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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三學年度，臺北縣樟樹國中一年級學生，進行

實驗教學，此國中位於汐止市，班級總數共 4 8 班，均為男女合

班方式，實驗教學依據準實驗研究設計採不相等前後測控制組設

計，由研究者任教一年級兩個班級，隨機分派，以班級為單位，

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為本實驗研究學生樣本（表 3-1），實驗組

實施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的課程，控制組

實施一般生活科技課程教學課程，課程設計以一年級生活科技課

程為主，每週二小時，實驗教學為期十二週，實驗組與控制組上

課時間均為二十四小時，實驗組與控制組均由研究者擔任教學。 

表 3－1 實驗研究學生樣本 

組  別 男生 女生 總人數 

實驗組 19 17 36 

控制組 18 18 36 

總  計 37 35 72 

 

第二節   研究設計 

壹、設計方法 

    本研究為準實驗研究法，主要在考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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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不相等前後

測控制組設計」，實施實驗教學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均接受

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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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之前測，實驗組接受「國中

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控制組接受一般一年

級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實驗教學課程結束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

生均接受進行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與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之後測，

以探討學生創造思考能力進步情形。研究設計模式如表3-2所示： 

 

表 3－2 不相等控制組設計 

組別     學業成就 前 測 實驗處理 後 測 

實驗組 高、低 Y1 X1 Y3 

控制組 高、低 Y2 X2 Y4 

 

Yl、Y2：表示兩組學生在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拓

弄思創造思考測驗、吳世清（ 2001）編創造性問題解

決能力問卷（一）之前測分數。   

Y3、Y4：表示兩組學生在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拓

弄思創造思考測驗、吳世清（ 2001）編創造性問題解

決能力問卷（二）之測分數。  

Xl：示「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  

X2：表示學校採用版本生活科技教學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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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變項 

    本研究依據研究設計至於詳細架構，如圖3-1所示。自變項下

列說明： 

 

 

自變項                               依變項 

 

 

 

 

 

       

 

  

 

 

 

 

 

圖3-1 研究架構圖 

 

多媒體電腦輔助

創造思考教學 

傳統教學 

高學業成就 

低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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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變項： 

（一）教學活動：教學方法分為創造思考教學與一般教學法，

實驗組學生實施「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

考教學」；控制組學生未實施創造思考教學，只實施學

校採用版本生活科技教學課程教學。 

（二）學業成就：高、低學業成就學生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

期第一次月考各科綜合成績來區分，高學業成就學生為

分數高於全班平均成績以上者；低學業成就學生分數為

低於平均數以下者。 

二、依變項： 

（一）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後測分數：在「人」

字及「竹筷子」測驗，學生所得各項分數。 

（二）吳世清（2001）編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後測分數：創造

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測驗，學生後測所得各項分數。 

（三）作品檢核表分數：作品檢核表學生所得各項分數。 

三、共變項：  

（一）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 （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 簡稱TTCT）前測分數：在「平行線」字及

「空罐子」測驗，學生所得各項分數。  

    （二）吳世清（2001）編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測驗前測分數:

在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測驗前測，學生所得各項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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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研究之工具可分為（一）「自編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

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課程」；（二）括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

考測驗（三）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四）吳世清（2001）編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

問卷（五）作品檢核表（六）學習反應調查問卷等進行教學。以

下依序說明研究工具性質與編製流程。 

壹、自編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課程 

一、文獻資料蒐集與彙整 

本研究「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課程

是依據文獻蒐集生活科技課程目標、創造思考教學活動之方法、

策略、技巧設計、日常生活發明實例、電腦軟體。 

二、訂定課程學習目標 

依據文獻蒐集彙整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目標，包

括: 

