童投入某些事物的建

造，或與他人分享經驗時」說法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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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童具備有較佳的流暢力、變通力及語文能力時，就認

知心理學的觀點，他所形成的表徵便能活化較多的長期記憶區

的訊息，因而具有較大的問題空間以處理龐大的資訊，所以當

他在面對 LEGO Mindstorms 眾多零組件時，可作出較佳的分

類方法，利用不同方式來思考、想出諸多的想法與點子，因此

在流暢力、變通力、語文能力等能力表現會比較佳。 

就研究結果而言，認知領域創造力整體表現是未達顯著差

異。而分項能力中，只有對精密力是達顯著差異，樂高教學方

案教學確實可提升學童的精密力（精進力）；對於開放性、獨

創性是未達顯著差異；對於流暢力、變通力與標題三個項目，

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只對較高能力的學童才有提升他在此三項

的能力。因此，樂高教學方案確實可提升國小學童在認知領域

創造力的部分能力。 

(三)就情意領域創造力而言 

好奇性往往發生於學童樂於追根究底，以及對事物的奧妙

願意深入思索。然而，當學童不具備有上述能力時，即使再多

新奇有趣的事物擺在他面前，也無法引起他的好奇性。樂高教

學方案提供 LEGO Mindstorms 的 100 多種零組件，每種零組

件皆有其特殊的功能及用途，要測試如此眾多零組件的功能是

需要較佳的探索事物奧妙的能力。同時，在探索事物奧妙及追

根究底的過程中，亦會增進他在此方面的經驗與能力。因此，

若學童具有較佳的好奇性能力時，樂高教學方案是可提供他追

根究底及深入探索事物奧妙的能力。 

就研究結果而言，情境領域創造力整體表現是未達顯著差

異。而分項能力中，對於冒險性、想像力、挑戰力是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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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對於好奇性這個項目，樂高教學方案教學只對較高能力

的學童才有提升他在此項的能力。因此，樂高教學方案可提升

國小學童在情意領域創造力的部分能力。 

總結上述內容，在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中，可讓學童從實際動

手製作作品的過程去體會「從做中學」的意義，同時對作品進行

不斷的測試、修正及改進的工作，如此可增進學童在作品精進與

統合、問題解決、實作等方面的能力。因此，樂高教學方案確實

可提升國小學童部分創造力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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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與結論，茲提出以下幾項建議，以供教育主

管單位、學校、教師等作為改進國小生活科技課程教學與未來研究之

參考。 

一、教育主管單位宜評估在國小生活科技課程推展樂高教學方案的可

行性 

本研究發現接受樂高教學方案教學的實驗組學童，在生活科

技課程學習成效確實有顯著的進步且優於控制組學童；在創造力

實作的能力亦有所提升，且優於控制組；在認知領域創造力的精

密力亦有所提升，且優於控制組；在課程學習亦持更正向的態

度。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東縣國小學童，所以地域關係是否

會影響研究的實施成效實有待進一步研究確定，因此，相關教育

主管單位可評估本研究的樂高教學方案於國小生活科技課程實

施的可行性。 

當評估的結果為確實可行時，除將樂高教學方案推廣至所屬

國小以提升國小生活科技課程的實施成效外，教育主管單位宜寬

籌經費充實國小樂高教學方案所需的相關設備。因為樂高教學方

案教學所需的主要教學設備為 LEGO Mindstorms，它是 LEGO 公

司在瑞士廠所製作與生產，在銷售的價格約為一萬元左右。就樂

高教學方案的實施而言，至少需要有 7 套 LEGO Mindstorms 設備

（教師 1 套、學童們 6 套）方能支應教學的實施與進行。假若要

國小自行購置 LEGO Mindstorms 設備，在學校經費支應上實有困

難之處，因此實有必要由教育主管單位寬籌年度經費，以充實國

小 LEGO Mindstorms 的教學設備，以利樂高教學方案的實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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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教學環境所需的相關教學設備，例如：教學用電腦、單

鎗投影機等設備，教育主管單位也應對國小進行經費補助，以充

實相關教學設備。 

二、建議教育主管單位舉辦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研習或教學觀摩，以

將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新知推介給國小教師瞭解與應用 

身處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們常因教學工作繁重，而對教育新知

無法做即時性的更新。因此，有待透過舉辦教學研習或教學觀摩

的方式，讓教師們對教學新知有更新的管道，以對新的教學方法

有深刻的接觸與瞭解，然後才能將其應用於教學現場之中，以提

升教學的實施成效。 

當教育主管單位評估樂高教學方案確實可行時，可與師資培

育機構合作舉辦樂高教學方案的教學研習或教學觀摩，充分將樂

高教學方案的理論基礎、教學實施方式與評量方法等內容介紹給

所屬國小教師瞭解與應用，以利樂高教學方案在國小生活科技課

程的推動。 

三、學校應鼓勵教師採用樂高教學方案以提升國小生活科技教學成效 

樂高教學方案可以培養學童具備科技知識與技能、問題解決

能力及創造力，學校實有必要鼓勵教師採用樂高教學方案進行教

學，以別於傳統的講述、示範的教學模式，讓學童可以藉由動手

做及主動學習，以建構自己的知識與能力。從本研究發現：樂高

教學方案確實優於傳統教學，且能有效達成教學效果，學童對於

此種教學反應亦有正向的態度，認為可以啟發創造力、培養解決

問題的能力。因此，建議學校應積極鼓勵教師在生活科技課程採

用樂高教學方案實施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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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應在行政上提供教師更充足的教學資源與支援 

樂高教學方案的實施有賴於教師事先充分準備、課堂進行教

學、對教學狀況的掌握與處置等教學工作的推動。尤其是教師在

面對要實施新的教學法時，更是要面臨諸多的情緒壓力與挑戰，

此時往往因行政上的教學支援不足，而讓教師萌生退意而不願意

推動新的教學法。因此，學校實有必要在行政上提供教師充足的

教學支援，以讓教師無後顧之憂而願積極去推展樂高教學方案，

而讓學童們在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成效、創造力的實作表現、學

習態度等方面皆能有所提升。 

五、教師在實施樂高教學方案教學中應扮演協助者、鼓勵者的角色 

樂高教學方案強調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協助者、鼓勵者

的身分，同時營造出一個開放性學習環境，同時提供豐富多變的

回饋機會給學童，同時能在鼓勵、協助兩種方式取得一個平衡方

法，指引學童依其學習途徑進行學習活動。同時依循 LBD 教學

模式的目的，使學童成為設計者、創造者的經驗，同時在這個經

驗中，學童能夠創造出可與他人分享的作品。在教學策略上可藉

由設計、分享、指引、評估、修改學童的作業及反思過程等，讓

學童對自身的學習負起更多的責任。如此，教師在實施樂高教學

方案教學時，可以順利推動教學活動及達成預定的成效。 

六、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就研究範圍而言：本研究是以能力觀點、產品觀點來定義創造

力，至於個人特質、歷程、環境與壓力、系統等創造力觀點的

研究取向不在本研究主要探討與討論的範圍內，因此在研究結

果的推論上尚有其限制。在不同的研究取向下，樂高教學方案

對學童創造力的影響是否具有相同效果，實有待進一步研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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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討。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之實驗對象，只限於台東縣東海國民

小學六年級的兩班學童，因此實驗結果的推論尚有其限制。因

台東縣地處台灣偏遠地區，學童有較少機會吸收新資訊，所以

樂高教學方案對不同地區的國小學童是否具有相同效果，實有

待進一步研究加以探討。 

(三)就研究時間而言：本研究為配合教學主題，因此實驗教學的時

間為期六週（24 節課），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到學習期間長短以

及教材內容深度與廣度的影響。因此，樂高教學方案實施實驗

教學時間的長短對學童創造力的提升是否更具有相同效果，此

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四)就研究內容而言：本研究僅就樂高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童學習成

效、創造力、學習態度的影響，進行教學實驗研究。本研究因

時間、經費、人力等限制，對於學童的創造力發展歷程、問題

解決歷程等未能做深入的探討，因此樂高教學方案對學童在創

造力發展的歷程、問題解決歷程的影響及成效，有待後續研究

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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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樂高 Mindstorms RIS 2.0 零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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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簡單機械－槓桿原理」單元教學活動設計(一般傳統教學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槓桿原理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戶外遊樂設施-翹翹板 
2.教室多媒體設備 教學年級 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四節（16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槓桿原理的應用。 

二、教學重點：由平常生活易接觸到的事物，進而了解槓桿原理及其三種不同

類型生活上的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1. 認識槓桿原理 
2. 經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施力位置的

差異性。 
3. 經由實驗觀察，了解施力臂長短與施

力的關係。 
4. 知道日常生活中，運用槓桿原理的工

具。 

1-1 能踴躍發表自己的想法 
1-2 能遵照教師指示，進行教學活動 
1-3 能了解戶外教學課程，仍為正常上課，

須保持秩序 
2-1 能聽從教師指導與同學合作完成活動 
2-2 能獨立思考教師所問的問題 
2-3 能了解教師所講述的觀念 
2-4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5 能歸納新觀念並與舊觀念做比較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能力指標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來執行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4-3 由資料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樂趣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作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解決問題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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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能依

規劃的實驗

步驟來執行

操作 

1-3-5-4 願意

與同儕相互

溝通，共享活

動的樂趣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

具、槓桿三種類型的圖解揭示

條、日常生活上運用槓桿原理的

物品或其圖片卡 
 
◎ 引起動機 
1. 以小朋友常接觸的翹翹板為

例，引發學生思考。 
2. 利用教室椅子及長鐵管一端

掛重物，另一端由不同學童

實地用力壓鐵管以讓鐵管平

衡，如此讓學童體驗槓桿的

實際操作。 
 
1.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槓桿原理 
1. 引導學童說說看實際操作槓

桿的感受及想法，例如支點

的位置與施力的感覺。 
 
2. 利用 PowePoint 展示槓桿教

學的圖片，分別介紹槓桿原

理的相關名稱（支點、施力

點、抗力點、施力、抗力、

施力臂、抗力臂），並且說明

經由一個支點，使得施力與

抗力兩者保持平衡，這樣的

作用方式稱為槓桿原理： 
 
3.  
a 小朋友              b 小朋友 

 

 
 
  

 抗力點       支點        施力點 

 

 
 
 
 
 
 
 
教學媒體 
 
實地教學 
 
 
 
 
 
 
 
 
 
 
 
圖片說明 
 
 
 
 
 
 
 
 
 
 
 
 
圖片說明 
 
 
 

 
 
 
 
 
 

 
5 

 
10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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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1-3-3-1 實驗

時，確認相關

的變因，做操

控運作 

6-3-2-3 面對

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解決問題 

 

 

 

 

 

 

 

 

1-3-4-3 由資

料顯示的相

關，推測其背

後可能的因

果關係 

 

7-3-0-4 察覺

許多巧妙的

工具常是簡

單科學原理

的應用 

 

 

 

 

 

3.藉由實際操作槓桿原理，改

變施力點、抗力點的位置，

以測量出不同的施力大小，

以推論出「施力×施力臂=抗
力×抗力臂」公式。 

 
活動二： 
1.認識施力臂與抗力臂。 
2.瞭解其長短影響作用的省力

性及方便性。 
安排情境，假設今天是要將重物

舉起時，施力點與抗力點之間該

如何擺置？ 
 
c 小朋友：重者，當抗力點。 
d 小朋友：輕者，當施力點。 
請 d小朋友想辦法將 c小朋友舉

起。 
方法一：增加施力，請別的小朋

友幫忙。 
方法二：縮短抗力點到支點之間

的距離。 
 
介紹抗力臂與施力臂： 

 抗力點到支點間的距離稱之

為抗力臂。 
 施力點到支點間的距離稱之

為施力臂。 
藉上述實驗和動，引導出抗力

臂、施力臂間與支點距離的作用

關係。 
 
以各種不同功能的剪刀為例，說

明抗力臂、施力臂長短不同所造

成的作用關係。 
 施力臂較抗力臂長者為省力

但操作較為不便的工具。(施
力臂>抗力臂=>省力) 

 
 
 
 
 
 
 
揭示圖卡 
 
 
 
 
 
