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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

造思考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且依據國中生活科技課程設

計「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教學活動。本章共分成國中

生活科技課程特質、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意義、創造力的意

義、創造思考教學的內涵、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等相關資料加

以分析，俾助研究之進行有關文獻之探討。 

 

第一節  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特質 

 

壹、生活科技課程教學 

教育部係在於 1995年頒佈生活科技之課程標準。蔡錫濤

（ 1995）認為課程內容可分成兩大部分傑克森坊工藝課程理論

（ Jackson， s Mill Industri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及科技教育

概念架構（A Concept Framework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再

依國情與教育體系之特性所發展的課程。李隆盛（  

）科技教育是一種以提供學生科技素養為主要目標，以活動

為本位的教學方式，內容涵蓋科技的意義、內涵、演進；科技的

程序、應用與評估；以及科技對人類、社會、文化的衝擊與影響。

因此，中小學的科技教育基本上是全民的科技素養教育。 

一、傑克森坊工藝課程理論（ Jackson， s Mill Industri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 

傑克森坊課程理論定義工藝為探討科技的演進、應用和重要

性以及工業的組織、人員、制度、技術、資源和產品；並融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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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和工業對社會文化之影響的綜合性教育課程。Synder & Hales

（1981）研究發現：其內容是萃取自人類三大調適系統(意識型

態、科技及社會)及人類致力於擴展潛能的四類生產活動(傳播、

製造、營建與運輸)，並包含投入、程序、產生與回饋等四要素

的泛用系統模式，以歷史(過去、現在、未來)、社會和環境為參

考架構，來加以分析與研究。  

二、科技教育概念架構（A Concept Framework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  

科技為人類致力於創造及使用技術、資源與系統所產生的知

識與研究結果，並用來管理自然與人為環境，以達到開發人類潛

能及增進人與人、人與社會及人與文明演進間的關係。 

90年代，科技教育概念架構成為工藝教育的重要理論依據。

該模式是一個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科技課程模式，其中包含人

員、機具、資料、能源、材料、資本和時間，而科技的知識則包

括生物科技、傳播科技、生產科技和運輸科技等四大系統，其理

念則是來自人類的需求與慾望所引發的問題與機會，在透過科技

的程序及運用資源和知識，來深入評估衝擊的效果，最後獲致最

佳的解決方案。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科技教育以傑克森坊工藝課程理論

（ Jackson， s Mill Industri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為基礎技藝

教育，發展延伸至以科技為主的軸的探討課程。科技教育概念架

構（A Concept Framework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以探究科技

的發展與科技問題解決為主要核心課程，試圖建構一個良好的學

習環境。科技教育課程中，學生學習的範圍涵蓋科技發展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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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環境與文化影響的相關知識。因此，國中生活科技課程

內容以傑克森坊工藝課程理論和科技教育概念架構為依據，建構

一套有系統具學科概念課程包含括（一）科技與生活（二）資訊

與傳播（三）營建與製造（四）能源與運輸等四大領域。 

三、科技教育目標 

    科技教育目標主要使學習者瞭解科技的發展與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從探究科技與環境兩者之間的影響，發展正確使用科技

能源及相關的知識。培養學生使用技術與方法，並從創意解決問

題克服未來所可能面對到的社會問題。激發學生的潛能，使學生

在科技社會中能認真負責工作並遵守科技道德規範。   

培養問題解決能力為科技教育的基本概念與目標，科技發展

與問題解決是相輔相成，科技使人類改變生活方式，也改變了解

決問題的方式；科技的進步有賴良好的問題解決方法。因此，科

技的進步是由問題解決經驗累積的成果。 

孫仲山（1999）主張科技素養教育的基本要務，在於為學生

提供生活於現代科技社會中必備的知能，同時更進一步闡述科技

素養課程的內涵選擇，應以生活經驗為核心，並與社會情境相結

合，除了提供多元的學習經驗外，更拓展生活科技教育的內涵。  

研究者認為科技教育提供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創造思考

的能力，透過學習歷程培養學生認識人類利用科技創造了便利，

如何在遇到問題時，能有效發揮問題解決經驗，以生存在未來的

社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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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內涵 