    (一)讓學生探究與體驗科技演進的歷程。 

    (二)使學生認識與瞭解科技發展的概念。 

    (三)讓學生認識與瞭解問題解決的步驟並體驗人類如何運

用科技來解決問題。 

    (四)讓學生認識與運用創造思考的方法。 

    (五)讓學生認識與瞭解溝通傳達的方法。 

    (六)讓學生認識與瞭解輔助媒體的應用及管理。 

    (七)使學生認識與瞭解科技正負面的影嚮。 



 39

    (八)使學生認識與瞭解科技發展的未來取向。 

三、教學內容 

研究者採用國中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小組評選用之版本  

用書，該版本用書已經過國立編譯館審訂合格，作為本研究融入

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的教學依據。教學單元分成：（一）

科技的源起與演進（二）解決問題的方法（三）傳達構想的方法

（四）科技的展望等單元，教學方法以問題為導向方式進行教學

並適時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四、完成教學課程編製 

教學活動安排教學方法、教學進度表、教學資源、創造思考

教學方法進度表（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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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目分析法等教

學方案。  

表3-3  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進度表 

週次 教 學 內 容 創造思考教學策略 

一 
科技進步的推手 

－科技源起 

腦力激盪法、六六討論法、習慣改變

法、視像法、自由聯想技術   

二 
科 技 進步 的 推 手

－猜猜我是誰 

腦力激盪法、自由聯想技術、視像

法。  

三 
科 技 的方 法 － 解

決問題的方法  

視像法、腦力激盪法、創造性問題解

決法、希望列舉法、創造過程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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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進度表（續） 

四 
解 決 問題 的 方 法

－跳傘大賽 

創造性問題解決法、視像法 

五 
解 決 問題 的 方 法

－繪製圖表 

視像法、希望列舉法、六六討論法、

腦力激盪法 

六 
解 決 問題 的 方 法

－存錢有道 

創造性問題解決法、視像法、六Ｗ檢

討法 

七 
傳 達 構想 的 方 法

－創意發表會 

組合、創造發問技巧-如果、六六討

論法、習慣改變法、視像法。 

八 
科 技 的展 望 － 廢

物再利用 

視像法、自由聯想技術、激發法、六

Ｗ檢討法、心智圖法 

九 
實作教學 

－造型相框 

綜合應用 

十 
實作教學 

－造型相框 

綜合應用 

十一 
實作教學 

－造型相框 

綜合應用 

十二 
實作教學 

－造型相框 

綜合應用 

 

五、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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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整合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多媒體、電腦科技與創造思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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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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內

容上，課程編序結構較為嚴謹，以避免學生因過多的資訊，而迷

失課程的學習目標。圖3－2「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

思考教學」課程建構模式。 

 

 

 

 

 

 

 

 

 

 

 

圖3－2「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課程建構模式 

 

六、教學內容的呈現方式  

教學單元以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策略搭配

網際網路線上主題式討論等，依不同的學習單元，採用各種創造

思考教學策略方式呈現，課程分為靜態的知識呈現與動態的單元

教學活動兩種類型進行教學。 

 

國中生活科技課程  

 

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

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  

多媒體電腦科技 

創造思考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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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知識的呈現方式: 

科技相關知識非常多，富有很重要的背景知識需要學生學

習，因此，可善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的特點來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從不同觀感來學習科技的概念，單元中加入腦力激盪創意教

學方法讓學生能充分發揮團隊精神集思廣益，提出最佳創意，將

自己的巧思與創意運用在日常生活，且又能在輕鬆愉悅的上課情

境中，感受學習的樂趣。每個教學單元主題，都設計新穎、柔和

的主題背景並搭配背景音樂，以期引起學生嬉戲的心與童稚的心

快樂的學習。課程中每個單元都結合創造思考技法中的視像法

法、腦力激盪法與綜合創造思考法技等方式，以豐富學習內容，

教學內容大多由教師使用單槍投影機與中央廣播系統並用引導

學生進行教學活動，學生可透過網際網路蒐集各種不同科技資

訊，並於教師指定網頁中主題討論區發表自己創思。  

1、視像法：依單元教學內容不同，可分為圖片文字概念的介

紹、與動畫、影片的欣賞。  

(1) 圖片文字概念的介紹: 

由於科技進步的推手單元課程較具體、抽象，而利用圖片與

適時加入文字說明可將單調的內容變的更活潑生動，除了以文字

說明與圖片影像的表達並搭配背景音樂，使課程內容能更豐富。  

(2) 動畫、影片的欣賞: 

