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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學生科學創造力指標及其創造歷程。本研究採質性
研究，並輔以量化探討，以參加全國科學展覽得獎之六組高中隊伍為研究對
象，進行深度訪談，採用分析歸納法，將文獻及訪談資料分析歸類、統整形
成概念，探討其創造歷程和建立科學創造力指標初稿；再進一步用精釋研究
法，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以肯德爾和諧係數檢定結果，確認指標的重要性。
研究結論如下：
ㄧ、創造歷程的四個程序，包括：參加科展的動機、瓶頸的突破、問題解決
的程序、構想擷取的方法。
二、科學創造力指標有六個面向，共 54 項指標，包括人格特質面 14 項、環
境面 7 項、學習面 6 項、能力面 14 項、思考歷程面 10 項、作品面 3 項。經
高中教師專家及學者專家共同評定重要等級最高者，能力面 7 項、人格特質
面 6 項、思考歷程面 3 項、作品面及學習面各 2 項及環境面指標 1 項，共
21 項，占全部項目之 55.6%。ㄧ致性係數為.703，兩群組專家評定指標重要
性之ㄧ致程度相當高。
依研究結論，對教育行政單位及未來研究共提出十三項建議供作參考。

關鍵詞：科學領域、科學創造力、創造歷程、高中教育、創造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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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inquire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 indicators
and creative proces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op six winning teams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Exhibition
Contest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them. They were interviewed in-depth. By analyzing and inducting literatures and
data collected, the primary concepts of creative process and creativity indicators
were established Furthermore, Hermeneutic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to
develop the concrete indicators. Final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cators was
verified by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test. The conclusions were
presented as followings:
1. The four procedures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included: the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ng the National Science Exhibition Contest, the breakthrough of
bottlenecks, the procedure of problem-solving and idea-collecting method.
2. Six aspects (personality-trait, environment, learning, ability, thinking process,
final works) were presented into fifty- four items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 indicators.
Among the fifty-four items, twenty–one (55.6%) of them were evaluated as
the importantly high-level items by experts from both senior-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scholars. Seven items were identified from ability, six items from
personality-trait and three items from thinking process, two items from final works,
two items from learning and one item from environment. Kendall’s coefficient
was .703 which presented high consistency of importance between two expert
groups.

II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thirteen suggestions were presented as references to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scientific creativity, creative process, high school education,
creativity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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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內容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對本研究的重要名詞
加以界定。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 第三
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國內創造力教育，始於 1969 年國科會委託賈馥茗教授從事資賦優異
教育的研究，開啟我國中學創造力教育的實徵研究之門。1983 年台北市教
育局毛連塭局長召開台北市創造思考教學研討會，全面提倡創造思考教
學。雖然未能在全國各級學校全面推展，但已經在我國教育史上樹立了倡
導創造思考教學法的里程碑。值此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競爭力取決於國民
創造力的高低，洪榮昭、蕭錫錡和吳明雄(1997)指出未來世界經濟的競爭
力，在於產業研發能力，研發能力所需要的創意通常成為決定成敗的關
鍵，亦即創意的表現決定了產品的命運，換言之，創造力的表現決定了經
濟的發展。
政府近年來推出許多創造力方案（見表 1-1-1），更有許多研究著力於
影響創造力的各種因素，創造力之重要性，普遍受到重視。創造力教育白
皮書(教育部，2002)更表明「創造力與創新能力之培育，不僅是提昇國民
素質之關鍵，亦為發展知識經濟之前提，所以創造力教育也就成為未來教
育工作之推動重點。」2006 年教育部為鼓勵高級中等學校以學校為本位，
進行選才制度創新實驗、改善組織體制、培育師生創意人才、促進課程革
新、發展深具創意導向之學校內涵，特訂定「教育部輔導高級中等學校發
展創意教學環境補助要點」，以落實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為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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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營造培養創造能力的學習環境。因此，建立能啟發學生的教學模式與
環境，以及適切的創造力指標，實為刻不容緩之事。
表 1-1-1 政府推動創造力(或創造力教育)的政策或方案
年代
政
策
與
方
案
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憲法」
1946 年
第 166 條指出「國家應獎勵科學之發明與創造」
臺北市教育局召開「臺北市創造思考教學研討會」
1983 年

由毛連塭局長全面提倡創造思考教學，該次的研討會確是我國教
育史上倡導創造思考教學法的里程碑。
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九年一貫新課程設計將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中心，培養
2000 年 國民具備基本能力為核心主軸；培養學生「十項基本能力」包括：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運用科技與資訊；
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行政院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
2002 年

2002 年

討論「培養具創造力之人才」等議題，以創造力與創新能力之培
育為國家發展之重要關鍵，亦為教育工作之未來推動重點。
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
我國的科學教育目標與創造力有關的部分為:希望學生持有好奇
心、想像力、團隊合作、開放、溝通、尊重智慧財產權、尊重科
學倫理道德等，應用科學過程方法與技能，以及科學知識與概念，
暸解生活中之各種現象
教育部地方創造力教育推動計劃

陸續舉辦「創意環島大集結－北中南區創意課程實踐工作坊」及
「創造力計畫研討工作坊」等活動，提供地方教育推動團隊經驗
2004 年
分享及交流的機會，以期順利撰寫地方創造力教育計畫書，並以
推動地方創造力教育計畫的方式，持續擴大與深化我國創造力教
育內容，將創造力教育的議題與理念普及於我國基礎教育之中，
以期達到創造力國度的目標。
資料來源：創造力教育入口網，台灣創造力教育實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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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於 2001 年提出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中，強調科學技術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知識創新誘啟新經濟的
發展，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研發，將著重於知識與資訊之激發、擴散與應
用。決定經濟競爭優勢的因素，不再是傳統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資源，而
是知識、科技的創新和速度，知識與技術創新，成為帶動國家科學技術進
步的原動力，而基礎科學研究是知識創新的基石。
在此計畫中也明確的指出，一些學校在科學教育中做得不夠好的地
方，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雖漸由傳統產業型態轉為知識基礎的科技產業
型態，但與科技先進國家相比，多數產業在技術上仍處於追隨者的地位，
究其關鍵，實肇因於創造力與革新力的不足，這些現象突顯台灣對科技人
才養成教育和人才培育的供需有值得檢討改進的問題:(一)培養學生創造力
的學校教育不足，且與產業人才需求產生斷層。(二)教育目標與課程教學
未能相配合。因此，這份計畫在「加強全民科技」方面，主張要改進中小
學科學教育、舉辦科學競賽活動，以鼓勵學生自發性的探究科學問題及實
驗，並期能藉由學生帶領家長再度進入科技知識領域。
在 1992 年公佈的第二次國際數理教育評鑑(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簡稱 IAEP)結果中，台灣整體成績雖名列前矛，但在
高層思考技能，包括:統整能力、自創方法以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實作方
法解決問題的能力上表現並不如人(楊榮祥，1994）。1999 年台灣參加
TIMSS-R(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Repeat,簡稱
TIMSS-R）國際數學與科學成就評比後，又參加 TIMSS 2003 的評比。在
TIMSS 2003 中，參加評比的國中二年級學生在科學整體表現的平均得分
顯著優於國際平均得分，在各參與國中排名為第二，與第一名的新加坡之
間並未達顯著差異，臺灣與高峰 G8（義大利、美國、俄羅斯、加拿大、
日本、英國）部分國家的表現都在國際平均值之上，可見臺灣與這些國家
相比不僅毫無遜色之處，反而表現實屬優異。然而和國際間的學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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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學的喜好較為缺乏，並且對科學感到興趣的學生人數明顯的減少許
多，調查結果也顯示我國學生對於在學習科學上的自信是相當不足的，在
國際間的科學成就表現相當出色，但卻沒有國際間學生對於學習科學的自
信程度，且在人數比率上明顯的減少許多(邱美虹，2005），值得進一步思
考的是為何我國學生表現出色，卻未對自己的科學學習上有所自信，該如
何增進及培養我國學子在這方面的態度，及如何提昇學生的創造力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應是值得去關切及努力的方向。
近年來，廣受世界各國關注的國際競爭力排名，常以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 簡 稱 WEF) 的 全 球 競 爭 力 報 告 (Global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簡稱 GCR) ，以及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d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的國際競爭力
報告(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簡稱 WCY) 最具代表性，台灣行
政院經建會也將其所公布的世界排名發表申明，視為經濟改革與增進國家
創 新 、 成 長 力 、 競 爭 力 的 標 竿 。 WEF 之 全 球 競 爭 力 指 標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簡稱 GCI)以基本需求、效率提升、創新因素為主
要基準，在 WEF2006-2007 排名，台灣在創新指標上獲得世界第九，是所
有項目中唯一名列前十名的指標(廖慧美，2007)；IMD 之國家競爭力報告
中，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視為世界各國競爭力的指標之ㄧ(鄭英耀、王文
中，2002) ，科技的發展，需仰賴科技人才的創造與努力，為使台灣科技
得以持續成長，更需仰賴科學教育來培養人才。
Hocevar(1981)將常見的創意成就或活動分為六個領域:精細藝術、工藝
製作、文學、音樂、表演藝術、數學和科學。而科學則被認為是最複雜的
一種創造思考(洪瑞雲、吳庭瑜，2002)。科學活動不單只是精熟已知的知
識或遵循一組程序即可完成，科學研究需要超越已知的知識與技術，創造
新的理解。科學家除了需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外，還須有極佳的想像力
與創造力，才能將人類感官無法直接感受到的東西，例如「原子」
、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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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重力場」
、
「電場」、
「磁場」、
「力」等，嘗試加以具體化以解釋與
研究，換句話說，科學成就在本質上就是人類經驗探究所得的結果，其中
包括許多想像的特質，不斷嘗試著去提出模型，並運用其創造力，逐漸的
精煉其理論。高科學創造能力者，憑藉其個人的科學素養，運用適切的思
考方法，經由歸納、演繹、假設之邏輯推理歷程，理性而客觀地進行實驗
探究與驗證，然後發現新事實、發明新理論，或形成概括性結論，從中表
現出獨特的科學創造力(洪文東，2000)。
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針對「創造歷程」的研究，多為探討科學
家 、 發 明 家 或 藝 術 家 等 成 人 個 體 創 造 力 ( 陳 昭 儀 ， 2000& 2006 ；
Slapendel,1996; Ford,1996; Woodman, Sawyer, and Griffin,1993)，以高中職
學生團隊為對象，並鎖定在科學領域的創造歷程之研究並不多見。創造力
的探討一直是最近幾年來教育界熱門的研究主題，也進行一連串的實驗教
學，分析既有的研究文獻，多數研究偏重在能力指標之研究，有關科學創
造力指標之相關研究並不多見，而與高中相關之科學創造力指標更是少之
又少，而創造力往往出現在團隊成員的互動與討論中，科學展覽會是每年
全國中小學都會舉辦的活動，辦理迄今有四十八年的歷史，強調「存疑創
新、格物窮理」的科學精神。「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學方法:「客觀
理智、嚴密徹底」的科學態度。著重學生科學興趣的培養，視科學研究為
學習的過程，為了學習成果的相互觀摩及比較，並且鼓勵中小學學生全面
志願參與，學生需親自動腦、動手，絕不假手他人代做，或抄襲、仿冒、
虛偽、作假。每年參加科展的各級學校作品已超過四萬餘件，經初選參加
地方展覽的作品亦超過一萬零四百餘件，每年投入科展研究行列之師生多
達二十餘萬人，影響所及極為廣泛。作品的評審皆邀請各領域專家在公平
公正公開的原則下進行評比，是國內歷史悠久與規模最大的科學性作品競
賽，其成績具有普遍性與代表性，本研究科學創造產品表現的概念性定義
是指參賽之高中學生個人或小組，運用已有科學知識，去「發現」「了解」
5

和「解決」自己有興趣的真實科學問題，並將研究結果呈現，接受專家的
評定後所獲得的成績;因此本研究假設參加全國科展且得獎之學生，較一般
高中職學生，具更高的科學創造力，藉此探究過程，期能找出高中學生之
科學創造歷程模式，並藉由此探究歷程，建立「高中學生之科學創造力指
標」。
Cuttance (1990)認為指標代表一種指引，並藉此以了解並測量事物的
質或量。無論何種方式形成之指標，其用意皆為作為顯示制度或制度表現
情形的信息或指引，且能夠對制度的品質或數量進行量度。建立教育指標
的目的在於條列出教育的方向或期望。善用指標就能針對教育的背景、過
程、與結果各層面的表現進行檢視(Elliott,1991)，做為管制教育品質的手
段。因此建立適切的創造力指標，不僅有助於創造力教學目標的建立、教
學的實施與環境的建置，也能幫助教師或研究者對其成效進行評鑑，不僅
符合「教育部輔導高級中等學校發展創意教學環境補助要點」的精神，更
是各高級中等學校以學校為本位發展創意教學環境時最為重要的環節之
一。本研究期能提供教育行政單位作為擬定教育政策參考，並延續本研究
之成果，發展創造力模式，以及作為發展創造力量表之前導研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所探討的問題可具體陳述如下:
一、 探討高中學生的科學創造歷程。
二、 建立高中學生之科學創造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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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名詞釋如下：
壹、 科學領域(science domain)
「科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別，廣義泛指一切有組織、有系統的知識
而言，可分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四大類。狹義則專
指 自 然 科 學 而 言 。 第 三 次 國 際 數 學 與 科 學 教 育 成 就 研 究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 )是所有執行過的
國際教育研究中研究範圍最廣的（Robitaille,1993），它選擇數學和科學作
為研究主題， TIMSS 的科學測驗包含了六個內容範圍:有地球科學、生命
科學、物理、化學、環境與資源議題、科學探究與科學本質。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創建自民國四十五年，負責推動中小學及大眾科
學教育之工作，自民國四十九年即開始承辦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歷屆
作品逐年增加，相關內容日漸豐富，四十餘年來培養甚多科學研究人才，
累積豐碩科學研究成果，對我我科學教育影響極鉅。在高中職的競賽項目
可分為:物理科、化學科、生命科學科、數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專業
類科等，與上述 TIMSS 之範圍極其接近，本研究之科學領域則專指自然科
學而言，亦即以參加高中職科展的項目為本研究界定之科學領域。
貳、 科學創造力(scientific creativity)
Hung(1997)認為創造力有兩類，一類是藝術性的創造力，例如音樂、
美術、文學，這些領域的創造力受條件的限制較少，純粹的藝術是本質的
表現，不帶有實用的目的。另一類是實用性的創造力，這類的創造力的表
現就有較多的限制，較朝向目的取向，科學創造力就屬於這一類，是科學
家科學創造力的表現成果，而非僅於科學想像而已，科學理論是能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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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且是符合真實世界的規律，因此，科學創造力是一種功能性的創造
力。
在本研究中所謂的科學創造力的概念性定義是指學生面對科學問題
時，以本身所具有的科學知識為基礎，將個人的科學知識與經驗經過適當
的修正與重組，去發現問題、界定問題、透過擴散性思考，邏輯的論證解
決問題，評判的準則為新奇、有效;因此本研究將科學創造力視為是:領域
知識、創意問題解決的過程與創意產品產出的組合。
參、 創造歷程(creation process )
從意念的產生之前到形成概念的過程而言，創造本身就是一種思考的
歷程。Davis（1986）認為創造的歷程是：「創意者用來解決問題的一系列
步驟或階段，當新的主意或解決方案突然迸發的瞬間，是由於知覺突然產
生了改變或轉換，創造者常有意無意間運用了會引發新的主意、關係、意
義、知覺、轉換等的技巧和策略，這種創造思考的過程最能用來解決實際
遭遇到的問題。」
然而科學創造若不具有相關的知識或技術能力，則不能做專業的創新
或發明，即使具上述兩項能力，亦不見得能有所發明或創新，本研究是著
重探討具高科學創造能力之高中學生其創造歷程之階段性，由研究參與者
的訪談資料中，分析參賽過程之思考歷程，包括「參加科展的動機」
、
「瓶
頸的突破」、「問題解決的程序」和「構想擷取的方法」四個部份。
肆、 指標(indicator)
無論何種方式形成之指標，其用意皆為作為顯示制度或制度表現情形
的信息或指引，且能夠對制度的品質或數量進行量度。
指標的建構應該是動態發展的過程，隨時配合實際情況、因應不同需
要而予以修正 (王素芸，2001)。王素芸提出的基本能力指標發展模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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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六大要素，計有:指標規劃、指標設計、指標發展、指標實驗、指標實施
和指標評鑑。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所能運用的各種資源，目前僅能達到前三個階
段。
伍、 科學創造力指標(science creativity indicator)
科學創造力指標必須能夠描述什麼樣的個人條件或什麼樣的學習與
創作環境之下，高中學生可以成為具有科學創造力者，亦即科學創造力指
標必須能夠有效的解釋，或者有效的預測學生的科學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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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參加過高中科學展覽並曾得獎的學生，由於考慮
得獎學生的現狀，為免學習狀況過度干擾參賽的思考，特選擇最近一屆得
獎之各科團體，含括「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數學」等不同科別，
且就讀學校分散於北、中、南不同區域，接受訪談時仍為高中職學生作為
訪談對象(第 46 屆) ，務求取樣具代表性 。
本研究有如下之限制：
一、 訪問調查之研究對象係立意取樣結果，周延性較不足，可能產生
取樣偏差。
二、 經仔細斟酌考量，選不同校、不同科別之教師專家及學者專家參
與精釋研究，然名單之產生，係立意選擇之結果，亦可能產生取樣
偏差。
三、 研究對象受限於訪談時間、受訪者表達能力及記憶流失，以及訪
察者對受訪者所產生之影響，訪察結果恐難以完整描述全像。
四、 訪問調查之資料在進行指標歸納及資料詮釋之過程與結果，受到
參與研究者主觀認知之影響，亦可能產生偏差。
五、 專家精釋會議討論受限於時間，以及受到現場討論氣氛影響，指
標之歸納可能受到影響。
六、 研究對象範圍有限，本研究所建立之科學創造力指標可能無法適
用於其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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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採用質的研究，並輔以量化探討，對「參加過高中科學展覽並
曾得獎的學生」進行深度訪談，將資料分析、歸類、統整形成概念，藉由
分析高科學創造力者之創造歷程，所應具備之科學創造力的內涵，進而建
立高中學生科學領域之創造力指標。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創造力的意
義，第二節科學創造力，第三節創造歷程，第四節指標的定義與建構，第
五節相關研究，第六節小結。

第一節 創造力的意義
「創造」這個詞源自於拉丁文「creatus」，其意思為「使之存在」(to
bring into being)(林幸台，1998)。韋氏大字典的解釋「創造」(creativity)，
有「賦予存在」的意思，具「無中生有」(to bring into existence)或「首創」
(for the first time)的性質(Gove, 1973)。
創造力係指人類一種「創造」的能力，這種能力到底是什麼?此問題
一直是各領域有興趣與討論不斷的議題，許多學者談到創造力各持不同的
觀點，多以自己研究的相關主題做為定義準則，整理各學者對創造力的定
義，發現創造力的涵義可從七個方面來看，即能力論、個人特質論、歷程
論、動機論、環境論、結果論與綜合理論，茲根據此將各學者的看法整理
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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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各學者所提出創造力的涵義
觀
點

個
人
特
質

能
力

學者及年代

主要內容

高創造者的人格特質多半傾向於正向的特
陳昭儀(1996)
資，如好奇心、專注力、有毅力、開放性、具
冒險性、獨創性、變通性等。
有創造力的人通常是(一)有較廣泛的興趣;
(二)具幽默感; (三)自信心較強; (四)反應敏
洪榮昭(1998)
捷;(五)對生涯障礙有挑戰勇氣; (六)態度較
直率坦白。
列舉七十二項創造性人格特質，其中包含愛新
奇、興趣廣泛、多才多藝、複雜的、好奇的、
勤勉、自動自發、富直覺、富覺察力、果決、
覺知自己、支配性強、通於表達、獨立、不從
眾、自信、堅毅、自律、自負、貫徹到底、有
冒險精神、自主、創造性、勇於冒險、建設性
盧雪梅(1990)
批評、不自滿、精力充沛、熱情、容易興奮、
知道變通、幽默感、理想主義、富想像、衝動、、
開放、心胸寬大、富獨創性、孩子氣喜嬉戲、
好發問、急進、富機智、好冒險、率真、不墨
守成規、不抑制自我、追求成就、進取、積極、
雄心勃勃等等。
包含敏覺力(Sensitivity)、流暢力(Fluency)、變
通力(Flexibility)、獨創力(Originality)、精進力
Guilford (1986)
(Elaboration)等。
真的創造力應該是立異、改造、與發明的能
郭有遹(1992)
力，它應該與智力一樣，是人人皆有但在程度
上又有個別差異的能力。
創造力是綜合(Synthetic ability)、分析(Analytic
Sternberg & Willams
ability)、實際應用(Practical ability)三種能力的
(1996)
平衡。
以新的或非固步自封的方式看事情、重新界定
Sternberg & Lubart 問題及把事情翻轉過來看的能力;能夠建構問
題分配資源和評估一個想法是否可行的能
(1999)
(洪蘭譯，1999)
力，以及能夠宣揚一個想法、善用別人的批評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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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程

動
機
環
境

結
果

創造力有時是一種理性的表現，有時卻是非理
性的表現，它需要智能的基礎，也需要有知
覺、認知、聯想、趨合和符號化、概念化的能
毛連塭( 2000 )
力，更需要有創造性的人格特質和環境，所以
是一種獨特的能力。
個人創造性的心理歷程包括:準備期
(Preparation)、醞釀期(incubation)、豁朗期
Wallas (1926)
( illumination)、驗證期(verification)。
創造的歷程可分為五個階段，為：發現事實、
發現問題、發現點子、發現解答、尋求可被接
Osborn(1963)
受的解答。
創造力是一種思考和反應的過程，包括運用過
Isenberg & Jalongo 去的經驗去處理回應刺激(物體、符號、思想概
念、人和環境)，並產生至少一個獨特的連結關
(1993)
係。
當個體為未能滿足某些慾望時，會導致不愉快
毛連塭、郭有遹、陳 或緊張的狀態，為獲得快樂、消除緊張，就會
龍安、林幸台，(2000) 運用原級思考，以朝向滿足慾望的目標，成為
產生創造力的動機
創造力的高低與後天環境有相當大的關係，外
在環境可以造就一切，相信只要提供一個良好
Davis(1986)
的創造思考環境，就可以激發創造力的產生。
系統模式創造力由三個要項構成，第一項為領
域，第二項為學門，第三項為個人。一個人是
否具備創造力並非取決於其個人特質，還要視
其所創造出的新奇事物有無被領域的守門人
Csikszentmihalyi
所接受，進而納入領域。所以創造力是領域、
(1999)
學門與個人交互作用的結果，個人若未受領域
薰陶就不可能有創造力，而創造力也只在既有
的學門裡方能展現出來。
創造力是改變既有領域，或是將既有領域轉變
Csiksentmihalyi
成新領域的任何作為、理念、或產品。
(1996)
創造力的表現即經過專家評定為有創意的反
Amabile(1997)
應或工作的產出(product)。
創造力是指創造新奇與有用的成品。
Mayer(1999)
創造力的 4P :創造者(person)、歷程(process)產
品(product)、環境(place)。將創造看成一個包
Rhodes (1961)
含創造者的「人格特質」、「心理歷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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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成品」、「創造者與環境互動」的整體。
認為創造力來自六項資源，是為心智歷程、知
識、思考型態、人格特質、動機、以及環境等
Sternberg & Lubert 因素的投入，此六項資源的交互作用是產生創
(1995)
造力的基礎---創造力投資理論(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
綜
合
理 簡惠燕(2000)
論
葉玉珠( 2000)
魏秀恬(2001)