一、課程目標 

    根據教育部1994年頒佈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課程標準」，

生活科技課程目標為：（一）了解科技的意義、演進、範疇、重

要性及其對人類生活和社會文化的影響。（二）能運用基本工具、

設備、材料、產品及相關的程序和方法。（三）認識各種科技有

關的職業和教育訓練領域，並發現本身在科技方面的興趣、性向

與才能。（四）增進在科技社會中生活調適、價值判斷、問題解

決和創意思考的基本能力，以及勤勞、合作、愛群和服務的積極

態度。 

 

二、課程架構 

    生活科技課程表2-1可分為四大領域分別為：（一）科技與

生活（二）資訊與傳播（三）營建與製造（四）能源與運輸」。

孫仲山（1998）認為課程內涵主要在介紹科技的發展、原理及應

用，藉以充實學生適應科技社會的基本能力。生活科技課程是在

教導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科技概念與技術，以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

運用科技的能力。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生活科技教育一方面著重學生科技知

識的養成，另ㄧ方面對於學生的人文科技素養，也積極在培養。

讓學生在面對當今與未來生活中，能達到全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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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國民中學生活科技課程架構 

生活科技 

領  域 單 元 教學內容 

科技的意義 
科技源起與發展 

科技的演進 科技與生活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 科技與生活的關係 

資訊與傳播概說 
資訊與傳播系統之探討 

電腦應用 

識圖與設計 

圖文傳播 

資訊與傳播 

傳播的表達方式 

電子傳播 

營建系統之探討 營建概說 

營建與生活 住家設備使用與維護 

製造系統之探討 製造概說 
營建與製造 

製造與生活 常用器具之設計與製作 

能源與運輸系統之探討 能源與運輸概說 

能源之運用 能源與動力 能源與運輸 

人類的運輸方式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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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意義 

壹、多媒體的定義 

    多媒體（Multimedia）為結合各種靜態與動態媒體可以增進

教學活動的效果。隨著科技的進步與資訊技術的變化，多媒體也

被廣泛的定義: 

Bove and Rhodes（1990）多媒體結合多種媒體如聲音、文字、

影像、動畫與圖形的整合。 

Ainbron and Hooper（1990）  多媒體以電腦為中心的合體，

它能處理文字、聲音與影像等資訊。  

Kuo（1995）多媒體進入數位化時代，能呈現文字、資料、

影像、聲音、影像成為數位化的資訊。 

計惠卿（1996）Multimedia就是多種的媒體的意思。  

Jamese.Shuman（1998）多媒體是一個建構在電腦上，且結合

文字、圖片、聲音、動畫及視訊等元素的互動溝通過程。 

鄒景平、侯延卿（1998）多媒體結合許多媒體訊息，是一個

溝通傳輸的過程。 

吳鼎武（1999）多媒體電腦之運作，可將其資訊透過網路連

線，以便將其數位訊號傳出及載入等運作。資訊科技整合文字、

圖表、動畫、音樂、等資料，進行數位化統整運作。 

McGloughlin（2001）電腦綜合各種媒體元素，並呈現互動的

方式。 

    透過上述定義可以了解多媒體元素的多元化、多樣性及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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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運用來營造訊息傳達方式建構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與上課情

境。 

    多媒體定義所代表的，是指媒體不再侷限訊息本身的內容與

型式。尤其是在電腦科技發達的今天，只要能透過科技將多種的

訊息來傳達與呈現內容，即是多媒體本身代表的主要意義。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今日多媒體已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透過數位化的資訊與訊息傳遞，使得訊息呈現的各種不同

的形式，藉由這種形式，可以達到訊息的互動與傳遞。 

 

貳、電腦輔助教學 

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簡稱CAI），

戴建耘（1995）認為電腦輔助學習系統是融合現代科技與教育工

學的結晶，以電腦及課程軟體為工具，藉由電腦在教學上所能發

揮的功能，以輔助教師執行教學的一種教學方式。多媒體電腦輔

助學 (Multimedia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MCAI)乃是利用

多媒體之特性，針對學習者的需求與個別差異，依學習內容及目

標所建構而成的教學軟體學習系統。戴文雄（2000）學習理論大

都以認知主義、行為主義及建構主義為依據。「多媒體電腦輔助

教學」乃沿襲過去的電腦輔助教學，運用多媒體與電腦科技整

合，將彩色文字、圖形、影像、動畫和聲音等不同媒體整合成為

教材內容，以進行個別化的教學工作。 

本研究中所採用的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工具為多媒體電腦

輔助教學檔案主要目的以輔助生活科技課程領域知識的學習。課

程使用Microsoft office Power Point軟體，教學檔案整合國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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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課程、多媒體、電腦科技與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方法、技巧