課程中會配合各單元觀看科技源起與演進的教學影片，藉由

實際的影片觀看與腦力激盪，引導學生運用巧思在日常生活情境

中，讓學生能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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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題式問題討論與腦力激盪 : 

主題式問題討論是將學習內容以透過腦力激盪活動呈現，課

程中準備適當學生的題目，以分組教學方式，讓學生發揮團隊合

作精神以激盪出不同的創意，學生也可藉由網路上蒐集資料找到

不同的答案，而教師問題的設計與活動進行都採創造思考教學的

原則，（1）禁止學生間的批評（2）讓學生自由聯想異想天開（3）

創思越多越好（4）組合找出最好的構想。教學進行中，題目沒

有固定的答案。例如:第一單元中的活動－「科技的源起與演進」

是問主題式問題討論與腦力激盪的實例。  

(二)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  

生活科技課程基本知識以文字、圖片、影音的方式呈現使課

程生動活潑，學生可操作電腦透過網路與同儕分享自己創思。本

研究的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材每個單元都設計學生創意

思活動，教學活動內容以生活科技第一冊為主，並配合創造思考

策略、技法，規劃以學生活動為主體的手腦並用的動態學習活

動。主要的活動內容可分為三類: 

1、小組集體思考腦力激盪: 

例如: 科技進步的推手單元－飛蛋在天活動，讓每組學生提

出創意，並經過構想產生階段、構想評價階段產生出最佳創思與

具體作法。  

2、電腦網路資料蒐集與問題的回答: 

例如:問題解決的單元活動「利用電腦網路資源搜尋有關「降

落傘」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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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上創意分享: 

透教師網頁討論區，由教師準備適當題目提供學生創思方

向，每位同學均可透過討論區分表自己的想法，在經由全體學生

票選出最佳創意，教學進行中營造和諧快樂的氣氛讓同學盡情發

表自己的想法。  

七、作品設計與製作  

作品製作整合各單元創意思考策略，讓學生運用問題解決步

驟，透過電腦資料蒐集、構想產生、構想評價等過程後，開始動

手製作，發揮所學創意技巧完成作品製作。  

 

貳、吳靜吉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一、測驗內容 

    吳靜吉（1998）以Guilford及Torrance的理論為基礎，新編創

造思考測驗包含新編語文創造思考測驗(竹筷子)、新編圖形創造

思考測驗（人），本測驗使用於後測，測驗時間皆為10分鐘，施

測前須作測驗說明，新編語文創造思考測驗(竹筷子)， 施測後

可得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三項指標分數；新編圖形創造思

考測驗（人），施測後可得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四

項指標分數。 

二、信度分析 

  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信度分析可分為評分者信

度與再測信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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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分者信度 

  吳靜吉 (1998)分別評分、閱讀二十份學生測驗結果後，以肯

德爾和諧係數（Ｋendall coefficint of concordance）作為評分者信

度指標，新編圖形測驗（人）評分者信度為流暢力 .98、變通力 .97、

獨創力 .94、精進力 .79；新編語文創造思考測驗 (竹筷子 ) 評分者

信度為為流暢力 .96、變通力 .97、獨創力 .93，由此可知評分者信

度很高。  

(二)再測信度 

    吳靜吉 (1998)於該測驗後，相隔三至四個月時間，以相同題

目、相同受試者實施測驗的再測信度為新編圖形測驗（人）的流

暢力 .60、變通力 .54、獨創力 .42，精進力為 .52；新編語文創造思

考測驗 (竹筷子 )的流暢力 .46、變通力 .44、獨創力 .34，均達 .001

顯著水準，顯示再測信度穩定性尚可。  

三、效度分析  

    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以「拓弄思圖形創造思

考測驗甲式」之「線條」活動為圖形效標，「拓弄思語文創造思

考測驗乙式」之「空罐子」活動為語文效標。所得新編語文創造

思考測驗 (竹筷子 ) 與拓弄思語文創造思考測驗乙式」之「空罐子」 

相關為流暢力 .70，變通力 .62，獨創力 .08；圖形創造思考測驗（人）

與「拓弄思圖形創造思考測驗甲式」之「線條」相關為流暢力 .75，

變通力 .50，獨創力 .57，精進力 .39。吳靜吉（1998）認為內容效

度同時預測效度與建構效度，大致與創造的理論相輔。因此，雖

然不高，但尚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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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  