 
揭示圖卡 
 
 
 
 
 
 
 
 
揭示圖卡 
 
 
 
 
實物或圖卡 
 
 
 
揭示圖卡 
 
 
 
 
 

10 
 
 
 
 
 
 

5 
 
 
 
 
 
 

10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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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3-3-3 由系

列的相關活

動，綜合說出

活動的主要

特徵 

1-3-5-3 清楚

的傳述科學

探究的過程

和結果 

 

 

 

 

 

 

 

 

 

 

 

 

 

 

 

 

 

 

 

 

 

 

 

 

 

 

 抗力臂較施力臂長者為操作

方便但費力的工具。(施力臂

<抗力臂=>方便) 
 
活動三：認識槓桿原理的三種不

同類型。 
根據抗力點、施力點與支點三者

排序的不同，分類出槓桿原理的

三種類型。 
1.第一種類型槓桿原理（支點在

中央） 

 

      抗力點 支點 施力點 

以生活中工具為例介紹，

如：剪刀、 拔釘器… 

2.第二種類型槓桿原理（抗力點

在中央） 

     

  支點 抗力點 施力點 

以生活中工具為例介紹，

如：開瓶器、榨汁機… 

2.第二種類型槓桿原理（抗力點

在中央） 

     

     支點 施力點 抗力點 

 

實物或圖卡 
 
 
 
揭示圖卡 
 
 
 
實物或圖卡 
 
 
 
 
 
 
 
 
實物或圖片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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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1 
 
 
 
 

 

 

 

3-3-0-3 發現

運用科學知

識來作推

論，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

證實 

 

7-3-0-2 把學

習到的科學

知識和技能

應用於生活

中 

以生活中工具為例介紹，如：筷

子、鑷子、掃把… 

 
將第二類槓桿原理與第三類槓

桿原理引導加入比較其省力性

及方便性。 
 
 
 
 
三.綜合活動 
複習上課內容 
以日常工具為例，辨別該運用是

否為槓桿原理，歸納工具的槓桿

原理類型，並判斷此作用的目的

為省力型，或方便型。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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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簡單機械－輪軸」單元教學活動設計(一般傳統教學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輪軸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教室多媒體設備 
2.教師自備教具 教學年級 小學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六節(24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輪軸原理的應用。 
3. 藉由輪軸由學生自行動手製作旋轉娃娃，加強了解其應用。

二、教學重點：藉由已具備槓桿原理之觀念延伸至輪軸概念，並結合日常生活

實物舉例說明輪軸的各種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5. 認識輪軸是一種槓桿的應用 
6. 經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輪軸的應

用。 
7. 經由實驗觀察，了解施力在輪與軸上

的差別。 
8. 知道日常生活中，應用輪軸的工具。

1-1 能回答教師的問題 
1-2 發表自己的想法 
2-1 能理解教師所講述內容 
2-2 能將新舊觀念結合並加以延伸 
2-3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4 能將生活經驗與課程結合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3-2 能分析例子並加以歸類 
4-1 能實際操作演練 

能力指標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做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作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

資源 
時間 

(分鐘)
說明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具、各種輪軸的

圖解揭示條、日常生活上運用輪軸的物品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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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2-2 
 
 
 
 
 
 
 
 
 
 
 
 
 
 
 
 
 
 
 
 

 
 
 
 
 
 
 
 
1-3-3-3 由系列

的相關活動,

綜合說出活動

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

傳述科學探究

的過程和結果 

 
 
1-3-1-2 察覺一

個問題或事件

常可由不同的

角度來觀察而

看出不同的特

徵 

 
 
 

 

 

 

 

 

 

 

 

 

 

 

 

 

圖片卡 
 
◎ 引起動機 

利用螺絲起子為例，請學童發表手握半徑較

大的握把比較省力，還是握在較小鐵棒比較

省力？藉此引起學童對輪軸的學習動機。

 
 
2.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輪軸 
藉由螺絲起子討論其設計構造。 
定義輪軸：當兩個大小不同的圓輪，固定兩

者的圓心位置使之為同心圓輪。轉動其中一

個小的圓輪會帶動另一個大的圓輪；反之亦

然。此稱為輪軸。而大的圓輪稱之為輪，小

的圓輪稱之為軸。其圓心則為軸心。 
 
活動二：發現輪軸與槓桿原理間的關係 
1.發現輪軸中的施力臂與抗力臂，並與槓桿原

理作呼應。(由圖片說明) 

輪軸與槓桿原理對照圖 
 
讓學童先找出輪、軸的共同圓心，並且說明

該圓心即為支點，然後再找出施力點、抗力

點的位置，然後引導學童將輪軸結構圖轉換

成槓桿原理的對照圖，並且說出輪輪是屬於

第一種類型槓桿原理。 
 
 
 
 

教學

媒體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卡

說明 

圖解

揭示

卡 

 
 

 
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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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3-3-0-3 發現運

用科學知識來

做推論,可推

測一些事並獲

得證實 

 

 

 

 

 

 

 

 

 

 

 

 

 

 

 

 

 

 

 

 

 

 

 

 

 

 

1-3-3-1 實驗時

確認相關的變

因,做操控運

作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2.藉由槓桿原理設計出省力輪軸和省時輪軸。

省力的輪軸：施力臂＞抗力臂 

 

舉例說明：螺絲起子、門把…。 
 
 
省時的輪軸：施力臂＜抗力臂 

 
舉例說明：車輪、桿麵棍…。 
 
以變速腳踏車的後車輪與變速齒輪為例子，說

明施力臂較抗力臂短為省時輪軸；以腳踏板和

前變速齒輪為例子，說明施力臂較抗力臂長為

省力輪軸。 
 省時輪軸：施力臂較抗力臂長者為省力但

操作較為費時的輪軸工具。 
(施力臂>抗力臂=>省力) 

圖解

揭示

卡 

 

圖解

揭示

卡 

腳踏

車圖

卡 
或 
實體 

20 
 
 
 
 
 
 
 
 
 
 
 
 
 
 
 
 

20 
 
 
 
 

 
 
 
 
 
 
 
 
 

20 
 
 
 
 
 
 

軸

心 

施

力

點

抗

力

點 

施

力

臂

抗

力

臂

軸心 

軸心 

抗

力

點

施

力

點 

抗

力

臂

施

力

臂

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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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4-1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不同大小的後變速齒輪，雖同為省時的輪

軸，卻因軸的大小而在施力上有明顯的差

異。可以感受到越省時越費力。 
 

 省力輪軸：抗力臂較施力臂長者為操作省時

但費力的輪軸工具。 
(施力臂<抗力臂=>方便) 
不同大小的前變速齒輪，雖同為省力的輪

軸，卻因軸的大小而有明顯的差異。可以

感受到越省力時越費時。 
 
活動三：舉例發表 
以生活週遭常見的工具為例，說明哪些工具是

運用到輪軸的概念，並判斷該工具是分類為省

時輪軸還是省力輪軸。 
 
三.綜合活動－旋轉娃娃的製作 
T：小朋友我們已經學完輪軸的概念，請大家

利用輪軸的概念製作「旋轉娃娃」。 
T：首先我們要先決定製作旋轉娃娃的材料，

大家想想看，你會利用怎麼的材料來製作

輪軸，而且運用輪軸的原理作出旋轉娃娃。

T：現在給各小組十分鐘討論你們小組所要使

用的材料與工具，然後請一位小朋友記錄

小組的討論結果。 
各小組討論製作旋轉娃娃所需的材料及清單。

 
教師提示選用材料時的注意事項，分發學習單

讓各小組填寫討論的結果。 
 

教師提示皮帶的裝法不同產生不同的轉向。 

 

 

實物

或圖

卡 

 
 
 
 
 

 
 
 
 
 
 
 
 
 
 
 
 
 
 
 
 

 
 
 
 

20 
 
 
 
 
 
 

 
5 
 
 
 
 
 
 
 
 
 

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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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朋友分組討論旋轉娃娃設計。 
由各組思考如何利用其他簡單的輪軸裝置及動

力傳動，並且將構想以草圖方式畫出來。 

 

讓小組發展具體的構想。 
各組將構想更具體化，同時將製作的步驟寫下

來，然後與老師討論構想可行性，老師從旁協

助並提供參考意見。 

 
讓小組動手製作旋轉娃娃。 

學生依照討論出來的可行構想開始動手製作自

己的旋轉娃娃，並且使它可以正常旋轉(娃娃亦

可以改換它物)。進行測試，以計時一分鐘為

限，記錄轉的圈數。 

 

 

讓各小組展示其旋轉娃娃作品，說明自己的設

計構想，並且分享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

解決方法。同時，也讓其他組學生針對該組

設計說出看法，指出該作品的優缺點及提供

建議。 
 
教師針對各小組的實作作品進行評分工作，然

後統計出最佳設計的作品並給與鼓勵。 
 
教師最後針對所有小組的構想與作品，給與總

結性意見與建議。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生

準備

各種

材料 
 
 
 
各組

完成

作品

及發

表 
 
 
 
 
 
 
 

15 
 
 
 

30 
 
 
 
 

35 
 
 
 
 
 
 

10 
 
 
 
 
 
5 
 
 
5 

 



 212

附錄四： 
「簡單機械－滑輪」單元教學活動設計(一般傳統教學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滑輪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教室多媒體設備 
2.教師自備教具 教學年級 小學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六節(24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滑輪的應用。 
3. 藉由滑輪讓學生自行動手製作    ，加強了解其應用。 

二、教學重點：藉由已具備槓桿原理之觀念延伸至滑輪概念，並結合日常生活

實物舉例說明滑輪的各種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9. 由日常生活實例認識滑輪裝置。 
10. 藉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滑輪裝置的

作用。 
11. 由實驗觀察，知道定滑輪與動滑輪的

差別。 
12. 知道日常生活中，運用滑輪裝置的工

具。 

1-1 能回答教師的問題 
1-2 發表自己的想法 
2-1 能理解教師所講述內容 
2-2 能將新舊觀念結合並加以延伸 
2-3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4 能將生活經驗與課程結合 
2-5 能按照教師指示做實驗 
2-6 能透過實驗歸納其結果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3-2 能分析例子並加以歸類 
4-1 能實際操作演練 

能力指標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做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作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

資源 
時間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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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2-2 
 
2-3 
 
 
 
 
 
 
 
 
2-4 
 
 
 
 
 
 
 

 
 
 
 
 
 
 
 
 
 
1-3-3-3 由系列

的相關活動,

綜合說出活動

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

傳述科學探究

的過程和結果 

 
 
1-3-1-2 察覺一

個問題或事件

常可由不同的

角度來觀察而

看出不同的特

徵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具、各種滑輪的

圖解揭示條、日常生活上運用滑輪的物品或其

圖片卡 
 
◎ 引起動機 
教師先拿出幾個滑輪裝置讓學生動手試玩看

看，再進一步說明滑輪裝置。 
 
 
3.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滑輪 
藉由升旗時如何將國旗升上旗桿頂端，討論其

設計構造。 
定義滑輪：滑輪是由有溝槽的輪子和繩子所組

成，拉動繩子時，滑輪會轉動。滑輪也是槓桿

原理的應用的一種。 
 
活動二：分辨定滑輪與動滑輪 
滑輪通常因不同的裝置方法而分為兩種： 
1.定滑輪 
滑輪只會轉動，位置固定不變，這種稱之為定

滑輪。 

 
舉例：旗桿等。 
 
2.動滑輪 
滑輪工作時，會隨著繩子及物品移動位置，因

滑輪未固定，這種類型的滑輪稱為動滑輪。 

 

教學

媒體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卡

說明 

圖解

揭示

卡 

 
 
 
 
 
 

5 
 
 
 
 
 

15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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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3-3-0-3 發現運

用科學知識來

做推論,可推

測一些事並獲

得證實 

 

 

 

 

 

 

 

 

1-3-3-1 實驗時

確認相關的變

因,做操控運

作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舉例：建築工地吊掛物品等。 
 

活動三：討論兩者的物品移動方向及施力方向

關係為何？  
兩者物品的移動方向與施力方向是否相同？

我們可以透過實驗來觀察。 

＊定滑輪：使用定滑輪讓物品往上方移動時，

我們的施力方向是將繩子往下拉

動。結論：兩者作用的方向相反。

＊動滑輪：使用動滑輪讓物品往上方移動時，

我們的施力方向是將繩子往上拉

動。結論：兩者作用的方向相同。

 