運用在一起，利用聲音、圖片、影像、文字、動畫等視覺化的呈

現，以提供學習者良好的教學情境。 

第三節  創造力的意義 

心理學研究及教育學家認為「創造力」是一門重要的研究學

問。本節就創造力之定義、創造是一種思考能力、創造是一種心

理歷程、創造是認知結構改變的結果及創造是一種人格特質的表

現來加以探討。 

中外學者對「創造力」一直無法用一個解釋來完全詮釋創造

力的意義，說明如下： 

壹、國內學者詮釋創造力的意義 

一、毛連塭（2000）是人類一種創造的能力，也就是創造出前

所未有的事物或想法。 

二、吳靜吉（1988）一個新的觀念或原則，或是思想體系，或

是個故事，只要是能夠同時解釋二個原本無關的東西、觀

念、故事，而產生新的關聯或意義。 

三、陳龍安（1999）指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結合敏覺、流暢、

變通、獨創、精進的特性，透過思考的歷程，對於事物產

生分歧性的觀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不但

自己也使別人滿足。 

四、林幸台、王木榮（1994）創造力是一種高層次心智的天賦

潛能，它能在個人、家庭、學校、社會文化等環境支持或

刺激條件下，針對某項特定目標，於連續的創造歷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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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型式作品呈現出具有流暢、變通、獨特、開放、精

進、冒險、好奇、想像、挑戰等創造特質。 

五、李錫津（1987）創造性人物，以其原有的知識為基礎，發

揮其好奇、想像、冒險、挑戰的人格特質，運用其習得的

創造技能，透過慣用的創造歷程，表現出流暢、變通、獨

特、精進的能力，獲得新穎、獨特、稀奇、與眾不同，以

及利人利己的觀念、行為或產品的總和。 

六、張玉成（1984）思考運作的過程中，保持新奇求變，冒險

探究的精神，並表現出敏覺、流暢、變通、獨創和精華等

特質。 

七、湯誌龍（1999）個體接受內外在需求的刺激，以既有的知

識與經驗，經長時間持續性的思考後，組合出個體本身前

所未有的、多樣的、獨特的、實用的且具有價值靜態或動

態的反應之能力。 

八、賈馥茗（1976）利用思考的能力，經過探索的歷程，藉敏

覺、流暢與變通的特質，做出新穎與獨特的表現。 

貳、國外學者詮釋創造力的意義 

一、Adams（1998）它是結合舊經驗或融合各種事物的概念，

同時也是啟發人類獨立思考、好奇心及創新的一種能力。 

二、Amabile（1997）能產生新奇的、適當的、有用的、正確的

和有價值產品的能力。 

三、Dennard（2000）是一種可產生、變成與先前不同產品的新

事物，以及延伸擴展或改良產品應用知識基礎的能力。 

四、Evans（1991）創造力是去發現新關係的能力，能了解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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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主軸，是從已有的二個或二個以上中心的概念組合成

新的概念，且是一種想法、產品、顏色、圖案、文字等的

新組合。 

五、Taylor（1987）將零碎或無關的訊息組合成新產品的能力。 

六、Guilford（1985）個體產生新的觀念或產品，或融合現有

的觀念或產品而改變成一種新穎的形式。 

七、Michaly（1999）創造力是個人、學問和知識領域三者互相

激盪的結果，缺一不可。所以，創造力是個人的、文化的，

同時也是社會的產物。 

八、Perkins（1988）創意的結果應是獨創與適當的，且不斷地

產生例行創意結果的人。 

以上定義說明，研究者資料整理：陳龍安（1999）、李錫津

（1987）、毛連塭等(2000)、湯誌龍（1999）、Dennard（2000）

等學者。 

綜合上述所言，研究者認為創造力是從人類以往的經驗中，

為解決問題所產生的獨特方法，從舊經驗融合各種概念，同時引

發個人獨立創造思考及創造新事的能力，利用創造思考的能力，

經過各種探索的過程，藉由敏銳的觀察與仔細的思考，做出創新

且獨特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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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造思考教學的內涵 