個人在面臨問題時，將個人所有的一些觀念、
材料透過思考加以連接組合，在問題解決歷程
中表現出流暢、變通、獨創等特質與結果，並
賦予事物新穎的意義所表現出的一種行為。
創造力乃個體在特定的領域中，產生具有原創
性與價值性產品之歷程;此創造歷程涉及認
知、情意、技能的統整與有效應用。
創造力是一種可以被訓練的心理歷程且會被
環境因素影響，著重於認知及情意兩方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各學者的意見，研究者認為創造力不應只是著重於能力、個人、
歷程或結果等任一方面給予定義，一個人有創造力的表現，是依靠其能力
的發揮、個人特質的展現、創造歷程的努力付出，才能獲得心血結晶，享
受創造的喜悅與成就感，創造的過程中可能受其知識、經驗、動機、技能
與環境的影響。本研究所採用之創造力理論為綜合性之理論，較接近於創
造力投資理論，將創造力視為一個高度複雜之體系並試圖釐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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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科學創造力
創造力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表現，表現在科學領域上的創造力即稱為
科學創造力。一般人談到科學的創造力，總以為那是少數科學家所擁有的
能力，其實，它就像每個人的智力一樣，為大家所共有(洪文東，2001)。
只是由於個人的智慧、知識、思考型態、人格特質、動機與身心背景、環
境等因素之影響，在創造力的層次上有個別差異(Sternberg & Lubart, 1995 ;
洪蘭譯，1999)。科學的創造力必須植基於既有的科學專門領域知識上，進
一步加以創新，想出別人想不出的科學觀念，產生別人所製造不出的新奇
事物的能力，如此才是適切的、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創造力(洪文東，
1999;2000)。
科學知識是人類心智的創造物，當代的科學本質觀點強調科學是人類
創造力與想像力發揮的產物，而非傳統科學本質觀點認為「客觀」才是科
學最重要的特質(翁秀玉、段曉林，1997) 。鄭湧涇(1987)提到:科學創造力
是人類的特性之一，主要在解決科學基本問題的過程中，個人對於科學問
題解決後表現，而這種表現具有一種創造性的特質，它可以幫助人們並實
現科學的目的。
胡衛平與俞國良(2002)認為科學創造力是科學知識的學習、科學問題
的解決和科學創造活動中，根據一定的目的和任務，運用一切已知信息，
產生或可能產生某種新穎、獨特、有社會或個人價值的產品之智能品質或
能力，因此科學創造力是一種特殊能力，它是一般創造力與科學學科的有
機組合，是一般創造力在科學學科中的具體表現，是一般創造力與科學教
育的結晶。
Guilford(1986)曾對科學創造力做出這樣的定義:對問題敏感度、思潮
流暢、富於彈性、新奇性、重新界定及重新的排列組合的能力、抽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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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創造力可視為是一種能力，但仍包含
了有其他能力在內，其中組織及歸納的訓練是相當重要的。否則學生即便
是學到了 100 項能力，若沒有系統性的歸納及組織，終究還是分離的 100
項能力，不具備統合能力，是很難能夠具有系統性歸納的。
李賢哲(2001)表示，科學是在既有的科學知識、技能之上，加以創新
研發，產生新的科學概念或製作出新奇事物的能力。科學發明之寶貴在於
創新，科學創造力並非無中生有，是經由個體本身對於科學知識及概念的
重組(restructuring)，藉由可陳述(抽象的)或具體的製作品來呈現的一種能
力。
唐偉成、江新合(1999)表示，科學創造力為個體依其開放的態度及動
機，運用其本身所具備的科學過程技能和科學知識，來製造對個體認知體
系而言是新事物的能力。強調動機是提昇科學創造力的重要關鍵，個體具
有強烈的動機，才會開始採取行動，在歷程中得到肯定與支持，也是持續
完成的重要關鍵。他們曾提出四項能力作為科學創造力評估的參照指標: 1.
組合舊概念的技能。2.多元思考的技能。3.解決問題的技能。4.創新的技能。
Torrance ( 1965)認為科學創造力是一種從對問題敏感、覺得不足、知
識上有差距、不調和等，經過界定困難、尋找答案、猜測、形成假設，及
測試或重新測試假設、修改再測試，到最後得到結果。
江新合( 1997)利用知識場論的觀點分析科學創造力的型態。根據其論
點，科學創造力可分為水平式科學創造力、垂直式科學創造力以及靈感式
創造力三種。水平式創造力強調對知識重新化合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有
中生新;垂直式科學創造力則是強調對於某一知識不滿足而產生重新理解
與建構的能力;靈感式創造力則為適切性的天馬行空式創造力，更具體的來
說藝術創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就所謂的無中生有，這裡所謂的「有」
絕不能是隨便的，必須是適切的。否則創造力就會淪為是一種個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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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我素的訴求。它必須是適切的、符合邏輯以及現況的可推理的獨創想
法或構想。
洪振方(1998)藉著探討創造思考的歷程說明有關科學創造力，研究結
果認為科學創造思考的動力來自「問題的發現與探索」，並憑著本身原有
「豐富的舊有知識」當作科學創造思考的來源，經過靈感、想像與直覺的
頓悟，以及「邏輯地論證」產生新的科學創造思考的精華。所以在科學的
創造思考歷程中，「發現問題」、「界定問題」即是問題的發現與探索，
並藉著豐富的舊有知識，「形成解決策略」;再經過邏輯上的論證即「評鑑
策略」、「決定策略」等步驟來完成科學創造力的過程。陳亮宇(2003)認
為個人在科學問題的解決歷程中，依據其知識背景、人格特質及所處環
境，形成符合個人邏輯設定的解決策略，並擁有流暢、變通與獨創特性的
思考過程與展現，就稱為科學創造力。
王秀愧(2001)認為科學創造力包含三種能力: (1)發現問題:發現問題是
指在衝突(或模糊)情境中發現知覺衝突問題，從過去的經驗中找出重要訊
息或線索，選擇構成問題的要素，重新組織要素，然後發現問題; (2)解決
問題:使用 Bootzin 的 IDEAL 模式來解決問題，依序為界定問題、確認問題
性質、探索可行方案、擇一執行、回顧歷程; (3)表達溝通:在提出想法、解
決問題後，要能有效溝通。
綜上所述，科學創造力與創造性的科學經驗、創造性的科學問題發
現、解決及創造性的科學活動有關，科學創造力不會是無中生有，必須根
基於科學知識與技巧上。在科學發展的關鍵點上，科學創造力扮演著促進
科學進步的角色，科學創造力表現，能產出許多新奇且有效的方法與技
術，在問題的發現與探索時，運用靈感與想像，重新組合既有的科學知識
產出新的構想、成品或方法，並且邏地論證以確保創造成品的適切性與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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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造歷程
對於創造歷程的定義，綜合中外文獻探討可分三方面來說明: (1)將其
定義為階段論者 (Dewey, 1910, Rossman, 1931.Basadur, 1994 ) ; (2)將其視
為心理的歷程(Wallas,1926. Csikszentmihalyi, 1996.Shaw, 1989) ; (3)將創造
動機、創造歷程到創造行為視為是一連串的連續過程。
Davis(1986)認為創造力的思考歷程是指創造者用來解決問題的系
統，當知覺產生改變或轉變，便產生新的主意或解決方案。早期創造力的
研究從「歷程」的觀點著手，這些歷程具有階段或逐步的特性。Dewey(1986)
的五階段問題解決法: (1)遭遇困難問題(2)分析確認問題之所在(3)找出可
能解決方法(4)獲得結果(5)驗證結果的正確性並接受或捨棄，在問題解決的
過程中，涵蓋創造力的成分。
Parnes(1976)認為創造的心理歷程有: (1)發現事實 (2)發現問題 (3)發
現主意 (4)發現解答 (5)接受解答。Shallcross(1981)則提出: (1)導向期
(orientation) :界定問 題並詳加檢視，讓思考活動範圍明確 ; (2)準備期
(preparation) :資料收集，以提供充分的訊息，發展思考工作; (3)觀念化期
(ideation) :將前兩期所獲得的事實與訊息加以組織、陳述，運用不同於傳統
的思考方式以後得暫時性答案; (4)評鑑期(evaluation) :利用收斂式思考將
觀念期所獲得的概念，提出最佳化方案; (5)執行:執行最佳化方案。
Pames 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creative problem-solving)主要強調問題
解 決 的 過 程 ， 以 創 造 性 思 考 的 方 式 進 行 之， 其 步 驟 為 : (1) 發 現 困 境
(mess-finding)、(2)發現事實(fact-finding)、(3)發現問題(problem- finding)、
(4)發現觀念(idea- finding)、(5)發現解答(solution- finding)、(6)尋求接受
(acceptance-finding) (陳龍安，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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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s(1926)認為創造必須經過四個階段: (1)準備期(preparation)

(2)

醞釀期(incubation) (3)豁朗期(illumination) (4)驗證期(Verification) 。隨後學
者提出與 Wallas 相似的看法並作些許的修正，Taylor(1963)將準備期改為
勞心期(mental labor) ; Simon(1964)將驗證期改為鞏固期(consolidation)。創
造 歷 程 的四 階 段 理 論 基 本上 是 獲 得 多 數 研究 者 的 接 受 (Maker, 1993 ;
Mednick, 1962 ; Sternberg, 1988 ; Torrance, 1966) 。
創造的歷程因人而異，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創造的發生，必須先
對問題的各項事實有明確的概念和認知，從舊經驗中尋找各種解決或創新
發明的策略，進而運用各種心智能力進行思索及提出假設、驗證假設，若
可行，則執行之並告知他人。歸納上述多位學者的主張與說法，本研究提
出的創造歷程四階段，研究者認為科學創造力者從產生動機到產出作品，
其創造歷程應涵括了準備階段、孕育階段、頓悟階段和實作階段。

第四節 指標的定義與建構
壹、 指標的定義
Kerlinger (1986)指出指標應具備兩要素，分別是:以可觀察事項取代不
可觀察事項、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數值組成單一數值。 Cuttance (1990)則認
為指標可用來測量事物的品質或數量。一殷涵蓋定性與定量兩種表示方
法，定性法乃作為描述性質和狀況的工具;定量法則利用調查所得的數據，
透過整理、分析的步驟，所得之結果。Bottani 和 Tuijnman (1994)認為指標
應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可被量化，不但可呈現數字，也可表現統計意義。
第二，是診斷工具，以評鑑為基礎，做為創造有利得願景與期望。第三，
是ㄧ種總結性訊息，作為經濟成長或教育發展的表現。第四，是價值判斷，

19

提供政策規劃基礎。無論何種方式形成之指標，其用意皆為作為顯示制度
或制度表現情形的信息或指引，且能夠對制度的品質或數量進行量度。
Spee and Bormans 於 1992 年也說明指標即為一種信號(signals)或指引
(guides)，可用來解釋制度或部份制度的表現情形。張春興於(1989)定義指
標為用一件事代表另一件事的狀態或變化，前者即為後者的指標。指標的
呈現形式可以是數字、符號、文字或顏色等;它能將概念化繁為簡、清楚表
述，更可進一步地闡明概念，以做為日後實證研究價值判斷的基礎和參考
依據。徐超聖(1999)則認為指標是用來指出或顯示某種已存在的現象，由
於該現象較為抽象，不易直接觀察或不便測量，因此以另一種較能測量或
觀察的指標來表徵該現象。本研究所謂之科學創造力指標，即用以解釋參
加科展團隊運作時，團隊成員創造力之表現狀況與信息的一組概念化類別
或項目。透過指標的指引能清楚且明白地表述創作過程中，科學創造力所
呈現的內涵、特質、形式或其他表徵，性質屬質性概念之體現，而非量化
數值的測度。
一般而言，指標可分為量化的指標(quantitative indicators)和質化的指
標(qualitative indicators)兩種。量化的指標在反應一個可數值化的結果;而質
化的指標即是用於確認數量的相對卓越程度(Johsnstone,1981) 。根據此種
分類，指標通常具有五種特性:
一、 指標能指出普遍的狀況，但在科學上未必具有良好的精確性。
二、 指標和變項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變項又用於反映社會特定層面
的現象，而指標則是整合相關變項的概念與意義後，所呈現出制度
的縮影。
三、 指標可以是量化的數字，必須根據建構原則，以解釋其意義。
四、 指標數值的適用性是暫時的，會隨著時間的變遷有所變動。
五、 指標是理論發展的起點。研究者必須透過確認相關概念、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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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型定義轉換為可測量變項，再進行資料蒐集與指標建構的工
作。
Anderson認為「好指標」應包含以下六個特性: (黃政傑，1996)
一、 指標應來自現成的資料或是可以較簡單的以低成本蒐集及計算
者。
二、 指標應易於了解，一些以複雜數學函數表示的指標是較不實際也
較不易了解的。
三、 指標必須是代表可測量的事物，指標應有共通的「操作型定義」
。
四、 指標所測量的應是重要的與有意義的事物。
五、 指標在測量提出時與真實事物本身的時間差距應力求最小，方能
顯現出真實的狀況。
六、 指標應能提供進行區域、社會團體、或機關等之間比較所需知資
訊。
貳、 指標建構的發展模式
指標系統的發展除了必須結合許多人力與資源，亦有相關發展的步驟
與原則必須依循，王保進( 1994) 彙整各學者 (Anderson

1991 ; Odden,

1990 ; Shavelson,McDonnell，& Oakes, 1989)對於指標發展的標準後，提出
以下幾點建構指標過程所應依循之準則:
一、 具備有簡單明瞭的特性
二、 應是可測量的客觀指標
三、 具有政策的引導性
四、 需價值中立
五、 具備可分割與加總性
六、 具有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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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除了必須準確地反映所欲測量與瞭解的現況之外，更重要的應是
可以簡明地為社會大眾所理解，進而做為協助政府進行政策擬定與修正上
的重要依憑。指標的建構應該是動態發展的過程，隨時配合實際情況、因
應不同需要而予以修正，這種特質應恰與課程發展模式類似(王素芸，
2001)。王素芸參考黃炳煌所提出的課程發展模式，發展出基本指標發展模
式，如圖 2-4-1 所示。
由圖 2-4-1 顯示，基本指標之發展包含六大要素，並有回饋線構成動
態循環系統。六大要素分別為(王素芸，2001) :
一、 指標規劃:考量外部條件，召集指標規劃修訂小組，安排研究、經
費、時程安排等。
二、 指標設計:由學術團體或研究小組以集體共同設計完成基本架構
之建立。
三、 指標發展:工作重點在於能力項目與指標之分科性、細部化的繼續
發展，並建立累積各種參照常模。
四、 指標實驗:在正式實施之前，先試編教材、發展測驗、並針對小樣
本學生實施，實驗結果經評鑑後加以改進。
五、 指標實施:經過實驗階段之修正改進之後，進行普遍實施。
六、 指標評鑑:整體檢討優缺點，蒐集改正意見，以期指標之建構與實
施更加完善。評鑑之結果對於指標修改之必要程度與幅度或許有高
低差別，故應分別視情形採取指標維續、指標修訂、指標改革、指
標創新之修訂作為。
依照指標的發展模式而言，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所能運用的各種資
源，目前僅能達到前三個階段。要達成第四個階段「指標實驗」尚需再進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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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標規劃
2
指標設計
3
指標發展

4
指標實驗

否

指標評鑑

指標創新

是否
可行
是

5

指標實施

6
指標評鑑

指標修訂

指標維續

否

是
目標是
否達成

圖 2-4-1 基本指標發展模式圖
資料來源:王素芸，200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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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關研究
隨著科技的發展，創造力在各行各業中的應用日受重視，創造力的探
討與研究也是最近幾年教育界的熱門主題，最近由於國科會科教處的積極
推動，教育領域有關科學創造力的研究成果相繼湧出，在本節中整理有關
科學創造力、創造歷程、創造力指標等相關之研究，作為本研究理論基礎。
參考國內對科學創造力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5-1 所示:
表 2-5-1 國內科學創造力之相關研究
研 究 者
(年代)
張甘棠、
饒達欽、
吳明雄
(1987)

研究題目

「創造思考
與發明」實驗
課程對高工
學生創造發
明能力之影
響。
洪榮昭、 「 專 題 製 作
許書務
對科技創造
(1998)
力發展之影
響分析—以
機器人製作
為例」--以高
職學生之的
專題製作為
研究對象。
王貴春
STS 教學與國
(2000)
小生創造力
及學習態度
之研究

呂素雯
(2002)

研究結果
1. 以高工機械科電子科二年級學生為實驗對
象。
2. 創造思考教學可以增進學生「創造思考」測
驗之分數。
3. 在「發明設計能力量表」的分數無顯著差異。

1. 學校的專題製作會產生問題，常見的原因是
學生相關知識或技術不足。
2. 創造性生產力可經由教育計畫的實施而有顯
著的增加，可以從教學的情境中發展解決問
題的能力，而對於特定知識及工具的使用技
巧，可以透過練習來加強。也就是說創造力
訓練愈成功，愈能使製作的產品更具價值。
3. 從事科技創作者必須具備知識力、實作力和
思考力。
1. 在獨創力、精密力、開放性、標題、好奇性、
挑戰性及總分上實驗組均顯著高於一般教學
之控制組。
2. 實驗組在對課程的態度、對教師的態度、學
習動機及總量表得分均顯著高於控制組。
3. 學生對 STS 教學多傾向正向之態度。
自 然 科 創 造 1. 問題解決能力、變通性、有效性、界定問能
性問題解決
力，女生顯著優於男生。
教 學 對 國 小 2.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可顯著增進學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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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彥斌
(2002)

劉聰穎
(2002)

魏永興
(2002)

陳亮宇
(2003)

解決能力。
六年級學童
問 題 解 決 能 3.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可以增進學習效果。
力、態度及學
習成就之影
響研究
從 科 學 活 動 1. 研究者藉實際動手做的課程教材，以科學過
過程技能中
程技能之訓練，透過創造性活動和評量工具
增進國小學
之設計，來培育及提升學生之科學創造力。
童 科 學 創 造 2. 在科學創造潛力方面，開放性、獨創牲，精
潛力
密性、流暢性與標題，實驗組平均分數明顯
高於對照組。
從 二 元 編 碼 1. 研究者將二元編碼理論引入聯結的方式，自
理論與創造
編的「國小學童科學創造聯想」量表作為研
力聯想理論
究的工具。
探 討 國 小 學 2. 圖文共存的模式下，對四年級國小學童的科
童的科學創
學創造力各向度的表現助益最佳;圖形刺激
造力表現
物模式下的表現次之;文字刺激物模式下的
表現又次之;無刺激物模式則表現最差。
3. 刺激物關聯距離較近，對四年級學童的科學
創造力中的「流暢力」之表現助益最大;刺激
物關聯距離較遠，則對學童的科學創造力中
的「變通力」與「獨創力」之表現助益最大。
啟 發 國 小 學 1. 研究者運用數種有助學生創造力啟發的創
生科技創新
造思考教學技法與問解解決策略作協同教
設計能力教
學，並配合鷹架理論與社會建構論之理論基
學策略之行
礎，協助學生學習成長，使學生的潛能發展
動研究
區(ZPD)能發揮最大的成長空間。
2. 鼓勵學生去探索自然界的事物的奧妙，引導
學生發現當中某些特殊之處，隨時觀察學生
的反應，並不斷修正自身的發問與教學態
度，以增進學生創造發明的能力。
自 然 科 多 元 1. 研究者以實驗研究法對兩組國小五年級學生
智慧教學對
進行「科學創造力測驗」
「國小學童科學創造
國小學生科
力評測」，依研究者編制之教學活動設計之
學創造力的
多元智慧教學之實驗組，和依自然科教學手
影響
冊之教學教學之控制組，探討其教學成效。
2. 前測時兩組學生結果無顯著差異，後測時兩
組學生結果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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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怡
(2003)

周岱學
(2003)

陳振明
(2004)

創造力青少
年其家庭教
養環境之研
究 -- 以 全 國
科展得獎國
中生為例
STS 融入教學
對國中生創
造力與問題
解決能力之
影響
影響高一學
生科學創造
力的因素之
研究

1. 研究者採質性研究法，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
訪談，並將所獲資料進行質性分析。
2. 研究發現父母積極教養，營造支持創造力發
展的家庭教養環境，以及提供多方面發展所
需資源，使子女能發現自己的性向，並能在
有潛力的領域中展現其創造力。
1. 將 STS 教學理念融入國中課程中，對於培養
國中生的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是相當有幫
助的。

1. 研究者以線性結構方程模式(SEM)為分析方
法，深入探討在科學範疇中的創造力。
2. 研究者所發展的「影響科學創造力的因素之
問卷」
「科學創造力測驗」兩工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與適用性。
3. 「環境」、「科學知識」
、「科學創造力測驗」
對「科學創造產品表現」有較強且達顯著的
直接效果存在，
「科學創造力個人特質」對「科
學創造產品表現」的直接效果值則較小且未
達顯著。
「環境」
、
「科學知識」
、
「科學創造力
個人特質」對「科學創造力測驗表現」的直
接效果值都不高且未達顯著水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科學的邏輯觀點而言，科學的創造力之不同於一般創造力，在其科
學探究過程中強調的邏輯一致性，透過科學探究問題的過程才能突顯科學
創造力之獨特性。科學教育不僅止於學習科學知識，更需要培養學生創造
能力。科學學習不是技巧的模仿而是創造，教材不應侷限在教科書的內
容，而應將生活中所遭遇的相關問題視為科學教育的活教材，讓學生有機
會運用既有的科學知識解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在問題解決過程中，創造
新的科學知識(王千倖，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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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學發展之歷史觀之，科學研究之歷程，其實涉及了很多科學家的
創意在其中。Glynn 和 Yeany (1991) (熊召弟、王美芬、段曉林、熊同鑫譯，
1996)指出鼓勵學生參與解決問題的過程可以協助學生發展其思考與創造
的能力，洪文東(2000)也提出可從問題解決的過程培養學生的科學創造力。
參考國內對科學創造歷程之研究，整理如表2-5-2所示:
表 2-5-2 國內科學創造歷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與
研究參與者

傑 出 理化 科
陳昭儀 學 家 之人 格
(1990) 特 質 及創 造
歷程之研究

海峽兩岸中
汪榮才
小學生創造
蘇清守
思 考 之 比
劉緬懷
較：創造表現
(2003)
與創造歷程
國 小 學童 創
造 思 考與 批
黃秋敏 判 思 考在 科
(2004) 學 問 題解 決
歷 程 中之 關
聯性研究

研究結果
1. 傑出科學家對於「科學創造力」的定義可歸納為三個向
度，即挑戰、新穎及獨特：要「挑戰」未知的科學世界，
才能使科學有持續的進步；要能開發「新穎」的問題、
領域、問題解決法、現象、規律或典範；並有「獨特」
的見解及研究成果。
2. 歸納出傑出科學家的一些共同特質，如：具有
堅持力、認真、專注的精神；在思考特質方面，
也多半具有好奇心、喜歡思考新問題、見解獨
到、具有批判力等創意特質；而在學習特性方
面，他們均屬積極求取新知的自學方式
3. 傑出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之創造歷程可分為五
個階段進行分析及探討：(1)靈感與動機；(2)
構思、界定研究題目；(3)思考推衍過程；(4)
理論驗證與實驗設計；(5)發表研究結果。而上
述之五個階段乃是呈現循環的動態歷程。
1. 在研究中發現兩岸中、小學學生在歷創造歷程
中多數受到內在動機的激發。
2. 其創造歷程包括事前評估、發現事實、產生觀
念、選擇解題策略、執行與驗證等五個階段，
並且能夠充分運用後設認知策略。
1. 研究者以相關統計法進行瞭解學童在科學問題
解決歷程中創造思考與批判思考的能力表現，
再以「知識理解」、「解釋應用」、「綜合評鑑」
三種不同科學問題類型，來探討國小學童創造
思考力與批判思考力的相關性與差異性，並比
較在這三種不同科學問題類型中國小學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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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批判思考的能力表現。
2.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六年學童在創造思考與批判
思考能力在「知識理解」
、「解釋應用」
、「綜合
評鑑」種不同科學問題類型的能力表現達高程
度的相關性，且國小六年學童在創造思考與批
判思考能力在面對這三種不同科學問題類型的
能力表現皆達顯著差異。
1. 研究者以某大學修習「教學媒體與製作」之教
育學程學生進行創意任務一學期，研究結果發
現學生在創造歷程中的「動機」和「策略」有
顯著變化，依據學生創造觀念的內涵，發展出
創造學習歷程的變化模式。
2. 自己認為沒有創意的學生提及家庭及求學過程
的壓抑。
3. 針對學生「創造力觀念」進行編碼分析，最後
概念形成「創意自由定位」與「創意束縛矛盾」
大 學 學生 多
簡佩芯
的傾向。
媒 體 創作 歷
(2004)
4. 在創作歷程的變化中，發現學生在「動機」中
程研究
的「功課作業價值」與「自我效能期望」都有
顯著提升。而在「策略」方面，在「後設自我
調節」方面也有有顯著變化，且從效果值的分
析中，可以發現整個歷程中，「策略」方面，有
漸漸朝向高層次後設認知策略過渡的趨勢變
化。
5. 完成創意任務後，學生在「圖形創造力」中「流
暢力」、「獨創力」、
「變通力」、「精進力」都有
顯著提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Tucker(1985)提出一些策略，讓人培養出一個日久常新的思考習慣:
．留白:不要把工作排滿，讓自己有些寬鬆的時間。
．順性:察覺什麼時空環境下，你的腦子最靈活、點子最多，就讓你的
思緒在那個時空環境下自由奔馳。
．活潑:找一個興趣相投的人交談，或投身在一個「問題發球機」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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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打破老規距老招式，做做「老題新解」，試試你不喜歡的或未
試過的事。
．開展:發展一個創新的領域，運用書、人、各項資源使自己成為專家。
站教育者的立場，我們所最關心的應是「如何才能提昇學生的創造能
力」。經由以上我們對創造事件發生的各種歷程分析，我們若想改善創造
能力，得在自己的「思考及工作的習慣」上做一些調整。
參考國內對指標或指標建構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5-3 及表 2-5-4
所示:
表 2-5-3 國內國中小能力指標建構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秦嗣輝
(2002)

卓家夙
(2003)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

以國小教師為
研究對象，進行
九年一貫課程
自然與生活科
技學習領域能
力指標轉化之
個案研究
以國小五年級
學生為對象，旨
在探討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
領域第三階段
能力指標教材
發展研究

1. 研究者透過個案研究，了解在九年一貫課

2.

1.

2.
3.

1.
國民小學環境
2.
林文鵬 價 值 教 育 基 本
(2004) 能 力 指 標 建 構
之研究

程脈絡下，教師如何解讀課程綱要，並進
而轉化成實際教學的過程。
九年一貫課程分段能力指標，以能力取向
為重點，調整課程內容適合學生，並利用
個中不同的能力指標轉化策略，做生動教
學。
以水為主題，設計一以轉化能力指標發展
而成之教學模組，達到「以學生為主題，
以生活經驗為重心」的教學型態。
轉化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三階
段能力指標為教學目標。
依據教學目標發展出教學模組及評量工
具。
研究者透過專家以「德懷術」建構「國民
小學環境價值教育基本能力指標」。
以課程理念而言，「生態道德」最重要; 以
課程目標而言，「關懷萬物的態度」最重
要; 以指標向度而言，「主動負責」和「體
驗自然」最重要; 以基本能力指標而言，
1-3 年級適用「能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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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發展國民中小
潘慧玲 學 教 師 教 學 專
3.
(2004) 業 能 力 指 標 之
研究
4.

1.