一、測驗內容 

    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TTCT）可分成圖形測驗及語文測驗兩

個部份，在圖形測驗方面為數條平行線條構成，本測驗使用於前

測，測驗時間為10分鐘，施測前須作測驗說明，且圖形中一定含

有平行線，測驗後，圖形測驗部份可得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精進力四項指標分數分數；語文測驗部份則為不尋常的用途(空

罐子)，受試者在 10分鐘內，以文字敘述空罐子的用途，評分後

可得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三個分數(吳靜吉，1981)。 

二、信度分析 

(一)評分者信度 

    圖形測驗部份，評分、閱讀二十份學生測驗結果後，所得評

分者信度係數最低為 .89到最高為 .99；語文測驗部份，拓弄思

(Torrance，1975)訓練一位無經驗評分者與一位有經驗評分者，他

們各自批改 l00份拓弄思語文創造思考測驗後，所求得流暢力、變

通力、獨創力評分信度係數各為 .99、 .95、 .98，評分者信度相當

高。  

(二)重測信度 

根據拓弄思（1966)報告，以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118 

名，在間隔1~2週的重測信度 :流暢力 .71，變通力 .73，獨創力 .85，

精進力 .83(李錫津，1987)。  

吳靜吉 (1979)以臺北市國小四年級、國中一年級、高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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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共 198 名 學 生 ， 隔 二 年 重 測 信 度 ： 流 暢 力 .27~.57 ， 變 通

力 .12~.55，獨創力 .19~.50，精進力 .19~.75（陳漢強等，1988）。 

三、效度分析  

本測驗在效度方面，包含內容效度、同時效度 (與學業成績有

正負相關，相當不一致 )、預測效度及建構效度四種。本測驗的解

釋和應用上的合理程度，根據修訂者的報告（吳靜吉等，民1981）

大致和創造力的理論是相符合的 (李錫津，1987)。  

肆、吳世清（2001）編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問卷，乃以吳世清（2001）編創造性問題解決

能力問卷（附錄二）為本研究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評分標準設計

流程入下：  

一、測驗內容  

  吳世清（2001）參照創造性問題解決理論及詹秀美、吳武典

(1991)依據Zachman、 Jorgensen、Huisingh& Barrett（ 1984）所

編制的「Test of Problem Solving」（簡稱TOPS）能力指標內容，

選定「問題察覺」、「問題再定義」、「原因推測」、「提出想

法」及「尋求最佳方法」等五項為此問卷之主要指標，讓學生提

出解決方法 (附錄一)，以文字敘述待解決之問題。      

    由於現實情境中遭遇之問題不盡相同，所以，吳世清（2001）

問卷之設計即是從簡單層次(問題察覺)至複雜層次(尋求最佳方

案)，以漸進的方式引導學生做各種不同創造性思考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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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預試 

    於民國九十年九月以屏東縣長治國中一、二、三年級十七班

為樣本，採隨機抽樣方式實施預試，每一題測驗時間為20分鐘，

由吳世清（2001）按照施測指導語（附錄三）實施測驗，並於施

測後詢問是否符合其能力及對題意了解之程度。 

三、題目篩選 

    吳世清（2001）依據問題解決理論，共編製三題創造性問題

解決能力問卷，並針對預試樣本中隨機抽出的45份問卷做評分工

作，經內在相關分析結果。  

四、正式施測 

    吳世清（2001）施測學校共有六所，回收問卷237份。 

五、評分依據  

    「問題察覺」、「問題再定義」、「原因推測」及「提出想

法」等四項指標（附錄四），依反應層次高低給予三、二、一分，

不符合問題情境之反應者給零分；「尋求最佳方法」則依1.具創

造性且能解決問題2.不具創造性而能解決問題3.具創造性但不

能解決問題4.既無創造性亦無法解決問題之標準給予三、二、

一、零之分數。 

六、信效度考驗 

（一）評分者信度 

吳世清（ 2001）評分者信度之訂定，針對二十份預試樣本之

問卷進行評分，經由統計結果取其二者間之相關係數，如表3－5

所示：  

由表3－5可知，各題之指標評分者相關係數在 .75~.93之間，且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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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01之顯著水準，可見本問卷評分者信度尚佳。  