創造思考教學是由創造力原理發展而來，教師將創造力運用

於教學活動中，配合教學方法，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本節就依

其意義、原則與教學策略加以探討。 

壹、創造思考教學的意義 

毛連塭（1984）認為創造思考教學是教師透過課程的內容及

有計畫的教學活動，以激發和助長學生創造行為的一種教學模

式。教師透過教學活動融入不同的教學方法，配合創造思考的教

學策略和方法，引導學生學習、討論、與腦力激盪反應、問題解

決等，循序漸進學習。 

吳明雄（1994）指出在嚴謹而固定的學習中加入一些與課程

相關的創造思考的策略，使原有的課程變得生動活潑，相對地提

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讓枯燥乏味的課堂上增添些許潤滑劑，如

此更能提昇學習成效。 

Baldwin（2001）研究發現：學生從原有的課程中去發現、尋

找答案，同時也從這些問題中進一步去假設、反思與創造不同的

反應，如此一來，除了能訓練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外，更能從多

角度問題覺察養成學習獨立研究的興趣。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在課程中融入不同的創造思考教學策

略，讓學生更能表現自己，盡情發表自己的想法，在融洽的教學

環境中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並激發學生不同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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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造思考教學的原則 

創造思考教學活動的原則，希望讓學生能盡情的發揮想像

力，以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為宗旨。而教師在實施教學時，也

能與學生培養良好的互動關係，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

兼 顧 全 體 學 生 的 感 受 ， 讓 學 生 都 能 全 程 參 與 並 充 分 討 論 。

Feldhusen（1980)提出十項原則：1.鼓勵學生提出不平凡的想法

和回答2.接受學生的錯誤及失敗3.接受學生的個別差異4.讓學

生有時間充分思考5.營造師生間、同學間相互尊重接納的上課氣

氛6.仔細觀察創造的每個層面7.鼓勵學生正課以外的學習活動8.

傾聽並與學生相處和諧9.讓學生每個人都能快樂的享受課程氣

氛10.鼓勵每個學生都能參與討論。 

陳龍安（1994）綜合其他學者(Feldhusen，1980; Timberlake， 

1982；Williams，1982；Torrance，1965；簡茂發，1981；Callahan， 

1987)歸納出七項創意性思考教學原則：1.提供自由、安全、和諧、

相互尊重的氣氛；2.讓學生在輕鬆中學習，但保持「動而有節」

的原則，既不太放任，也不會過於嚴肅；3.重視學生所提的意見，

並增強各種與眾不同的構想；4.鼓勵全體學生都參與活動，並能

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與興趣；5.讓學生從錯誤中學習，從失敗中

獲得經驗；6.鼓勵學生有嘗試新經驗的勇氣，多從事課外的學習

活動，養成獨立研究的習慣；7.讓學生充分利用語言、文字、圖

畫…等方式，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展示自己的作品，教師並能

分享全班同學創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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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在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活動時，學生為

教學活動的主體，搭配不同創造思考教學課程，鼓勵學生嘗試參

與不同學習活動，在自由與相互尊重的氣氛中，充分發表想法。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重視學生的各種意見，並適時引導學生各種

創新的想法。 

參、創造思考教學策略 

陳龍安（1993）認為創造思考教學乃是利用創造思考的策

略，配合課程，讓學生有應用想像力的機會，以培養學生流暢、

變通、獨創及精進的思考能力。創造思考教學配合生活科技課程

中最能表現出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引導學生認識工作社會，發揮

自己的創意。常用的創造思考教學策略: 

一、腦力激盪術(Brain Storming) 