2.
李宜玫
王逸慧
林世華
(2004)

社會學習領域
分段能力指標
之 解 讀 — 由
Bloom 教育目標
3.
分類系統 (修
訂版)析之

1.
國中小學「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
域教科書內容
李佩蓉 與 能 力 指 標 呈
(2005) 現 之 分 析 － 以
「化學反應」、
2.
「氧化還原」及
「酸鹼鹽」為例

境的影響」; 4-6 年級適用「能培養對環境
感到快樂和熱愛的感覺並建立自然環境與
自身生存息息相關之情感」。
教師是課程改革的主要執行者，教師教學
專業能力內涵亟需釐清。
課程改革變動劇烈，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內
涵需與時俱進。
透過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指標的建立，有助
於提升教學專業。
研究者將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分為五個層
面:規劃能力、教學能力、管理能力、評鑑
能力、專業發展能力。
修訂版之 Bloom(1956)教育目標分類系統
將教育目標分為「知識」與「認知歷程」
二大向度。
依據修訂版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系統認知
領域的分析方法，研究者初步將指標依動
詞與名詞部分加以分解，其中「動詞」通
常陳述學習結果中認知歷程的表現，「名
詞」則為學習結果中的知識內涵。
研究者以示例呈現說明如何運用 Bloom 認
知領域的教育目標分類系統為經緯，架構
出教學目標、活動與評量的設計方案，不
僅可以兼顧認知學習上的發展與邏輯順
序，也合乎教學過程彈性加深加廣的延
伸，期望藉此能對指標的解讀與教學轉化
能有所助益。
探討「化學反應」、「氧化還原」及「酸鹼
鹽」三個主題內容中「過程技能」
、「科學
與技術認知」
、
「思考智能」
、等能力指標之
呈現，過程技能偏重在組織與關聯，科學
與技術認知偏重在認識物質與交互作用的
認識。
「化學反應」、「氧化還原」及「酸鹼鹽」
三個主題內容的編排與縱貫的聯繫的情
形，架構完整，對照教學細目標均做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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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4 國內指標建構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
(年代)
1. 研究者採理論探討與實徵研究。採國內外相
關文獻的探討為主，加以彙整學者之看法，
編製問卷，進行問卷調查的資料蒐集，後以
階層分析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進行相關指標之權重分析，最
後完成「大學院校創新指標之權重體系」建
紀孝儒 大學創新指標
構。
(2007) 建構之研究
2. 研究結果分為三個層級，第三層級指標共分
40 項，經由整體指標相對權重排序，由高至
低分別依次為「鼓勵學生自由發問與討論」
、
「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對於學生的問題能
夠給予回饋」
、「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基礎
學科的訓練」
、以及「跨領域的整合型課程」
。
1. 研究者以發展 AIPO 模式評估教育部推動創
造力教育之計畫；A 為實際推動者的知覺，1
為教育輸入，P 為教育過程，O 為教育輸出。
共發展兩項評量工具-「台灣創造力教育指標
檢核表」
，以及「台灣創造力教育政策推動現
台灣創造力教
況調查問卷」
。
郭旭展 育之指標建構
2. 研究結果認為創造力教育政策的推動是有益
(2007) 與執行成效評
的，從教師知覺中發現，創造力教育的實施
估
不僅可增進兒童創造力，尚可增進其問題解
決能力、基本學科能力;對教師而言可增進創
造力、轉化課程的能力、教育專業知識技能;
對學校而言可與地方社區共榮、增進行政人
員、教師、學子的參與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創造」是一種心智活動的過程。在生活中，由於情境的變遷需要我
們做出應變和抉擇，因此，「創造」也是一種生活的能力。一個人的創造
能力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而是「強或不強」的問題，一個事件的發
生，其內含的創造成份也不是「有或沒有」的問題，而「多或少」的問題。
「能力」只有經由當事人的「表現」來辨識。而這「表現」可以由其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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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成品所呈現的特質來評鑑，也可以由當事人在創造活動中呈現的行為
來辨識。
為了在執行上的方便，我們得把這項「鑑定」的指標項目限制在幾個
項目上，而評鑑者可依據這幾個項目，聯想到整個內涵，且對整個「創造
力」不會有掛一漏萬或偏執一端的判準。

第六節 小結
談及創造力，其根本重點在於強調創造思考及其歷程。事實上，就創
造力的「歷程」而言，它是探討創造力產生於甚麼樣的心理運作過程。歷
程的探索，即著重於「認知」心理歷程的探討，此與心理學研究範疇中的
「訊息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或認知模式（cognitive model）」是
息息相關的。早期如 Wallas（1926）的創造歷程四階段模式觀點，指出創
造的過程包含四個階段：準備期（preparation）、醞釀期（incubation）、
豁朗期（illumination）及驗證期（verification）。
洪振方(1998) 在科學的創造思考歷程中，「發現問題」、「界定問題」
即是問題的發現與探索，並藉著豐富的舊有知識，「形成解決策略」;再經
過邏輯上的論證即「評鑑策略」、「決定策略」等步驟來完成科學創造力
的過程。
唐偉成、江新合(1999) 強調動機是提昇科學創造力的重要關鍵，在歷
程中得到肯定與支持，也是持續完成的重要關鍵。他們曾提出四項能力作
為科學創造力評估的參照指標: 1.組合舊概念的技能。2.多元思考的技能。
3.解決問題的技能。4.創新的技能。
Rhodes (1961)歸納創造力有四個要素，包括：個人(person)、歷程
(process)、產品(product)、環境(place)等，簡稱為創造力的 4P。
32

本研究參考 Wallas(1926)提出的創造歷程四階段，研究者認為科學創
造力者從產生動機到產出作品，其創造歷程應涵括了準備階段、孕育階
段、頓悟階段和實作階段。準備階段應包括舊知識的認知、新經驗的刺激，
進而產生構想、思考問題、設計實驗(孕育階段) ，在實作的過程中，也許
是成功，作品產出，也許是失敗，重新再來，創造歷程在這四階段中反覆
循環直到作品的產出，因此本研究將科學創造歷程歸納為四個外顯程序，
包括：參加科展的動機、瓶頸的突破、問題解決的程序、構想擷取的方法。
參考 Rhodes 的創造力四個要素，將個人因素探討重點放在人格特質，
並擴充增加學習(learning)及能力(capibility)二個因素，此六個因素形成本研
究之科學創造力模式。「人格特質面」探討高創造力者人格特質；「環境
面」探討高創造力者生活與學習環境；「學習面」探討高創造力者學習機
會與過程；「能力面」探討高創造力者能力項目；「思考歷程面」探討高
創造力者思考特質；「作品面」探討高創造力者作品之標準與作品之特徵。
每一個面向之間又相互影響，受內在思考歷程左右，因此，本研究藉探究
科學創造歷程運作的模式，建立「高中學生科學領域之創造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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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先採質的研究，以深度訪談、撰寫訪談紀錄、文獻及背景分析
探討等方式來蒐集資料，再以量性研究確認指標的重要性。本章共分四
節，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擬定研究架構如圖 3-1-1。

深度訪談

受訪學生背景資料

相關文件資料

高中學生之
創造思考歷程

資料分析、歸纇

科學創造歷程

科學創造力指標
作品面

思考歷程面

學習面

能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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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

人格特質面

構想擷取的方法

問題解決的程序

瓶頸的突破

參加科展動機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參加過「高中職科學展覽」獲獎的學生，在參賽的
過程中的心智運作模式，藉由探討參賽者之創造歷程，發展適合高中學生
之創作力指標。考慮得獎學生受訪時的現狀，為免學習狀況過度干擾參賽
當時的思考，特選擇得獎之各科團體，接受訪談時仍為高中職學生，作為
訪談對象，共篩選出六組 2006 年(第 46 屆)全國科展得獎之隊伍(詳如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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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得獎人

作品名稱

受訪時就
讀學校

科
別

名

次

指導老師

薛宇捷
呂俊漢
陳健安
陳勝崎

國立新莊 物
管 狀泡 膜 之
高中／三 理
研究
年級
科

第 46 屆基北區
優等
吳原旭
第 46 屆全國競
賽佳作

管晧

少 年廷 得 耳
的 煩惱 — 真
溶 液的 廷 得
耳效應

國立科學
化
工業園區
學
實驗高中
科
／三年級

第 46 屆桃竹苗
區優等
施建輝
第 46 屆全國競
賽第一名

李亭諪
陳毓茹

誰 害我 消 化
國立彰化 生
不 良— 澱 粉
女中／二 物
酶 抑制 劑 之
年級
科
研究

第 46 屆中區優
等
第 46 屆全國競
賽第一名
蕭碧鳳
第 46 屆最佳創
意獎
2007 年國際科
展生物科佳作

顏嘉儀
蔡品儀
詹依瑾

地
翻 落山 頭 的
國立彰化 球
火 燒風 — 台
女中／三 科
東 焚風 之 研
年級
學
究
科

第 46 屆中區優
等
唐國詩
第 46 屆全國競
賽第一名

李璇
陳冠樺
戴君容

國立嘉義 物
國 王的 海 市
女中／三 理
蜃樓
年級
科

第 46 屆雲嘉區
優等
第 46 屆全國競
賽第一名
莊立山
2007 年國際科
莊立帆
展物理科第二
名
2006 年旺宏科
學獎銀牌獎

潘建綱

颶 風來 嚕 —
國立高雄 數
對 角線 與 方
鳳山高中 學
格 圖之 關 係
／三年級
科
探討與推廣

第 46 屆高屏澎
區優等
顏祥益
第 46 屆全國競 黃佩瑜
賽第一名

37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有鑒於國內無科學創造力指標建構之研究，本研究採用先質性後量性
的研究方法，質性研究階段係經由深度訪談為研究進行方式，將研究參與
者的資料分析探討、撰寫訪談記錄，並以蒐集所得之文獻資料予以分析、
歸納統整，探討其創造歷程及建立科學創造力指標初稿。之後以精釋研究
法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量性研究階段係使用肯德爾和諧係數考驗科學創
造力指標之信度。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 資料搜集
本研究資料搜集的主要途徑為「文獻資料分析」及「半結構式深度訪
談」，分別針對六組不同科高中科展得獎者為研究參與者，以擬定的訪談
主題進行深度訪談，錄音，由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網站取得得獎作品資料
或直接請受訪人提供相關訊息，同時參酌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及指導老師
觀點加以分析探討。
二、 訪談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依初步研擬出深度訪談之問題架構，選取一組得獎學生進行預
談，並經由試行之資料分析與研究目的兩相比對後，進一步修訂訪談問題
架構。爾後，再選取第二組得獎學生，重複上述步驟，以確保訪談問題能
精確的聚焦於研究核心，且利於後續個案訪談之用。
除第一組預談之隊伍外，選取其餘訪談隊伍時，特別考慮不同科別、
就讀學校分佈於北、中、南區之得獎學生，力求取樣具代表性。研究者逐
一以電話、e-mail 與參與研究者聯繫，告之本研究的主旨、研究的目的及
本研究進行的時間和錄音的需要，確定參與之受訪隊伍，並由研究者親自
至受訪學生學校訪談。
三、 訪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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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究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方式進行，由研究者提供一組提網挈領的訪談
主題，以引發受訪談者情緒，使其自由的在有限時間內探索、調查與詢問。
透過訪問調查，在有限時間內針對高中學生創造力主題，進行語言的互動
和對話，研究者得藉此過程取得資料。
四、 擬定訪談主題
在進行實際訪問調查之前，本研究先經內部(教授一位及博碩班研究
生四位)討論後，編製訪談大綱。大綱之內容依據本研究之科學創造力模
式，調查受訪者之人格特質、生活與學習環境、創造的能力、知識與學習、
創造思考歷程、產品評量的標準等，共計 17 個問題(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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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訪談大綱問題內容及對應研究架構
題

對應研究架構(註)

目

1

1. 能否描述一下你自己具備何種人格特質？
2. 你所具備的哪些人格特質對科學創造有影響？

2

3

4

5

6

V
V
V

3.你參展的動機為何？

V V V V

4.作品的創意構想如何產生？

V V V

5.參賽的過程是否有阻礙或瓶頸？
6.你是如何克服參賽的過程遇到的阻礙或瓶頸？
7.參賽的過程中遇到和隊友意見分歧時如何解決？
8.你是否勇於辯護自己的想法和觀點？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9.參賽的過程中最感快樂的事是什麼？
10.平時的興趣有哪些？它對你做科學創作有無幫助？

V V V

V
V

11.參賽到得獎的過程中有何感想？

V V V

12. 什麼樣的學習對你的作品最有幫助？
13.你認為科展參賽者應具備哪些條件才能脫穎而出？
14.將來是否會繼續朝研究創造的方向發展？
15.你認為科學創造力是否能經由訓練而精進？如何

V V V

V

V V V

V
V V V

做？
16.你認為你得獎的作品具有繼續發展的必要性嗎？
17.你認為你得獎的作品對未來生活有何幫助？

V V
V V

註:對應研究架構:1 代表人格特質面；2 代表環境面；3 代表能力面；4 代表
學習面；5 代表思考歷程面；6 代表作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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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訪談記錄
本研究的訪問記錄方式包括:現場環境觀察記錄及錄音帶錄音記錄。現
場記錄主要是以摘記的方式，記錄訪談重點及受訪情緒、動作等反應，並
且可以將聽不清楚或有疑義之處，立即記錄下來，做為進一步尋求瞭解的
依據。
為能夠真實完整地記錄訪談內容，研究者於訪談進行前，取得受訪者
之同意，以錄音筆記錄訪談之全程內容。除能夠提供日後整理訪談逐字稿
之輔助外、更能做為進一步資料分析之參考依據。
每次訪談結束後，立即將訪談錄音繕打成逐字稿，若有不明瞭處，再
次以電話或 e-mail 確認其語意或想法，完成逐字文字稿之後，再 e-mail 給
被訪者請其修正，以求得資料的完整性及正確性。
六、 訪談資料的分析
經徵詢受訪者同意，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器側錄訪談內容，訪談結束
後由談問者親自將錄音內容轉換為文字稿，直到完成所有訪問調查結束為
止。在完成所有訪問調查結果之文字稿後，由訪問者進行第一次的文本資
料之歸類，除了分析其科學創造歷程，並以本研究之創造力模式作為歸類
之架構，歸類示範如表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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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科學創造力指標歸納表範例
構面名稱\
科學創造力指標命題
一、人格特質面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運用基本知識，想出一些別人沒注意到的事
想出一些別人沒注意到的事，也
想出一些別人沒注意到的事
1.具好奇心探索新事
許這些事其實是蠻顯而易見卻被忽略的，其實它
它
物
是具有其奇特性。(新竹實驗)
是具有其奇特性
偶然發現有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
新的物質，
偶然發現
新的物質，並對此
感到好奇。(彰女一)
感到好奇
2. 喜歡實作（實驗） 喜歡做實驗，
喜歡做實驗，平常在家裡就常進行實驗
進行實驗，當必須
進行實驗
花很多時間在實驗上
時間在實驗上時，就必須犧牲一些休閒的
時間在實驗上
時間，覺得花時間做實驗
做實驗比玩更有趣
做實驗比玩更有趣。(嘉女)
比玩更有趣
自己覺得還蠻喜歡做實驗的
喜歡做實驗的，尤其是沒有時間壓
喜歡做實驗的
力情況下，做實驗是蠻快樂的一件事
做實驗是蠻快樂的一件事。(新竹實
做實驗是蠻快樂的一件事
驗)

資料的分析採用「編輯式分析(edition style)」的方式，編輯式分析強
調主觀/詮釋的分析，研究者擔任編輯者的角色，對於文本資料進行編輯、
剪裁、安排、再重組，直到找出類別之間的關聯和意義，並對資料加以詮
釋（胡幼慧，1996）。在資料的部分與整體間反覆循環論證，進行逐步的
螺旋式前進，以提高對文本理解的確切性（陳向明，2002）
。資料整理歸
納，首先由分析者反覆閱讀理解後整理成受訪者用語摘錄，並用研究者語
言進行摘要之敘述，之後群聚摘要敘述形成科學創造力指標之命題。

七、 精釋研究法
詮釋學(hermeneutics)是一種應用在質性研究的策略，本研究以精釋研
究方法(Herminiutic)以作為瞭解文本資料(即訪查記錄)之意義及解釋其內
容，以決定科學創造力指標。Gadamer 的詮釋學循環始於詮釋者的傳統，
此循環總是無止盡地「向前邁進」，在固有的意義上增添新的意義(詳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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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華,1998)。Cassell 與 Symon (1994)曾發展一套以質性研究為過程，其主
要是讓研究者不斷的建構及解釋，並以建構重要的、具代表性的決定性指
標為原則，而非完整的全面性指標建構方式( 引自洪榮昭，1997;郭昭
佑,2000)。精釋研究的兩組專家群，一群由創造力有研究的各領域學者專
家組成，另一群由曾指導或輔導高中學生參加創作品競賽之高中教師專家
組成。本研究精釋研究之過程如下：
(一) 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初稿：研究者與其他領域之創造力研究者組成研
究群，透過理論基礎的探討，了解所要建構之科學創造力指標的內
容，並透過訪問調查所獲得之記錄，進行內容之摘錄、歸類、釋意、
命題、檢查、討論等過程，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初稿。
(二) 專家討論：本研究邀請兩組專家群，其中一群為高中教師專家，另一
群為學者專家，每一群各由四至五位成員所組成。專家群組依照精釋
研究方法，重覆閱讀文本資料、檢視科學創造力指標歸納表，以及創
造力指標初稿，之後召開專家精釋會議進行討論。
(三) 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草案：首先由高中職專家群進行專家精釋會議，
經充分討論後修正科學創造力指標歸納表及科學創造力指標初稿，作
成科學創造力指標草案。
(四) 確立科學創造力指標：接下來，由學者專家進行專家精釋會議，經充
分討論後修正科學創造力指標歸納表及科學創造力指標草案，以確立
科學創造力指標。

在兩群組專家精釋會議討論過程中，若出現意見不一致時，則必須經
由彼此說明意見後各自修整其想法，直到所有的專家對於分類及科學創造
力指標沒有進一步意見為止，即必須達到「理念的飽和」為止。本研究兩
群組專家，如表 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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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群組專家名單
高中職教師專家
吳
徐
王
黃
黃

學者專家

台北市立麗山高中物理科老
師
台北市立麗山高中物理科老
師
台北縣立三重高中數學科老
師
台北縣立秀峰高中地球科學
科老師

熊
陳
黃
盧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教
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
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教授

台北縣立秀峰高中生物科老
師

八、 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質的研究部份之資料處理，先分析訪談資料(包含參賽者個人
資 料 、 參 賽 作 品 、 訪 談 文 字 稿 ) ， 再 利 用 「 分 析 歸 納 法 (analytic
induction)」，作整體的分析及資料歸類的工作，以理解資料之間的關係
及其意義，並將整理後的資料統整形成概念，藉由分析參與學生之科學創
造歷程，進而發展成科學創造力指標。根據本研究作品導向創造力模式所
列之六個創造力構面，包括：人格特質面、環境面、能力面、思考歷程面、
學習面、作品面等。
(一) 人格特質面: 依據受訪者訪談的內容和反應分析其人格特質，例如
是否具有堅持力、認真、專注的精神、具好奇心、喜歡思考新問
題、見解獨到、具有批判力等創意特質;在學習特性方面，則多屬
積極求取新知的自學方式。
(二) 環境面:依據受訪者訪談的內容和反應分析什麼樣的環境因素有利
於創造，可以孕育創造人的創造動機，做為創造力的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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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力面:受訪者在創造思考的構思活動外，所具有的基礎知識、專
業知識、技術、經驗等合成領域知識、成為創造力之資源 。
(四) 思考歷程面:受訪者在面對問題或逆境時所產生的思維，例如從舊
經驗中尋找各種解決或創新發明的策略等等。
(五) 學習面: 在科學領域中，培養創造力的相關技能也是必要的，例如
規劃自己學習，並且評鑑進步情形的能力。
(六) 作品面: 創造的產品指的是以某種形式存在的思考成果，既可以是
一種新概念、新構想、新理論等無形的成果；也可以是一項新產
品等有形的成果。
九、 資料的效度
本研究使用「三角檢定」增加質性資料的效度，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來蒐集同一事件或現象的資料，例如訪談、觀察、參展作品、參賽者的
觀點、評審的觀點等，並與文獻探討做進一步比對，以形成概念。
Ptton( 1990)在質的分析之檢驗和實證過程中的三角檢驗，提出四種
形式，分別是:
(一) 方法論(methodology)三角檢定:在一項研究中交互連用無論質或量
的多元化方法論，來研究單一問題或方案，或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
性。
(二) 資料來源(data sources)三角檢定:在一項研究中從多個不同的資料
來源蒐集資料，如在個案研究中分別蒐集訪談、觀察、及文件資料
等，以進行交互檢證研究發現的一致性。並可藉由數項資料來源作
交互檢驗比較；例如(1)觀察資料和訪談資料(2)比較人們在公開場
合的言論和私下的談話(3)檢驗人們在不同時間對事物評價的一致
性(4)比較不同立場的人們對事物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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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者-分析者(investigator-analyst)三角檢定:使用數個不同的研究
者或評鑑者來協同進行研究，或進行資料分析，以驗證分析的可信
賴度與可依靠性。
(四) 理論-觀點(theory-perspective)三角檢定:在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與
詮釋時，應用多元理論觀點，來詮釋同一組資料。如採用不同課程
理論觀點來檢視當前的課程結構，或採用不同心理學觀點檢驗當事
人的訪談記錄等(引自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在本研究中運用到「資料來源三角檢定法」及「研究者-分析者三角
檢定法」。除了比較觀察資料和訪談資料之外，透過各組指導老師（不同
立場的人們）對資料來源作交互檢驗比較；另外，在本研究進行的同時，
與數個發展不同領域（文學、藝術、技術）之創造力研究者交換不同領域
資料分析，互相提出彼此間見解之異同，互相討論，並修正到與受訪者實
際想表達的意思相近，再邀集相關領域之學者與專家進行專家會議，對整
理的資料再檢視，獲最後修正後，使納入研究結果分析之資料。
十、 量性分析
（一） 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定量表
將已確立之科學創造力指標，轉換作成「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定量表」
(範例如表 3-3-4)，由兩組專家各自討論後，評定各創造力指標項目之重
要性，採用 Likert 五等量尺設計，重要性由「很不重要至很重要」給分
由「1 至 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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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定量表範例

一、創造性人格特質
1. 喜歡突發奇想、異想天開 ---------------------------------------------- 1

2

3

4

5

2. 容易沈浸在自己的思維空間 ------------------------------------------- 1

2

3

4

5

3. 具有好奇心探索新事物 ------------------------------------------------- 1

2

3

4

5

（二） 專家意見一致性分析
將指標初稿交由專家各自討論後，給予各項相對權重( 1-5 分)，並對
專家所給的權重，依肯德爾和諧係數係數( the 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求其一致性，如各專家的權重達一致性(一般以肯德爾和諧
係數值大於 0.7 以上者)，即可選取檢核表草案中最高分的指標為具決定
性的重要指標。此方式係以專家一致性的效度來決定重要指標，包括組內
討論後的一致性及組間在肯德爾和諧係數係數的一致性。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步驟由擬定研究計畫開始，之後歷經文獻蒐集與分析、發辟
創造力模式、擬定訪問調查題綱、進行訪問調查、整理及分析調查資料、
完成科學創造歷程之分析及科學創造力指標初稿、進行教師專家群討論、
完成科學創造力指標草案、進行學者專家群討論、確立科學創造力指標、
編製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定量表、進行兩群組專家意見一致性分析，最後撰
寫研究報告等過程。其中由擬定研究計畫至確立科學創造力指標階段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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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由編製創造能力指標評定量表至進行兩群組專家意見一致性分
析階段屬於量性研究。(詳如圖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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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研究計劃
文獻蒐集與分析
發展科學創造力模式
擬定訪問調查題綱
第一階段 （質性研究）

進行訪問調查
整理及分析調查資料
完成科學創造力指標初稿
進行教師專家討論

進行學者專家討論
確立科學創造力指標

兩群專家指標重要性評估
及一致性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圖 3-4-1 研究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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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量性研究）

編製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定
量表

科學創造歷程分析

完成科學創造力指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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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與討論
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依研究目的呈現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研究者針對資料，作
整體的分析及資料歸類的工作，理解資料之間的關係及其意義，並將整理
後的資料統整形成概念，呈現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受
訪學生之創造思考歷程，第二節科學創造力指標，第三節指標的重要結果
評量，第四節研究結果討論。

第一節 受訪學生之創造思考歷程
在本節中，研究者針對六組研究參與學生的訪談資料所描述參賽過程
的經驗，將其創造思考歷程加以整理分析歸納，結果發現︰參加科展之高
中學生其創造歷程，以四個階段循環進行，在進行歷程運作時，不斷地透
過大腦裡的知識、經驗資料釐訂目標、產生構想、思考問題、設計實驗、
修正改善方案，再返回創造歷程，藉由驗證確認其修正改善方案的可行性
與效能，並將其建構的知識與經驗反饋回進入個人大腦中的知識、經驗資
料庫中(如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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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瓶頸

突破瓶頸

參加科展
動機
孕育階段

頓悟階段

實作階段

準備階段

產生構想

瞭解問題

產出作品

釐訂目標

思考問題

解決問題

設計實驗

舊經驗
新知識

構想擷取的方法

問題解決的程序

圖 4-1-1 創造思考歷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建構

為了更具體描述，本研究將思考歷程依「參加科展的動機」、
「瓶頸的
突破」、「問題解決的程序」和「構想擷取的方法」四個部份來呈現。
一、參加科展的動機
（一）本身對科學研究有興趣
研究發現，參展的學生平時就對科學的現象和科學實驗有高度興趣，
因此願意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下，花許多時間在實驗研究上。
本來對科學就很有興趣，長時間以來都是本校科學研習社的成員，過
去有學長和師長指導，在專業領域和實驗技術有許多練習機會，因為
高三面臨升學壓力，目前轉而擔任指導學弟妹。（新莊-薛宇捷）
為了興趣而去做實驗，為了想解開疑惑願意花許多時間去看許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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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科學的態度和熱誠，可以接受一再失敗的挫折，不斷改進，並且了
解自己要的是什麼。（彰女-陳毓茹）
喜歡做實驗，平常在家裡就喜進行實驗，曾在家中做過流體力學實
驗，力學，光學實驗等等，覺得很好玩就去做，即使器材不足，做一
些簡易的實驗，不一定做得很全，也不一定是做實驗，倒像是在玩的
感覺，這樣做過以後，感覺會比較好，會覺得這些東西不再只是一個
想法，和自己比較親近。
（嘉義-李璇）我也會有類似的行為，例如像
力學課本有些理論講的太抽象，就會實際去做做看。（嘉義-戴君容）
（二）學校教育之鼓勵
學校教育的方針，鼓勵學生創作，適才適所，提供創作的教育環境，
往往是培養高創造力人才的搖籃。
進入實驗中學的數理資優班後，看到許多同學參加各種的比賽; 由於
學校的慣例，資優班高二的學生至少要完成一篇專題研究報告，並發
表和其他同學分享，當時就動了念頭，想利用這四堂專題實驗時間做
科展。（新竹實驗-管晧）
上了高中後，因就讀學校的數理資優班，隔週開設科學專題研究的兩
節課，也因有科學專題研究的課，才會動念去參加科展。
（彰女-李亭
諪）
因為三名同學都是學校的數理資優班的學生，學校鼓勵每個學生都能
參與科展這樣的活動，我們三個人就組成一團，開始找題目。
（嘉義李璇）
因為參加數理資優班，高二時有一堂課是專題研究，規定要做科展，
因為我比較喜歡數學，所以選數學組。因為唸數理資優班是集中式
的，看到大家都很認真，自己也改變心態，變的比較認真，就是有那
個風氣吧。（鳳中-潘建綱）
（三）對觀察到的現象產生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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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學生對實驗現象有高度的敏感度，因此發現在一般人視為平常的
現象發現特異，產生好奇，並產生向下研究的意圖。
學校辦理科學營幫忙帶學弟妹玩一些科學遊戲，其中有一項是玩泡
泡，在玩的過程中，無意中發現泡泡會呈管狀，覺得有趣而有向下研
究的意願，於是便找了班上這些平時對科學就很有興趣的同學進行研
究計畫。（新莊-薛宇捷）
我們在高三的化學課本中，有談到膠體、真溶液、及懸浮液的界定。
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身邊剛好有一支雷射筆和一杯鹽水，在打光
之後竟然發現有一條細細的光帶，這不就是廷得耳效應嗎?它不就是
膠體嗎?但在課本的歸類，是將鹽水歸類在真溶液當中，這個矛盾使
我開始產生了極大的疑惑。就因為這個緣故使我開始投入一系列對水
溶液膠體的研究。（新竹實驗-管晧）
回想起去年(2005 年)七月海棠颱風侵襲台灣時，住在彰化沿海的我
們，除了狂風暴雨外，還感受到一股不尋常的乾熱風來襲，行道樹迎
風側甚至被熱風吹成了黃褐色，老一輩的人稱它為「火燒風」，不同
於以往颱風引起的潮濕西南氣流，這次西部沿海罕見的火燒風立刻就
引起我們的好奇，統合意見後決定做焚風這個主題。（彰女-顏嘉儀）
（四）第一次成功的激勵
最初的新奇，信心滿滿，在一次次的嘗試、失敗中，產生質疑，然而
本來只是調劑心情的無心之作，卻意外的成功，無疑是為大家打一劑強心
針，具有強化的功能。
利用粗鐵絲網做出有柄的鐵線圈，沾清潔劑，迎風而跑，卻意外的拉
出漂亮的管狀泡膜，也因為這個意外，突破了僵局，讓大家有信心繼
續做研究的。（新莊-陳健安）
在晚上實驗的過程中我們拍到一張雷射筆打光的照片，那張照片是一
張非常重要的證據，證明我們的論點並非空談，它證明了光線在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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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的行進方向。（嘉義-李璇）
（五）得獎的鼓勵
激勵原理中，得獎具有正增強的功能，興趣若能獲得鼓勵，往往較能
持久，對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及壓力不輕易放棄。
國中時都有參加過中小學科學展覽，因而培養對科學有一定的興趣，
甲在國中就做過有關澱粉酶的實驗，並得過優等，在蒐集資料時，偶
然發現有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並對此感到好奇，於是先找了
幾篇相關的研究報告來看，之後就開始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實驗。（彰
女-李亭諪）
比賽的獎金也是種額外的收穫，除了主辦單位以外，學校也提供一筆
獎金。（彰女-詹依瑾）
（六）挑戰自我的能力
高創造力者對自己有較大的自信，對未知或未曾嘗試過的事物具冒險
性，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是嘗試的第一步。
品儀是地科小老師，看到科展的徵稿，平時三個人對地科都蠻有興
趣，正好當時課業壓力也都還覺得可以應付，因此就想去試試看。
（彰
女-顏嘉儀）
這個作品是一個實驗過程的誕生，對一個觀念的不信任、衝突性，到
去設計實驗，而不是已經知道一個東西的結果，再去做這個實驗。
（嘉
義-李璇）
（七）研究既有的現象變成具實用性
利用科學知識和技能，在科學探究的過程中，尋找真相，使學與用結
合，是研究科學的精神；具實用性，造福社會，是科學的終極目標。
台灣東部，常見報載因出現焚風而造成不少農業損失。為了更加了解
焚風現象，考慮去分析那些氣象因子，將來可以預測哪些地方可能是
焚風行經的預定路徑，進而採取預防措施，減少因天災而帶來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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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彰女-顏嘉儀）
關於颱風來襲時，氣象局提供預測的颱風路徑圖和暴風圈範圍(圖上有
顯示經緯度)，如果可以研究成功，將可以更準確的告知民眾做好防颱
準備。（鳳中-潘建綱）
（八）對既有的知識產生質疑
課本的內容通常都經過嚴密的過程推論出來，無法得到相同的結
果，多數人會歸因於操作不當，不太容易去挑戰權威，高創造力者對
自己有較大的自信，當獲得的結果與既有知識衝突時，選擇進一步求
證。
一般解釋海市蜃樓中的下蜃的成因，都是由於在上層的低溫空氣，和
在下層靠近路面的高溫空氣，因密度的不同，以致於折射率的漸層差
異，繼而產生全反射，那段時間由於我們對這個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一開始只是想觀察折射的情形，結果做不出來，覺得奇怪，課本都是
這樣寫呀，怎麼會做不出來。（嘉義-李璇）
（九）以現有的理論基礎作更深入的探討
資料中曾提到平面的概念，假如繼續發展下去，會有甚麼現象產生
呢？高創造力者以現有的理論做基礎，進一步改良，提出創新理論。
「方格紙上畫一個三格乘五格的長方形，並且連起一條對角線，有多
少方格和對角線接觸?」
，這個矩形的公式早已經有人提出來了，另外
有一個推廣，就是如果是一個比較寬的線，會如何呢? 我就從這裡繼
續做，從直線、平面、到一顆球，從平面推廣到空間的概念，想把這
個公式導出來。（鳳中-潘建綱）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高科學創造力學生參加科展的動機如表 4-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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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高科學創造力學生參加科展的動機
因素
內容
參加科展的動機
（1）本身對科學研究有興趣；
（2）學校教育的鼓勵；
（3）對觀察到的現象產生好奇；
（4）第一次成功的激
勵；（5）得獎的鼓勵；（6）挑戰自我的能力；（7）研
究既有的現象變成具實用性；（8）對既有的知識產生
質疑；（9）以現有的理論基礎作更深入的探討。