(二)效度考驗: 

    其測量方式是以全部受試者測驗結果求五個指標分數與總

分的交互相關係數。效度考驗是從預試樣本中，隨機抽出的45份

問卷做評分工作，經內在相關分析結果，如表3－5所示: 

表3－5 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各指標評分者信度摘要表 

 問題察覺 問題再定義 原因推測 提出想法 尋求最佳方法 

第一題  .91** .84** .75**  .87** .91** 

第二題  .76** .83** .87** .85** .84** 

第三題  .85** .92** .90** .83** .93** 

**表相關達 .01之水準  

 

表3－6 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內部一致性「指標與總分相關」

摘要表 

 問題察覺 問題再定義 原因推測 提出想法 尋求最佳方法 

第一題  .74** .74** .67**  .64** .79** 

第二題  .59** .66** .51** .61** .40** 

第三題  .78** .68** .69** .56** .39** 

**表相關達 .01之水準  

 

由表 3－ 6可知，各題指標與總分之內部一致性相關係數．

39~．79之問，且皆達． 01之顯著水準，可見本問卷效度尚可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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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作品檢核表 

  本研究所使用作品檢核表設計說明如下： 

一、檢核表編製 

本研究編製作品檢核表，係由研究者根據文獻及相關作品

製作資料與現職三位生活科技教師後定稿，內容包含下列五項

評分標準，說明如下： 

（一）圖像：二十分，作品主題、顏色與佈置。 

（二）文稿：二十分，語文表達能力。 

（三）概念：二十分，製作能力、方法與過程的了解。 

（四）美觀：二十分，整體呈現的表達與普遍的接受度。 

（五）實用：二十分，實用程度與功能。 

表3－7 作品檢核表進行評分者信度考驗摘要表  

 圖像  文稿  概念  美觀  實用  

評分者  3 3 3 3 3 

Kendall’sW .762 .725 .791 .804 .820 

Chi-square 25.156 26.376 26.651 26.268 27.135 

df 11 11 11 11 11 

Asymp.Sig .02＊  .01＊ ＊  .02＊  .01＊ ＊  .01＊ ＊  

＊表相關 .05之水準  ＊ ＊相關 .01之水準  

二、進行評分者信度考驗 

    經由本校三位生活科技教師擔任評分工作，評分者針對十二

份作品評分，所得分析結果如表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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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像方面 

由 表 3 － 7 而 知 ， Kendall's 和 諧 係 數 為 .762 ， Chi-square 為

25.156，p＜ .05達顯著水準，三位評分者對十二份作品在圖像項

目評分具一致性。  

 （二）文稿方面  

由 表 3 － 7 而 知 ， Kendall's 和 諧 係 數 為 .725 ， Chi-square 為

26.376，p＜ .05達顯著水準，三位評分者對十二份作品在文稿項

目評分具一致性。  

（三）概念方面   

由 表 3 － 7 而 知 ， Kendall's 和 諧 係 數 為 .791 ， Chi-square 為

26.651，p＜ .05達顯著水準，三位評分者對十二份作品在概念項

目評分具一致性。  

（四）美觀方面  

由 表 3 － 7 而 知 ， Kendall's 和 諧 係 數 為 .804 ， Chi-square 為

26.268，p＜ .05達顯著水準，三位評分者對十二份作品在美觀項

目評分具一致性。  

（五）實用方面  

由 表 3 － 7 而 知 ， Kendall's 和 諧 係 數 為 .820 ， Chi-square 為

27.135，p＜ .05達顯著水準，三位評分者對十二份作品在實用項

目評分具一致性。  

綜合上述，本作品製作檢核表可適用於本研究學生作品製作

之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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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生學習反應問卷 