活動四：探討兩者是否為省力裝置 

我們可以藉由實驗結果得知。 

＊定滑輪： 

1.先用彈簧秤測量物體重量。 

2.使用定滑輪，用彈簧秤測量需要多少力才能

拉動物體。 

＊動滑輪： 

1.用彈簧秤測量動滑輪和物體合起來的重量。

2.使用動滑輪，用彈簧秤測量需要多少力才能

拉動動滑輪及物體。 

 

結果：兩者實驗比較的結果，動滑輪所測量出

來的數值較定滑輪小，所以較為省力。

再由兩者的結構圖，引導學生搭配先前

所學，探討動滑輪如何達到省力效果。

 

        
 

圖解

揭示

卡 

 

圖解

揭示

卡 

實物

或圖

卡 

 

 
 
 

15 
 
 
 
 
 
 
 
 
 
 
 
 

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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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活動五：舉例發表 
以生活週遭常見的工具為例，說明哪些工具

是運用到滑輪的概念，並判斷該工具是分類

為定滑輪還是動滑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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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簡單機械－簡單機械的組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一般傳統教學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簡單機械的組合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教室多媒體設備 
2.教師自備教具 教學年級 小學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八節(32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機械組合的應用。 
3. 藉由齒輪讓學生自行動手製作打蛋器，加強了解其應用。

二、教學重點：藉由已具備簡單機械的觀念延伸至機械組合，並結合日常生活

實物舉例說明機械組合的各種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13. 由日常生活實例認識各種機械組合。

14. 藉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齒輪可以進

行動力傳送的作用。 
15. 藉由實際操作鏈條及皮帶活動，了解

動力是如何傳送。 
16. 了解人類便利生活是由簡單機械結合

科技所賦予的， 

1-1 能回答教師的問題 
1-2 發表自己的想法 
2-1 能理解教師所講述內容 
2-2 能將新舊觀念結合並加以延伸 
2-3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4 能將生活經驗與課程結合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3-2 能分析例子並加以歸類 
4-1 能實際操作演練 

能力指標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做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作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

資源 
時間 說明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具、各種簡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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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2-2 
 
2-3 
 
 
 
 
2-4 
 
 
 
 
 
 
 
 
3-1 
3-2 
 
 
 
 
 
 
 
 
 

 
 
 
 
 
 
 
1-3-3-3 由系列

的相關活動,

綜合說出活動

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

傳述科學探究

的過程和結果 

1-3-1-2 察覺一

個問題或事件

常可由不同的

角度來觀察而

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

確認相關的變

因,做操控運

作 

 

3-3-0-3 發現運

用科學知識來

做推論,可推

測一些事並獲

得證實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械組合的圖解揭示條、日常生活上運用機械組

合的物品或其圖片卡 
 
◎ 引起動機 
教師先拿出幾個運用齒輪裝置的玩具，讓學生

動手試玩看看，再進一步說明齒輪。 
 
4.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齒輪 
討論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見的機械裡有看到

齒輪。 
 觀察齒輪轉動的方向：兩齒輪互相咬合，運

動時，兩齒輪轉動方向相反。 

 討論齒輪的功用 
1.齒輪如何將力傳送? 
2.齒輪如何改變力的方向? 
3.齒輪如何改變傳送的速度? 
4.齒輪是否能省力? 

 齒輪是如何運用槓桿原理來達到省力或省

時的目的? 
齒輪的原理就是利用力與力矩的關係，可以

把它想成是圓形、一直持續的槓桿原理，更

可利用兩齒輪齒數的比例(齒輪比)來精確

算出齒輪的轉動圈數，再進行更細緻的設

計，創造出更精密的儀器，例如：機械錶、

加速、減速裝置等。 

 

活動二：認識鏈條與皮帶 
 以腳踏車的構造為例，討論鏈條如何傳送齒

輪上的動力傳送。 
 討論有鏈條傳送時，大小兩個齒輪轉動的方

向，與原先兩的齒輪的轉動方向有什麼不

同? 
兩齒輪間以皮帶或是鐵鍊嵌合，兩齒輪運動

時，轉動方向相同。 

 
 
 

齒輪

玩具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卡

說明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解

揭示

卡 

 
 
 

 
10 

 
 
 

30 
 
 
 
 
 
 
 
 
 
 
 
 
 
 
 
 
 
 

20 
 
 
 
 
 
 
 
 
 
 



 218

4-1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活動三：舉例發表 
以生活週遭常見的工具為例，說明哪些工具是

運用到簡單機械組合的概念。 
 
 
三.綜合活動－塔式吊重機的製作 
T：小朋友我們已經學完輪軸、滑輪、齒輪等

概念，請大家利用這些原理概念製作一個

可吊起 30 克肥皂的塔式起重機。這是個統

整及組合應用的問題，具有相當的挑戰

性，大家要加油喔！！ 
 
T：首先我們要先決定製作塔式起重機的材

料，大家想想看，你會利用怎麼的材料可

製作簡單機械，而且組合各類原理製作出

塔式起重機。 
T：現在給各小組 15 分鐘討論你們小組所要使

用的材料與工作，然後請一位小朋友記錄

小組的討論結果。 
各小組討論製作塔式起重機所需的材料及清

單。 
 
教師提示選用材料時的注意事項，分發學習單

讓各小組填寫討論的結果。 
 

教師提示可應用的簡單機械類型，以及製作時的注

意事項，以便選擇可行的簡單機械構造。 

 
讓小朋友分組討論塔式起重機的設計。 

由各組思考如何利用簡單機械的組合及動力傳

動，並且將構想以草圖方式畫出來。 

 

讓小組發展具體的構想。 
各組將構想更具體化，同時將製作的步驟寫下

來，然後與老師討論構想可行性，老師從旁協

助並提供參考意見。 

 
 

實物

圖卡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生

準備

各種

材料 
 

10 
 
 
 
 
 

5 
 
 
 
 
 

15 
 
 
 
 
 
 
 
 
 

10 
 
 

10 
 
 

4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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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組動手製作塔式起重機。 

學生依照討論出來的可行構想開始動手製作自

己的塔式起重機，並且使它可以正常運作，可

吊起一個 30 克肥皂。進行測試，觀察塔式起重

機操作時是否便利及具有吊重的功能。 

 

 

讓各小組展示其塔式起重機作品，說明自己的

設計構想，並且分享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及解決方法。同時，也讓其他組學生針對該

組設計說出看法，指出該作品的優缺點及提

供建議。 
 
教師針對各小組的實作作品進行評分工作，然

後統計出最佳設計的作品並給與鼓勵。 
 
教師最後針對所有小組的構想與作品，給與總

結性意見與建議。 

 
 
 
 
 
 
 
 
各組

完成

作品

及發

表 
 
 
 
 
 
 

60 
 
 

 
 
 
 

2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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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簡單機械－槓桿原理」單元教學活動設計(樂高教學方案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槓桿原理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戶外遊樂設施-翹翹板 
2.教室多媒體設備 教學年級 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四節（16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槓桿原理的應用。 

二、教學重點：由平常生活易接觸到的事物，進而了解槓桿原理及其三種不同

類型生活上的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1. 認識槓桿原理 
2. 經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施力位置的

差異性。 
3. 經由實驗觀察，了解施力臂長短與施

力的關係。 
4. 知道日常生活中，運用槓桿原理的工

具。 

1-1 能踴躍發表自己的想法 
1-2 能遵照教師指示，進行教學活動 
1-3 能了解戶外教學課程，仍為正常上課，

須保持秩序 
2-1 能聽從教師指導與同學合作完成活動 
2-2 能獨立思考教師所問的問題 
2-3 能了解教師所講述的觀念 
2-4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5 能歸納新觀念並與舊觀念做比較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能力指標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來執行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4-3 由資料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樂趣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作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解決問題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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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1-3-1-1 能依

規劃的實驗

步驟來執行

操作 

1-3-5-4 願意

與同儕相互

溝通，共享活

動的樂趣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

具、槓桿三種類型的圖解揭示

條、日常生活上運用槓桿原理的

物品或其圖片卡 
 
◎ 引起動機 
1. 以小朋友常接觸的翹翹板為

例，引發學生思考。 
2. 利用教室椅子及長鐵管一端

掛重物，另一端由不同學童

實地用力壓鐵管以讓鐵管平

衡，如此讓學童體驗槓桿的

實際操作。 
 
1.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槓桿原理 
1. 引導學童說說看實際操作槓

桿的感受及想法，例如支點

的位置與施力的感覺。 
 
2. 利用 PowePoint 展示槓桿教

學的圖片，分別介紹槓桿原

理的相關名稱（支點、施力

點、抗力點、施力、抗力、

施力臂、抗力臂），並且說明

經由一個支點，使得施力與

抗力兩者保持平衡，這樣的

作用方式稱為槓桿原理： 
 
3.  
a 小朋友              b 小朋友 

 

 
 
  

 抗力點       支點        施力點 

 

 
 
 
 
 
 
 
教學媒體 
 
實地教學 
 
 
 
 
 
 
 
 
 
 
 
圖片說明 
 
 
 
 
 
 
 
 
 
 
 
 
圖片說明 
 
 
 

 
 
 
 
 
 

 
5 

 
10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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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1-3-3-1 實驗

時，確認相關

的變因，做操

控運作 

6-3-2-3 面對

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解決問題 

 

 

 

 

 

 

 

 

1-3-4-3 由資

料顯示的相

關，推測其背

後可能的因

果關係 

 

7-3-0-4 察覺

許多巧妙的

工具常是簡

單科學原理

的應用 

 

 

 

 

 

3.藉由實際操作槓桿原理，改

變施力點、抗力點的位置，

以測量出不同的施力大小，

以推論出「施力×施力臂=抗
力×抗力臂」公式。 

 
活動二： 
1.認識施力臂與抗力臂。 
2.瞭解其長短影響作用的省力

性及方便性。 
安排情境，假設今天是要將重物

舉起時，施力點與抗力點之間該

如何擺置？ 
 
c 小朋友：重者，當抗力點。 
d 小朋友：輕者，當施力點。 
請 d小朋友想辦法將 c小朋友舉

起。 
方法一：增加施力，請別的小朋

友幫忙。 
方法二：縮短抗力點到支點之間

的距離。 
 
介紹抗力臂與施力臂： 

 抗力點到支點間的距離稱之

為抗力臂。 
 施力點到支點間的距離稱之

為施力臂。 
藉上述實驗和動，引導出抗力

臂、施力臂間與支點距離的作用

關係。 
 
以各種不同功能的剪刀為例，說

明抗力臂、施力臂長短不同所造

成的作用關係。 
 施力臂較抗力臂長者為省力

但操作較為不便的工具。(施
力臂>抗力臂=>省力) 

 
 
 
 
 
 
 
揭示圖卡 
 
 
 
 
 
 
揭示圖卡 
 
 
 
 
 
 
 
 
揭示圖卡 
 
 
 
 
實物或圖卡 
 
 
 
揭示圖卡 
 
 
 
 
 

10 
 
 
 
 
 
 

5 
 
 
 
 
 
 

10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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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3-3-3 由系

列的相關活

動，綜合說出

活動的主要

特徵 

1-3-5-3 清楚

的傳述科學

探究的過程

和結果 

 

 

 

 

 

 

 

 

 

 

 

 

 

 

 

 

 

 

 

 

 

 

 

 

 

 

 抗力臂較施力臂長者為操作

方便但費力的工具。(施力臂

<抗力臂=>方便) 
 
活動三：認識槓桿原理的三種不

同類型。 
根據抗力點、施力點與支點三者

排序的不同，分類出槓桿原理的

三種類型。 
1.第一種類型槓桿原理（支點在

中央） 

 

      抗力點 支點 施力點 

以生活中工具為例介紹，

如：剪刀、 拔釘器… 

2.第二種類型槓桿原理（抗力點

在中央） 

     