二、瓶頸的突破
（一）尋找適當的實驗器材
意念的形成到作品的呈現，需要經過各種不同的嘗試，才能找到方法
將作品理念適當的呈現。
一開始吹泡泡就碰到困難了，最初依老師指示，嘗試將泡泡吹出來，
利用吸管（不同口徑）和肥皂泡、小朋友玩的泡泡水、清潔劑…嘗試
各種可能性（改變實驗器材、溶液）回家練習吹泡泡，光練習吹出泡
泡就花了很長的時間，而且吹出來的泡泡很不穩定，才吹出來很快就
破掉，更別說要觀察了，後來利用粗鐵絲網做出有柄的鐵線圈，沾清
潔劑，迎風而跑，拉出漂亮的管狀泡膜，才突破了僵局。
（新莊-陳健
安）
如何能才能使氣體順利的溶在水中，達到效果？想了很久，才想到使
用乾燥箱，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還在蓋子邊緣和箱子邊緣塗上凡士
林油，以達到穩固接合氣體不外漏的狀況。（新竹實驗-管晧）
（二）反覆查證、設計各種實驗，發現錯誤並修正
實驗的過程除了敏銳，更不能少的是細心，反覆查證，抓錯抓漏，一
步錯，可能全盤重來。
我們的數據是利用數位相機將產生的泡膜照下，在透明片上畫上小方
格，再將此透明片和圖片重疊，計算每張圖片中泡膜的些微變化，由
57

於格子細小，需計算的圖片又多，為了求實驗的精準，所求的數據需
算到小數點以下，反覆的數格子，眼睛花了，一數錯，就得重來。
（新
莊-物理）
如何證明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成的？為了得到純淨的水，先是使
用半透膜過濾，一來操作實完全不能有漏水的情況，二來得到過濾水
的速度太慢，後來改用(1) 溶解液放置冰箱，產生結晶沉澱，將此結
晶再與蒸餾水溶解，(2) 利用揮發性氣體溶到水中;例如提出水團膠
體的假說，這個部分後來也設計了兩個實驗，包括(1)將物質濃度配
製得非常稀薄，希望能做到單一離子化，來測量各離子的泳速，(2) 找
重量比較接近的元素減少因顆粒大小引起的誤差，實驗中發現離子較
輕時泳速慢，離子較重時泳速反而較快這個現象，以此來證明是外面
水團大小影響了實驗的結果。（新竹實驗-管晧）
一開始做粗萃時，幾乎是用嘗試錯誤的方法，採集的樣品，每一種樣
品都拿來磨一磨，測試澱粉酶抑制劑對該物的效果。…不斷的查相關
資料並且不斷的做實驗嘗試尋找出相關的物質。（彰女-陳毓茹）
學生沒有學很多，思考比較不會受到限制，不一定要走那一條路，做
不出來的時候，那就要再想別辦法，不要太執著用那種方法解題。
（鳳
中-潘建綱）
（三）突破既有的知識框架，另做假設
有些知識理論已廣被接受，大多數的學生即使發現異相，既沒有自
信，也不敢提出異議。高科學創造力者，善於運用邏輯推理的能力，一步
步想出新點子，而這些創見，必須有科學的立論做依據，非憑空想像。
如何證明過去認為是真溶液的物質，如糖水、酒精這類物質，其實也
是膠體?像鹽水，也是界定為真溶液的物質(註：真溶液的界定為小於
1 奈米)，為何無法透過半透膜，卻可以用逆滲透的方式將氯化鈉粒子
隔開?如果可以觀察到光帶就表示懸浮顆粒有一定的大小，有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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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後，就想要如何去證明，去說服他人。後來有突破的原因，是將
實驗的重點放在粒子的物理和化學的現象，設計實驗的目的都在於想
證明水是很乾淨的，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成的，經過了許多不同
的嘗試，實驗中使用離心機和將揮發性氣體當溶質的原因在此。（新
竹實驗-管晧）
我們不認為柏油路面的假積水現象主要是因為空氣折射造成的，晚上
的溫度較低，光線透過空氣層產生折射的影響就比較小，因此我們選
擇在夜間禁行實驗，在天亮前來尋找假積水現象。在多次的尋找後，
我們成功地拍下清晨前清晰的倒影。（嘉義-李璇）
（四）坦然面對失敗，重新思考
坦然面對失敗，接受過程中付出的心血沒有結果 ，往往需要更大的
勇氣，明瞭過程的艱辛卻願意再起爐灶，是高創造力者成功的重要因素。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最後卻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實驗就是在做嘗
試，有時雖然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卻也是避免不了，雖然對這個結果
蠻沮喪，不過實驗就是如此，必須要有勇氣去面對最差的情況，雖然
失敗卻也能坦然接受，不肯輕言放棄，和接受失敗的事實而不怨天尤
人，是實驗能繼續前進的原動力。（彰女-陳毓茹）
（五）選擇歸納已有的資料取代設備不足的困境
雖然高中職學校的硬體設備無法提供足夠的研究設備，受訪者能體認
現實狀況，懂得運用社會資源，取得信度與效度都具說服力的資料，歸納
統整，完成具參考價值的作品，實驗在科學當中是非常重要的過程，然而
對科學實驗的數據正確的解釋，更是重要的能力。
我們曾想模擬做出一個颱風的成因，做中央山脈，氣流行進遇到中央
山脈引發的現象等等，或利用其他方法模擬實際焚風發生的現象做各
種觀察，後來發現我們實驗的部分以現有的學校設備其實很難做到，
再加上焚風發生地點以台東地區最頻繁，但它離彰化有相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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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實際觀察是有困難的，因此決定做資料分析，透過老師寫公文到
中央氣象局，並向他們買過去的氣象資料數據。（彰女-蔡品儀）
（六）嘗試找出各種因素之間的關聯性
高創造力者具有善於將數據統整歸納的能力，以學理為基礎，一樣一
樣有邏輯的推理，嘗試了解數據間的各項因果關係。
那麼多數據在一起，一開始也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只能憑自己學過
的經驗去歸類，用氣象因素去找到他們的關聯性，我們找的資料包含
每日雨量、風速、風向、最大陣風、衛星雲圖等等，最後真正用上的
數據有溫度、溼度、氣壓、風向、風速。（彰女-顏嘉儀）
（七）克服場地的缺點做實驗
科學創造力和一般創造力不同的地方，在於它需要實驗結果去驗證科
學的理論，理論的產生需要創造力，理論如何驗證，還是需要創造力。
因為實驗的範圍太小，它需要較大的實驗範圍才能得到不同的結果，
後來老師以前的學生回來給我們人力上的協助，人力有時需用到三、
四十人，像機器架設起來，實驗範圍長好幾百米，須有人在旁邊維持
秩序，不要讓遊客或圍觀的人踩進來，有時一次出去拍攝時間長達三
十幾個小時，場地的維持就需要這麼多人來協助輪班。（嘉義-李璇）
因為要用到的儀器，我們學校沒有，老師幫忙找她的指導教授(彰師大
及中山醫大)，提供實驗室，開始了一連串的實驗。（彰女-陳毓茹）
（八）不斷的實驗，以不同方式思考問題
理論的驗證，需要不斷的實驗，在一次次的實驗中推展，修正，有時
運氣好，得到一點點進展，成功的背後，往往隱藏著許許多多的失敗和汗
水。
我們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補強我們的內容，直到比賽當天，我
們還重貼海報，補繳件後，再做的實驗數據，從頭到尾參加八次，八
次的看板內容都不一樣，有概念是從區賽開始，但道理的部分非常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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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證據也不夠，照片也不清楚(當時沒有買設備，只用普通像機照)，
後來想辦法拍；白天拍、晚上拍、架電風扇、發電機去…，做的事情
愈來愈多。（嘉義-李璇）
（九）努力學習學理的基礎
高科學創造力者很清楚科學創造力不是天馬行空，假想的理論若無學
理的基礎後盾，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它和藝術或文學等創造力有大大
不同之處在此。
有時想很多種方法都解不出來時，還是要去問老師，循既定的形式解
題，畢竟這是解題的基礎，基礎是一定要具備的，如果沒有基礎，很
難有直覺。（鳳中-潘建綱）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高科學創造力學生尋找瓶頸的突破解決障礙的方
法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瓶頸的突破
因素
內容
瓶頸的突破
（1）尋找適當的實驗器材；
（2）反覆查證、設計各種
實驗，發現錯誤並修正；（3）突破既有的知識邏輯，
另做假設；（4）坦然面對失敗，重新思考；（5）選擇
歸納已有的資料取代設備不足的困境；（6）嘗試找出
各種因素之間的關聯性；（7）克服場地的缺點做大型
實驗；（8）不斷的實驗，以不同方式思考問題；（9）
努力學習學理的基礎。

三、問題解決的程序
（一）善用知識，提出改良實驗器材或替代性材料的方案
高創造力者善用學過的知識，主動變通，將現有的器材變裝，變成適
當的工具，或替代性材料的方案。
61

使用實驗儀器方面進行多次的修正，起初用吸塵器產生風，結果風速
太大，經過多次討論和改良，最後改用吹風機，拆掉裡面熱線圈的裝
置，只保留馬達送風的部分。（新莊-薛宇捷）
為了順利照出泡膜成形的連續圖片，後來想出將數位攝影機放置在裝
有馬達的轉盤上，利用長時間連續曝光，終於成功的將實驗結果照
下。（新莊-呂俊漢）
為了要得到接近百分之百的純淨的溶液，(實驗一)中利用氯化鋰溶解
液放置冰箱，產生結晶沉澱，將此結晶再與蒸餾水溶解，所得的溶液
才進行打光。(實驗二)中最後才想如要得到沒有雜質的溶液，大概只
能用揮發性氣體溶到水中才有可能。想到利用揮發性氣體溶於水中得
到純淨的水溶液，這個靈感是我覺得蠻得意的構想。
（新竹實驗-管晧）
國外的研究報告提到用腰豆可以提煉出澱粉酶抑制劑，我們無法確定
是否能找到相同的材料，因此選國內常用的豆類來做測試，後來發現
四季豆有很好的效果，後來更發現四季豆也是屬腰豆類。
（彰女-陳毓
茹）
（二）考慮實驗材料的特殊性，設計適合的實驗裝置
泡膜本身就短暫而易破滅，高創造力者注意到材質的特質，考慮細節
問題，利用科學原理，改良實驗，終能獲得預期結果。
考慮吹出的氣流穩定度不夠，一開始是讓氣流通過寶特瓶，慢慢改進
成利用粗導管將氣流送入塑膠容器（穩壓艙) ， 導管口裝上泡棉罩，
使空氣經無數小孔進入穩壓艙，以減少氣流擾動。（新莊-陳健安）
如何能才能使氣體順利的溶在水中，達到效果？想了很久，才想到使
用乾燥箱，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還在蓋子邊緣和箱子邊緣塗上凡士
林油，以達到穩固接合氣體不外漏的狀況，由此方法得到的氨水和鹽
酸溶液也檢測出具廷得耳效應。（新竹實驗-管晧）
（三）細心觀察，找出問題癥結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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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過程看起來微不足道，往往會演變成致命傷，高創造力者不但須
具有找出問題癥結的敏銳度，還必須能對症下藥，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一開始只使用一組電源供應器（可提供高低兩種電壓) ，但後來發現
利用開關來改變高低電壓時，電源供應器會有一個反應時間（電源先
關再開) ， 是無法送風的，這個瞬間的停頓，會影響實驗的準確性，
後來改用兩組電源供應器並聯，一組低壓的持續送風，使泡泡漲大到
某一個程度，另一組高壓的在必要時以手動控制開關，將泡泡吹離管
口，並拉出一條管狀泡膜。（新莊-薛宇捷）
實驗中發現離子較輕時泳速慢，離子較重時泳速反而較快這個現象，
我的解釋是輕的離子外面所包附的水團大，阻力變大，導致阻撓了離
子的泳速，讓結果與預期相反。（新竹實驗-管晧）
因為想要找重量比較接近的元素減少因顆粒大小引起的誤差，在化學
元素週期表上找幾乎很難找到符合需求的化合物，後來找到過氯酸鉀
和過氯酸鈉;硫酸鎂和硫酸鈣這幾組來比較實在很開心。（新竹實驗管晧）
（四）提出新觀念，顛覆傳統觀念
高科學創造力者，不會因為舊有理論已被普遍接受，就全盤接受，或
放棄自己的想法，相反地，會想辦法提出更合理的解釋。
由實驗的結果，發現膠體似乎有著很明顯存在的普遍性，除了水以
外，很多原本以為是以真溶液存在的水溶液，也在雷射光的照射之
下，現出了原形。在此至少先證明了一件事，廷得耳效應的界定已在
此發生矛盾，跟高中課本或參考書籍中所寫的內容有了出入。我們推
估溶液可能絕大多數是膠體，「真正的真溶液」是不帶電且非極性或
低極性難溶於水的「稀薄溶液」，如:O2/H20 、 CH4/H20 、 CO/H20、
H2/H20 、 He/H20 、 NO/H20。（新竹實驗-管晧）
同時利用電解法探討不同質量的兩系列陰陽離子導電能力的差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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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證明水團膠體的存在，並建議水團膠體還可再分為帶電和不帶電
兩種。（新竹實驗-管晧）
一般解釋海市蜃樓中的下蜃的成因，都是由於在上層的低溫空氣，和
在下層靠近路面的高溫空氣，因密度的不同，以致於折射率的漸層差
異，繼而產生全反射，但我們觀察發現，地面與上層空氣的溫差，並
非柏油路面上假積水現象及倒影出現的必要條件;反而和入射光的角
度、路面的平坦程度及路面的性質有關。我們提出了粗糙面在入射光
的入射角接近 90 度時，可發生單向反射的模型。（嘉義-李璇）
以我們實驗的次數和看到的結果，我們相信是反射的結果，不過課本
都寫是折射，大家也都已接受了這種說法，一下要大家改變過去的觀
點，還是有困難，除了一個教授正面肯定以外，其他教授都抱持懷疑
的角度，認定我們觀測有問題，不過在科學上這就是一個過程，提出
一個想法到別人能接受本來就需要時間。（嘉義-李璇）
（五）以實驗證明新理論
失敗的結果不表示一無是處，在過程中尋找出失敗的原因，加以修
正，高創造力者具有契而不捨，一次又一次的尋找答案的精神。
歷經一次次的實驗; 試了沙子、書法絨布、廚房紙巾、鏡子，不過效
果不佳的原因可能是鋪的距離不夠長，還有可能改變不大，我們無法
查覺差異性，實驗地點風大，廚房紙巾易斷，絨布的缺點是表面是光
面的，鋪下去景沒有不見反而變長了，反而會影響實驗的數據，做鏡
子一次失敗、二次失敗、第三次抓了一堆人去幫忙在地上排出 50 公
尺斷裂鏡面才成功。
（嘉義-李璇）
（六）成功擷取可利用的資料
受訪者從事探究活動，為了釐清探究的問題與問題之間的相關性，收
集、分析、解釋資料，產生有價值的結論。
我們挑選近五年來颱風-焚風的案例，將發生的前後數天的氣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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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來做研究，我們一共做了二十多個颱風的資料統計，最後真正選
用的只有十四個資料較完整的呈現。（彰女-詹依瑾）
（七）藉助高科技儀器突破測量的困境
藉助優良的科學儀器的優勢，使實驗結果精確的呈現，不過器材是死
的，如何妥善運用，發揮功效，靠的還是人的創意。
幸好學校有效果很好的望遠鏡借給我們使用，否則我們也買不起這麼
昂貴的器材(一台望遠鏡要 8 萬元)，這個實驗在量測及拍攝上的困難
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我們用學校既有的器材完成整個實驗。將天文
望遠鏡貼地架設，用相機抵住望遠鏡的目鏡，清楚地拍下我們需要的
畫面，是在實驗的技術中，另一個突破的關鍵。（嘉義-李璇）
（八）利用電腦動畫來呈現作品
電腦科技的發展是時代進步的產物，如何將創意利用高科技呈現，高
創造力者具備這項的能力，無益如虎添翼。
最讓自己得意的部分，就是有一個 3 x4 x5 的三 D 座標軸，一顆球在
電腦螢幕上跑過去，在電腦螢幕上顯示出球移動時，很明顯的一顆球
跑出一個圓柱體，為了畫那個圖，卡了很久畫不出來，這個部分也是
最困難的地方。（鳳中-潘建綱）
（九）強的邏輯推理能力
高創造力者總是訓練自己的頭腦不斷的運轉、思考，試著從不同的的
方切入，尋找各種的解答。
這次得獎作品，數學的部分就是幾何和公式的推演，推公式的部分有
大量的數字和須尋找它的合邏輯性和規律性，要觀察那裡有規律性，
然後再用公式去推演，在研究目的中可以看出我做了很多種情形的討
論。（鳳中-潘建綱）
（十）能運用科學知識發想新點子
思考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並決定哪一種方法較好，除了藉由靈感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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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高科學創造力者還會考慮邏輯的合理性。
格子點這個就是我想出來的，我發現這個(線)這樣下來，會多碰到一
個格子點，這個下來，就碰到這一個，這個下來，就碰到這一個(當
場以參賽作品第 9 頁的作品作描述)。（鳳中-潘建綱）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高科學創造力學生在問題解決的程序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問題解決的程序
因素
內容
問題解決的程序
（1）善用知識，提出改良實驗器材或替代性材料的方
案；（2）考慮實驗材料的特殊性，設計適合的實驗裝
置；（3）細心觀察，找出問題癥結並修正；（4）提出
新觀念，顛覆傳統觀念；
（5）以實驗證明新理論；
（6）
成功擷取可利用的資料；（7）藉助高科技儀器突破測
量的困境；（8）利用電腦動畫來呈現作品；（9）強的
邏輯推理能力；（10）能運用科學知識發想新點子。

四、構想擷取的方法
（一）良師的指導，刺激不同方向的思考
良師的指導，刺激不同方向的思考，可以補足高中生在思考層面不夠
周延的缺點，高中教育雖還不足以培養成「家」，但在養成教育中，老師
適度的引導，可以培養高中生具有創造力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指導老師給予很大的協助，我和老師先擬定一個工作進度表，每次在
我做完實驗時，老師會問我結論是什麼，幫我檢查我是否跟著進度表
前進，和我討論實驗中是否觀察何種奇特的現象，協助我釐清一些疑
惑 ，或者指導我如何從網路上或書上尋找可能的解答。另外許多實
驗器材也是透過老師商借。家教班的老師引導我對化學實驗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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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也有很大的幫助。（新竹實驗-管晧）
老師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時而督促，時而鼓勵，時而安慰，除此之
外蕭老師還帶著我們找了許多教授協助，每一位提供一點點意見，我
們再將這些資訊慢慢拼湊起來。（彰女-李亭諪）
指導老師給予極大的幫助，尤其在專業的判斷上，我們每次做出來的
資料會先交給老師過目，他會在看過後給我們意見，有那些可以繼續
發展，有那些沒有必要再發展下去。（彰女-詹依瑾）
顏老師在前半部參加區賽時提供許多協助，除了前面提過介紹我使軟
體繪圖以外，也經常督促我，因為他知道我會怠惰，黃老師則經常給
我一些點子，她要我思考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並決定哪一種方法較
好。（鳳中-潘建綱）
（二）參考國內外文獻、資料、研讀大量書籍
研究專業的相關文獻和資料，往往可以在研讀的過程中獲得啟發，除
了避免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打轉，加上自己的見解，能產生不同風貌的創
見。科技的發展，將知識數位化，學習者可利用數位化平台搜尋，做更有
效的學習，學習途徑也更寬廣，這是現代人學習的利器，但知識是死的，
重點在於使用者必須知道自己想要獲得何種知識並活用，高創造力者必須
具有活用知識的能力。
在做實驗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現象卻不明白其原理，於是參考了大量
書籍尋找解答，在一步步澄清和理解的過程中，無形中學到了許多過
去不了解的科學知識和概念，對學習的方法和邏輯的推理，都有極大
進步。（新莊-陳健安）
從網路上或書上釐清自己的概念，尋找可能的解答，例如逆滲透資
料、阻力定律、Ksp、靜電力公式等等；我發現波長愈短的光它所照
出的光帶會愈明顯，在網路上查到的實驗多用藍光或紫光，故膠體的
效果都很明顯，因此我想紅光的效果一定最不明顯，如果用紅光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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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效果，將更具有說服力。（新竹實驗-管晧）
為了想解開疑惑願意花許多時間去看許多書，對科學的態度和熱誠，
可以接受一再失敗的挫折，不斷改進，並且了解自己要的是什麼，這
段時間儘量補充自己知識，儲備自己的實力。（彰女-李亭諪）
除了自己找資料以外，指導老師幫忙找一些外國的文獻參考資料。
（鳳
中-潘建綱）
（三）勤與人溝通互動，向有專長的人學習請益
學無止境，高創造力者必須有好的學習能力，才能不斷的精進，向有
專長的人請益，除了本身的學習，更能使概念符合實際的呈現。
長時間以來都是本校科學研習社的成員，過去有學長和師長指導，在
專業領域和實驗技術有許多練習機會。（新莊-薛宇捷）
準備參賽作品的過程中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許多時候是隊友共同討
論，一起找到解決的辦法。（新莊-陳勝崎）
宜蘭羅東高中的阿瘦老師就是工坊的班主，我和他討論，如何將思考
的概念以電腦動畫呈現呈現。（鳳中-潘建綱）
（四）經常參加比賽、做研究報告及觀摩他人作品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參加比賽，觀摩他人作品，將許多點子儲存在腦
中，經過吸收和發酵，無形中就提升自己的能力。
學校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在高二時，或單獨、或與同學合作，至
少一定要提出一個專題報告，在期末上台成果發表，還會聘請外校的
人來參觀，聽你說你的研究結論。（新竹實驗-管晧）
參加中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每二至三個月必須提出一次期中報告，讓
主持單位了解進度，他們有任何意見，也會告訴你，在這個過程中，
等於慢慢的引導你的實驗方向；由於參加國際科展，的確看到很多很
棒的作品，在和其他參加的同學交流，並經教授們指導後，過程中有
許多無形的收穫。（彰女-陳毓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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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各項科展，因為有許多外國的隊伍參加，要了解他們的作品，彼
此的交談，只能用英文，但並非所有隊伍都是來自美語語系的國家，
他們英文能力也不佳，想了解他們的作品只能透過看板，如果自己程
度不夠，就無法看懂內容了。（嘉義-陳冠樺）
（五）勤於實驗
動手做實驗是最佳的學習，也最能激發新的構想，只有自己真正去做
實驗，才能發現個中三昧，並加以深究。
細心實驗精神,敏銳的發現細微的異常或與眾不同之處並進行深入研
究。（新莊-陳健安）
從一開始發現酒精和蔗糖具有廷得耳效應，和課本的描述不相同，並
提出和老師討論這個現象後，就開始設計各種實驗去驗證自己的觀
察，包括提出問題、設計實驗、修改方向、得到結論。（新竹實驗-管
晧）
我們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補強我們的內容。（嘉義-李璇）
（六）同儕間腦力激盪
經常相處的同學都是喜歡進行科學實驗的，談話的內容，看起來似乎
和自己做的專題不相干，但靈感往往會因而被激發出，產生新的思維。
到高中以後，來自四方的高手如雲，在互相切磋的過程中，學到對方
的優點和特質。我經常向班上很強的同學詢問。他們是如何辦到的。
由於同學當中每個人做的專題不同，大概都各自分開做，有時和好朋
友休息時會一起討論專題內容，並思考如何改進實驗。
（新竹實驗-管
晧）
在慢慢摸索中，嘗試著尋求各種不同管道來進行實驗，加上參加的其
他組的同學之間也會互相討論，意見交流，也給自己產生不同的想
法。兩人的觀點有不同的意見時，相互為自己的觀點爭辯是常有的
事，不過爭辯其實也是一種溝通，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想法，有時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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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檢視自己的想法。
（彰女-陳毓茹）
（七）具有豐富的聯想力
高創造力者具有強的歸納能力，在許多看似不相關的事物中，尋找出
關聯性，進而抽絲剝繭，分離出相關因素。
我們對澱粉酶這個東西並不怎麼有概念，也不清楚應朝哪個方向去
找，不斷的查相關資料並且不斷的做實驗嘗試尋找出相關的物質，…
我們猜想生物本來就具有澱粉酶，就要了一些蒼蠅、麵包蟲、豬胰臟、
蟑螂、毛毛蟲來檢驗，結果居然找到有顯著效果。（彰女-李亭諪）
（八）思考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不斷的提出各種假設，反覆思考各種現象的可行性，讓自己的想像力
極致的發揮，再去尋找合理的解答，正是高創造力者不拘泥於現況的展現。
〔 m x n (m,n ∈ N,(m,n)= 1)的方格圖中，對角線所經過的格子數為
m+n-l 個〕
。如果是一個比較寬的線，會如何呢？從直線、平面、到立
體的一顆球；由空間轉平面，像圓柱跑過去，將每一層切、切、切，
再投影、投影、投影，在這一層中可以碰到幾個點？在有寬度的線這
個研究中，寬度的線，裡面會多碰到幾個格子點？再加上原本的線，
會再多碰到幾個格子點？（鳳中-潘建綱）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高科學創造力學生在構想擷取的方法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構想擷取的方法
因素
內容
構想擷取的方法
（1）良師的指導，刺激不同方向的思考；
（2）參考國
內外文獻、資料、研讀大量書籍；（3）勤與人溝通互
動，向有專長的人學習請益；（4）經常參加比賽、做
研究報告及觀摩他人作品；（5）勤於實驗；（6）同儕
間腦力激盪；（7）具有豐富的聯想力；（8）思考各種
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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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合以上的結果呈現，將六組研究參與團隊之科學創造歷程依參加科
展的動機、瓶頸的突破、問題解決的程序、構想擷取的方法等四項整理為
表 4-1-5；在表 4-1-5 中可以發現對科學活動的「興趣」
，是參與研究者參
賽的共同動機，對觀察到的現象產生「好奇」、「質疑」，並企圖對他們深
入探討，以期獲得「新理論」或具「實用性」的結果，除此之外，「成功」
和「獲獎」的誘因，也是讓參與研究者願意繼續從事研究活動的動機，當
然，環境的認同和積極鼓勵，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遇到瓶頸時，高科學創造力者不會是無中生有，創造性的科學問題
發現與解決，必須根基於科學知識與技巧上。除了不斷地「加強專業知能
的訓練」
，「尋找解決方案」
，並且「有毅力」
，即使失敗也能坦然接受，另
起爐灶。
在問題解決的程序中，「運用靈感與想像」，「重新組合既有的科學知
識」產出新的構想、成品或方法，並且「邏輯地論證」以確保創造成品的
適切性與有效性。參與研究者懂得運用現代科技的優勢，利用「高科技儀
器」和「電腦」的功能使作品適切的呈現，更符合時代潮流的脈動。
在構想擷取的方法上，參與研究者雖然都只是高中生，外在的研究設
備條件也不夠充足，但都有「有好的指導者指引方向」
、
「同儕間經常腦力
激盪」、「透過各種知識管道主動學習」、「觀摩他人作品」、「勤於實驗」，
總而言之，積極主動的人格特質化成各種不同的面貌，運用各種不同的方
式擷取點子，終將構想概念化，產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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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參與研究隊伍之創造歷程歸納表
因素
內容
參加科展的
（1）本身對科學研究有興趣；（2）學校教育的鼓勵；（3）
動機
對觀察到的現象產生好奇；（4）第一次成功的激勵；（5）
得獎的鼓勵；（6）挑戰自我的能力；（7）研究既有的現象
變成具實用性；（8）對既有的知識產生質疑；（9）以現有
的理論基礎作更深入的探討。
瓶頸的突破