    實驗教學完成後，分析實驗組學生對於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

思考教學反應情形，研究者參考吳世清（2001）「國中生活科技

學習反應調查問卷」與張志豪(2000)之「高中生活科技課程學習

反應調查問卷」，編製成「學習反應調查問卷」(附錄五)，以分

析實驗組在實施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後的學習反應。 

    學生學習反應問卷可分五等第：常同意5分、同意4分、無意

見3分、不同意2分及非常不同意1分勾選方式，選出認同之選項，

問卷總分數平均達 3分以上，則表示實驗組學生對國中生活科技

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活動具有正向之學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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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實驗處理 

    本研究所設計教學活動分為（一）實驗組學生實施國中生活

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二）控制組學生實施學校採

用版本生活科技教學課程，實驗組、控制組教學皆由研究者擔任

教學。教學實施說明如下: 

壹、實驗組教學 

    實驗組的教學為實施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

考教學，在實驗教學之前，實施圖形、語文、創造性問題解決前

測，學生進行分組，每組成員中都包含高學業成就學生、低學業

成就學生，藉由較高學業成就同學的帶領，使該組成員都能充分

的參與討論。 

一、教學活動 

    實驗組實施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教

學方案整合多媒體、電腦科技、視聽媒體、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

方法、技巧融入教學中，研究者在不同的教學活動中，適時引導

學生獨立思考與分組討論。 

二、教師 

    教師在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中，扮演重要引導學生

的角色，教學活動進行中，融入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方法與策

略，同時藉由多媒體電腦教學，營造良好的教學氣氛，並鼓勵學

生全程參與思考及討論，適時提供說明與指導，教學活動中嚴格

遵守創造思考教學原則，充分扮演好教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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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進行方式 

    實驗組依據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進度表，實施教

學，教學內容說明如下: 

(一) 生活科技領域教學 

    生活科技領域教學活動主要實施「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

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課程，藉由多媒體、電腦科技、視聽媒體與

創造思考教學之相關方法與策略統合運用，透過聲音、圖片、影

像、文字、動畫等視覺化的呈現，增加學習興趣，以提供學習者

良好的教學情境。教學方法以問題為導向方式進行教學，並適時

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 

(二)實作技能教學 

     實作技能教學中，教師規劃作品製作－「造型相框」時，

規劃學生製作時程。在實作課程實施前，依序將設計、製造、加

工等作品製作程序安排於課程中，讓學生正確瞭解作品製作程

序，並指導說明產品設計專利的關念，引導學生在製作的過程

中，融入更多的創思，作品製作完成後，依照作品檢核表分項進

行評分。 

貳、控制組教學 

一、教學活動 

    控制組實施學校採用版本之生活科技教學課程，教學時實施

前，學生先進行分組，每組成員中都包含高學業成就學生、低學

業成就學生，藉由較高學業成就同學的帶領，使該組成員都能充

分的參與討論，教師依生活科技學習領域選定之第一冊生活科技

課程內容進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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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 

    在一般教學方式中，教師針對同學的學習反應給予適時指導

說明，並維持良好的教學氣氛，使學生能充分參與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分為二大類，一為「生活科技領域教學」；另一為

「實作教學」，作品設計規劃與實驗組題目相同（造型相框），

依課本內容，在實作課程實施前，依序將設計、製造、加工等作

品製作程序安排於課程中，讓學生正確瞭解作品製作程序，並指

導說明產品設計專利的關念。作品製作完成後，進行作品檢核表

分項評分。 

參、教學方法 

本實驗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生活科技教材是使用康軒版本，教

學單元相同，主要差別在於教學地點、教學設計、教學目標、教

學策略、技法與上課討論進行方式的不同，比較表如下（表 3-8）： 

表 3-8 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學策略之比較表  

實驗教學組別 實驗組 控制組 

教學策略 

腦力激盪法、六六討

論法、習慣改變法、

視像法、自由聯想技

術、創造性問題解決

法、希望列舉法創

造、習慣改變法、激

發法、六Ｗ檢討法、

綜合應用、電腦輔助

教學、多媒體教學。 

講述、問答、示範、

實作、討論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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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分為: 「預備階段」、「研究工具編制階