  支點 抗力點 施力點 

以生活中工具為例介紹，

如：開瓶器、榨汁機… 

2.第二種類型槓桿原理（抗力點

在中央） 

     

     支點 施力點 抗力點 

 

實物或圖卡 
 
 
 
揭示圖卡 
 
 
 
實物或圖卡 
 
 
 
 
 
 
 
 
實物或圖片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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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1 
 
 
 
 

 

 

 

3-3-0-3 發現

運用科學知

識來作推

論，可推測一

些事並獲得

證實 

 

7-3-0-2 把學

習到的科學

知識和技能

應用於生活

中 

以生活中工具為例介紹，如：筷

子、鑷子、掃把… 

 
將第二類槓桿原理與第三類槓

桿原理引導加入比較其省力性

及方便性。 
 
 
 
 
三.綜合活動 
複習上課內容 
以日常工具為例，辨別該運用是

否為槓桿原理，歸納工具的槓桿

原理類型，並判斷此作用的目的

為省力型，或方便型。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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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簡單機械－輪軸」單元教學活動設計(樂高教學方案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輪軸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教室多媒體設備 
2.教師自備教具 教學年級 小學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六節(24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輪軸原理的應用。 
3. 藉由輪軸由學生自行動手製作旋轉娃娃，加強了解其應用。

二、教學重點：藉由已具備槓桿原理之觀念延伸至輪軸概念，並結合日常生活

實物舉例說明輪軸的各種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5. 認識輪軸是一種槓桿的應用 
6. 經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輪軸的應

用。 
7. 經由實驗觀察，了解施力在輪與軸上

的差別。 
8. 知道日常生活中，應用輪軸的工具。

1-1 能回答教師的問題 
1-2 發表自己的想法 
2-1 能理解教師所講述內容 
2-2 能將新舊觀念結合並加以延伸 
2-3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4 能將生活經驗與課程結合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3-2 能分析例子並加以歸類 
4-1 能實際操作演練 

能力指標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做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作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

資源 
時間 

(分鐘)
說明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具、各種輪軸的

圖解揭示條、日常生活上運用輪軸的物品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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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2-2 
 
 
 
 
 
 
 
 
 
 
 
 
 
 
 
 
 
 
 
 

 
 
 
 
 
 
 
 
1-3-3-3 由系列

的相關活動,

綜合說出活動

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

傳述科學探究

的過程和結果 

 
 
1-3-1-2 察覺一

個問題或事件

常可由不同的

角度來觀察而

看出不同的特

徵 

 
 
 

 

 

 

 

 

 

 

 

 

 

 

 

 

圖片卡 
 
◎ 引起動機 

利用螺絲起子為例，請學童發表手握半徑較

大的握把比較省力，還是握在較小鐵棒比較

省力？藉此引起學童對輪軸的學習動機。

 
 
2.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輪軸 
藉由螺絲起子討論其設計構造。 
定義輪軸：當兩個大小不同的圓輪，固定兩

者的圓心位置使之為同心圓輪。轉動其中一

個小的圓輪會帶動另一個大的圓輪；反之亦

然。此稱為輪軸。而大的圓輪稱之為輪，小

的圓輪稱之為軸。其圓心則為軸心。 
 
活動二：發現輪軸與槓桿原理間的關係 
1.發現輪軸中的施力臂與抗力臂，並與槓桿原

理作呼應。(由圖片說明) 

輪軸與槓桿原理對照圖 
 
讓學童先找出輪、軸的共同圓心，並且說明

該圓心即為支點，然後再找出施力點、抗力

點的位置，然後引導學童將輪軸結構圖轉換

成槓桿原理的對照圖，並且說出輪輪是屬於

第一種類型槓桿原理。 
 
 
 
 

教學

媒體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卡

說明 

圖解

揭示

卡 

 
 

 
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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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3-3-0-3 發現運

用科學知識來

做推論,可推

測一些事並獲

得證實 

 

 

 

 

 

 

 

 

 

 

 

 

 

 

 

 

 

 

 

 

 

 

 

 

 

 

1-3-3-1 實驗時

確認相關的變

因,做操控運

作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2.藉由槓桿原理設計出省力輪軸和省時輪軸。

省力的輪軸：施力臂＞抗力臂 

 

舉例說明：螺絲起子、門把…。 
 
 
省時的輪軸：施力臂＜抗力臂 

 
舉例說明：車輪、桿麵棍…。 
 
以變速腳踏車的後車輪與變速齒輪為例子，說

明施力臂較抗力臂短為省時輪軸；以腳踏板和

前變速齒輪為例子，說明施力臂較抗力臂長為

省力輪軸。 
 省時輪軸：施力臂較抗力臂長者為省力但

操作較為費時的輪軸工具。 
(施力臂>抗力臂=>省力) 

圖解

揭示

卡 

 

圖解

揭示

卡 

腳踏

車圖

卡 
或 
實體 

20 
 
 
 
 
 
 
 
 
 
 
 
 
 
 
 
 

20 
 
 
 
 

 
 
 
 
 
 
 
 
 

20 
 
 
 
 
 
 

軸

心 

施

力

點

抗

力

點 

施

力

臂

抗

力

臂

軸心 

軸心 

抗

力

點

施

力

點 

抗

力

臂

施

力

臂

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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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4-1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不同大小的後變速齒輪，雖同為省時的輪

軸，卻因軸的大小而在施力上有明顯的差

異。可以感受到越省時越費力。 
 

 省力輪軸：抗力臂較施力臂長者為操作省時

但費力的輪軸工具。 
(施力臂<抗力臂=>方便) 
不同大小的前變速齒輪，雖同為省力的輪

軸，卻因軸的大小而有明顯的差異。可以

感受到越省力時越費時。 
 
活動三：舉例發表 
以生活週遭常見的工具為例，說明哪些工具是

運用到輪軸的概念，並判斷該工具是分類為省

時輪軸還是省力輪軸。 
 
三.綜合活動－旋轉娃娃的製作 
T：小朋友我們已經學完輪軸的概念，請大家

利用輪軸的概念製作「旋轉娃娃」。 
T：首先我們要先決定製作旋轉娃娃的零組

件，大家想想看，你會利用怎麼的零組件

來製作輪軸，而且運用輪軸的原理作出旋

轉娃娃。 
T：現在給各小組十分鐘討論你們小組所要使

用的樂高零組件與工具，然後請一位小朋

友記錄小組的討論結果。 
各小組討論製作旋轉娃娃所需的樂高零組件

及清單。 
 
教師提示選用樂高零組件時的注意事項，分發

學習單讓各小組填寫討論的結果。 
 

教師提示皮帶的裝法不同產生不同的轉向。 

實物

或圖

卡 

 
 
 
 
 

 
 
 
 
 
 
 
 
 
 
 
 
 
 
 
 

 
 
 
 

20 
 
 
 
 
 
 

 
5 
 
 
 
 
 
 
 
 
 
 

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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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朋友分組討論旋轉娃娃設計。 

由各組思考如何利用其他簡單的輪軸裝置及動

力傳動，並且將構想以草圖方式畫出來。 

 

讓小組發展具體的構想。 
各組將構想更具體化，同時將製作的步驟寫下

來，然後與老師討論構想可行性，老師從旁協

助並提供參考意見。 

 
讓小組動手製作旋轉娃娃。 

學生依照討論出來的可行構想開始動手製作自

己的旋轉娃娃，並且使它可以正常旋轉(娃娃亦

可以改換它物)。進行測試，以計時一分鐘為

限，記錄轉的圈數。 

 

讓各小組展示其旋轉娃娃作品，說明自己的設

計構想，並且分享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

解決方法。同時，也讓其他組學生針對該組

設計說出看法，指出該作品的優缺點及提供

建議。 
 
教師針對各小組的實作作品進行評分工作，然

後統計出最佳設計的作品並給與鼓勵。 
 
教師最後針對所有小組的構想與作品，給與總

結性意見與建議。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生

準備

各種

材料 
 
 
各組

完成

作品

及發

表 
 
 
 
 
 
 
 

 
 
 
 
 
 
 

15 
 
 
 

30 
 
 
 
 

35 
 
 
 
 
 

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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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簡單機械－滑輪」單元教學活動設計(樂高教學方案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滑輪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教室多媒體設備 
2.教師自備教具 教學年級 小學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六節(24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滑輪的應用。 
3. 藉由滑輪讓學生自行動手製作    ，加強了解其應用。 

二、教學重點：藉由已具備槓桿原理之觀念延伸至滑輪概念，並結合日常生活

實物舉例說明滑輪的各種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9. 由日常生活實例認識滑輪裝置。 
10. 藉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滑輪裝置的

作用。 
11. 由實驗觀察，知道定滑輪與動滑輪的

差別。 
12. 知道日常生活中，運用滑輪裝置的工

具。 

1-1 能回答教師的問題 
1-2 發表自己的想法 
2-1 能理解教師所講述內容 
2-2 能將新舊觀念結合並加以延伸 
2-3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4 能將生活經驗與課程結合 
2-5 能按照教師指示做實驗 
2-6 能透過實驗歸納其結果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3-2 能分析例子並加以歸類 
4-1 能實際操作演練 

能力指標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做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作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

資源 
時間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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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2-2 
 
2-3 
 
 
 
 
 
 
 
 
2-4 
 
 
 
 
 
 
 

 
 
 
 
 
 
 
 
 
 
1-3-3-3 由系列

的相關活動,

綜合說出活動

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

傳述科學探究

的過程和結果 

 
 
1-3-1-2 察覺一

個問題或事件

常可由不同的

角度來觀察而

看出不同的特

徵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具、各種滑輪的

圖解揭示條、日常生活上運用滑輪的物品或其

圖片卡 
 
◎ 引起動機 
教師先拿出幾個滑輪裝置讓學生動手試玩看

看，再進一步說明滑輪裝置。 
 
 
3.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滑輪 
藉由升旗時如何將國旗升上旗桿頂端，討論其

設計構造。 
定義滑輪：滑輪是由有溝槽的輪子和繩子所組

成，拉動繩子時，滑輪會轉動。滑輪也是槓桿

原理的應用的一種。 
 
活動二：分辨定滑輪與動滑輪 
滑輪通常因不同的裝置方法而分為兩種： 
1.定滑輪 
滑輪只會轉動，位置固定不變，這種稱之為定

滑輪。 

 
舉例：旗桿等。 
 
2.動滑輪 
滑輪工作時，會隨著繩子及物品移動位置，因

滑輪未固定，這種類型的滑輪稱為動滑輪。 

 

教學

媒體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卡

說明 

圖解

揭示

卡 

 
 
 
 
 
 

5 
 
 
 
 
 

15 
 
 
 
 
 
 

20 
 
 
 
 
 
 
 
 
 
 
 

20 
 
 
 
 
 
 

 



 232

 
 
 
 
2-5 
 
 
 
 
 
 
 
 
 
 
 
 
 
 
 
 
 
 
 
2-6 
 
 
 
 
 
 
 
 
 
 
 
 
 

3-3-0-3 發現運

用科學知識來

做推論,可推

測一些事並獲

得證實 

 

 

 

 

 

 

 

 

1-3-3-1 實驗時

確認相關的變

因,做操控運

作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舉例：建築工地吊掛物品等。 
 

活動三：討論兩者的物品移動方向及施力方向

關係為何？  
兩者物品的移動方向與施力方向是否相同？

我們可以透過實驗來觀察。 

＊定滑輪：使用定滑輪讓物品往上方移動時，

我們的施力方向是將繩子往下拉

動。結論：兩者作用的方向相反。

＊動滑輪：使用動滑輪讓物品往上方移動時，

我們的施力方向是將繩子往上拉

動。結論：兩者作用的方向相同。

 

活動四：探討兩者是否為省力裝置 

我們可以藉由實驗結果得知。 

＊定滑輪： 

1.先用彈簧秤測量物體重量。 

2.使用定滑輪，用彈簧秤測量需要多少力才能

拉動物體。 

＊動滑輪： 

1.用彈簧秤測量動滑輪和物體合起來的重量。

2.使用動滑輪，用彈簧秤測量需要多少力才能

拉動動滑輪及物體。 

 