（1）尋找適當的實驗器材；
（2）反覆查證、設計各種實驗，
發現錯誤並修正；
（3）突破既有的知識邏輯，另做假設；
（4）
坦然面對失敗，不輕言放棄；（5）選擇歸納已有的資料取
代設備不足的困境；
（6）嘗試找出各種因素之間的關聯性；
（7）克服場地的缺點做大型實驗；
（8）不斷的實驗，以不
同方式思考問題；（10）努力學習學理的基礎。

問題解決的
（1）善用知識，提出改良實驗器材或替代性材料的方案；
程序
（2）考慮實驗材料的特殊性，設計適合的實驗裝置；（3）
細心觀察，找出問題癥結並修正；（4）提出新觀念，顛覆
傳統觀念；（5）以實驗證明新理論；（6）成功擷取可利用
的資料；（7）藉助高科技儀器突破測量的困境；（8）利用
電腦動畫來呈現作品；
（9）強的邏輯推理能力；
（10）能運
用科學知識發想新點子。
構想擷取的
（1）良師的指導，刺激不同方向的思考；（2）參考國內外
方法
文獻、資料、研讀大量書籍；（3）勤與人溝通互動，向有
專長的人學習請益；（4）經常參加比賽、做研究報告及觀
摩他人作品；（5）勤於實驗；（6）同儕間腦力激盪；（7）
具有豐富的聯想力；（8）思考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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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見維(2005)將自然科學研究的心理歷程加以詮釋，有明確的步驟可
以遵循，並以流程圖(見圖 4-1-2)的方式呈現。

面對某種有待解釋或感到困惑的現象

產生一些新的假說或詮釋架構

選擇與過濾假說

設計研究方法與過程

評估與選擇研究方法

進行研究並蒐集資料

沒有通過
測試與驗證假說

通過考驗
公布學說

圖 4-1-2 自然科學研究的心理歷程
（饒見維，創造思考訓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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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是一種心智運作活動，當它未發生前毫無預警，發生後即感
到欣喜莫名，而發生的過程又攸忽而過。（陳文典，2008）認知心理學者
將創造力理解為一種心智過程。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闡明高科學創造力
者在創造思考歷程中是如何「產生」具有創意的點子，然後「探索」這個
點子而有不同的想法與做法。在產生與探索知識的過程中，腦中資訊的運
作總是會有新的或舊的事物產生，由「概念擴展」再到「概念匯聚」產生
決定性的想法和做法。分析研究參與者其思考歷程的模式為:有敏銳的觀
察力，能有效的查覺過程問題之所在，他們都強調必須要實際去做，利用
專業知識、透過實驗的過程來解決問題，善用假設、與人討論，最後找到
解決的方案。
參考 Wallas(1926)提出的創造歷程四階段，研究者認為受訪學生從產
生動機到產出作品，其創造歷程應涵括了準備階段(釐定目標)、孕育階段
(產生構想、思考問題、設計實驗) 、頓悟階段(產生問題、解決問題、突
破瓶頸)和實作階段，其各階段心智運作模式如圖 4-1-3，由個人特質的驅
使去結合具舊知識與新知識產生需求、釐定心智運作的目標，接著產生構
想、思考問題、推測解答、設計實驗，此時心智運作對問題產生思考，設
想可能的答案，擷取點子產生構想求證，當構想進入頓悟階段則會有接二
連三的產生問題產生，此時您必須去瞭解問題與突破瓶頸解決問題，最後
才是進入實作階段，產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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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知識

準備階段

新經驗

背景知識;

釐訂目標

閱讀；觀摩；
與人研討…

學校教育；
舊有經驗

構想擷取的方法
良師的引導；研讀書籍、
參考文獻、資料；坦然面
對失敗重新思考；與人溝
通互動；參加比賽、做研
究報告及觀摩他人作品；

參加科展的動機
孕育階段

本身興趣；學校教育的

產生構想

鼓勵；產生好奇；成功

思考問題

的激勵；自我挑戰的能

設計實驗

力；對既有的知識質
疑；作更深入的探討。

勤於實驗；同儕間腦力激
盪；運用豐富的聯想力；

瓶頸的突破

問題解決的程序

尋找適當的實驗器材；反覆

改良實驗器材；設計適

查證、設計各種實驗；突破

頓悟階段

合的實驗裝置；找出問

既有的知識邏輯，另做假

瞭解問題

題癥結並修正；提出新

設；選擇歸納已有的資料取

解決問題

觀念，顛覆傳統觀念；

代設備不足的困境；找出各

突破瓶頸

以實驗證明新理論；成

種因素之間的關聯性；克服

功擷取可利用的資料；

場地的缺點做大型實驗；不

藉助高科技儀器突破測

斷的實驗，以不同方式思考

量的困境；利用電腦動

問題；努力學習學理的基

畫來呈現作品；強的邏

礎。

輯推理能力；發想新點

實作階段

子。

新理論；
新思維…

圖 4-1-3 科學創造思考歷程運作模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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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科學創造力指標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進行訪談，藉以探討科學創造力的內涵與
構面，並以精釋研究法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
為達研究目的，研究步驟將系統化地階段性推進，首先，研究由創造
力相關文獻探討著手，並整理科學展覽參賽得獎人之創造性個人特質、創
造的能力、創造性思考與歷程及創造性環境等資料，以做為創造力內涵與
相關議題發展，以及創造力指標建構之基礎脈絡。
接著初步研擬出深度訪談之問題架構，選取一組得獎學生進行預談，
並經由試行之資料分析與研究目的兩相比對後，進一步修訂訪談問題架
構。爾後，再選取第二組預訪得獎學生，重複上述步驟，以確保訪談問題
能精確的聚焦於研究核心，且利於後續個案訪談之用。
本研究分析訪談資料(包含參賽者個人資料、參賽作品、訪談文字稿)，
利用「分析歸納法(analytic induction)」
，作整體的分析及資料歸類的工作，
以理解資料之間的關係及其意義，並將整理後的資料統整形成概念，建立
出科學創造力指標歸納表（見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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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科學創造力指標歸納表
(一)人格特質面
指
標
1.喜歡突
發奇想、
異想天開
2.容易沉
浸在自我
的思維空
間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喜歡搞笑、活潑、愛玩、常突發奇想
常突發奇想、
喜歡搞笑
常突發奇想、愛幻想。(新莊)
愛幻想
實驗過程單調無趣，我們便在實驗室裡淘氣
在實驗室裡淘氣，想出一些好玩
在實驗室裡淘氣 想出一些好玩
的事調劑心情。(新莊)
的事
其實常有許多點子突然跳出
點子突然跳出並想去實驗一番的，只是經常因
點子突然跳出
為其他因素無法及時去做，久而久之就忘了，或被其他念頭
取代了。例如冷氣機怎可以使室內空氣變冷？好像可以偷到
外界能量。(新竹實驗)
有特別的堅持，即使是錯的也不會輕易放棄，容易鑽進自己
的世界裡。(嘉女)
不遵循別人的看法，一切的想法都是來自於自己
不遵循別人的看法 一切的想法都是來自於自己，這些東西
一切的想法都是來自於自己
可能課本裡早就提過了，可是獲得的結論是自己去推導出來
結論是自己去推導出來
的，而不是看課本得來的。(嘉女)

3.具好奇
心探索新
事物

與平時對科學就很有興趣的同學進行研究計畫。(新莊)
運用基本知識，想出一些別人沒注意到的事
想出一些別人沒注意到的事，也許這些事其
想出一些別人沒注意到的事
實是蠻顯而易見卻被忽略的，其實它是具有其奇特性
它是具有其奇特性。(新竹
它是具有其奇特性
實驗)
常常去檢查每一種化合物的光帶，在這個過程中也看到了一
些特別的現象，之後在討論時將觀察到的現象提出來討論;
發現溶液打光的這個實驗特別奇怪，因此就針對這個實驗來
發現溶液打光的這個實驗特別奇怪
做更深入的探討
更深入的探討。(新竹實驗)
更深入的探討

4.能用新
角度思考
問題

5.對自己
的能力有

偶然發現有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
偶然發現有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並對此感到好奇。
並對此感到好奇
(彰女一)
溶液可能絕大多數是膠體，我們推估
推估「
推估「真正的真溶液」
真正的真溶液」是不
帶電且非極性或低極性難溶於水的「
帶電且非極性或低極性難溶於水的「稀薄溶液」
稀薄溶液」。(新竹實驗)
以高中生能力的基準，從生活或教科書中
從生活或教科書中，
從生活或教科書中，能發展出什麼東
西是值得開發的。(彰女一)
西是值得開發的
甲有強烈科學的叛逆性，大家都想在想 A 的時候，她偏在想
B 試看看，因為有這個特質，所以特別容易想到新的東西。(嘉
女)
其實學生常有很多奇怪的想法，老師都想不到，有時候覺得
是老師學太多，思考有僵化，不夠靈活所致，學生
學生沒有學很
學生
多，思考
思考比較不
不會受到限制
受到限制，不一定要走那一條路，想法很
思考
受到限制
直接，繞過去，就解，答案就出來，很像空降。(鳳中)
原先是想用氣象因素去找到他們的關聯性，卻意外的發現當
焚風發生時，在台東都是吹西南風，這是我們事先沒有預期
到的情況。(彰女二)
即使遇到困難
遇到困難，還是會想辦法克服
想辦法克服，達到預定的目標。(彰女
遇到困難
想辦法克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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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不肯輕言放棄，能接受失敗的事實而不怨天尤人，是實驗能
繼續前進的原動力。(彰女一)
6. 能 保 持 三個人的個性
個性都還蠻悠哉自在
個性 還蠻悠哉自在。(彰女二)
還蠻悠哉自在
平常心
雖然不是絕對的樂觀，但遇到失敗仍能坦然接受
遇到失敗仍能坦然接受。(彰女一)
遇到失敗仍能坦然接受
在科學上這就是一個過程，提出一個想法到別人能接受本來
就需要時間，倒是三個孩子在獲知得到第一名時
獲知得到第一名時，因不把名
不把名
獲知得到第一名時
次看得太重，所以沒有特別興奮的心情
沒有特別興奮的心情，倒把頒獎的教授嚇
次看得太重
沒有特別興奮的心情
一跳。(嘉女)
7.抗壓性 忍耐挫折、
再失
忍耐挫折、抗壓性夠;對科學的態度和熱誠，可以接受一再失
抗壓性夠
高
敗的挫折，
敗的挫折，不斷改進。(彰女一)
不斷改進
在比賽過程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壓力，由於來自班上的課業
壓力也大，又要顧及科展，兩頭忙，真的蠻辛苦的。(新竹實
驗)
8.喜歡實 喜歡做實驗，
喜歡做實驗，平常在家裡就常進行實驗，曾在家中做過流體
平常在家裡就常進行實驗
作（實驗） 力學實驗，力學，光學實驗等等，覺得很好玩就去做，也不
一定是做實驗，倒像是在玩的感覺，像力學課本講的太抽象，
就會實際去做做看;當必須花
花很多時間在實驗上
時間在實驗上時，就必須犧
時間在實驗上
牲一些休閒的時間，覺得花時間做實驗比玩更有趣
比玩更有趣。(嘉女)
比玩更有趣
國中時都有參加過中小學科學展覽，因而培養對科學有一定
的興趣;為了興趣而去做實驗
為了興趣而去做實驗。(彰女一)
為了興趣而去做實驗
我自己覺得還蠻喜歡做實驗的
自己覺得還蠻喜歡做實驗的，尤其是沒有時間壓力情況
自己覺得還蠻喜歡做實驗的
下，做實驗
做實驗是
做實驗是蠻快樂的一件事。(新竹實驗)
蠻快樂的一件事
9.肯投入 利用吸管和清潔劑回家練習吹泡泡,光練習吹出泡泡就花了
光練習吹出泡泡就花了
時間
很長的時間。(新莊)
很長的時間
在實驗的過程要不斷的重複實驗步驟
實驗的過程要不斷的重複實驗步驟;用離心機分離粒子、反
實驗的過程要不斷的重複實驗步驟
覆的取熱水和冷水、加熱、計時，過程繁複，…，時間需要
時間需要
蠻久的。(新竹實驗)
蠻久的

10.具有
耐心與毅
力，能堅
持到底

要將澱粉酶抑制劑萃取出，需花非常多的時間，因為這個實
實
驗非常強調連續性和時效性，有些實驗可能今天做，明天不
驗非常強調連續性和時效性
繼續做就失效了，因此不可能只利用假期或週末來做實驗，
甲曾為了做蛋白質的純化連續一週的時間，放學後就搭車至
中山醫大作實驗每天都做到深夜
作實驗每天都做到深夜才打電話請家人來接，。(彰
作實驗每天都做到深夜
女一)
有時一次出去拍攝時間長達三十幾個小時(下午一點多去，到
有時一次出去拍攝時間長達三十幾個小時
隔天早上八點多才收工) 。(嘉女)
夜間的觀察實驗，次數至少超過五次，還包括去新營體育場
做夜間觀察，照片提供的大概都是有做過夜時所拍攝到的，
所以花很多時間。(嘉女)
大概一年左右，從一年級下學期暑假左右，到二年級的七月，
期間要上網，要和老師討論，科展的準備須非常多時間
科展的準備須非常多時間，會
科展的準備須非常多時間
花許多時間在電腦上。(鳳中)
不服輸，即使遇到困難
遇到困難，還是會想辦法克服
想辦法克服。(彰女二)
不服輸
遇到困難
想辦法克服
花了那麼多時間，難道要放棄嗎？不肯輕言放棄
不肯輕言放棄，能接受失
不肯輕言放棄
敗的事實而不怨天尤人，是實驗能繼續前進的原動力。(彰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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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能勇
於發表己
見

12.具責
任感

13.具主
動性
14.成就
動機強

歷經一次次的實驗;加沙子失敗、衛生紙失敗、做鏡子一次失
歷經一次次的實驗
敗、二次失敗
失敗、第三次，抓了一堆人去幫忙排鏡子才成功
才成功。(嘉
失敗
才成功
女)
耐心，
耐心，毅力，
毅力，肯吃苦;在進行的過程中遇到許多挫折，更沒想
肯吃苦
到後來居然能突破這些困境並能找到學理相互應和。(新莊)
一開始有十幾個同學
同學選作數學的題目，後來大多因無法堅持
大多因無法堅持
同學
跑掉了，我和另一個同學同一組，沒想到他蠻不認真的，只
只
跑掉了
剩下我繼續研究這個題目。(鳳中)
剩下我繼續研究
產生質疑的都不是老師，因為老師早已經習慣了課本的說
法，產生質疑的都是學生
產生質疑的都是學生，帶過的兩次
兩次比較具代表性的科展
科展
產生質疑的都是學生
兩次
實驗，兩個現象都
實驗 兩個現象都是學生看到提出來的
兩個現象都是學生看到提出來的。(嘉女)
是學生看到提出來的
開始只是想觀察折射的情形，結果做不出來，覺得奇怪，課
本都是這樣寫呀，怎麼會做不出來，所以一開始提的論點是
全反射，但是怎麼做實驗就是覺得很奇怪，看課本附的模型
是愈看愈奇怪，可是自己又無法建立新的模型，所以覺得很
痛苦，那段時間師生經常因自己的觀點而起爭執
那段時間師生經常因自己的觀點而起爭執。(嘉女)
那段時間師生經常因自己的觀點而起爭執
兩人的觀點時常有不同的意見，相互為自己的觀點爭辯
相互為自己的觀點爭辯是常
相互為自己的觀點爭辯
有的事，其實爭辯也是一種溝通
爭辯也是一種溝通，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想法，
爭辯也是一種溝通
有時也重新檢視自己的想法，最後終能取得一致的觀點，也
是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點。(彰女一)
我用我的方法解題之後，
我用我的方法解題之後，會去和老師討論
會去和老師討論，討論過後她也會
老師討論
提出她的想法，她要我思考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並決定哪一
種方法較好。(鳳中)
有時晚上上完家教班的課還自動留下來做實驗到深夜
自動留下來做實驗到深夜。(新竹
自動留下來做實驗到深夜
實驗)
只能利用下課短短時間聚在一起稍稍討論，在一天的忙碌生
活結束回家後，晚上其實已經非常疲累了
晚上其實已經非常疲累了，
晚上其實已經非常疲累了，還是要將分配到
的資料整理出來。(彰女二)
的資料整理出來
甲害怕蟑螂，卻要解剖蟑螂，毛毛蟲，蒼蠅，乙害怕毛毛蟲，
卻要將其磨碎做萃取，為了實驗養過許多次蒼蠅，需將一隻
隻不同大小的蛆做分類，清大便，即使過程噁心
過程噁心，為了實驗
過程噁心 為了實驗，
為了實驗，
還是勉強自己完成。(彰女一)
還是勉強自己完成
從一開始發現酒精和蔗糖具有廷得耳效應，和課本的描述不
相同，並提出和老師討論這個現象後，就開始設計各種實驗
設計各種實驗
去驗證自己的觀察。(新竹實驗)
去驗證自己的觀察
在過程中，由於各項的壓力一起來，在很累的時候;進度不如
預期時;都曾輪流想過想放棄，隊友的相互打氣，不甘心已投
不甘心已投
入的時間和放棄稍具雛型的研究結果，
入的時間和放棄稍具雛型的研究結果，成為支撐到最後的主
要動力。(彰女二)
要動力
做完實驗到比賽大約只剩下二十來天，由於數據的歸納和統
整很龐大，又全都是自己一個人獨力完成，每天都是搞到凌
晨三四點才睡，當時支撐自己的就是要完成報告的堅強意志
支撐自己的就是要完成報告的堅強意志
力。(新竹實驗)

(二)環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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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1. 學校能
提供專業訓
練課程（或
學術性社
團）

2.具有專業
知能的師長
之經驗傳承

3.學校提供
學習設備

4.獲得家人
鼓勵與支持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長時間以來都是本校科學研習社的成員
本校科學研習社的成員。(新莊)
本校科學研習社的成員
進入實驗中學的數理資優班
數理資優班。(新竹實驗)
數理資優班
就讀學校的數理資優班
數理資優班，隔週開設科學專題研究的兩節
開設科學專題研究的兩節
數理資優班
課，也因有科學專題研究的課，才會動念去參加科展。(彰
女一)
三名同學都是學校的數理資優班
數理資優班的學生，學校鼓勵每個學
數理資優班
生都能參與這樣的活動。(嘉女)
因為參加數理資優班
數理資優班。(鳳中)
數理資優班
能有一個好的指導者指引參考方向;有學長和師長指導
有學長和師長指導，
有學長和師長指導，在
專業領域和實驗技術有許多練習機會。(新莊)
業領域和實驗技術有許多練習機會
下課後和老師一起討論一些實驗的研究內容
和老師一起討論一些實驗的研究內容，和我討論實
和老師一起討論一些實驗的研究內容
驗中是否觀察何種奇特的現象，協助我釐清一些疑惑 ，或
者指導我如何從網路上或書上尋找可能的解答。(新竹實驗)
蕭老師給予最大協助，老師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時而督
促，時而鼓勵，時而安慰，除此之外蕭老師還帶著我們找
老師還帶著我們找
了許多教授協助;參加中學生專題研究計畫，透過主持計畫
主持計畫
了許多教授協助
的教授們提出的意見，嘗試著尋求各種不同管道來進行實
的教授們提出的意見
驗，教授熱心的提供協助
教授熱心的提供協助，給予參考意見。(彰女一)
教授熱心的提供協助
顏老師在前半部參加區賽時提供許多協助，除了前面提過
顏老師
介紹我使用軟體繪圖
介紹我使用軟體繪圖以外，也經常督促我做，他知道我會
軟體繪圖
怠惰，黃老師
黃老師則經常給
給我一些點子
一些點子;因為參展所做的學習，
黃老師
一些點子
自己覺得學到最多的，就是和教授的互動。(鳳中)
和指導老師不斷的討論題目，利用中午和老師一起討論進
度，指導老師給予極大的幫助
指導老師給予極大的幫助，
指導老師給予極大的幫助，尤其在專業的判斷上，我
尤其在專業的判斷上
們每次做出來的資料會先交給老師過目，他會在看過後給
我們意見，有那些可以繼續發展，有那些沒有必要再發展
下去。(彰女二)
學校成立科學營，由有經驗的學長帶領學弟妹進行科學實
學校成立科學營
驗遊戲。(新莊)
許多實驗器材
實驗器材也是透過老師向學校商借
向學校商借。(新竹實驗)
實驗器材
向學校商借
幸好學校有效
學校有效果很好的望遠鏡借給我們使用
學校有效果很好的望遠鏡借給我們使用，否則我們也
果很好的望遠鏡借給我們使用
買不起這麼昂貴的器材。(嘉女)
家人對我所做的事也很支持，媽媽覺得若我想去完成一件
家人對我所做的事也很支持
事，就去把它完成。(新竹實驗)
甲得到家人
家人很大的信任與支持
信任與支持，父母很清楚我知道做什
家人
信任與支持
麼，他們很相信我應該很清楚知道要怎麼做，他們認為我
要做，就會把她做好，所以很支持孩子的想法，如果我告
訴他們今天的行程計畫是什麼，他們會主動問須不需要支
會主動問須不需要支
援，家人深信
深信我的
深信我的自制力和判斷力
我的自制力和判斷力，無條件的提供必要的
自制力和判斷力 無條件的提供必要的
支援。(彰女一)
支援
家人助力較大，甲的電腦放在家長房間，由於經常需使用
家人助力較大
電腦到深夜，代表燈光必須一直亮著，總是會影響到家長
的睡眠品質，雖偶有抱怨，仍會體諒孩子的需求而忍受不
體諒孩子的需求而忍受不
便，乙的家長本身就是學校的地科老師，從小比較有機會
接觸到與地科相關的事務。(彰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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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獲得同儕
鼓勵與支持

6.具有自
由、激勵、
開放的學習
環境

7.社會提供
創作學習的
資源(含大
專院校或學
術性機構)

每一次出去，人力有時需用到三、四十人，除了老師來回
每一次出去
載送學生，還勞動家長協助
勞動家長協助，吃的和交通工具，租貨車、
勞動家長協助
發電機等等。(嘉女)
基本上家人都還蠻信任的;許多問題是隊友共同討論
許多問題是隊友共同討論,
許多問題是隊友共同討論,一起
找到解決的辦法。(新莊)
找到解決的辦法
有時和好朋友休息時會一起討論專題內容如何改進實驗
和好朋友休息時會一起討論專題內容如何改進實驗，
和好朋友休息時會一起討論專題內容如何改進實驗
由於同學當中每個人做的專題不同，大概都各自分開做，
只要看到有相關的，都會拿給我做研究。(新竹實驗)
同儕之間的相互打氣，加上參加的其他組的同學之間也會
其他組的同學之間也會
互相討論，意見交流，也給自己產生不同的想法。(彰女一)
互相討論
有許多時候，在深夜裡
在深夜裡和電腦奮鬥時，發現另外兩個人也
在深夜裡
還在線上，還可以用即時通互相打氣
用即時通互相打氣，感覺
不孤單
用即時通互相打氣 感覺自己是不孤單
感覺
的，那種感覺很好;因為我們為作科展辛苦付出，得到同儕
得到同儕
之間更多的關心與包容，他們也會關心進行的進度和結
之間更多的關心與包容
果，體諒我因熬夜精神不濟，有時在課堂上打瞌睡，而將
上課抄的筆記借我。(彰女二)
每一次出去至少需要十個以上的人協助，老師以前的學生
老師以前的學生
回來給我們人力上的協助。(嘉女)
回來給我們人力上的協助
長時間以來都是本校科學研習社的成員，過去有學長和師
有學長和師
長指導，
長指導，在專業領域和實驗技術有許多練習機會，因為高
在專業領域和實驗技術有許多練習機會
三面臨升學壓力，目前轉而擔任指導學弟妹。(新莊)
到高中以後
高中以後，
高中以後，來自四方的高手如雲，
來自四方的高手如雲，在互相切磋的過程中，
在互相切磋的過程中，
學到對方的優點和特質，我經常向班上很強的同學詢問，
學到對方的優點和特質
他們是如何辦到的。(新竹實驗)
國中時都有參加過中小學科學展覽，因而培養對科學有一
定的興趣;老師幫我們報名參加中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參加
參加
中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等於慢慢的引導
引導你的實驗方向
實驗方向。(彰
中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引導
實驗方向
女一)
唸數理資優班，因為是集中式的，看到大家
看到大家都很認真
看到大家都很認真，
都很認真，自
己也改變心態，
己也改變心態，變的比較認真，
變的比較認真，就是有那個風氣吧。(鳳中)
就是有那個風氣吧
團隊的合作經驗是很棒的感覺，如果沒有彼此的鼓勵和督
如果沒有彼此的鼓勵和督
促，三個人分開做是不可能成功的。(彰女二)
三個人分開做是不可能成功的
自國中時期就參加本地的一個理化的家教班
參加本地的一個理化的家教班，家教班的老
參加本地的一個理化的家教班
師引導我對化學實驗的興趣。(新竹實驗)
捕捉測光度計的儀器，學校沒有，向交通大學借
向交通大學借。(新竹實
捕捉測光度計的儀器
向交通大學借
驗)
老師幫忙找她的指導教授，提供實驗室。協調借彰師大和
借彰師大和
中山醫學大學的實驗室進行。(彰女一)
中山醫學大學的實驗室進行
參加(國際科展)者除了自己對研究的事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以外，最好還能有系統的培訓或有人引導，一步步的架構，
做科學性的探討。(彰女一)
實驗的場地--仁義潭水庫的大壩步道，向管理處請求協助關
向管理處請求協助關
掉路燈。(嘉女)
掉路燈
宜蘭羅東高中的阿瘦老師就是(電腦網站) 阿瘦工坊的班
主，我和他討論，他幫忙
幫忙想出如何呈現。(鳳中)
幫忙
參加大型比賽的口試經驗很難得，面對評審專家而能侃侃
參加大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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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談，這種歷練使自己變得更有自信，比較不會怕人群。(彰
女二)
在中區比賽時我們還互相講給對方聽，參加全國科展之
後，這種狀況有很大的改善，變得比較自然，不易緊張。(彰
女二)
比賽的獎金也是種額外的收穫，除了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以外，學校
學校
比賽的獎金
主辦單位
也提供
提供一筆獎金。(彰女二)
提供