Osborn於1937年倡導了腦力激盪術(Brain Storming)，這主要

是利用集體思考的模式，讓學生腦力激盪，並規定於一定時間

內，經過小組討論與意見分享後，彙整成新的創意、構想的創造

性思考方法，在教學活動中，學生分成小組方式上課，每小組約

六人，透過集體討論激發更多的創意。例如：「水力可提供那些

便利？」 、「塑膠對大自然造成的影響有那些？」等，皆可透

過集思廣益的方式，傾聽學生的想法，進而激發更多、更好的創

意。 

二、六六討論法(Phillips 66 Technique) 

腦力激盪法為此創造思考教學策略的基礎，教學活動方式以

班級學生為主體，將學生分成小組討論，每組六人，小組討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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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六分為限，每人輪流一分鐘，綜合所有討論結果互相分享構想。 

三、希望點、缺點列舉法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每一事物都有正反優與缺點，希望點、

缺點列舉法就是讓學生可從既有的事物中，列舉自己所觀察物品

的各特性，進一步著手改善產品，增進產品功能的多樣化及用

途。例如：安全帽缺點有那些?如何改善缺點？更好的方式為何？ 

四、心智圖法(Mind Ｍapping) 

心智圖法是一種激發學生思考為策略，整合資料成有效資訊

的創意教學方法，也是一種將想法轉化成圖形的思考策略。包含

以文字、圖形、線條、數字、符號等方式，將腦中的構想繪畫成

為一幅心智圖（Mind Map）。讓學生盡情發揮自己的創意，擴散

性思考訓練方式，讓學生的聯想力有層次一層一層架構起來，並

刺盪腦力，發揮最佳創意。 

五、六Ｗ檢討法 

六Ｗ檢討法是對一種原有的產品或事物，分別為1.為什麼

(why)，2.做什麼(what)，3.何人(who)，4.何時(when)，5.何地

(where)，6.如何(how)，六個層面來思考與改善，可藉由六個層

面找出事物缺點與優點。依照不同問題的性質，引發學生的巧思

與創意，此種方法可以培養學生從不同的的角度去觀察、分析事

物，盡可能避免學生思緒只侷限於某一部分，並探究事物的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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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核表法(check-list) 

Osborn(1953)提出七十三項關於「方案衍生問題」。由表上

所列出的項目，根據此逐一核對、尋找共同點、解決問題的方法，

以增加構想的完整性。檢核項目如：能否改善做為其他用途、能

否重新組合、是否合適、能否改變、可否擴張、可否替換等項目

讓學生逐一檢視，找出最佳的解決問題方法，進而轉化成新的構

思，創造出新的發明。 

七、屬性列舉法 

由Crawford(1954)認為每件事物皆皆有密切關聯。教學活動

實施的方式，先讓學生盡可能全程參與討論，並與同學分享經

驗，討論時，教師列舉一些問題與解說事物的基本概念來引導學

生，然後由學生提出各種改進的方法，透過集體構思，能對品產

提出更多新點子與想法。以交通工具機車的為例，學生列出機車

的優點，如省油，停車方便，價錢便宜等，教師適時引導學生。

再由學生盡情的發表自己的想法。 

八、自由聯想技術 

由教師提出一個問題，激發學生的聯想力，藉以尋找事物間

新的關聯，創造出自己的新發明。 

九、激發法  

多層面巧思事物的新屬性，並引發學生求知的慾望;進而觀

察發現新知識與創意。 

十、習慣改變法 

習慣思想會引發學生學習的障礙，改變以往的經驗與處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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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對生活周遭事物的敏感度。 

十一、創造過程分析法 

引導學生認識創造力成功的基本條件，並說明由傑出的創造

力人物優點與歷程，使學生實際瞭解創造發明與解決問題過程。  

十二、視像法 

以電腦科技呈現各種創造思考教學策略，透過對多媒體的各

種文字、圖片、動畫等效果，來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十三、細目分析法 

教學活動是以表單方式，將產品細部分項，如長寬、厚薄、

粗細、顏色、形狀、材料、價格等，使學生能運用巧思仔細將產

品分類藉以增加學生思考的周延性與完整性。例如:將書桌的長

寬、形狀、顏色、材料、價格等以表單方式做分類，從每個項目

中去分析它的優點與缺點，並提出最佳的改良方法。 

十四、合成聯結法 

提供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產品或物品，讓學生思考與聯想，從

學生的相互討論中，激發出更多的創意。 

十五、創造性問題解決法(CPS) 