結果：兩者實驗比較的結果，動滑輪所測量出

來的數值較定滑輪小，所以較為省力。

再由兩者的結構圖，引導學生搭配先前

所學，探討動滑輪如何達到省力效果。

 

        
 

圖解

揭示

卡 

 

圖解

揭示

卡 

實物

或圖

卡 

 

 
 
 

15 
 
 
 
 
 
 
 
 
 
 
 
 

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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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活動五：舉例發表 
以生活週遭常見的工具為例，說明哪些工具

是運用到滑輪的概念，並判斷該工具是分類

為定滑輪還是動滑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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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簡單機械－簡單機械的組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樂高教學方案版) 

教學

單元 
簡單機械－簡單機械的組合 設計者 施能木 

教學者 施能木 教學

資源 
1.教室多媒體設備 
2.教師自備教具 教學年級 小學六年級 

教學

日期  教學時間 八節(320 分鐘) 

教學

研究 

一、教材分析： 1. 由圖片或是多媒體教具引起學習動機。 
2. 以日常生活實物為例，加以說明機械組合的應用。 
3. 藉由齒輪讓學生自行動手製作打蛋器，加強了解其應用。

二、教學重點：藉由已具備簡單機械的觀念延伸至機械組合，並結合日常生活

實物舉例說明機械組合的各種應用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13. 由日常生活實例認識各種機械組合。

14. 藉由實際操作觀察，了解齒輪可以進

行動力傳送的作用。 
15. 藉由實際操作鏈條及皮帶活動，了解

動力是如何傳送。 
16. 了解人類便利生活是由簡單機械結合

科技所賦予的， 

1-1 能回答教師的問題 
1-2 發表自己的想法 
2-1 能理解教師所講述內容 
2-2 能將新舊觀念結合並加以延伸 
2-3 能分辨各原理的差異及特性 
2-4 能將生活經驗與課程結合 
3-1 能舉例說明呼應教師講述內容 
3-2 能分析例子並加以歸類 
4-1 能實際操作演練 

能力指標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3 由系列的相關活動,綜合說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識來做推論,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生活中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作常是簡單科學原理的應用 

具

體

目

標 

能力指標 教學重點 
教學

資源 
時間 說明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輔助說明的媒體教具、各種簡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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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2-2 
 
2-3 
 
 
 
 
2-4 
 
 
 
 
 
 
 
 
3-1 
3-2 
 
 
 
 
 
 
 
 
 

 
 
 
 
 
 
 
1-3-3-3 由系列

的相關活動,

綜合說出活動

的主要特徵 

1-3-5-3 清楚的

傳述科學探究

的過程和結果 

1-3-1-2 察覺一

個問題或事件

常可由不同的

角度來觀察而

看出不同的特

徵 

1-3-3-1 實驗時

確認相關的變

因,做操控運

作 

 

3-3-0-3 發現運

用科學知識來

做推論,可推

測一些事並獲

得證實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械組合的圖解揭示條、日常生活上運用機械組

合的物品或其圖片卡 
 
◎ 引起動機 
教師先拿出幾個運用齒輪裝置的玩具，讓學生

動手試玩看看，再進一步說明齒輪。 
 
4.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識齒輪 
討論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見的機械裡有看到

齒輪。 
 觀察齒輪轉動的方向：兩齒輪互相咬合，運

動時，兩齒輪轉動方向相反。 

 討論齒輪的功用 
1.齒輪如何將力傳送? 
2.齒輪如何改變力的方向? 
3.齒輪如何改變傳送的速度? 
4.齒輪是否能省力? 

 齒輪是如何運用槓桿原理來達到省力或省

時的目的? 
齒輪的原理就是利用力與力矩的關係，可以

把它想成是圓形、一直持續的槓桿原理，更

可利用兩齒輪齒數的比例(齒輪比)來精確

算出齒輪的轉動圈數，再進行更細緻的設

計，創造出更精密的儀器，例如：機械錶、

加速、減速裝置等。 

 

活動二：認識鏈條與皮帶 
 以腳踏車的構造為例，討論鏈條如何傳送齒

輪上的動力傳送。 
 討論有鏈條傳送時，大小兩個齒輪轉動的方

向，與原先兩的齒輪的轉動方向有什麼不

同? 
兩齒輪間以皮帶或是鐵鍊嵌合，兩齒輪運動

時，轉動方向相同。 

 
 
 

齒輪

玩具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卡

說明 

課本

教具 
或 
實物 
、圖解

揭示

卡 

 
 
 

 
1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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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7-3-0-2 把學習

到的科學知識

和技能應用生

活中 

 

 

7-3-0-4 察覺許

多巧妙的工作

常是簡單科學

原理的應用 

 

活動三：舉例發表 
以生活週遭常見的工具為例，說明哪些工具是

運用到簡單機械組合的概念。 
 
 
三.綜合活動－塔式吊重機的製作 
T：小朋友我們已經學完輪軸、滑輪、齒輪等

概念，請大家利用這些原理概念製作一個

可吊起 30 克肥皂的塔式起重機。這是個統

整及組合應用的問題，具有相當的挑戰

性，大家要加油喔！！ 
 
T：首先我們要先決定製作塔式起重機的零組

件，大家想想看，你會利用怎麼的樂高零

組件可製作簡單機械，而且組合各類原理

製作出塔式起重機。 
T：現在給各小組 15 分鐘討論你們小組所要使

用的樂高零組件與工作，然後請一位小朋

友記錄小組的討論結果。 
各小組討論製作塔式起重機所需的樂高零組

件及清單。 
 
教師提示選用材料時的注意事項，分發學習單

讓各小組填寫討論的結果。 
 

教師提示可應用的簡單機械類型，以及製作時的注

意事項，以便選擇可行的簡單機械構造。 

 
讓小朋友分組討論塔式起重機的設計。 

由各組思考如何利用簡單機械的組合及動力傳

動，並且將構想以草圖方式畫出來。 

 

讓小組發展具體的構想。 
各組將構想更具體化，同時將製作的步驟寫下

來，然後與老師討論構想可行性，老師從旁協

助並提供參考意見。 

 
 

實物

圖卡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生

準備

各種

材料 
 
 

10 
 
 
 
 
 

5 
 
 
 
 
 

15 
 
 
 
 
 
 
 
 
 

10 
 
 

10 
 
 

4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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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組動手製作塔式起重機。 

學生依照討論出來的可行構想開始動手製作自

己的塔式起重機，並且使它可以正常運作，可

吊起一個 30 克肥皂。進行測試，觀察塔式起重

機操作時是否便利及具有吊重的功能。 

 

 

讓各小組展示其塔式起重機作品，說明自己的

設計構想，並且分享製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及解決方法。同時，也讓其他組學生針對該

組設計說出看法，指出該作品的優缺點及提

供建議。 
 
教師針對各小組的實作作品進行評分工作，然

後統計出最佳設計的作品並給與鼓勵。 
 
教師最後針對所有小組的構想與作品，給與總

結性意見與建議。 

 
 
 
 
 
 
 
各組

完成

作品

及發

表 
 
 
 
 
 
 

60 
 
 

 
 
 
 

2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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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簡單機械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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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 

作品名稱：                

六年   班 

一、小組工作分配 

組長  記錄  發表  

組員  組員  組員  

 
二、設計圖（需標示各部位材料或零件） 

 

 

 

 

 

 

 

 

 

 

 

 

 

 
三、設計理念（說明創作基本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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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步驟紀錄 

 

 

 

 

 

 

 

 

 

五、製作困難點與解決方法 

 

 

 

 

 

 

 

 

 

 

六、活動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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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 

簡單機械成就測驗－預試試題的難度及鑑別度分析內容 

題號 高分組 低分組 PH PL 難度 鑑別度 備註 
1 11 7 0.92 0.58 0.75 0.33 前測是非題第 01 題 
2 12 12 1.00 1.00 1.00 0.00 剔除 
3 12 8 1.00 0.67 0.83 0.33 前測是非題第 02 題 
4 11 9 0.92 0.75 0.83 0.17 剔除 
5 12 11 1.00 0.92 0.96 0.08 剔除 
6 11 7 0.92 0.58 0.75 0.33 後測是非題第 01 題 
7 10 4 0.83 0.33 0.58 0.50 前測是非題第 03 題 
8 12 7 1.00 0.58 0.79 0.42 後測是非題第 02 題 
9 12 6 1.00 0.50 0.75 0.50 後測是非題第 03 題 
10 11 11 0.92 0.92 0.92 0.00 剔除 
11 11 8 0.92 0.67 0.79 0.25 剔除 
12 12 8 1.00 0.67 0.83 0.33 前測選擇題第 01 題 
13 12 7 1.00 0.58 0.79 0.42 後測選擇題第 01 題 
14 11 1 0.92 0.08 0.50 0.83 後測選擇題第 02 題 
15 12 6 1.00 0.50 0.75 0.50 前測選擇題第 02 題 
16 11 5 0.92 0.42 0.67 0.50 前測選擇題第 03 題 
17 8 3 0.67 0.25 0.46 0.42 後測選擇題第 03 題 
18 8 5 0.67 0.42 0.54 0.25 剔除 
19 12 11 1.00 0.92 0.96 0.08 剔除 
20 12 10 1.00 0.83 0.92 0.17 剔除 
21 12 10 1.00 0.83 0.92 0.17 剔除 
22 11 10 0.92 0.83 0.88 0.08 剔除 
23 12 10 1.00 0.83 0.92 0.17 剔除 
24 12 10 1.00 0.83 0.92 0.17 剔除 
25 12 8 1.00 0.67 0.83 0.33 前測填充題第 01 題第 01 格

26 12 11 1.00 0.92 0.96 0.08 剔除 
27 11 7 0.92 0.58 0.75 0.33 後測填充題第 01 題第 01 格

28 12 8 1.00 0.67 0.83 0.33 前測填充題第 01 題第 02 格

29 12 7 1.00 0.58 0.79 0.42 後測填充題第 01 題第 02 格

30 11 7 0.92 0.58 0.75 0.33 題目飽和，剔除 
31 6 2 0.50 0.17 0.33 0.33 題目飽和，剔除 
32 5 7 0.42 0.58 0.50 -0.17 剔除 
33 10 6 0.83 0.50 0.67 0.33 題目飽和，剔除 
34 6 8 0.50 0.67 0.58 -0.17 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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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8 5 0.67 0.42 0.54 0.25 剔除 
36 11 7 0.92 0.58 0.75 0.33 剔除 
37 7 3 0.58 0.25 0.42 0.33 後測填充題第 02 題第 01 格

38 8 4 0.67 0.33 0.50 0.33 後測填充題第 02 題第 02 格

39 10 3 0.83 0.25 0.54 0.58 後測填充題第 02 題第 03 格

40 10 4 0.83 0.33 0.58 0.50 後測填充題第 02 題第 04 格

41 6 3 0.50 0.25 0.38 0.25 剔除 
42 11 10 0.92 0.83 0.88 0.08 剔除 
43 9 9 0.75 0.75 0.75 0.00 剔除 
44 11 10 0.92 0.83 0.88 0.08 剔除 
45 10 10 0.83 0.83 0.83 0.00 剔除 
46 3 3 0.25 0.25 0.25 0.00 剔除 
47 5 1 0.42 0.08 0.25 0.33 後測是非題第 04 題 
48 12 7 1.00 0.58 0.79 0.42 前測是非題第 04 題 
49 2 0 0.17 0.00 0.08 0.17 剔除 
50 2 2 0.17 0.17 0.17 0.00 剔除 
51 12 11 1.00 0.92 0.96 0.08 剔除 
52 6 6 0.50 0.50 0.50 0.00 剔除 
53 6 4 0.50 0.33 0.42 0.17 剔除 
54 7 2 0.58 0.17 0.38 0.42 後測選擇題第 04 題 
55 9 1 0.75 0.08 0.42 0.67 前測選擇題第 04 題 
56 1 1 0.08 0.08 0.08 0.00 剔除 
57 11 11 0.92 0.92 0.92 0.00 剔除 
58 8 5 0.67 0.42 0.54 0.25 剔除 
59 4 4 0.33 0.33 0.33 0.00 剔除 
60 8 9 0.67 0.75 0.71 -0.08 剔除 
61 7 2 0.58 0.17 0.38 0.42 後測填充題第 03 題第 01 格