(三)學習面
指
標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參考了大量書籍尋找解答，在一步步澄清和理解的過程
參考了大量書籍尋找解答
1.透過多元
管道，主動學 中，無形中學到了許多過去不了解的科學知識和概念。(新
莊)
習
準備參賽作品的過程中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請教老師
請教老師，
請教老師，
和老師討論，
和老師討論，和同學討論，
和同學討論，上網查資料，
上網查資料，找相關的參考書。
找相關的參考書
(新竹實驗)
參賽的過程遇到的阻礙或瓶頸時，不斷的查相關資料並且
不斷的查相關資料並且
不斷的做實驗嘗試尋找出相關的物質，讀夠多的東西，儘
不斷的做實驗嘗試尋找出相關的物質
量去找，找找看，再嘗試。為了想解開疑惑願意花許多時
間去看許多書。(彰女一)
對電腦的使用不夠熟悉，因為做科展的需要
因為做科展的需要，
因為做科展的需要，自己要去摸
索，還要利用 Excel 做圖表。(彰女二)
細心實驗精神,
細心實驗精神,敏銳的發現細微的異常或與眾不同之處並
2.能勤於實
進行深入研究。
。(新莊)
進行深入研究
驗以增進學
其實是經過了許多不同的嘗試
經過了許多不同的嘗試，後來有突破的原因，是將
經過了許多不同的嘗試
習效果
實驗的重點放在粒子的物理和化學的現象，設計實驗的目
的都在於想證明水是很乾淨的，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
成的。(新竹實驗)
之前有模仿阿瑞尼士的離子實驗，是用非常稀薄的溶液，
是希望能做到單一離子化，來測量各離子的泳速，基於受
限於高中實驗器材的精密度，無法做的非常精準，但我已
極力嘗試接近達成。(新竹實驗)
科學家曾提過膠體是一種長期的現象，又說這種現象是會
消失的，所以我曾將其中一種膠體放置二個月後，再做檢
查時，膠體現象消失了，再用同樣的溶液重做一次
用同樣的溶液重做一次，
用同樣的溶液重做一次，每隔
一星期確認一次。(新竹實驗)
一星期確認一次
不斷的做實驗嘗試尋找出相關的物質，每一種樣品都拿來
不斷的做實驗嘗試尋找出相關的物質
磨一磨，測試澱粉酶抑制劑對該物的效果。(彰女一)
我們先將這些數據轉成中文，再將數據轉換成圖表
將數據轉換成圖表，最開
將數據轉換成圖表
始是一個數據一個圖表，總計做了兩三百個圖表
總計做了兩三百個圖表，後來卻
總計做了兩三百個圖表
發現這些圖表不夠簡潔，於是又重新將這些圖表濃縮
又重新將這些圖表濃縮，做
又重新將這些圖表濃縮
成比較表，最後真正呈現出來時有 24 張圖表。(彰女二)
從區賽到現在，雖然都是做同一個主題，只是內容愈做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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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學習創
造思考方法

4.能加強科
學知能的學
習

5. 能觀摩他
人作品學習
科學知能

6. 能專精擅

多，我們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
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
內容，直
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補強我們的內容
補強
內容
到比賽當天，我們還重貼海報，補繳件後，再做的實驗數
據，從頭到尾參加八次比賽，八次的看板內容都不一樣。
(嘉女)
在做實驗的過程中，在一步步澄清和理解的過程中
在一步步澄清和理解的過程中，無形
在一步步澄清和理解的過程中
中學到了許多過去不了解的科學知識和概念，對學習的方
對學習的方
法和邏輯的推理，
法和邏輯的推理，都有極大進步。(新莊)
都有極大進步
指導老師給予很大的協助，我和老師先擬定一個進度表，
每次在我做完實驗
做完實驗時，老師會問我結論是什麼，幫我檢查
做完實驗
我是否跟著進度表前進，和我討論實驗中是否觀察何種奇
觀察何種奇
特的現象，協助我釐清一些疑惑
，或者指導我如何從網
從網
特的現象
路上或書上尋找可能的解答。(新竹實驗)
路上或書上尋找可能的解答
要有創意，要先了解別人的作品，先能了解別人作品有何
先能了解別人作品有何
優缺點，
優缺點，優點的地方學起來，那裡是可以需要改進的
優點的地方學起來 那裡是可以需要改進的，
那裡是可以需要改進的，最
後再設計出自己的東西，因為還是學生最能利用的就是紙
後再設計出自己的東西
和筆，所以用畫的方式記下來。(鳳中)
全國科展強調由高中生能力的基準，從生活或教科書中能
發展出什麼東西是值得開發的，而國際科展
國際科展比較重視背景
國際科展
知識，能做更深入的研究，參加者必須注重架構的完整
注重架構的完整
性，要做完整計畫和好的統整能力。(彰女一)
要做完整計畫和好的統整能力
不斷的探究事物的學理
探究事物的學理。(新莊)
探究事物的學理
實驗中發現離子較輕時泳速慢，離子較重時泳速反而較快
這個現象，我的解釋是輕的離子外面所包附的水團大，阻
力變大，導致阻撓了離子的泳速，讓結果與預期相反，這
也由光度計的吸光面積顯示出來，吸收較多的光。(新竹
實驗)
整個實驗都是在戶外進行，這也是這個實驗最特別的地
方，我們不是在實驗室裡做的結果，而一般物理實驗多在
實驗室裡完成，因為現場做的話，一次會有太多額外因素
(變數)無法分開討論，假定 A、B、C、D 四個條件，無法
固定其中三個變因，一次只改變一個，所以很難把變因一
個個分離討論。(嘉女)
當然也會有做不出來的時候，那就要再想別辦法，有時想
有時想
很多種方法都解不出來時，
很多種方法都解不出來時，還是要去問老師，
還是要去問老師，循既定的學
循既定的學
理形式解題。(鳳中)
形式解題
學校有一個很好的傳統，要求學生在高二時
要求學生在高二時，或單獨、或
學校
要求學生在高二時
與同學合作，至少一定要提出一個專題報告
要提出一個專題報告，在期末上台
要提出一個專題報告 在期末上台
成果發表，還會聘請外校的人來參觀，聽你報告研究結
成果發表
論。(新竹實驗)
由於參加國際科展
參加國際科展，
參加國際科展，的確看到很多很棒的作品。(彰女一)
的確看到很多很棒的作品
參加國際科展外語能力很重要，因為有許多外國的隊伍參
參加國際科展
加，要了解他們的作品，或交談，想了解他們的作品只能
透過看板，如果自己程度不夠，就無法看懂內容了。(嘉
女)
甲希望將來從事小說創作
小說創作,喜歡構思一些科幻的、懸疑
小說創作
的、恐怖的故事情節，目前嘗試寫過幾篇,看過的同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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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科學領
域

覺得有趣，乙
乙希望將來能朝電腦或科學設計
朝電腦或科學設計發展，丙希望
朝電腦或科學設計
將來成為電腦工程師
電腦工程師，丁
化學方面一展所長。
電腦工程師 丁希望將來在化學
化學
(新莊)
醫科和化工是我的志願。(新竹實驗)
醫科和化工是我的志願
三人都希望朝物理的領域繼續研究，
三人都希望朝物理的領域繼續研究，很堅持往物理方向研
究。(嘉女)
將來希望選擇工業設計的方向發展
選擇工業設計的方向發展，類似人體工學，設計
選擇工業設計的方向發展
工業產品。(鳳中)
甲唸的是社會組地科科將來希望可以朝商科的方向繼續
專研，乙
乙將來希望能朝資訊工程
朝資訊工程的方向進修，丙
丙希望將來
朝資訊工程
能朝物理的光電方向研究
朝物理的光電方向研究。(彰女二)
朝物理的光電方向研究
將來甲希望走研究路線
甲希望走研究路線，目標朝生物科技或醫學方面，
甲希望走研究路線
乙，可能朝醫學或科學方面。(彰女一)
可能朝醫學或科學方面

(四)能力面
指
標
1.具備科學
知識的基礎

2.具有科學
實作能力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科展參賽者應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
應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新莊)
應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
高一時我比一般學生先上高三的化學課程，當時就有上到
就有上到
高一時
一些這個科展相關的課程
相關的課程。(新竹實驗)
相關的課程
國際科展比較重視背景知識，能做更深入的研究，參加者
參加者
自己對研究的事要
自己對研究的事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彰女一)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做戶外實驗，
做戶外實驗，就會和氣候有關，
就會和氣候有關，外在氣候因素包括溫度、
外在氣候因素包括溫度、
光線，
光線，我們必須剛好得到我們需要的溫度、光線，還要寫
我們必須剛好得到我們需要的
公文向管理處請求協助關掉路燈，以免光害影響實驗觀
察，條件如果不對，就無法驗證我們預期的結果。(嘉女)
那麼多數據
數據在一起，一開始也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只能
數據
憑自己學過的經驗去歸類，例如像雨量、相對溼度、最大
憑自己學過的經驗去歸類
風速、颱風和當地的對應關係…。(彰女二)
當然事後老師還是會告訴我們正統的解法，畢竟這是解題
的基礎，基礎是一定要具備的
基礎是一定要具備的，
基礎是一定要具備的，如果沒有基礎，
如果沒有基礎，很難有直
覺。(鳳中)
我們的數據是利用數位相機將實驗產生的泡膜照下
利用數位相機將實驗產生的泡膜照下，在透
利用數位相機將實驗產生的泡膜照下
明片上畫上小方格，再將此透明片和圖片重疊，計算
計算每張
計算
圖片中泡膜的些微變化
泡膜的些微變化。(新莊)
泡膜的些微變化
老師上課的方式經常使用作實驗、講解實驗、並給予每個
學生都有動手作實驗的機會
有動手作實驗的機會。(新竹實驗)
有動手作實驗的機會
全國科展做粗萃取，利用萃取液去做內容研究和對不同物
質的測試其影響力，甲負責做做蛋白質的純化
甲負責做做蛋白質的純化，乙負責做
甲負責做做蛋白質的純化 乙負責做
基因選擇，希望能找到與這個實驗相關的基因序鏈。(彰
基因選擇
女一)
想辦法拍照、晚上拍、架電風扇、發電機去…，做的事情
愈來愈多，我們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
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
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補強我們的內
容，直到比賽當天，我們還重貼海報，補繳件後，再做的
實驗數據，從頭到尾參加八次，八次的看板內容都不一
樣。(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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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搜尋
彙整資料的
能力

4.具有評估
構想可行性
的能力

5.具有團隊
合作能力

6.具有豐富

這次得獎作品，電腦動畫的製作
電腦動畫的製作是很重要的因素。(鳳中)
電腦動畫的製作
我們在挑選近五年來颱風-焚風的案例，是透過這段時間
媒體電子報曾報導過出現焚風的地區，再將發生的前後數
天的氣象資料買回來做研究，我們一共做了二十多個颱風
我們一共做了二十多個颱風
的資料統計，最後真正選用的只有十四個資料較完整的呈
的資料統計
現。(彰女二)
準備參賽作品的過程中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通常會先找
找
參考書籍或詢問指導老師尋求解決
尋求解決的方向。(新莊)
參考書籍
尋求解決
指導老師幫忙找一些外國的文獻做參考資料
找一些外國的文獻做參考資料。(鳳中)
找一些外國的文獻做參考資料
參考前幾年歷屆參展的科展內容，很少有相關的研究議
參考前幾年歷屆參展的科展內容
題，即使有做的也以模仿以前作品成分居多，較無創新。
(新竹實驗)
科學家曾提過膠體是一種長期的現象，又說這種現象是會
科學家曾提過膠體是一種長期的現象
消失的，所以我曾將其中一種膠體放置二個月後，再做檢
查時，膠體現象消失了。(新竹實驗)
一般解釋海市蜃樓中的下蜃的成因，都是由於在上層的低
溫空氣，和在下層靠近路面的高溫空氣，因密度的不同，
以致於折射率的漸層差異，繼而產生全反射。(嘉女)
一開始就一直覺得課本
覺得課本提及的內容
的內容，和實驗
結果有
覺得課本
的內容 和實驗看到的結果有
和實驗
些怪異，因此就決定由這個地方開始著手研究
就決定由這個地方開始著手研究；發現溶液
些怪異
就決定由這個地方開始著手研究
打光的這個實驗特別奇怪，因此就針對這個實驗來做更深
入的探討。(新竹實驗)
上了高中後，曾向老師提過這個報告，在蒐集資料時，偶
偶
然發現有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
感到好奇，
然發現 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並對此感到好奇
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
感到好奇
於是先找了幾篇相關的研究報告來看，之後就開始著手進
著手進
行這方面的實驗。(彰女一)
行這方面的實驗
近地處的空氣，是否會有如此大溫差，進而產生如此大角
度的偏折？再者，光進入不同密度空氣層中，是否會有部
分反射？部分反射所佔的比例又有多少？於是我們就開
開
始去做實驗觀察。(嘉女)
始去做實驗觀察
晚上實驗的過程中我們拍到一張雷射筆打光的照片，那張
照片是一張非常重要的證據，我們證明我們的論點並非空
談，它證明了光線在柏油路面的行進方向。(嘉女)
如果是一個比較寬的線，
從這裡繼續做，
如果是一個比較寬的線，會如何呢?
會如何呢?我就從這裡繼續做
從這裡繼續做
把這個公式通通導出來，導出來之後，就變成立體的，從
直線、平面、到一顆球。(鳳中)
將彼此的意見綜合
意見綜合起來並討論
討論哪些地方是合理的，哪些是
意見綜合
討論
不合理的。(新莊)
甲負責做蛋白質的純化，乙負責做基因選擇，希望能找到
與這個實驗相關的基因序鏈，
，希望由兩個不同方法來驗證
同一個結果。(彰女一)
同一個結果
團隊的合作經驗是很棒的感覺，從上了高中都是一個人單
打獨鬥的感覺，因為這次的科展，結成一個研究的小團
體，如果沒有彼此的鼓勵和督促，三個人分開做是不可能
成功的。(彰女二)
為了順利照出
為了
照出泡膜成形的連續圖片
連續圖片,後來想出
想出將數位攝影
照出
連續圖片
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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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想力

7.觀察力敏
銳

8.組織力強
(註一)

機放置在裝有馬達的轉盤上,利用長時間連續曝光
利用長時間連續曝光,終於成
成
利用長時間連續曝光
功的將實驗結果照下
將實驗結果照下。(新莊)
將實驗結果照下
例如也曾想過要找出粒子的大小，利用半透膜來過濾顆粒
的大小;例如鹽水
鹽水這種物質也是界定為真溶液的物質
真溶液的物質，不
鹽水
真溶液的物質 不
是也可以用逆滲透的方式隔開嗎?
是也可以用逆滲透的方式隔開嗎? 一個氯化鈉
氯化鈉應是很小
氯化鈉
的顆粒 ，為何無法透過半透膜
為何無法透過半透膜?
為何無法透過半透膜 (新竹實驗)
我們想生物本來就具有澱粉酶，蒼蠅也是生物
蒼蠅也是生物，
蒼蠅也是生物，是否也可
以試試看?於是向他們要了一些蒼蠅來檢驗，結果居然找
以試試看
到有顯著效果。(彰女一)
當時買螢光棒的目的
螢光棒的目的是為了當夜間的手電筒，為了方便照
方便照
螢光棒的目的
明，由於人手不夠，當初設想是螢光棒插著，不需要再勻
出手來拿電筒，結果靈機一動
靈機一動，
靈機一動，乾脆用螢光棒來打光，沒
乾脆用螢光棒來打光
想到效果出奇的好。(嘉女)
看到 225，就會想到是 15 的平方，學數學有時對數字會變
的蠻敏感的，像看到車牌號碼，1024，馬上想到 2 的 10
次方，諸如此類。(鳳中)
做了科展後發現對相關聯的事物具較高的敏感度
對相關聯的事物具較高的敏感度，例如看
對相關聯的事物具較高的敏感度
到颱風警告的氣象預報就會不自由主的預測一下氣流轉
動的方向，甚至預測可能發生焚風的機率。(彰女二)
起初用吸塵器產生風
用吸塵器產生風，
用吸塵器產生風，結果風速太大，經過多次討論和改
結果風速太大
良，最後改用吹風機，拆掉裡面熱線圈的裝置，只保留馬
達送風的部分。(新莊)
一開始只使用一組電源供應器（可提供高低兩種電壓) ，
但後來發現利用開關來改變高低電壓時， 電源供應器會
有一個反應時間（
有一個反應時間（電源先關再開)
電源先關再開) ，是無法送風的，
是無法送風的，這個
瞬間的停頓，
瞬間的停頓，會影響實驗的準確性。(新莊)
會影響實驗的準確性
改用兩組電源供應器並聯，一組低壓的持續送風，使泡泡
漲大到某一個程度，另一組高壓的在必要時以手動控制開
關，將泡泡吹離管口，並拉出一條管狀泡膜。(新莊)
照說水是不該出現光帶的，最開始做實驗實用的是自來
照說水是不該出現光帶的
水，結果也出現了光帶，這帶來很大的困惑，還好最後發
發
現是水質不夠乾淨所造成的，改用蒸餾水後才獲得改善。
現是水質不夠乾淨所造成的
(新竹實驗)
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還在蓋子邊緣和箱子邊緣塗上凡士
林油，以達到穩固接合氣體不外漏的狀況。(新竹實驗)
國際科展注重作品架構的完整性，
國際科展注重作品架構的完整性，要做完整計畫和好的統
整能力;
整能力;國外的研究報告提到用腰豆可以提煉出澱粉酶抑
制劑，我們無法確定是否能找到相同的材料，因此選國內
選國內
常用的豆類(四季豆、菜豆、花豆、黑豆、皇帝豆)都來做
做
常用的豆類
測試，後來發現四季豆有很好的效果，後來更發現四季豆
測試
也是屬腰豆類，這些都是在一開始作實驗時並未想到的。
(彰女一)
我們做
做了一個小小的檢測
小小的檢測，我們以障礙物由上而下將入射
小小的檢測
光漸漸遮去之後，發現反射光束是由下而上漸漸消失，證
證
明確實是反射光束而不是未打中柏油路面的入射光。(嘉
明確實是反射光束而不是未打中柏油路面的入射光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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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看漫畫可能只是看他的內容、劇情，因為自己也喜
歡畫畫，所以會特別留意他的畫風、背景，整體看起來很
粗懭，把熱情加進去。(鳳中)
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問題，原先我們以為每一個地方焚風
發生都是一個獨立事件，應該沒有關聯性，後來發現在颱
發現在颱
風影響係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是由南向北，
風影響係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是由南向北，這和颱風的行
經路徑的風向相關，開始我們只是覺得奇怪，是否剛好是
經路徑的風向相關
巧合，經過一再的比對，找出他們的關聯性。(彰女二)
考慮吹出的氣流穩定度不夠，一開始是讓氣流通
讓氣流通過寶特
考慮吹出的氣流穩定度不夠
讓氣流通
9.邏輯推理
瓶，慢慢改進成立用粗導管將氣流送入塑膠容器
塑膠容器（穩壓
塑膠容器
能力強
艙) ，導管口裝上泡棉罩，使空氣經無數小孔進入穩壓
空氣經無數小孔進入穩壓
艙，以減少氣流擾動
以減少氣流擾動。(新莊)
以減少氣流擾動
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成的，為了得到純淨的水
為了得到純淨的水，先是
為了得到純淨的水
使用半透膜過濾，一來操作實完全不能有漏水的情況，二
來得到過濾水的速度太慢，後來改用
用(1) 溶解液放置冰
箱，產生結晶沉澱，
產生結晶沉澱，將此結晶再與蒸餾水溶解，
將此結晶再與蒸餾水溶解，(2) 利用
揮發性氣體溶到水中。(新竹實驗)
揮發性氣體溶到水中
2006 年五月我們先排除折射的原因後，才將焦點放在進行
將焦點放在進行
反射的實驗證明，我們也開始進行夜間的實驗。(嘉女)
反射的實驗證明
所以這次得獎作品，數學的部分就是幾何和公式的推演，
推公式的部分有大量的數字和須尋找他的合邏輯性和規
律性，要觀察那裡有規律性，然後再用公式去推演。(鳳
律性
中)
我們發現焚風發生的時間好像都剛好發佈颱風警報
焚風發生的時間好像都剛好發佈颱風警報，在研
焚風發生的時間好像都剛好發佈颱風警報
究中我們發現焚風的成因以颱風、西南氣流、鋒面過境為
主，我們最後鎖住颱風和焚風的關係做探討。(彰女二)
10.具有時間 當必須花很多時間在實驗上時，就必須犧牲一些休閒的時
間，要學會利用零碎的時間
學會利用零碎的時間。(嘉女)
學會利用零碎的時間
管理能力
對自己時間的調配，有從新的體認，一天當中有那麼多事
情同時要完成時，先排出輕重緩急，配合客觀條件，針對
針對
自己有限的時間如何講求效率。(彰女二)
自己有限的時間如何講求效率
利用粗鐵絲網做出有柄的鐵線圈
11.具有發想 利用粗鐵絲網做出有柄的鐵線圈,沾清潔劑,迎風而跑,卻
新 點 子 的 能 意外的拉出漂亮的管狀泡膜。(新莊)
提出水團膠體的假說，這個部分後來設計了兩個實驗
設計了兩個實驗，包
設計了兩個實驗
力
括(1)將物質濃度配製得非常稀薄，希望能做到單一離子
化，來測量各離子的泳速，(2) 找重量比較接近的元素減
少因顆粒大小引起的誤差，後來利用過氯酸鉀和過氯酸
鈉;硫酸鎂和硫酸鈣這幾組來比較。(新竹實驗)
看到的像是空氣層溫度因素所造成的，當我們在路面撒下
在路面撒下
冰塊後，我們原本是希望能夠透過破壞近地處那一層高溫
希望能夠透過破壞近地處那一層高溫
冰塊
的空氣，甚至降低路面及近地處的空氣的溫度，乙想到用
用
的空氣
大頭針來的方式來測量光路徑。(嘉女)
大頭針來的方式來測量光路徑
像格子點這個就是我想出來的，我發現這個(線)這樣下
像格子點這個就是我想出來的
來，會多碰到一個格子點，這個下來，就碰到這一個，這
個下來，就碰到這一個(當場作品的描述，參考作品第 9
頁) 。(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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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具有適切 若不是有歷經大場面的這種經驗，在人群中會因為緊張而
的 口 語 表 達 依片空白，很難將自己的看法表達得很清楚，由於三個人
都參與了整個研究過程，對
對作品非常了解 ，因此口語的
能力*(註二)
表達非常清楚而易懂。(彰女二)
表達非常清楚而易懂
老師還會給我們一些壓力，時常訓練我們上台做報告
老師
訓練我們上台做報告，例
訓練我們上台做報告
如教我們如何應用 Power Point，訓練我們有條理的呈現報
告內容，後來在科展的面試產生很大的幫助。(新竹實驗)
乙比較文靜，在全國科展比賽
全國科展比賽時就是由她主講
主講，因為她的
全國科展比賽
主講 因為她的
情緒比較不會激動，
情緒比較不會激動，表現比較沉穩，
表現比較沉穩，表現得中規中矩的，
表現得中規中矩的
三個孩子當中她的說明最好。(嘉女-指導老師)
13.具有完整 為了在有限的看板上呈現，圖表和文字都盡量濃縮和精
呈 現 作 品 的 簡，評審教授認為我們量化的部分做得很不錯，佐證的資
料相當多，結論證據不致太薄弱，有可信度，雖然我們做
能力*
的東西沒有很多高科技實驗器材輔助說明，評審教授非常
欣賞我們做的看板的版面
我們做的看板的版面，簡單而易懂
我們做的看板的版面 簡單而易懂，
簡單而易懂，圖表清楚。(彰
圖表清楚
女二)
老師教我們如何應用 Power Point，訓練我們有條理的呈現
有條理的呈現
報告內容。(新竹實驗)
報告內容
直到比賽當天，我們還重貼海報，補繳件後，再做的實驗
數據，從頭到尾參加八次
從頭到尾參加八次，
從頭到尾參加八次，八次的看板內容都不一樣。(嘉
八次的看板內容都不一樣
女)
自己的作品和其他參展的作品相比，最大的特色應該是我
我
的作品會動，評審當天他也帶了筆記型的電腦，我們還互
的作品會動
相討論作品。(鳳中)
得到接近百分之百的純淨的溶液
利
如何
得到接近百分之百的純淨的溶液?實驗(一)中利
百分之百的純淨的溶液
14.能改良實 如何才能得到接近
用氯化鋰溶解液放置冰箱，
用氯化鋰溶解液放置冰箱，產生結晶沉澱，
產生結晶沉澱，將此結晶再與
驗過程與技
蒸餾水溶解，
蒸餾水溶解，所得的溶液才進行打光。(新竹實驗)
所得的溶液才進行打光
巧的
我們進行了一連串的相關的反射實驗，例如改變路面的性
質，得到的結論和原先的假設是吻合的; 選擇空曠的實驗
的地點，
的地點，空氣流動非常劇烈，
空氣流動非常劇烈，氣溫的變化很強烈，
氣溫的變化很強烈，到晚上
可以很快降到接近空氣的溫度。(嘉女)
可以很快降到接近空氣的溫度
實驗儀器方面進行多次的修正，起初用吸塵器產生風，結
果風速太大，經過多次討論和改良
經過多次討論和改良，
經過多次討論和改良，最後改用吹風機，拆
最後改用吹風機
掉裡面熱線圈的裝置，只保留馬達送風的部分
保留馬達送風的部分;
保留馬達送風的部分 考慮吹出
考慮
的氣流穩定度
氣流穩定度不夠，一開始是讓氣流通過
讓氣流通過寶特瓶
氣流穩定度
讓氣流通過寶特瓶，慢慢改
寶特瓶
進成立用粗導管將氣流送入塑膠容器（穩壓艙) ，導管口
裝上泡棉罩，使空氣經無數小孔進入穩壓艙，以減少氣流
擾動;改用兩組電源供應器並聯
改用兩組電源供應器並聯，一組低壓的持續送風，
改用兩組電源供應器並聯
使泡泡漲大到某一個程度，另一組高壓的在必要時以手動
控制開關，將泡泡吹離管口，並拉出一條管狀泡膜。(新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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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考歷程面
指
標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從生活或教科書中能
1. 能 從 多 元 全國科展強調由高中生能力的基準，從生活或教科書中能
發展出什麼東西是值得開發的
角 度 切 入 作 發展出什麼東西是值得開發的，在蒐集資料時，偶然發現
有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並對此感到好奇，於是先
品
找了幾篇相關的研究報告來看，之後就開始著手進行這方
面的實驗。(彰女一)
因為帶學校學弟妹的科學營，其中有一項是玩泡泡，在玩
在玩
的過程中,無意中發現泡泡會呈管狀，覺得有趣
覺得有趣，
的過程中
覺得有趣，有向下
研究的意願。(新莊)
研究的意願
我們後來發現到焚風發生的時間好像都剛好發佈颱風警
焚風發生的時間好像都剛好發佈颱風警
報，在研究中我們發現焚風的成因以颱風、西南氣流、鋒
面過境為主，我們最後鎖住颱風和焚風的關係做探討。(彰
女二)
〔 m x n (m,n ∈ N,(m,n)= 1)的方格圖中，對角線所經過的
格子數為 m+n-l 個〕。另外有一個推廣，就是如果是一個
比較寬的線，會如何呢，我就從這裡繼續做，把這個公式
通通導出來，導出來之後，就變成立體的，從直線、平面、
到一顆球。(鳳中)
從一開始發現酒精和蔗糖具有廷得耳效應
發現酒精和蔗糖具有廷得耳效應，
發現酒精和蔗糖具有廷得耳效應，和課本的描述
不相同，並提出和老師討論這個現象後，就開始設計各種
不相同
開始設計各種
實驗去驗證自己的觀察，
實驗去驗證自己的觀察，包括提出問題、
包括提出問題、設計實驗、
設計實驗、修改
方向、
方向、得到結論。(新竹實驗)
得到結論
我們的實驗非常有創意，他們認為這個作品是一個實驗過
這個作品是一個實驗過
程的誕生，
程的誕生，對一個觀念的不信任、
對一個觀念的不信任、衝突性，
衝突性，到去設計實驗，
到去設計實驗，
而不是已經知道一個東西的結果，
而不是已經知道一個東西的結果，再去做這個實驗。(嘉
再去做這個實驗
女)
廷得耳效應的界定發生矛盾 跟高中課本或參考書籍中所
2. 能 運 用 科 廷得耳效應的界定發生矛盾，跟高中課本或參考書籍中所
寫的內容有了出入。(新竹實驗)
學 知 識 發 現 寫的內容有了出入
造成光帶的粒子是否只是水中原本就有的雜質，有無方法
問題
可去除? 是否可用到離心機來協助懸浮物的沉澱
用到離心機來協助懸浮物的沉澱，假如藉
用到離心機來協助懸浮物的沉澱
由離心可得到較純淨的溶液
純淨的溶液，是否能得到我要的效果
能得到我要的效果呢?
純淨的溶液
能得到我要的效果
(新竹實驗)
澱粉酶和澱粉酶抑制劑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澱粉酶和澱粉酶抑制劑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如何將兩
者分離以免影響實驗的效果？
者分離以免影響實驗的效果？(彰女一)
近地處的空氣，是否會有如此大溫差，進而產生如此大角
度的偏折？再者，光進入不同密度空氣層中，是否會有部
分反射？部分反射所佔的比例又有多少？。(嘉女)
颱風影響係各地發
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
和颱風的
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是由南向北，這和颱風的
生焚風的順序
行經路徑的風向相關，
行經路徑的風向相關，還是剛好是巧合？(彰女二)
還是剛好是巧合
由空間轉平面，像圓柱跑過去，將每一層切、切、切，再
投影、投影、投影，在這一層中可以碰到幾個點？。(鳳
中)
後來的實驗(一)和實驗(二) ，設計實驗的目的
設計實驗的目的都在於想證
想證
設計實驗的目的
3.能對發現
明水是很乾淨的，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成的
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成的，實驗中
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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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提出大
膽假說