Parnes（1967）所發展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法，此方法可分為

六大步驟，包括:找出頭緒、資料搜集、找出問題、尋求更多想

法、發現結果、釐清與接受，讓學生依步驟逐項思考，面對問題

能思考更仔細思緒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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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創造思考教學的策略，研究者認為有效選擇創造思

考教學策略，才能有助於學生創造力的培養。本研究所使用的創

造思考教學策略有腦力激盪法、六六討論法、視像法、習慣改變

法、六Ｗ檢討法、自由聯想技術、創造性問題解決法、細目分析

法、合成聯結法、創造過程分析法、激發法、屬性列舉法、查核

表法、心智圖法、希望點、缺點列舉法等。   

肆、創造性問題解決的特質 

Hong(1998)根據Osborn(1993)的問題解決過程,明確地劃分

為：1. 發現問題(problem finding)；2. 發現事實或原因(fact or 

reason finding)； 3. 發現看法或意見(idea finding)；4. 發現解

決 的 方 法 (solution finding) ； 5. 發 現 可 被 接 受 的 程 度 

(acceptance finding)。故其將問題解決概略分為：問題假設、蒐

集相關資料、資料的分析、具體化的問題解決方法與執行、問題

解決的事後評估等方面，可繪製為圖2-1所示之問題解決的歷程。 

 

圖 2-1 問題解決歷程的基本架構，資料來源：Hong(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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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連塭（1987）以美國學者 Parnes 創造性問題解決的觀點，

將教學過程分為發現困惑、發現資料、發現問題、發現構想、發

現答案及尋求接受等五個步驟，如圖 2-2 所示。 

 

 

圖 2-2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模式  

資料來源：毛連塭（1987）  

張春興(1996)認為問題解決是指個人在面對問題時，綜合運

用知識技能以期達到解決問題目的的一連串思維歷程活動。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問題解決需從問題的發現開始，以步

驟逐一找出關鍵點，運用知識與智慧，以尋求能接受解決問題的

結果，過程中要仔細評估解決問題的得與失，並從過程中學取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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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 

本節將探討國內外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分析相關教學活

動資料，規劃多媒體創意思考教學方案，發揮創意教學方法、技

巧與目標，以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與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為目

標。 

壹、國內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 

王裕方（1998）在「電腦態度與學習績效的影響因素探討一

中學生網頁製作教學的實地實驗研究」中，研究對象為國中學生， 

研究結果：學生不會因學習風格不同而造成電腦態度差異，學習

績效差異在學生電腦態度、學習信心、對課程焦慮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 

郭文金（1999）在「國小五年級學生運用電腦軟體 G.S.P．

學習比例問題成效之研究。」中，研究對象為國小五年級學生，

研究結果：學生學習成效面，實驗組學生明顯著優於控制組學

生，實驗組高成就的學生學習成就明顯優於控制組高成就的學

生。 

游政男（2001）在「學習風格與超媒體網頁架構方式對學習

鐘擺週期之影響」中，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生，研究目的在探討超

媒體網路的學習環境中，教材架構方式與個人學習風格對學習所

得與學習維持的影響。研究結果：學習風格在學習成就上，有明

顯的差異，同化者於後測顯著優於高於收斂者，而學習風格在成

績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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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靖（1998）在「以 CAI 探究高一學生學習顯微鏡操作基