62 9 5 0.75 0.42 0.58 0.33 前測填充題第 02 題第 01 格

63 11 7 0.92 0.58 0.75 0.33 後測填充題第 03 題第 02 格

64 11 7 0.92 0.58 0.75 0.33 前測填充題第 02 題第 02 格

65 9 7 0.75 0.58 0.67 0.17 剔除 
66 12 8 1.00 0.67 0.83 0.33 前測是非題第 05 題 
67 12 8 1.00 0.67 0.83 0.33 後測是非題第 05 題 
68 11 6 0.92 0.50 0.71 0.42 前測是非題第 06 題 
69 10 2 0.83 0.17 0.50 0.67 後測是非題第 06 題 
70 12 6 1.00 0.50 0.75 0.50 前測是非題第 07 題 
71 11 6 0.92 0.50 0.71 0.42 前測選擇題第 05 題 
72 12 6 1.00 0.50 0.75 0.50 後測選擇題第 05 題 
73 10 1 0.83 0.08 0.46 0.75 後測選擇題第 06 題 
74 11 2 0.92 0.17 0.54 0.75 前測選擇題第 0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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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8 4 0.67 0.33 0.50 0.33 題目飽和，剔除 
76 5 3 0.42 0.25 0.33 0.17 剔除 
77 11 10 0.92 0.83 0.88 0.08 剔除 
78 11 11 0.92 0.92 0.92 0.00 剔除 
79 8 7 0.67 0.58 0.63 0.08 剔除 
80 10 1 0.83 0.08 0.46 0.75 後測是非題第 07 題 
81 11 2 0.92 0.17 0.54 0.75 前測是非題第 08 題 
82 7 2 0.58 0.17 0.38 0.42 後測是非題第 08 題 
83 11 9 0.92 0.75 0.83 0.17 剔除 
84 9 5 0.75 0.42 0.58 0.33 前測是非題第 09 題 
85 9 6 0.75 0.50 0.63 0.25 剔除 
86 10 1 0.83 0.08 0.46 0.75 後測填充題第 04 題第 01 格

87 9 2 0.75 0.17 0.46 0.58 後測填充題第 04 題第 02 格

88 10 6 0.83 0.50 0.67 0.33 題目飽和，剔除 
89 11 7 0.92 0.58 0.75 0.33 前測是非題第 10 題 
90 7 2 0.58 0.17 0.38 0.42 後測是非題第 09 題 
91 5 2 0.42 0.17 0.29 0.25 剔除 
92 12 7 1.00 0.58 0.79 0.42 前測是非題第 11 題 
93 11 7 0.92 0.58 0.75 0.33 後測是非題第 10 題 
94 1 3 0.08 0.25 0.17 -0.17 剔除 
95 9 6 0.75 0.50 0.63 0.25 剔除 
96 7 2 0.58 0.17 0.38 0.42 後測選擇題第 07 題 
97 12 11 1.00 0.92 0.96 0.08 剔除 
98 7 2 0.58 0.17 0.38 0.42 前測選擇題第 07 題 
99 5 6 0.42 0.50 0.46 -0.08 剔除 
100 11 11 0.92 0.92 0.92 0.00 剔除 
101 10 5 0.83 0.42 0.63 0.42 前測填充題第 03 題第 01 格

102 10 1 0.83 0.08 0.46 0.75 後測填充題第 05 題第 01 格

103 9 5 0.75 0.42 0.58 0.33 前測填充題第 03 題第 02 格

104 8 3 0.67 0.25 0.46 0.42 後測填充題第 05 題第 02 格

105 7 2 0.58 0.17 0.38 0.42 後測填充題第 05 題第 03 格

106 11 10 0.92 0.83 0.88 0.08 剔除 
107 10 10 0.83 0.83 0.83 0.00 剔除 
108 9 7 0.75 0.58 0.67 0.17 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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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東海國民小學 簡單機械課前測驗試題 
 

 6 年   班   姓名：         

 

一、是非題（正確的打○，錯的打╳。每題 4 分） 

1.( ○ )支點若靠近抗力點的槓桿會省力。 

2.( ○ )開罐器和拔釘桿是應用槓桿原理。 

3.( ╳ )小新要抬起重物，如果用力的位置距離支點越遠，需要的力量越大。 

4.( ○ )門把、水龍頭，都是根據輪軸的原理製成，可以省力。 

5.( ╳ )使用定滑輪搬運重物，會比用動滑輪省力。 
6.( ○ )定滑輪可以改變用力的方向。 
7.( ○ )動滑輪是一種抗力點在中間的省力工具。 
8.( ╳ )用動滑輪拉重物時，所施的力量大於物重。 
9.( ╳ )使用愈多定滑輪來拉重物，可以省愈多的力氣。 
10.( ╳ )大小齒輪相結合，當大齒輪向左轉時，小齒輪也會跟著向左轉。 

11.( ╳ )修正帶的齒輪與齒輪相扣，兩個齒輪轉動的方向相同。 

 

二、選擇題（請選擇一個正確答案。每題 5 分） 

1.( ２ )下列哪一個圖所示的方法，最能容易移動這塊石頭？ 

 

 

 

 

 

 

 

 

2.( ２ )飲料拉環的設計是應用哪一種原理？①齒輪②槓桿③滑輪④輪軸。 

3.( １ )施力的位置距離支點愈近，則需要施加的力量如何？①愈大②不變③

愈小④不一定。 

4.( ３ )下列關於螺絲起子的敘述何者正確？①握柄部分稱為軸②輪和軸會分

開轉動③金屬部分稱為軸④是以軸來帶動輪。 

5.( １ )拉下繩長等於重物上升距離的是①定滑輪②動滑輪③滑輪組。 

6.( ４ )定滑輪有什麼功用？①可以省力②滑輪的重量會加在重物上③可以省

力和改變施力的方向④可以改變施力的方向。 

7.( ２ )腳踏車的腳踏板與大齒輪是什麼關係？①齒輪組②輪軸③定滑輪④動

滑輪。 

 

【請翻至背面，繼續作答】 

① 

② 

③

④

附錄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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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充題 

1.看圖回答問題（每格 3 分）： 

 

 

 

 

 

 

 

 

 

(1)圖①中，哪一個是抗力點，哪一個是支點，哪一個又是施力點？ 

答：   甲   是抗力點。 

(2)在上面兩張圖中，哪一個情形是比較省力的？ 

答：   １   。（填①或②） 

 

2.看圖回答下列問題，正確的請在（ ）裡打○，錯的打╳（每格 3 分）： 

 

 

 

 

 

 

 

 

( ○ )⑴雙手轉的圈比井上繞繩子的圓柱大。 

( ○ )⑵井中取水裝置是應用輪軸原理。 

 

3.下圖為一個齒輪組，請看圖回答問題，找出它們的轉動方向： 

 

 

 

 

 

 

 

 

(1)乙轉動的方向是①或②？答： １ 。（本格 4 分） 

(2)如果甲有 20 齒、乙有 10 齒、丙有 40 齒。當甲轉 1 圈時，乙轉動 ２ 圈。

（本格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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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四 

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前測試題的難度與鑑別度彙整內容 

一、是非題 

題數 高分組 低分組 PH PL 難度 鑑別度 

1 11 7 0.92 0.58 0.75 0.33

2 12 8 1.00 0.67 0.83 0.33

3 10 4 0.83 0.33 0.58 0.50

4 12 7 1.00 0.58 0.79 0.42

5 12 8 1.00 0.67 0.83 0.33

6 11 6 0.92 0.50 0.71 0.42

7 12 6 1.00 0.50 0.75 0.50

8 11 2 0.92 0.17 0.54 0.75

9 9 5 0.75 0.42 0.58 0.33

10 11 7 0.92 0.58 0.75 0.33

11 12 7 1.00 0.58 0.79 0.42

二、選擇題 

題數 高分組 低分組 PH PL 難度 鑑別度 

1 12 8 1.00 0.67 0.83 0.33

2 12 6 1.00 0.50 0.75 0.50

3 11 5 0.92 0.42 0.67 0.50

4 9 1 0.75 0.08 0.42 0.67

5 11 6 0.92 0.50 0.71 0.42

6 11 2 0.92 0.17 0.54 0.75

7 7 2 0.58 0.17 0.3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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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充題 

題數 高分組 低分組 PH PL 難度 鑑別度

第 1 題第 1 格 12 8 1.00 0.67 0.83 0.33

第 1 題第 2 格 12 8 1.00 0.67 0.83 0.33

第 2 題第 1 格 9 5 0.75 0.42 0.58 0.33

第 2 題第 2 格 11 7 0.92 0.58 0.75 0.33

第 3 題第 1 格 10 5 0.83 0.42 0.63 0.42

第 3 題第 2 格 9 5 0.75 0.42 0.5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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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東海國民小學 簡單機械課後測驗試題 
 

 6 年   班   姓名：         

 

一、是非題（正確的打○，錯的打╳。每題 3 分） 

1.( ○ )使用槓桿來抬重物，用力的位置稱為施力點，掛著重物的地方稱為抗

力點。 

2.( ○ )小華和小明玩翹翹板，已知小華比小明重，所以小明必須坐離支點的

距離要比小華遠，這樣才可能將小華舉起。 

3.( ╳ )在槓桿裝置中，支點一定在抗力點和施力點的中間。 

4.( ╳ )削鉛筆機、水龍頭、井中取水都是屬於以軸來帶動輪的例子。 

5.( ○ )使用定滑輪拉抬重物時，手向下拉多少距離，重物就上升多少距離。 
6.( ╳ )使用動滑輪拉重物，不但可以省力，又可以改變用力方向。 
7.( ○ )定滑輪只能改變用力的方向，但是不能省力。 

8.( ╳ )以動滑輪拉重物時，繩子拉下的長度等於物體上升的長度。 

9.( ╳ )人在低處，想將重物搬上高處，可利用繩子加齒輪。 

10.( ○ )大、小齒輪互相扣住，大齒輪以逆時針方向轉動，小齒輪則會以順時

針方向轉動。 

 

二、選擇題（請選擇一個正確答案。每題 4 分） 

1.( ４ )麗明想與她弟弟玩蹺蹺板，她重40公斤，弟弟重20公斤，下列哪幅圖

劃出了麗明與她弟弟保持平衡的最佳方法？ 

 

 

 

 

 

 

 

 

2.( ３ )下列哪種情況一定會省力？①支點在中間②施力點在中間③抗力點在

中間④都會省力。 

3.( ２ )下列哪一個是費力的工具？①釘書機②竹蜻蜓③拔釘器④開罐器。 

4.( ４ )小可想要從水井中取水來喝，於是利用輪軸工具來進行，下列何者錯

誤？①把手轉一圈，捲繩子的圓柱也轉一圈②以輪帶軸則可以省力③

以軸帶輪則會費力④把手轉一圈，繞繩子的圓柱會轉兩圈。 

5.( １ )在建築工地常可見到工人駕駛起重機拉起鋼筋，移往他處。請問這輛

機械是應用什麼原理？①滑輪②輪軸③斜面④齒輪。 

 

① ②

③ ④

附錄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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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４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①可以靠定滑輪在低處將重物抬上高處②手拉動

動滑輪，移動的距離大於重物上升的距離③定滑輪可以改變用力的方

向④手拉定滑輪移動的距離比重物上升的距離小。 

7.( ３ )齒輪組中，大齒輪轉一圈，小齒輪就轉好幾圈，請問大、小齒輪轉動

的距離關係如何？①大齒輪轉動的距離比較長②小齒輪轉動的距離比

較長③大、小齒輪轉動的距離一樣長④無法互相比較。 

 

三、填充題 

1.看圖回答問題（每格 3 分）： 

 

 

 

 

 

 

 

 

 

(1)圖①中，哪一個是抗力點，哪一個是支點，哪一個又是施力點？ 

答： 丙 是施力點。 

(2)承上題，為何這種工作方式會比較省力？ 

答：因為施力臂 大於 抗力臂。（填大於、小於或等於） 

 

 

2.連連看，請將正確的槓桿家族及應用例子畫上連線（每小題3分）： 

 

 

 