4.能依科學
基礎理論循
序完成實驗

5.能依實驗
結果找出問
題答案

使用離心機和將揮發性氣體當溶質的原因在此。(新竹實
驗)
(OD620)分光光度計--目的在利用波長 620 之光打上去看它
的吸光值，吸光值愈高亮度愈小。光如果通過去愈多的
話，複製愈少，因此我們就用這個來做實驗;我們將澱粉
將澱粉
酶抑制劑做分離純化，
酶抑制劑做分離純化，探討它對不同的生物澱粉酶之間的
活性關係，
活性關係，並對實驗的結果提出解釋。(彰女一)
並對實驗的結果提出解釋
一道雷射光束打中一個略微突起的柏油路面時，因為光束
太粗，使得上半部直進，下半部反射，而得到了兩道分叉
的光束!這張照片證明了光在
光在粗糙的柏油路面可以產生單
光在粗糙的柏油路面可以產生單
向反射。(嘉女)
向反射
在有寬度的線這個研究中，寬度的線，裡面會多碰到幾個
格子點，再加上原本的線，所碰到的格子點，全部加起來
就是有寬度的線有寬度的線索碰到的點。(鳳中)
利用粗鐵絲網做出有柄的鐵線圈，產生又長又持久的管狀
泡膜，再利用穩壓艙控制氣流，以兩段式吹氣方式吹出泡
膜，再以
以 Laplace 公式計算各位置的壓力。(新莊)
公式計算各位置的壓力
利用電解法探討不同質量的兩系列陰陽離子導電能力的
差別，再一次證明水團膠體的存在，並建議水團膠體還可
差別
再分為帶電和不帶電兩種。(新竹實驗)
全國科展做粗萃取，利用萃取液去做內容研究和對不同物
利用萃取液去做內容研究和對不同物
質的測試其影響力。(彰女一)
質的測試其影響力
後來我們進行了一連串的相關的反射實驗，例如改變路面
改變路面
的性質，
的性質，在不同的材質路面做觀察，
在不同的材質路面做觀察，得到的結論和原先的
假設是吻合的。(嘉女)
假設是吻合的
我們先從 m ,n 互質開始做，然後是 m ,n 不互質，在
在 m ,n
不互質這裡的技巧，
不互質這裡的技巧，就是把她切成幾個 m ,n 互質的小區
塊來處理，想通了這點，後面畫圖就很順了，很多情況就
塊來處理
解決了。(鳳中)
管狀泡膜(
管狀泡膜(包括矛頭部分)
包括矛頭部分)除了對氣流提供一個適當的束
縛，其外型同時也反應出氣流在壓力及流速上的特徵。其
其外型同時也反應出氣流在壓力及流速上的特徵
中矛頭更有如一個雙開關的氣流調整器，以其特定的外形
所提供的壓力，控制由管狀到外界(或大泡泡)之間的氣
壓，具有穩定釋放氣壓的功能。(新莊)
由實驗的結果，
由實驗的結果，發現膠體似乎有著很明顯存在的普遍性，
發現膠體似乎有著很明顯存在的普遍性
除了水以外，很多原本以為是以真溶液存在的水溶液，也
在雷射光的照射之下，一一現出原形。(新竹實驗)
目前教授們也都可以接受反射一定可以成像，只是我們無
法說明白天是否有折射的像在，以我們實驗的次數和看到
以我們實驗的次數和看到
的結果，
的結果，我們相信是反射的結果，不過課本都寫是折射，
我們相信是反射的結果
大家都已接受了這種說法，一下要大家改變過去的觀點，
還是有困難。(嘉女)
甲負責做做蛋白質的純化，乙負責做基因選擇，希望能找
到與這個實驗相關的基因序鏈，希望由兩個不同方法來驗
證同一個結果，甲的蛋白質純化這個部分是成功的
甲的蛋白質純化這個部分是成功的。(彰
甲的蛋白質純化這個部分是成功的
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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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吹風機代替吸塵器
用吹風機代替吸塵器，
用吹風機代替吸塵器，解決送風過大的問題。(新莊)
解決送風過大的問題
利用寶特瓶改造作為穩壓艙的用途
利用寶特瓶改造作為穩壓艙的用途，導管口裝上泡棉罩，
造作為穩壓艙的用途
使空氣經無數小孔進入穩壓艙，以減少氣流擾動
減少氣流擾動。(新莊)
減少氣流擾動
利用揮發性氣體溶於水中得到純淨的水溶液，
利用揮發性氣體溶於水中得到純淨的水溶液，代替利用半
透膜來過濾顆粒的大小。(新竹實驗)
透膜來過濾顆粒的大小
國外的研究報告提到用腰豆可以提煉出澱粉酶抑制劑，我
們無法確定是否能找到相同的材料，因此選國內常用的各
選國內常用的各
種豆類來做測試，後來發現四季豆
發現四季豆有很好的效果
的效果，後來更
種豆類來做測試
發現四季豆
的效果
發現四季豆也是屬腰豆類。(彰女一)
如果經費許可，我們可以在校園中用木板鋪一條路面
在校園中用木板鋪一條路面，
在校園中用木板鋪一條路面，上
面灑沙子，
面灑沙子，做一條柏油路面，
做一條柏油路面，在中間挖一條縫，
在中間挖一條縫，就可以克
服破壞空氣結構的問題，
服破壞空氣結構的問題，就能判斷成像的造成的主因。(嘉
就能判斷成像的造成的主因
女)
開始只使用一組電源供應器（可提供高低兩種電壓)
，但
7. 思考細
膩，能注意實 後來發現利用開關來改變高低電壓時，電源供應器會有一
個反應時間（電源先關再開) ，是無法送風的，這個瞬間
這個瞬間
驗過程中的
的停頓，
的停頓，會影響實驗的準確性。(新莊)
會影響實驗的準確性
細節
在大規模搜索，尋找膠態溶液的樣本時
尋找膠態溶液的樣本時，
尋找膠態溶液的樣本時，因為必須確保沒
有雜質，所以每個使用的瓶子都要洗的非常乾淨，學校的
有雜質
水不夠乾淨，必須利用乾淨的寶特瓶，裝原先測沒有光帶
的水帶來學校使用，再將實驗需用的試管至少清洗四遍
需用的試管至少清洗四遍，
需用的試管至少清洗四遍
有時數個禮拜需反覆做同樣的事。(新竹實驗)

6. 能設計簡
易的實驗替
代方案

8. 能評鑑作
品的優缺點
並提出改善
構想

9. 勤與人溝
通互動

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檢測，以障礙物由上而下將入射光漸
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檢測
漸遮去之後，發現反射光束是由下而上漸漸消失，證明確
證明確
實是反射光束而不是未打中柏油路面的入射光。(嘉女)
實是反射光束而不是未打中柏油路面的入射光
在方法上還有改進的空間，準備比賽時我是用黑布將旁邊
多餘的部分遮去，再去測光度，我發現測量的口徑可再小
測量的口徑可再小
一點，再做測量效果更佳，因為微量的測量，數據要更精
更精
準一些，否則數據的可信度會受影響。另外離子價數愈
準一些
大，光度愈大，這點也值得再做探討。(新竹實驗)
我們目前都還只做到試管外的測試，還沒做活體的實驗
做活體的實驗，
做活體的實驗
所以應用的程度還須再進一步實驗。(彰女一)
這個作品有達到一定的水準，如果要做下去
做下去的話，就是做
做
做下去
在空間中，邊長不是整數的情形;或是平面中，邊長不是
在空間中
整數、有寬度的拋物線的情形。(鳳中)
由於我們的實驗探測資料都是地面的，教授曾給予建議可
以做高空的資料部分
做高空的資料部分，另外如果衛星雲圖資料夠齊全，也
做高空的資料部分
可以考慮做電腦的模擬圖像。(彰女二)
在觀察中所看到的一些奇怪影像，像顛倒或側躺的，形狀
的改變等等，如果實驗要完整，還需要繼續將實驗做下
去，譬如說側躺的像，必須買到像機光圈很大的鏡頭，必
須利用像機的景深來發現虛像的位置在哪裡才能處理
利用像機的景深來發現虛像的位置在哪裡才能處理。
利用像機的景深來發現虛像的位置在哪裡才能處理
(嘉女)
參賽的過程中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許多時候是隊友共同
許多時候是隊友共同
討論，
討論，一起找到解決的辦法。(新莊)
一起找到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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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能參考
多元意見

(六)作品面
指
標
1.能做出具
創新性的作
品

2.能做出具
獨特性的作
品

到高中以後，來自四方的高手如雲，在互相切磋的過程
中，學到對方的優點和特質。有時和好朋友休息時會一起
有時和好朋友休息時會一起
討論專題內容如何改進實驗。有空多找老師或同學討論
有空多找老師或同學討論，
討論
有空多找老師或同學討論，
以激發靈感。(新竹實驗)
以激發靈感
重新檢視自己的想法，最後終能取得一致的觀點，也是彼
此都能接受的折衷點，若有堅持可能是彼此溝通不夠。(彰
女一)
黃老師則經常給我一些點子，我用我的方法解題之後，會
去和她討論，討論過後她也會提出她的想法，她要我思考
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並決定哪一種方法較好。(鳳中)
利用中午和老師一起討論;利用下課短短時間三個人聚在
利用下課短短時間三個人聚在
一起討論。(彰女二)
一起討論
將彼此的意見綜合
彼此的意見綜合起來並討論
討論哪些地方是合理的，哪些是
彼此的意見綜合
討論
不合理的。(新莊)
透過主持計畫的教授們提出的意見發現自己的不足，在慢
慢摸索中，嘗試著尋求各種不同管道來進行實驗，期間由
於教授
教授熱心的提供協助，給予參考意見
給予參考意見，加上參加的其他
教授
給予參考意見
組的同學之間也會互相討論
同學之間也會互相討論，
同學之間也會互相討論，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也給自己產生不
同的想法。(彰女一)
同的想法
有空常找老師或同學討論，
有空常找老師或同學討論，以激發靈感，由於同學當中每
以激發靈感
個人做的專題不同，大概都各自分開做，有時和好朋友休
息時會一起討論專題內容如何改進實驗。(新竹實驗)

受 訪 者 用 語 摘 錄
證明了廷得耳效應的界定發生矛盾，跟高中課本或參考書
籍中所寫的內容有了出入;實驗發現真溶液的名詞界定需
修正，我們推估「真正的真溶液
真正的真溶液」
真正的真溶液」是不帶電且非極性或低
極性難溶於水的「
極性難溶於水的「稀薄溶液」
稀薄溶液」，如:O2/H20 、 CH4/H20 、
CO/H20、 H2/H20 、 He/H20 、 NO/H20。(新竹實驗)
假積水現象及倒影主要成因是「
假積水現象及倒影主要成因是「柏油路面的單向反射
柏油路面的單向反射」
面的單向反射」，
而非如課本所寫的「
而非如課本所寫的「空氣的折射與全反射」
空氣的折射與全反射」。(嘉女)
作品可做昆蟲害蟲防治，但教授建議將分離的蛋白質做減
肥藥更有經濟效益，能或更大的肯定，我們有觀察到澱
澱粉
酶抑制劑對入侵紅火蟻有抑制的效果。(彰女一)
酶抑制劑對入侵紅火蟻有抑制的效果
實驗中發現離子較輕時泳速慢，離子較重時泳速反而較快
這個現象，以此來證明是外面水團大小影響了實驗的結
果。根據這個實驗結果導出膠體半徑比例和面積比例，推
算出越高價數的離子，外面包附的水團越大這樣的結果。
另外，他還想出利用電解法探討不同質量的兩系列陰陽離
利用電解法探討不同質量的兩系列陰陽離
子導電能力的差別，
子導電能力的差別，再一次證明水團膠體的存在
再一次證明水團膠體的存在，
證明水團膠體的存在，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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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做出具
應用性的作
品

水團膠體還可再分為帶電和不帶電兩種。(新竹實驗-指導
水團膠體還可再分為帶電和不帶電兩種
老師)
作品最讓人有興趣的地方在於作品非常生活化
作品非常生活化，
作品非常生活化，創新，在
創新
國內幾乎沒有人做澱粉酶抑制劑的研究，我們是由最基層
國內幾乎沒有人做澱粉酶抑制劑的研究
的地方一步步去發現，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很具有原創性
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很具有原創性。
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很具有原創性
(彰女一)
之前書裡只有提到有寬度的線，
之前書裡只有提到有寬度的線，沒有提到立體的部分。(鳳
沒有提到立體的部分
中)
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問題，原先我們以為每一個地方焚風
發生都是一個獨立事件，應該沒有關聯性，後來發現在颱
颱
風影響係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是由南向北，
風影響係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是由南向北，這和颱風的行
經路徑的風向相關，
經路徑的風向相關，這也是以前未曾發現過的，
這也是以前未曾發現過的，資料文獻
中也不曾見到提及
中也不曾見到提及。(彰女二)
曾見到提及
教授們認為我們的實驗非常有創意，他們認為這個作品是
這個作品是
一個實驗過程的誕生，
一個實驗過程的誕生，對一個觀念對一個觀念的不信任、
對一個觀念對一個觀念的不信任、
衝突性，
衝突性，到去設計實驗，
到去設計實驗，而不是已經知道一個東西的結
果，再去做這個實驗，
再去做這個實驗，有一個教授就告訴我們，我們的作
品特別的地方，在於他看了以後也要去深思，所以給教授
一個感覺是，教授認為這是有趣的作品
這是有趣的作品。(嘉女)
這是有趣的作品
目前的這個實驗已明確知道電雙層的模型的解釋是不對
的;實驗發現真溶液的名詞界定需修正。(新竹實驗)
實驗發現真溶液的名詞界定需修正
利用電解法探討不同質量的兩系列陰陽離子導電能力的
差別，再一次證明水團膠體的存在，並建議水團膠體還可
再分為帶電和不帶電兩種。(新竹實驗)
我們質疑舊有的理論。晚上的那個實驗就已經是推翻舊有
的模型，到底成像哪些情況是由反射造成，哪些又是折射
的因素造成，這個部分教科書的內容應有所修正
教科書的內容應有所修正。(嘉女)
教科書的內容應有所修正
這個實驗的實際運用價值方面，我們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
也發現焚風發生的方向是由南而北，如果細作的話，可以
考慮去分析那些氣象因子，將來可以預測
預測哪些地方可能是
預測
焚風行經的預定路徑。(彰女二)
焚風行經的預定路徑
研究物質中的四季豆，
研究物質中的四季豆，它的澱粉酶抑制劑具開發的潛力。
它的澱粉酶抑制劑具開發的潛力
(彰女一)
我們是由最基層的地方一步步去發現，所提出的研究報告
很具有原創性，它還可以繼續延伸下去，我們目前都還只
做到試管外的測試，還沒做活體的實驗，所以應用的程度
還須再進一步實驗。(彰女一)
參加國際科展後，科展的評審教授認為我們還有很大的進
93

步空間，並同意給予各項的協助，包括技術層面的指導，
資金的籌措，儀器設備的提供，繼續做下去，似乎是很值
得期待有更好的結果。(彰女一)
關於颱風來襲時
颱風來襲時，
預測颱風路徑圖和暴風圈範
颱風來襲時，提供氣象局預測颱風路徑圖和暴風圈範
圍(圖上有顯示經緯度)，如果可以研究成功，將可以更準
確的告知民眾做好防颱準備
做好防颱準備。(鳳中)
做好防颱準備
考慮去分析那些氣象因子，將來可以預測
預測哪些地方可能是
預測
焚風行經的預定路徑
，減少因天災
焚風行經的預定路徑，進而採取預防措施，
的預定路徑
減少 天災而
天災
帶來的損失
損失。(彰女二)
損失
註一:專家認為受訪者用語摘錄可同時呈現此兩項指標之精髓，建議此兩
項指標一同陳列。
。
註二:*表教師及學者專家建議使用之指標用語，研究者在訪談資料中找到
相對應之用語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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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指標的重要
指標的重要結果
重要結果評量
結果評量
科學創造力指標之發展結果如下：1.由研究者完成 60 項科學創造力指
標初稿。2.經兩次高中教師專家精釋會議，對指標與部分指標之文字做增、
刪、修、補，完成 53 項科學創造力指標草案。3.最後經學者專家精釋會議
整併、排序及建議，確立 54 項科學創造力指標。
將已確立之 54 項科學創造力指標轉化為「科學創造力指標重要性評
量表」
，分別由兩群專家各自討論後決定 54 項指標之重要性。重要性之計
分，很重要者 5 分，重要者 4 分，普通者 3 分，不重要者 2 分，很不重要
者 1 分(表 4-3-1)。
表 4-3-1

科學創造力指標及指標重要性評量

科學創造力指標重要性

學者專家群

教師專家群

重要指標

1. 喜歡突發奇想、異想天開

5

4

2. 容易沈浸在自己的思維空間

4

4

3. 具有好奇心探索新事物

5

5

＊

4. 能用新角度思考問題

5

5

＊

5. 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

5

5

＊

6. 能保持平常心

4

3

7. 抗壓性高

4

4

8. 喜歡實作(實驗)

4

5

9. 肯投入時間

4

5

10. 具有耐心與毅力，能堅持到底

5

5

11. 能勇於發表己見

4

5

12. 具責任感

4

4

13. 具主動性

5

5

＊

14. 成就動機強
二、環境面

5

5

＊

1. 學校能提供專業訓練課程（或學術性社團）

4

4

2. 有具專業知能的師長之經驗傳承

4

5

一、人格特質面

95

＊

3. 學校提供學習設備

4

4

4. 獲得家人的鼓勵與支持

5

5

5. 獲得同儕的鼓勵與支持

5

4

6. 具有自由、激勵、開放的學習環境
7. 社會提供創作學習的資源(含大專院校或學
術性機構)
三、學習面

5

4

4

4

1. 透過多元管道，主動學習

5

5

2. 能勤於實驗以增進學習效果

4

5

3. 能學習創造思考方法

4

5

4. 能加強科學知能的學習

4

5

5. 能觀摩他人作品學習科學知能

4

4

6. 能專精擅長的科學領域
四、能力面

5

5

＊

1. 具備科學知識的基礎

5

5

＊

2. 具有科學實作能力

5

5

＊

3. 具有搜尋彙整資料的能力

4

5

4. 具有評估構想可行性的能力

4

4

5. 具有團隊合作能力

3

4

6. 具有豐富的聯想力

5

5

＊

7. 觀察力敏銳

5

5

＊

8. 組織力強

5

5

＊

9. 邏輯推理能力強

4

5

10. 具有時間管理能力

3

4

11. 具有發想新點子的能力

5

5

12. 具有適切的口語表達能力

3

4

13. 具有完整呈現作品的能力

3

5

14. 能改良實驗過程與技巧
五、思考歷程面

5

5

＊

1. 能從多元角度切入創作

5

5

＊

2. 能質疑現有知識發現問題

5

5

＊

3. 能對發現的問題提出假說

5

5

＊

4. 能依科學理論循序完成實驗

3

5

5. 能依實驗結果找出問題答案

4

5

6. 能設計簡易的實驗替代方案

4

5

7. 思考細膩，能注意實驗過程的細節

4

5

8. 能評鑑作品的優缺點，並提出改善構想

5

4

9. 勤與人互動溝通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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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 能參考多元建議
六、作品面

4

4

1. 能做出具創新性的作品

5

5

＊

2. 能做出具獨特性的作品

5

5

＊

3. 能做出具應用性的作品

3

4

註:*表示學者專家群及教師專家群共同認為該指標「很重要」
由於所有指標在專家精釋會議中皆經過充分的討論，因此指標重要性
評分分數集中在 4(重要)和 5(很重要)，學者專家群(共四人)認為很重要者
25 項，重要者 22 項，普通者 7 項；教師專家群(共五人)認為很重要者 35
項，重要者 18 項，普通者 1 項，兩群專家共同認為「很重要」的指標有
21 項(包括能力面有 7 項為數最多，其次為人格特質有 6 項，思考歷程面 3
項，學習面和作品面各有 2 項，環境面 1 項)，一致認為重要者 9 項，合計
30 項(表 4-3-2)，一致次數比率達 55.6%(見表 4-3-3)。
表 4-3-2

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分兩群專家給分平均值
兩群專家給分

指 標 構 面

學者專家群給分平均值

教師專家群給分平均值

1.人格特質面

4.50

4.57

9

2.環境面

4.43

4.29

4

3.學習面

4.33

4.83

3

4 能力面

4.21

4.71

8

5.思考歷程面

4.20

4.70

4

6.作品面

4.33

4.67

2

26.0/4.33

27.7/4.63

30

總計/平均

一致重要項數

除了人格特質和環境二構面給分平均相近，其餘四構面大學學者專家
群給分皆比高中教師專家群給分低(表 4-3-2)，研究者認為高中教師專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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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大多扮演教導、指導或輔導學生科學創作的角色，通常較貼近高中
學生觀察；大學學者專家群對高中職學生大多扮演指導者或評審者角色，
站在制高點評論，由於評分者觀點的不同，評分結果就會有些許差異。
表 4-3-3

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分兩群專家交叉次數分配表
學者專家

重要性

合計

3

4

5

3

0

1

0

1

4

5

9

4

18

5

2

12

21

35

合計

7

22

25

54

教師專家

註：兩群專家一致次數比率 P =

9 + 21
= 55.6(%)
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檢驗兩群評分者評定 54 項指標重要性，以 SPSS 軟體計算肯德爾和諧
係數等於.703，χ2(53)=74.486 達 p<.05 顯著水準，可見兩群專家對於科學
創造力指標重要性評分頗有一致性，評分者間信度佳(表 4-3-4)。

表 4-3-4 科學創造力指標評分兩群專家一致性檢定
Kendall’s W

χ2

df

P

.703

74.486

53

.0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將很重要指標在六個指標構面所占比重情形繪製成表 (表
4-3-5)，經比較結果以能力面及人格特質面所佔比重最高。科學領域有高
度的人格及能力構面取向，在人格特質面，其指標內容為「具有好奇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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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新事物、能用新角度思考問題、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具有耐心與毅力，
能堅持到底、具主動性、成就動機強」；在能力面，其指標內容為「具備
科學知識的基礎、具有科學實作能力、具有豐富的聯想力、觀察力敏銳、
組織力強、具有發想新點子的能力、能改良實驗過程與技巧」。

表 4-3-5 科學領域之創造力指標數(最重要)
很重要(%)

全部

1.人格特質面

6(28.6)

14

2.環境面

1(4.8)

7

3.學習面

2(9.5)

6

4 能力面

7(33.3)

14

5.思考歷程面

3(14.3)

10

6.作品面

2(9.5)

3

21(100)