礎科學過程技能之研究」中，研究對象為五位學生高中學生，研

究發現:本研究為個案研究，運用 CAI 顯微鏡教學顯著優於傳統

實驗教學。 

巫靜宜（2000）在「比較網路教學與傳統教學對學習效果之

研究－以 word 2000 教學為例」中，研究對象為大學生，網路教

學組在學習自信度顯著優於傳統教學組，網路教學組在學習風格

上，沒有明顯差異，網路教學組與傳統教學組之學習成效並沒有

明顯差異。 

吳世清（2001）在「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創造思考教學」中，

研就對象為國中二年級學生，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創造思考教學

實驗組在創造思考能力圖形、語文、創造性問題解決分數顯著優

於控制組，在高低學學業成就上，並沒有明顯差異。 

李忠勇（2001）在「多媒體電腦教學策略對高職資訊科學生

基礎電子實習學習成效之研究」中，研究對象為高職資訊科學生

兩班共 46 人，分別探討學習成效以電腦輔助教學與傳統式教學

做「基礎電子實習」做分組，研究結果：電腦輔助教學組在學習

成就上顯著優於傳統教學組，電腦輔助教學組在學習態度上顯著

優於傳統教學組。 

李錫津(1987) 在「創造思考教學對高職學生創造力發展之

影響」中，研究對象為高中高職部一、二年級學生，合計 356 名

學生進行一學期的國文科及水彩、攝影、平面設計融合式創造思

考教學，發現:一、實施以國文科的創造思考教學，具增進圖形

創造思考能力之成效。二、實施以水彩、攝影、平面設計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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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創造思考教學可增進語文創造思考能力之成效。三、實施

以水彩、攝影、平面設計為教學內容的創造思考教學未具有增進

圖形創造思考能力之成效。四、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有助於提高

學生的學業成績。五、師生均喜歡融合式創造思考教學。 

張玉成(1983)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對象，運用教師發問技巧

之改進，對學生創造力之發展實施實驗教學，獲得下列成果:一、

實驗組學生創造思考測驗之得分，在「流暢力」、「變通力」及

「獨創力」均優於控制組。二、實驗組之學生學業成績亦不因實

驗而降低，且此種教學法受到學生的喜愛。 

賴美蓉(1991)在「創造性英語教學策略對國小資優學生創造

力和學業成績之影響」中，研究對象國小二年級學生，實驗組接

受十五週創造性英文教學策略之訓練，控制組則實施傳統教學，

發現:一、實施創造性英語教學策略，有助於國小資優班學生語

文和圖形創造思考能力二、實施創造性英語教學策略，不會影響

到學生的學業成績。三、創造性英語教學策略深受學生喜愛。 

貳、國外創造思考教學相關研究  

Chou & Wang (1988) 「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style and 

training method on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WWW 

homepage design training」，研究對象為高中學生，研究發現會

影響電腦學習效能的分別是資訊處理學習方式與訓練方式 ，其

他的訓練方式學習風格並無顯著差異。 

Bostrom，Olfman & Sein(1990)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style in end-user training」，研究對象為大學生，研究發現抽象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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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學習者之學習績效顯著優於具體經驗學習者，在不同學習風格

中抽象概念學習者與具體經驗學習者，學習效果明顯差異各有不

同。 

Fames, Noller & Biondi(1977)「問題解決題材之教學: 

運用腦力激盪法、檢核表、分合法」，研究對象為大學生一年級、

二年學生，研究結果實驗組創造思考能力顯著優於控制組。 

    Hamza & Nash (1996)「建立與培養學習環境以題創造性思

考與問題解決技能之研究」，研究對象為美國社區學院學生，研

究結果發現教師應以下列因素建立教學方法：教室氣氛、教師個

人特質、教室管理、師生問交互作用。  

Tan(2001)「對於新加坡教師「教學活動有益創造力培養」  

之認知調查」中，研究對象為小學教師，研究結果發現小學教師

認為有益創造力的教學活動:構建某物、戶外教學、提出新意見、

進行專題研習可培養獨立創思能力;遊戲教學活動可引起學生的

創思學習動機。  

    Cheung(2003)「對香港中文教師創造力的觀點進行比較」

中，研究對象為小學教師，研究結果發現教師認為創造力的定義

最重要的是想像力、有靈威、具原創的想法;另需有教學策略來

提升創意寫作技巧。  

研究者認為分析國內外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研究後，可知創

造思考能力可藉由教學策略與訓練方式培養，教師透過適當的選

用教學方法，完善的規劃才能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以符合學

生的需求。由於傳統的教學方案，因環境因素的影響與條件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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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成效未必良好，但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

思考教學方案的實施，整合電腦科技，營造師生良好的上課氣

氛，更加能有效提昇學生創造思考能力訓練與應用。本研究使用

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有大的差異，希望

利用實驗教學方式，將創造思考內涵融入電腦科技教學活動課程

中，觀察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習效果差異，分析對學生學習的影

響，研究結果可做為生活課技教師課程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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