 253

3.看圖回答下列問題，正確的請在(  )裡打○，錯的打╳（每格 3 分）： 

 

 

 

 

 

 

 

 

(1)( ○ )把手轉一圈，井上繞繩子的圓柱也會跟著轉一圈。 

(2)( ╳ )圖中的裝置是費力的裝置。 

 

4.請比較定滑輪、動滑輪的特性，比較施力臂與抗力臂的大小，在   裡填

入＞、＜或＝（每格 3 分）： 

(1)定滑輪：施力臂 ＝ 抗力臂。 

(2)動滑輪：施力臂 ＞ 抗力臂。 

 

5.下圖為一個齒輪組，請看圖回答問題，找出它們的轉動方向： 

 

 

 

 

 

 

 

 

(1)丙轉動的方向是③或④？答： ４ 。（本格 3 分） 

(2)如果甲有 20 齒、乙有 10 齒、丙有 40 齒。當甲轉 1 圈時，乙轉動 2 圈，

丙轉動 1/2 圈。（本格 4 分） 

(3)承上題，甲、乙轉動的距離一樣嗎？答： 一樣 （本格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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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六 

簡單機械成就測驗－後測試題的難度與鑑別度彙整內容 

一、是非題 

題數 高分組 低分組 PH PL 難度 鑑別度 

1 11 7 0.92 0.58 0.75 0.33

2 12 7 1.00 0.58 0.79 0.42

3 12 6 1.00 0.50 0.75 0.50

4 5 1 0.42 0.08 0.25 0.33

5 12 8 1.00 0.67 0.83 0.33

6 10 2 0.83 0.17 0.50 0.67

7 10 1 0.83 0.08 0.46 0.75

8 7 2 0.58 0.17 0.38 0.42

9 7 2 0.58 0.17 0.38 0.42

10 11 7 0.92 0.58 0.75 0.33

二、選擇題 

題數 高分組 低分組 PH PL 難度 鑑別度 

1 12 7 1.00 0.58 0.79 0.42

2 11 1 0.92 0.08 0.50 0.83

3 8 3 0.67 0.25 0.46 0.42

4 7 2 0.58 0.17 0.38 0.42

5 12 6 1.00 0.50 0.75 0.50

6 10 1 0.83 0.08 0.46 0.75

7 7 2 0.58 0.17 0.3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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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充題 

題數 高分組 低分組 PH PL 難度 鑑別度

第 1 題第 1 格 11 7 0.92 0.58 0.75 0.33

第 1 題第 2 格 12 7 1.00 0.58 0.79 0.42

第 2 題第 1 格 7 3 0.58 0.25 0.42 0.33

第 2 題第 2 格 8 4 0.67 0.33 0.50 0.33

第 2 題第 3 格 10 3 0.83 0.25 0.54 0.58

第 2 題第 4 格 10 4 0.83 0.33 0.58 0.50

第 3 題第 1 格 7 2 0.58 0.17 0.38 0.42

第 3 題第 2 格 11 7 0.92 0.58 0.75 0.33

第 4 題第 1 格 10 1 0.83 0.08 0.46 0.75

第 4 題第 2 格 9 2 0.75 0.17 0.46 0.58

第 5 題第 1 格 10 1 0.83 0.08 0.46 0.75

第 5 題第 2 格 8 3 0.67 0.25 0.46 0.42

第 5 題第 3 格 7 2 0.58 0.17 0.3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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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七 

台東縣東海國民小學 簡單機械課程－實作評量表 

 

班級：      組別：        作業別：      

評 量 項 目 優  佳  普通  稍差   差 

a.原創性 □  □  □  □  □ 1.新奇性 

b.驚奇 □  □  □  □  □ 

a.價值性 □  □  □  □  □ 

b.邏輯性 □  □  □  □  □ 

c.實用性 □  □  □  □  □ 

2.問題解決 

d.易了解 □  □  □  □  □ 

a.基本品質 □  □  □  □  □ 

b.精緻性 □  □  □  □  □ 

3.精進及統合 

c.好手藝 □  □  □  □  □ 

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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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機械－實作評量評分標準說明 

類別 項次 內容 具體說明 

a.原創性 與傳統作品不同 5(優).前所未見專業的設計 

4(佳).相當於專業的設計 

3(普通).接近於專業的設計 

2(稍差).一般性的設計 

1(差).設計不明確 

1.新奇性 

b.驚奇 作品結構的特殊表

現 

5(優).作品結構極佳 

4(佳).作品結構良好 

3(普通).作品結構普通 

2(稍差).作品結構不好 

1(差).作品結構極差 

a.價值性 作品具有的創意 5(優).作品具有極佳的創意 

4(佳).作品具有良好的創意 

3(普通).作品具有創意 

2(稍差)作品的創意較差 

1(差).作品沒有創意 

b.邏輯性 製作構想的完整與

可行 

5(優).敘述詳實且可可行優 

4(佳).敘述詳實且可行性佳 

3(普通).敘述佳但可行性差 

2(稍差).能簡略描述構想 

1(差).無具體構想 

c.實用性 作品所提供的用途 5(優).具有三個完整用途 

4(佳).具有二個完整用途 

3(普通).具有一個完整用途 

2(稍差).具有簡略的用途 

1(差).無具體用途 

2.問題解決 

d.易了解 作品資訊的完整性 5(優).有完整的資料與圖說 

4(佳).有完整資料但圖說不完整 

3(普通).有詳細資料但沒圖說 

2(稍差).僅有概略性的資料 

1(差).沒有任何資料與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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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本品質 作品改良的程度 5(優).作品具有極佳的改良 

4(佳).作品具有良好的改良 

3(普通).作品具有改良 

2(稍差).作品改良情況差 

1(差).作品無改良 

b.精緻性 作品設計的美感程

度 

5(優).作品美感表現優秀 

4(佳).作品美感表現良好 

3(普通).作品美感表現普通 

2(稍差).作品美感表現差 

1(差).作品無美感 

3.精進及統

合 

c.好手藝 作品所呈現手藝的

精良程度 

5(優).作品表現出極佳手藝 

4(佳).作品表現出良好手藝 

3(普通).作品表現普通手藝 

2(稍差).作品表現較差手藝 

1(差).作品表現極差的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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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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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機械」教學－學習意見調查表 

 
班級：六年   班 姓名：        

 
填答說明： 
以下每一題的敘述，表示對於學習「簡單機械」這個課程後的感覺，請你依：非

常同意、同意、中立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意等五個等級來表達你的看法，請

直接勾選起來。 
 
 
 
 
 
1.讓我對簡單機械具有基本的概念．．．．．．．．．．．．□ □ □ □ □ 
2.我喜歡這種教學方式．．．．．．．．．．．．．．．．．□ □ □ □ □ 
3.我對教學內容覺得有興趣．．．．．．．．．．．．．．．□ □ □ □ □ 
4.能啟發我創造思考的能力．．．．．．．．．．．．．．．□ □ □ □ □ 
5.讓我覺得簡單機械很重要．．．．．．．．．．．．．．．□ □ □ □ □ 
6.讓我覺得有成就感．．．．．．．．．．．．．．．．．．□ □ □ □ □ 
7 能培養我對於問題解決的能力．．．．．．．．．．．．．□ □ □ □ □ 
8.讓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見．．．．．．．．．．．．．．□ □ □ □ □ 
9.讓我能夠針對問題找出解決方法．．．．．．．．．．．．□ □ □ □ □ 

10.我們同組的同學能互相討論問題．．．．．．．．．．．．□ □ □ □ □ 
11.我覺得這門課具有挑戰性．．．．．．．．．．．．．．．□ □ □ □ □ 
12.我覺得上這門課所花的精神相當值得．．．．．．．．．．□ □ □ □ □ 
13.我很認真參與討論．．．．．．．．．．．．．．．．．．□ □ □ □ □ 
14.我很認真作課堂的作業．．．．．．．．．．．．．．．．□ □ □ □ □ 
15.同學們能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 □ □ □ 
16.這門課的學習方式，對我很有幫助．．．．．．．．．．．□ □ □ □ □ 

 

對這種教學方式的感想與建議： 

感想：                                

                                   

                                   

建議：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中

立

意

見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附錄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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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十 

 

簡單機械教學之訪談大綱 

1.在教學活動中，你覺得自已跟同組其他同學討論的情況如何？ 

2.在實作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除（克服）這些困難？ 

3.你覺得在教學活動中，是否能增進自己在問題解決的能力？為什麼？ 

4.你覺得在教學活動中，是否能增進自己在生活上的一些創意思考？為

什麼？ 

5.你對自己在教學活動中的整體表現會打幾分（0-100）？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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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十一 

 

實驗組學童在學習意見調表所填寫感想內容 
座號 感想內容 

01 希望下次能夠繼續有這種教學，也藉由老師的講解，讓我更認識「機械」。

02 
我喜歡這種教學方式，不但可以動手做，還可以跟其它小朋友討論，讓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03 我喜歡這種教學方式，讓我能針對問題找出解決方法。 
04 我非常喜歡這種教學方式，經過一些的實驗讓我更了解一些機械的原理。

05 
原來我對簡單機械沒有很大的興趣，上課完後讓我對簡單機械有了基本

的概念。 

06 
原來生活中還有十分多關於輪軸運用，而且實驗十分多，所以課程十分

有趣。 
07 真希望下一次還可以再上像施老師這種課程。 

08 
上完這節課之後，不但讓我知道更多簡單機械具有的概念，也能發揮團

隊合作的精神。 

09 
這次的自然課，動腦的時間變多，思考範圍也更廣了，還有自己動手作

的時間更多了，我覺得很好。 
10 原來我對輪軸概念不清楚，但經過多次實驗讓我清楚它的概念。 
11 可以用自己動手去做也能更了解，也可以和同學一起去研究。 
12 課程有趣，實驗好玩。 

13 
在這次的課程中很有趣，因為可以讓我們實際的做實驗，與同學們一起

討論，而且還可以增加成就感，所以非常有趣。 
14 可以讓我自己做機械，可以討論，讓我感覺機械很重要 

15 
這種教學方式對以前古板在黑板上教學，比較活潑，較有有趣，不會死

氣沈沈。 

16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真的很有趣，除了可以自己體驗製作簡單機械，還

可以和同組的同學能互相討論問題，這門課的學習方式，對我很有幫助。

17 老師讓我們一直做實驗，讓同學們能發揮團隊精神。 

18 
上完了這幾堂課，原本對機械一竅不通的我，因為上了老師的課，使我

對簡單的機械具有基本的概念，而也使我覺得有成就感。 

19 
我覺得這次的教學可以讓我們懂得怎麼做機械的物品，所以我對這次的

機械教學有一點點的興趣。 

20 
以前的課程都覺得無聊而不想深入調查，而這次在一次次的實驗裡慢慢

學習，讓我能慢慢體會中間的道理、概念。使我能以另一種方式專心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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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做完這麼多的實驗，提升了我對機械的了解，在實驗過程中，我會跟同

組的同學互相討論，一起找出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增進彼此的感情，是

一件非常好的事。 

22 
這一單元讓大家學到不少知識和創造不少思能力，讓我有很大的成就

感，希望下次還會再上。 

23 
上完了這個單元後，讓我對機械有了基本的概念，及了解了機械的原理。

做完實驗後，會有成就感。 

24 
親自動手做實驗，不僅能增加自己對機械原理的了解，也能了解實驗過

程，增加團隊默契。 
25 這次的教學活動，可以用操作的方式，讓我對簡單的機械具有基本概念。

26 
上完了這個單元，讓我了解機械的概念和便利。而做完一次次機械的實

驗，更體會到機械的原理。 

27 
我很高興老師讓我們了解這個單元，並且以道具讓我們實際去做，讓我

可以更加的去了解。 
28 這種教學方法，可以促進同學和同學間的友誼，這些課讓我真高興。 
29 我本來就很喜歡機械，希望能多多這樣做實驗。 

30 
講的非常詳細，用電腦教學也不錯，一個一個慢慢說也比較清楚，才不

會搞混。 

31 
在上課時間仍然還有聽不懂的時候，不過只要回家後認真思考，還是能

理解。 

32 
經過這個單元後，讓我知道很多知識。跟同學互相討論，讓我覺得能增

進彼此之間的感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33 實驗能促進思考，也能促進團隊合作的精神，對我們有很大的助益。 
34 我覺得這樣的教學讓我對簡單的機械具有基本的概念，也很有成就感。 