段」、「實驗教學試教階段」、「實施前測」、「正式實驗教學

階段」、「實施後測」、「資料分析」七個階段。茲就七個階段

的實驗實施過程說明如下： 

壹、預備階段  

    蒐集相關文獻，並確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架構，蒐集並選

取適合的研究工具，研究者參閱創造思考、多媒體、電腦輔助教

學相關理論及文獻，自編「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

考教學」教學方案，以實驗學校採用之生活科技教學課程版本，

實施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課程。 

貳、測驗工具準備與編製 

    研究者於實施實驗教學前，於預備階段編製研究工具，做為

研究統計資料分析，其中內容包含(一) 自編「國中生活科技多

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教學方案（二）吳靜吉(1998)新編

創造思考測驗（三）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TTCT）(四) 吳世清

編（ 2001）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五) 作品檢核表（六）學

生學習反應問卷。 

參、實驗教學試教階段 

    為了解學生實際上課情形與對教學內容的反應情形，研究者

在正式進行實驗教學前，對樟樹國中一年級非實驗教學班級進行

「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課程的試驗教

學，並藉由學生對上課方式與教材內容反應，調整成為正式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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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案。 

肆、實施前測 

    在實驗教學之前，分別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進行「拓弄思

創造思考測驗」與「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創造

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一)」前測，實驗組與控制組於各班教室內

進行集體測驗，研究者依據施測指導語各說明五分鐘，拓弄思創

造思考測驗與「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測驗時間皆為

十分鐘，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一) 測驗時間為二十分鐘，

施測時間共為五十五分鐘。 

伍、正式實驗教學 

    開學後依生活科技課程實驗教學進度表進行教學，每週二小

時，為期共十二週。實驗組教學內容依自編「國中生活科技多媒

體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教學方案（附錄一）實施教學，控制

組則依以實驗學校採用之生活科技教學課程實施一般教學，實驗

組、控制組皆由研究者擔任教學工作，並於課程結束後撰寫教學

省思札記，紀錄上課情形，進行省思。 

陸、實施後測 

    在實驗教學完成後，分別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進行拓弄思

創造思考測驗、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與創造性問題解

決能力問卷(二)後測，實驗組與控制組於各班教室內進行集體測

驗，研究者依據施測指導語各說明五分鐘，拓弄思創造思考測

驗、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測驗時間皆為十分鐘，創造

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二)測驗時間為二十分鐘，施測時間共為五

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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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料分析 

    實驗教學完成後，分別實驗組、控制組學生於實驗教學課程

設計各項測驗工具所得分數予以分析統計，並做詳細的分析，依

據統計結果提出討論與建議，以了解學生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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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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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驗教學結束後，進行統計分析工

作。 

壹、量化資料 

    研究之教學實驗完成後，量化資料處理採獨立樣本二因子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 t考驗、及次數統計之統計方法，在

學業成就的部分，本研究分析的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電腦輔助創

造思考教學對高、低學業成就學生創造思考能力、創造性問題解

決能力、及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僅分析國中生活科技多媒體

電腦輔助創造思考教學對高、低學業成就組的學生進行分析比

較。 

    上述之獨立樣本二因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在於考驗研究假

設1至研究假設6；獨立樣本 t考驗在於考驗研究假設7，研究假設1

至研究假設7，階以α=．05為顯者水準。其處理步驟詳述如下: 

一、以圖形創造思考測驗、語文創造思考測驗及創造性問題解

決能力問卷分數進行「迴歸線平行」的假設考驗，分析是

否符合獨立樣本二因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基本假定。 

二、以圖形創造思考測驗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後測分數為依變

項，進行獨立樣本二因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分別考驗假

設一、四。 

三、以語文創造思考測驗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後測分數為依變

項，進行獨立樣本二因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分別考驗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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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二、五。 

四、以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問卷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後測分數

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二因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分別

考驗假設三、六。  

貳、獨立樣本 t 考驗  

一、統一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作品檢核表評分，並計算得分之

平均數及標準差。  

二、實驗組與控制組同質性考驗發現均末達顯著之差異，符合

t考驗之同質性假設。  

三、t考驗進行實驗組與控制組作品平均數之差異考驗假設七。 

參、質性資料 

    本研究質性資料之分析，研究者統整實驗組學生學習反應調

查問卷及課後省思、訪談學生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了解實驗

組學生在實驗教學過程中的學習改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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