35 
我覺得這次老師能夠讓我們親自用器材，發揮創意做出「簡單機械」的

東西，很好，因為在學習過程中，不僅可以增加友誼，做完時也會很有

成就感，希望以後有機會還可以再學習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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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學童在學習意見調表所填寫建議內容 
座號 建議內容 
01 讓每個人都可以做實驗，體會做實驗的快樂。 
02 希望能早一點下課，也希望能大多做實驗的課程。 
03 老師教得大棒了，根本無從建議，希望涂老師快下課。 
04 下一次有機會可以來教我們學弟學妹，他們一定會喜歡。 
05 希望下次如果還能上機械的課程時，能做更多實驗。 
06 自然課以後還可用這種多元化的方式上下去，這樣較容易去理解。 
07 無。 
08 我希望還能用這種方式來教我們自然課。 

09 
實驗時，每個人都要做，因為一組一組做實驗時，有人努力的做，也有

人拼命的聊天。 
10 可以多加一些實驗。 
11 希望以後在做實驗時，老師能讓我們先做做看，再來說明。 
12 所以有用到齒輪的東西，老師都能拿來給我們看看。 

13 
在做實驗時，希望可以每一組有一個實驗器材，這樣才可以每個人都做

到實驗。 
14 希望老師講課可以講清楚。 
15 希望以後自然課的上課方式，可以繼續用這種方式教下去。 

16 
我覺得，如果老師要發筆記，那麼請將字體放大，否則可能會造成視力

上的問題。 

17 
希望老師可以多講解一點有關機械，也希望老師能重複說機械原理，使

我能更了解。 
18 希望以後的課程能更有趣一些。 
19 希望下一之還可以用這種方法教學。 
20 希望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可以再有多一點這種親自實驗的課程。 
21 希望以後上課也能用這種方法，讓我覺得很有趣，也很了解。 
22 希望可以多做一些機械的實驗。 
23 希望以後還可以繼續使用這種教學方式。 
24 實驗之前要先想清楚步驟，在做實驗時，不要隨便的做。 
25 希望自然課也能像這次一樣，用這麼有趣的操作來講解。 
26 希望老師能重複多解說幾遍。 
27 老師教的令我非常滿意，所以想不出建議。 

28 
希望老師在課堂講多一點有關機械的東西，也希望我們可以有這種方式

上課。 
29 我沒有什麼建議，只希望更有機會來做簡單機械。 
30 老師教的非常好，我沒有建議，完美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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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希望筆記的字大一點。 

32 
希望以後上課也能用這種方式，不但能增同學的感情，也能更了解上課

的內容。 

33 
希望做吊車拼裝時，能每個人都有一份零件，不然都是固定的人在做，

有些人都不做。 
34 希望以後能再用這樣的教學方式。 
35 準時下課、多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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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學童在學習意見調表所填寫感想內容 

座號 感想內容 
01 可以藉由實驗的方法了解簡單的機械及其運用的原理。 

02 
以施老師這樣的上課方式對我們是很好，可以作實驗，也可發表意見，

整組討論這樣才可了解上課內容。 
03 很好玩，讓我對簡單機械具有基本概念。 
04 讓我們都有深刻的知識。 
05 老師實際做給我們看，我們才懂的。 

06 
上這個課我很開心，也讓我對簡單機械有了更一步的認識，對於我要進

鴻海的夢想也有很大的幫助。 
07 我覺得這種教學方式不好，因為老師對我們太好了。 
08 希望有下次，因為我很喜歡上課要有快樂和高興的氣氛。 
09 讓我對簡單機械有了基本概念。 
10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11 這種實驗我蠻喜歡的。 

12 
我覺得這種教學很好，因為可以讓我們知道，什麼是好的，什麼是不好

的，還可以讓我們知道怎麼寫實驗結果。 
13 這個課讓我對機械的構造有了成就感，讓我了解機械簡單的運作方式。 

14 
我覺得老師非常用心教我們，讓我們分組做東西，不但讓我們發揮團隊

精神，還有懂很多東西。 
15 讓我認識簡單機械，更瞭解，增加我的智力，很好。 
16 我覺得上這門課非常好玩，可以做很多實驗。 
17 這門課非常好玩。 
18 我覺得這種方式比涂老師講解反而更有用，再加上有圖片又更加好玩。 

19 
雖然上課時我佷少舉手，問問題，可是施老師卻一一的實際做實驗給我

們看，讓我發現原來的自然課也可以這麼好玩。 
20 用這種方式很有趣。 

21 
這次的教學，我覺得同學都變得同心協力，不會有很多不同的問題，讓

我學到很多。 
22 對於這種教學讓我更清楚的了解「簡單機械」，我非常喜歡這種教學方式。

23 做實驗時，可以一起討論，做完會有許多成就感。 
24 可以讓同學發揮合作的精神。 
25 好玩，做完時很有成就感。 

26 
我們從來沒想過在自然課可以這麼有趣，讓我們對木頭感到有趣。沒想

到短短幾節課，竟能讓我收獲這麼多。 
27 我覺得很好有趣，非常好！ 
28 雖然我覺得簡單機械很難，但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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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喜歡做實驗的時候，很有趣。 

30 
雖然以前很少接觸「簡單機械」這一方面的實驗，但經過這次的課程，

我會學習思考，試著去完成每一個實驗，即使以後用不到，也對這一方

面有了概念，這門課讓我樂在其中。 

31 
謝謝施老師的教導，這堂課上的很好玩，我第一次覺得原來自然課也可

以那麼輕鬆。 

32 
這幾次的實驗讓我感受到大家精神，這個精神就是大家「同心協力」的

精神。 

33 
我覺得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門課程，我覺得還不錯，不過因為我是女生

所以比較不會這些東西。 
34 不好玩。 
35 讓全班能開心上完一節課，也讓班上的歡笑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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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學童在學習意見調表所填寫建議內容 
座號 建議 
01 在做實驗時，不要只有一個人做。 
02 可請施老師把您所講的一些重點，讓我們記下來。 
03 沒有。 
04 多有這些課程。 
05 如果給我們實際切割，以後我們就會操做。 
06 上課時班上有一點吵，希望老師可以嚴一點，其它的都很好！good。 
07 我希望老師能兇一點。 
08 希望老師能兇一點。 
09 都很好，沒有建議。 
10 多多利用。 
11 做實驗的時間可以多一點。 
12 無。 
13 希望老師都以讓學生親自操作，讓他們真正了解如何找到答案。 
14 一切都很好。 
15 都很好了，我沒建議。 
16 我希望課程可以久一點。 
17 老師兇一點。 

18 
我覺得大部份都很好沒缺點，但唯一美中不足的地方是內容，我希望可

再活潑一點，例如：老師和學生有互動。 
19 其實我沒什麼建議，就照原來的就好。 
20 上課要嚴肅點。 
21 希望下次上課能安靜一點。 
22 可以叫我們做記錄。 
23 老師可以讓學生親自操作，才能更深入了解。 
24 可以針對問題找出方法。 
25 上課時，能再讓我們做更多的實驗。 

26 
我希望在這門課的重點部份可以加深我們的印象，加以說明。除了這個，

其它我個人都很喜歡。 
27 希望多做一點實驗。 
28 沒有。 
29 不喜歡上台發表的地方。 

30 
希望老師可以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教導我們，因為當時還有些陌生，透

過這個方式能更深入了解。 

31 
做實驗時，可以多跟學生互動。上課時，可以再活一點，不要太死板，

言語上可以更風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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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這個實驗非常好，沒什麼要建議的。 
33 我覺小的零件要分開，不然很容易就不見了。 
34 好玩一點會更好。 
35 下次希望能再上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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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十二 

訪談紀錄彙整內容 

1.這此次教學活動中，你覺得自已跟同組其他同學討論的情如況何？ 
S1： 不錯，大家都能接納彼此的意見，使小組能以最快的方法找到

解決的辦法。 
S2： 當我遇到疑問或發現錯誤時，我都會和組員進行討論，所以我

認為我們討論很熱列。 
S3： 我和另一個組員溝通不多，大都是我分配工作，偶爾會交換意

見。不過有時也會起爭執，那是因為我們都太堅持自己的主見，

不過一旦成功完成任務後，又和好了。 
S4： 因為平常就都是好朋友，所以合作討論就更容易，分工上大家

都較合得來。 
S5： 有時候會意見不合，但是很快就解決了。 
S6： 我覺得我們討論的內容雖沒有那麼好，不過我們這一組討論得

很認真，經過許多次的失敗後能做出完美的作品。 

 

2.在實作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時，你是如何排除（克服）這些困難？ 
S1： 與隊友討論解決方法及詢問教授來獲得解決的方法。，並多多

嚐試。 
S2： 我遇到困難時，我會先觀察，到底是那裡出了問題，再和同學

討論那邊應該要做修改，要是進行了修改（沒有時間了），我

們就會找老師，詢問老師哪邊要進行修改。 
S3： 先與組員討論，再去問別組，最後問老師。 
S4： 大家就互相合作，試試看問題所在，如果不行只好請求教授。

S5： 自己先想想再試的做做看，如果真的想不出來的時候，再找人

來幫忙。 
S6： (1)碰到困難時，我們會一起討論，從失敗中累積經驗，記取教

訓。(2)如果在碰到不會的問題，就會去請教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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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覺得此次教學活動是否能增進自己在問題解決的能力？為什麼？ 
S1： 可以。因為在活動中，遇到問題時會想辦法解決，在不知不覺

中學到許多解決問題的方法。 
S2： 可以。有了這一次的經驗，如果下一次再遇到類似的事，就可

以運用到這次所學的東西。 
S3： 可以。因為組裝機械，這個過程會遇到許多瓶頸，而自己嘗試

獨自解決問題，正可培養解決問題的能力。 
S4： 或許是很依賴心太重，好像不是靠朋友就是找教授，真是不應

該。 
S5： 可以。因為遇到困難時，我們會盡量的去嘗試，雖然可能會失

敗，不過…「失敗為成功之母」。 
S6： 能。老師總共出了二個作業給我們想，一開始大家幾乎都問老

師，慢慢的我們越來越會自己處理，到了最後我們幾乎都能自

己拼裝和設計程式了，這對我們以後遇到問題會自己思考，對

解決問題是有幫助的。 

 

4.你覺得此次教學活動是否能增進自己在生活上的一些創意思考？為

什麼？ 
S1： 是，之前的作法都是一成不變，但遇到了困難就只好找其他的

方法，幾次下來頭腦也靈光不少。 
S2： 可以。在這一次發現問題，就會不知不覺的想要探討下去，可

能是因為個活動比較有趣，所以下次若有遇到問題時，就會像

這次的活動一樣認真。 
S3： 可以。因為樂高可以有千變萬化的形態組成呈現，而發揮創造

力和思考正可以使問題解決更快解決。 
S4： 因為都是看教授或是找人幫忙，所以創意發揮次數與機會較少。

S5： 是，可以讓我在做一件事時，想到可能有好幾種方法做或解決。

S6： 能，在做塔式起重機時，我們本來沒有頭緒要如何做塔式起重

機，但經過自己的想像力，不斷的思考，最後總算做出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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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對自己在此次教學活動中的整體表現會打幾分（0-100 分）？為什

麼？ 
S1： 85 分，實作的第二項作業有一些小問題減 10 分，上課表現減 5

分。 
S2： 96 分。我在教學活動中學到很多事，有些單元我非常認真，但

始終無法把塔式起重機做得很完美，我們進行了很次的修改而

成功，所以我給我自己 96 分。 
S3： 80 分。因為我很努力地去解決所遇到的問題，我對自己的表現

感覺還好。 
S4： 60 分，雖然表現有點不好，但是有全程參與，我覺得我有學到

東西。 
S5： 90 分。我一直嘗試不同的零件，試著找到最佳的方法以作出最

好的作品。 
S6： 94 分，因為我們雖然分工合作突破了許多關卡，不過到了最後

塔式起重機不太穩，所以給自己打 9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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