54

指

總

標

構

面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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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結果討論
創造力指標必須能夠描述：什麼樣的個人條件或什麼樣的學習與創作
環境之下的學生，可以成為具有創造力者；亦即創造力指標必須能夠有效
的解釋或有效的預測學生的創造力。陳信憲、陳美華（2005）認為由於某
一被解釋的現象不易直接測量或較為抽象，而必需建構一個較可測量或可
觀察的指標來指出或表徵該現象。「科學創造力」即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需建構一個可對科學創造力進行評估的指標來指出或表徵其內涵。
整體而言，創造的歷程大抵以兩種思考方式來進行—「邏輯」與「非
邏輯」;「邏輯」思考方式係指運用一般智力和邏輯思考，以線性、集中或
收斂的方式，指向問題的解決，它主要在於創造過程的準備階段與驗證階
段。而「非邏輯」思考方式係指運用創造思考，以非線性、發散性的思考
方式指向尋求問題解決方案，它面臨無確切解決方案的情況，這正是創造
過程中創新的部分，靈感、想像與直覺在此激盪奔馳。Li, Y., Wang, J., Li, X.
& Zhao, W. （2007）認為創造力需要伴隨思考，創新包含了產生新創意點
與可以解決顯著新奇問題的點子 (Mumford & Gustafson, 1998) ，透過學習
與訓練能夠更快速的獲取知識及增加創新能力 (Chi, M.T.H., Bassock, M.,
Lewis, M.U., Reitman, P. &Glaser, R., 1989) ，具備廣泛知識與專業技能，
生產更多的技術創新 (Mumford, 2000) 。本研究探討受訪學生創造力產生
於甚麼樣的心理運作過程。在「參加科展的動機」和「構想擷取方法」上，
多先研判主題、掌握題意，再評估可運用之專業知識、技術、資源、時間，
發展出可行的策略與創新構思，運用「非邏輯」思考方式，尋求問題解決
方案，亦符合 Wallas（1926）提出的創造歷程四階段模式之“準備期”和 “醞
釀期”；透過持續思考、推演過程，進行「問題解決的程序」運用「邏輯」
思考方式，提出問題解決可行方案，終於「突破瓶頸」
，正如 Wallas（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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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歷程四階段模式之 “豁朗期”；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過實作，將構想
概念化，產出作品，亦即 Wallas（1926）的創造歷程四階段模式之 “驗證
期” 。
本研究對科學創造力指標之發展，先採「由上而下」方式進行，由國
內外文獻探討作為立論基礎以探討科學創造力模式之初步架構；其次依據
此初步架構設計半結構式問卷，進行實地訪問調查創作者，屬於「由下而
上」方式進行，最後經過兩組專家精釋結果的統整，希望能發展出完整且
兼具實用性的科學創造力指標。
科學創造力指標精釋的依據，主要分為二大來源，一是相關學者對科
學創造力的看法，二是科學創造力教育工作者的實務經驗，例如台北市立
麗山高中吳老師和徐老師，指導學生參加「2007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
會」
，其中一組獲得物理組第一名，獲選為紐西蘭 2007 年科技展覽會正選
代表；另一組獲得工程組第一名、赫伯特胡佛青年工程獎第一名，並獲選
為南非 2007 年科學博覽會正選代表；吳老師常年指導學生參加科展，
累計 5 年作品榮獲佳作以上獎勵，獲北市科展表揚優良指導教師。而大學
學者專家群皆在科學創造力領域有專精的研究；黃博士之強項為科學
學習，致力於科學教育研究法、科學創造力之培育、自然科概念發展分析；
熊博士專長於科學教育研究法、自然科課程設計發展與評鑑；盧博
士戮力於科學創造力教學策略專題研究；陳博士有物理科學的專長，
近年來在創造性思考的探索下了很深的功夫。由於這兩組專家的專業度不
同，其觀點亦有所差異，在指標確立及重要性之評定上，有專家認為指標
界定有些重疊，例如人格指先天體質及行為(思維)習慣，具科學創造力特
質者應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勇於接受問題，有實際行動，實踐想法的習
慣，在能力面上能做科學性的探究，兩者之間有無相互影響性?為釐清問題
而主動學習是必要的條件，是否也是重要的人格特質?晏涵文等（2006）在
進行學校環境教育指標的研究中曾指出，學者專家的理想性可能較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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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教師專家可能兼具理想性與實務性，因此造成兩組之間的評定產生部
份的落差，於是各項意見的選擇與權重勢必影響指標建構的結果，這也是
日後使用本指標所必須了解的。
本研究發現 54 項科學創造力指標，分屬於人格特質、環境、學習、
能力、思考歷程、作品等六個構面所組成，研究結果支持 Rhodes（1961）
的創造力 4P 理論（即個人、歷程、產品、環境等四要素）
，以及 Sternberg
& Lubert（1995）的創造力投資理論（即心智歷程、知識、思考型態、人
格特質、動機、環境的投入）。
科學創造力指標六大構面，經高中職教師專家及大學教授專家共同評
定重要等級之精釋結果顯示，重要指標項目最多的三個構面為能力面、人
格特質面、以及思考歷程面，環境、學習以及作品面之重要指標項目較少。
此結果正符合毛連塭（2005）所主張的論點︰創造是一種人格傾向，具有
創造傾向者更能發揮其創造力的效果；Kaufman(2002)也有類似的研究結
果，Kaufman 指出內在因素對於創造力的意義大於環境因素。然而在解讀
指標的重要性時必須謹慎，畢竟無論那一個指標都有被突顯重要的一刻。
本研究在人格特質面之重要指標內容為「具有好奇心探索新事物、能
用新角度思考問題、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具有耐心與毅力，能堅持到底、
具主動性、成就動機強」；在能力面之重要指標內容為「具備科學知識的
基礎、具有科學實作能力、具有豐富的聯想力、觀察力敏銳、組織力強、
具有發想新點子的能力、能改良實驗過程與技巧」
，學者們(林幸台，1998b；
林幸台、朱建正，1999；陳昭儀，1999)發現傑出科學家的共同特質：包括
具有堅持力、認真、專注的精神等;在思考方面，具好奇心、喜歡思考新問
顥、見解獨到、具有批判力等創意特質;在學習特性方面，則多屬積極求取
新知的自學方式，本研究歸納之結果與學者們之統計結論相當符合。
科學創造力指標可視為一種教育指標，可用來評量學校的特徵。應用
本指標使用於評量學校時，可將指標編製成學生問卷，經由學校班級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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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後進行量化統計，以獲得包括全體學校、單一學校、單一年級、個別
班級或學生個人等各層級分數，並將年度調查資料發展成常模以供評量之
參考。調查結果可作為學校評鑑、教育問題診斷、學校政策擬定、創造力
課程與教學方案設計、以及學生個別輔導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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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高科學創造力之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度訪談蒐集資
料分析，採用先質後量的精釋研究法，以質性研究為主，量性研究為輔，
第一階段質性研究主要在探討科學創造歷程、創造力的面向以及內涵，並
發展科學創造力指標，第二階段量性研究主要在確認科學創造力指標的重
要性。茲將研究結論與建議分述於後。

第一節 結 論
壹、 高中學生之科學創造歷程
一、 參加科展的動機
對科學活動的興趣
興趣，是參與研究者參賽的共同動機，對觀察到的現象
興趣
產生好奇
好奇、質疑
獲得新理論或令其具實用
實用
好奇 質疑，並企圖對他們深入探討，以期獲得新理論
質疑
獲得新理論
性的結果，除此之外，挑戰自我
挑戰自我的能力
獲獎的誘因，也是
挑戰自我的能力、成功
的能力 成功的興奮和獲獎
成功
獲獎
讓參與研究者願意繼續從事研究活動的動機，當然，環境
環境的認同和
鼓
環境 認同和積極鼓
認同和
勵，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學校教育的方針，鼓勵學生創作，適才適所，
提供創作的教育環境，往往是培養高創造力人才的最佳搖籃。
提供創作的教育環境
二、 瓶頸的突破
在遇到瓶頸時，高科學創造力者於運用邏輯推理的能力
運用邏輯推理的能力，一步步想出
想出
運用邏輯推理的能力
新點子，而這些創見，必須有科學的立論做依據，非憑空想像。除了不斷
新點子
地加強專業知能的訓練
加強專業知能的訓練、克服不利的外在因素
加強專業知能的訓練 克服不利的外在因素、不斷的作實驗
克服不利的外在因素 不斷的作實驗、尋找
不斷的作實驗 尋找各種
尋找各種
解決方案，有毅力
失敗也能坦然接受，另起爐灶
另起爐灶。
解決方案 有毅力，即使失敗
有毅力
失敗
另起爐灶
三、 問題解決的程序
具高科學創造力的學生經常運用靈感與想像
運用靈感與想像，重新組合
科學
運用靈感與想像 重新組合已俱備的科學
重新組合
知識產出新的構想、成品或方法，也許是改良實驗器材
改良實驗器材或尋找替代性
知識
改良實驗器材 尋找替代性更方
尋找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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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取得的材料
材料，並且邏輯地論證
邏輯地論證以確保創造成品的適切性與有效性，甚至
材料
邏輯地論證
勇敢的顛覆傳統
顛覆傳統，
顛覆傳統，提出新觀念，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行動力，找到方法證
提出新觀念
明想法的可行性。參與研究者也懂得運用現代科技的優勢，利用高科技儀
高科技儀
器和電腦
電腦的功能使作品適切的呈現，更符合時代潮流的脈動。
電腦
四、 構想擷取的方法
參與研究者雖然都只是高中生，外在的研究設備條件也不夠充足，但若
有良師的指導
良師的指導，刺激朝不同方向的思考，不知不覺中培養具有創造力及獨
良師的指導
立思考的能力，加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夥伴經常腦力激盪
經常腦力激盪迸出靈感
經常腦力激盪迸出靈感，更重
迸出靈感
要的是自己要有學習的熱情主動學習
主動學習，藉著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做研究報告
主動學習
參加比賽 做研究報告及觀摩
做研究報告 觀摩
他人作品，將許多點子儲存在腦中，經過吸收和發酵，無形中構想就在醞
他人作品
釀。勤於實驗
勤於實驗，由實作中，得到啟發。總而言之，積極主動的人格特質化
勤於實驗
成各種不同的面貌，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擷取點子，終將構想概念化，產
出作品。

貳、 科學創造力指標
研究者蒐集、整理與分析國內外有關於創造力、科學創造團隊之內
涵、指標建構之相關研究與論述，以了解研究之理論基礎，並建立研究設
計之模式。本研究以多重個案方式進行半結構深度訪談，並著手進行科學
創造力草案之擬定，但因其內涵仍未明晰，在發展科學能力指標上亟須專
家建構，因此指標之確立及重要性之評量則由群組專家精釋訪問調查資料
後完成。在界定創造力指標之屬性時，是由群組專家判斷以決定某指標內
容適合那個構面，並以該構面合適之語句描述之。
本研究指標研究結果發現，人格特質方面與能力方面指標是最重要的
指標，其次為思考歷程方面、學習方面及作品方面的指標。環境方面的指
標相對重要性較低。
1. 科學創造力指標由人格特質面、環境面、學習面、能力面、思考歷程面、

106

作品面等六個構面組成。
2. 科學創造力指標共 54 項，其中包括人格特質面 14 項、環境面 7 項、學
習面 6 項、能力面 14 項、思考歷程面 10 項、作品面 3 項。
3. 科學創造力指標經高中職教師專家及學者專家共同評定重要等級最高
者，能力面指標 7 項最多，其次為人格特質面 6 項，思考歷程面 3 項，
作品面及學習面各 2 項及環境面指標 1 項，合計重要等級最高之項目共
21 項目，占全部項目之 55.6%。
4. 科學創造力最重要的 7 項能力面指標，包括：具備科學知識的基礎、具
有科學實作能力、具有豐富的聯想力、觀察力敏銳、組織力強、具有發
想新點子的能力、能改良實驗過程與技巧。
5. 科學創造力最重要的 6 項人格面指標，包括：具有好奇心探索新事物、
能用新角度思考問題、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具有耐心與毅力，能堅持
到底、具主動性、成就動機強。
6. 科學創造力最重要的 3 項思考歷程面指標，包括：能從多元角度切入
創作、能質疑現有知識發現問題、能對發現的問題提出假說。
7. 科學創造力最重要的作品面指標，包括：能做出具創新性的作品、能
做出具獨特性的作品。
8. 科學創造力最重要的學習面指標，包括：透過多元管道，主動學習、
能專精擅長的科學領域。
9. 科學創造力最重要的環境面指標，包括：獲得家人的鼓勵與支持。
10. 科學創造力指標之重要性評分結果，高中職教師專家及學者專家兩專
家群組，對科學創造能力指標重要性評定結，一致題數比例為 55.6%，
一致性係數(肯德爾和諧係數)為.703，經檢定結果兩群專家意見一致性
良好，專家對於本研究創造力指標重要性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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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結合科學領域創造力指標研究之發現與討論，並融合研究者對訪查對
象及學校之觀察，以及學者專家之見解，作成對科學創造力指標研究結果
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對教育行政單位之建議，第二部部分為對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建議如下：
(一)對教育行政單位之建議
1. 重視基礎教育的養成─「知識」為創造力的基礎，學生面對科學問題
時，能利用本身所具有的科學知識為基礎，經過適當的修正與重組，
提出多元且新穎有效的假設，經修正與驗證，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
法或產品。
2. 提供自由、激勵、開放的學習環境─人格特質是影響科學創造力的重
要因素，環境和家人的支持，是影響科學潛能的重要因素，愈有自由
發展空間的學生，愈能保留較佳的科學創造力。
3. 給予相關的教育服務與指導─高中學生的學習未達定型，思考的自由
度非常大，發掘具有豐富科學知識，且其人格特質具有高科學創造力
傾向的學生，並給予相關的教育服務與指導，必能激出更璀璨的結果。
4. 發展及實施有益於科學創造力之課程與教學─學校科學課程之發展
與設計，除了傳授知識性課程內容之外，宜增加實驗課程，融入生活
應用課題，增加動手操作、培養獨立思考、發掘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
5. 增強學生科學創作後設能力─課程設計可適度融入後設知識教學以
增強學生統合能力，包括：書面構想訓練、創意思考技巧應用、觀摩
他人作品，使學生能提高科學創作技能、增加對科學的敏銳度，讓學
生熱愛科學，願意為釐清問題而主動學習。
6. 經常性舉辦科學創造力競賽並提高獎勵─科學創作者之創作動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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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自發性創作，另一部分來自外部激勵，創作者有很大的成份想要
經由作品抒發己見並且與人分享創作成果。學校或教育主管單位經常
性舉辦科學創造力競賽，並可提供獎勵誘因及作品發表平台，參賽者
會因得獎而倍感榮耀與成就感，因而大幅增強持續創作之行為。
7. 建置科學創造力網路平台─提供學生社團或個人取得網路頻寬、協助
建置科學創造力網站、提供作品發表與討論空間。科學創造力網路平
台能提供超越地理及時間限制之方便性，一旦同儕專業團體人氣聚
集，成員間的互動，無論在資訊提供與交換、作品發表與評論、意見
討論與回饋、同儕社會支持等各方向，會產生高度的效益。
8. 發揮多元入學管道功能─學生之創作行為受到升學考試之高度影
響，在不影響學生正常學習之下，適度的教育革新，提供學生更寬廣
的創作空間，及制訂更有利於創作行為的升學辦法。林幸台(1973)指
出，若環境中有阻礙創造的因素，則創造力表現將因而衰微以致消失。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1. 創造力模式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創造能力指標是否具有合適，對於
創造力是否具有預測或解釋能力？這些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實證調
查研究探討。
2. 創造力發展期之研究─個人在科學領域創造力發展是否有明顯的發
展期程，若能有意義地確認個人在創造力發展的期程，對於學校提供
個別協助或團體輔導，將可達正確並且有效地應用教育資源。
3. 創造力教育投資效益研究─教育資源有限必須能夠有效的利用，創造
力教育投資關係到機會成本，若投入不當相對而言會造成教育的損
失，什麼樣的創造力教育資源投入模式能產生最高的投資效益，或者
教育資源如何整合可以產生最大的效益，值得進一步研究。
4. 潛在創造能力研究─創造力是一種不易觀測的能力，高創造力屬性之
個人，是如何將內隱潛能外顯化，內隱技術、知識或能力外顯化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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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何？值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5.高中職學生創造力比較研究─本研究發現，所有表現優異的參賽者，
多為高中生少為高職生，許多研究顯示創造力與智力之相關低或無
關，造成高中及高職兩類學生創造力的差異原因為何？是否與統合能
力、獨立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有關？實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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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中學生科學創造力指標重要性評定量表

高中學生科學
高中學生科學創造
學生科學創造力指標重要性評定量表
創造力指標重要性評定量表
各位專家學者您好：
本問卷係教育部委託，由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對高中學生「科
學創造力指標」之研究，經訪問參加九十五年全國科學展覽競賽成績優
異的高中學生後，將科學創造力歸納成 54 項指標。
科學創造
科學創造力指標必須
創造力指標必須能夠描述
力指標必須能夠描述，
能夠描述，什麼樣的個人條件或什麼樣的學習
與創作的環境之下的高中
與創作的環境之下的高中學生
作的環境之下的高中學生，
學生，可以成為一位具有科學創造力者。
可以成為一位具有科學創造力者。因此，
因此，
科學創造
科學創造力指標必須能夠有效的解釋
創造力指標必須能夠有效的解釋，
力指標必須能夠有效的解釋，或者有效的預測學生的科學創造
力。
由於您與高中學生階段的科學創作人才有長期的接觸與瞭解，請根
據您的經驗與見解，惠賜寶貴意見。
感謝您的填答，謝謝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
研究生

吳明雄
黃秀玉

敬上

填答說明：請您對以下的創造能力指標，依指標的「重要性」，在您認為
合適的答案上圈選，例如： 1 2 3 ○
4 5
一、創造性人格特質

1. 喜歡突發奇想、異想天開 ----------------------------------------------1

2

3

4

5

2. 容易沈浸在自己的思維空間 -------------------------------------------1

2

3

4

5

3. 具有好奇心探索新事物 -------------------------------------------------1

2

3

4

5

4. 能用新角度去思考問題 -------------------------------------------------1

2

3

4

5

5. 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 ----------------------------------------------------1

2

3

4

5

6. 能保持平常心--------------------------------------------------------------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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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抗壓性高 -------------------------------------------------------------------1

2

3

4

5

8. 喜歡實作(實驗)------------------------------------------------------------1

2

3

4

5

9. 肯投入時間 ----------------------------------------------------------------1

2

3

4

5

10. 具有耐心與毅力，能堅持到底---------------------------------------1

2

3

4

5

11. 能勇於發表己見 ---------------------------------------------------------1

2

3

4

5

12. 具責任感 ------------------------------------------------------------------1

2

3

4

5

13. 具主動性 ------------------------------------------------------------------1

2

3

4

5

14. 成就動機強 ---------------------------------------------------------------1

2

3

4

5

1. 學校能提供專業訓練課程（或學術性社團） ----------------------1

2

3

4

5

2. 有具專業知能的師長之經驗傳承 -------------------------------------1

2

3

4

5

3. 學校提供學習設備--------------------------------------------------------1

2

3

4

5

4. 獲得家長鼓勵與支持 ----------------------------------------------------1

2

3

4

5

5. 獲得同儕鼓勵與支持 ----------------------------------------------------1

2

3

4

5

6. 具有自由、激勵、開放的學習環境 ----------------------------------1

2

3

4

5

7. 社會提供創作學習的資源(含大專院校或學術性機構) ----------1

2

3

4

5

1. 透過多元管道，主動學習 ----------------------------------------------1

2

3

4

5

2. 能勤於實驗以增進學習效果 -------------------------------------------1

2

3

4

5

3. 能學習創造思考方法 ----------------------------------------------------1

2

3

4

5

4. 能加強科學知能的學習 -------------------------------------------------1

2

3

4

5

5. 能觀摩他人作品學習科學知能 ----------------------------------------1

2

3

4

5

6. 能專精擅長的科學領域 -------------------------------------------------1

2

3

4

5

1. 具備科學知識的基礎 ----------------------------------------------------1

2

3

4

5

2. 具有科學實作能力--------------------------------------------------------1

2

3

4

5

3. 具有搜尋彙整資料的能力 ----------------------------------------------1

2

3

4

5

4. 具有評估構想可行性的能力 -------------------------------------------1

2

3

4

5

5. 具有團隊合作能力--------------------------------------------------------1

2

3

4

5

二、創造性的環境

三、創造性的學習

四、創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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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有豐富的聯想力--------------------------------------------------------1

2

3

4

5

7. 觀察力敏銳-----------------------------------------------------------------1

2

3

4

5

8. 組織力強--------------------------------------------------------------------1

2

3

4

5

9. 邏輯推理能力強-----------------------------------------------------------1

2

3

4

5

10.具有時間管理能力--------------------------------------------------------1

2

3

4

5

11.具有發想新點子的能力--------------------------------------------------1

2

3

4

5

12.具有適切的口語表達能力 ----------------------------------------------1

2

3

4

5

13.具有完整呈現作品的能力 ----------------------------------------------1

2

3

4

5

14.能改良實驗過程與技巧 -------------------------------------------------1

2

3

4

5

1. 能從多元角度切入創作 -------------------------------------------------1

2

3

4

5

2. 能質疑現有知識發現問題 ----------------------------------------------1

2

3

4

5

3. 能對發現的問題提出假說 ----------------------------------------------1

2

3

4

5

4. 能依科學理論循序完成實驗 -------------------------------------------1

2

3

4

5

5. 能依實驗結果找出問題答案 -------------------------------------------1

2

3

4

5

6. 能設計簡易的實驗替代方案 -------------------------------------------1

2

3

4

5

7. 思考細膩，能注意實驗過程的細節 ----------------------------------1

2

3

4

5

8 . 能評鑑作品的優缺點，並提出改善構想 ---------------------------1

2

3

4

5

9. 勤與人互動溝通-----------------------------------------------------------1

2

3

4

5

10.能參考多元意見-----------------------------------------------------------1

2

3

4

5

1. 能做出具創新性的作品 -------------------------------------------------1

2

3

4

5

2. 能做出具獨特性的作品 -------------------------------------------------1

2

3

4

5

3. 能做出具應用性的作品 -------------------------------------------------1

2

3

4

5

五、創造性思考與歷程

六、創造性作品面

問 題 至 此 結 束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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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科學類』科學展覽得獎優良作品(新莊高中)採訪資料

作品名稱:

管狀泡膜之研究

作者:

呂俊漢(代號甲)、陳健安(代號乙)、
薛宇捷(代號丙)、陳勝崎(代號丁)

得獎名次:

第 46 屆基北區優等、第 46 屆全國競賽佳作

訪問時間:

95 年 10 月 18 日

現就讀學校: 新莊高中三年級
科學創造能力指標訪談問卷
一、 能否描述一下你自己具備何種人格特質？(創造性特質)
答:丙喜歡搞笑。
丁嚴肅,善於管理人，喜歡居領導地位，自律高。
乙活潑，愛玩，常突發奇想。
甲愛幻想，喜歡創作，對文學有濃厚興趣。
二、 你所具備的哪些人格特質對科學創造有影響？(創造性特質)
答:喜歡觀察、想問題。
三、 作品的最初構想是由誰提出的？(創造的動機、創造性環境)
答: 丙一開始是因為帶學校學弟妹的科學營，其中有一項是玩泡泡，在玩
的過程中，無意中發現泡泡會呈管狀，覺得有趣，轉告指導老師，老
師也覺得有趣，並詢問是否有向下研究的意願，於是便找了班上這些
平時對科學就很有興趣的同學進行研究計畫，丁是在參加全國賽時，
由於原團隊之成員無法繼續，受邀加入。
四、 參展的動機為何？(創造的動機)
答: 一開始只是好玩，沒想到在進行的過程中遇到許多挫折，更沒想到後
來居然能突破這些困境並能找到學理相互應和，於是報名參賽。
五、 參賽的過程是否有阻礙或瓶頸？(創造性思考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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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丙一開始吹泡泡就碰到困難了，最初依老師指示，利用吸管和清潔劑
回家練習吹泡泡，光練習吹出泡泡就花了很長的時間，而且吹出來的
泡泡很不穩定，才吹出來很快就破掉，更別說要觀察了，一度大家還
想可能無法成功乾脆放棄算了。
六、 你們是如何克服參賽的過程遇到的阻礙或瓶頸？(創造性思考與歷
程)
答: 乙一開始使用吸管吹泡泡，一直無法達到原先的設想，因此一直無法
進行研究，實驗過程單調無趣，我們便在實驗室裡淘氣，想出一些好
玩的事調劑心情(為此還遭其他同伴制止要求別再調皮搗蛋浪費時
間) ，後來利用粗鐵絲網做出有柄的鐵線圈，沾清潔劑，迎風而跑，
卻意外的拉出漂亮的管狀泡膜，也因為這個意外，突破了僵局，重燃
大家繼續做研究的信心。
七、 得獎作品中哪一部分（步驟)是你覺得最得意的構想？(創造性思考與
歷程)
答:
(一)

在使用實驗儀器方面進行多次的修正，起初用吸塵器產生風，結果
風速太大，經過多次討論和改良，最後改用吹風機，拆掉裡面熱線
圈的裝置，只保留馬達送風的部分。

(二)

考慮吹出的氣流穩定度不夠，一開始是讓氣流通過寶特瓶，慢慢改
進成利用粗導管將氣流送入塑膠容器（穩壓艙) ，導管口裝上泡棉
罩，使空氣經無數小孔進入穩壓艙，以減少氣流擾動。,

(三)

一開始只使用一組電源供應器（可提供高低兩種電壓) ， 但後來發
現利用開關來改變高低電壓時，電源供應器會有一個反應時間（電
源先關再開) ，是無法送風的，這個瞬間的停頓，會影響實驗的準
確性，後來改用兩組電源供應器並聯，一組低壓的持續送風，使泡
泡漲大到某一個程度，另一組高壓的在必要時以手動控制開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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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吹離管口，並拉出一條管狀泡膜。
(四)

為了順利照出泡膜成形的連續圖片，後來想出將數位攝影機放置在
裝有馬達的轉盤上，利用長時間連續曝光，終於成功的將實驗結果
照下。

八、 準備參賽作品的過程中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會尋求何種協助？
答: 通常會先找參考書籍或詢問指導老師尋求解決的方向，許多時候是隊
友共同討論，一起找到解決的辦法。
九、 參賽的過程中遇到和隊友意見分歧時如何解決？(創造性學習、創造
性環境、創造性思考與歷程)
答: 將彼此的意見綜合起來並討論哪些地方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
十、 你是否勇於辯護自己的想法和觀點？(創造性思考與歷程)
答: 是。
十一、 參賽的過程中最感快樂的事是什麼？(創造性思考與歷程)
答: 長時間困在一個無法解決的困境中突然獲得解答，例如第一次成功的
做出管狀泡膜;泡膜形狀和氣體壓力的相關性。
十二、 參賽的過程中最感痛苦的事是什麼？(創造性思考與歷程)
答:實驗的過程冗長而單調，實驗的數據測量繁雜，我們的數據是利用數
位相機將產生的泡膜照下，在透明片上畫上小方格，再將此透明片和圖
片重疊，計算每張圖片中泡膜的些微變化，由於格子細小，需計算的圖
片又多，為了求實驗的精準，所求的數據需算到小數點以下，反覆的數
格子，眼睛花了，一數錯，就得重來，期間的過程實在又單調，又累，
苦不堪言，甲事先未察覺實驗數據精準的重要性，計算的數據，皆為整
數，後來利用數據套入公式計算時，和其他數據所得結果差異大，造成
實驗嚴重誤差，找出原因後，又花了許多時間重新計算，沒想到一個疏
忽，造成如此嚴重後果。
十三、 你平時的興趣有哪些？它對你做科學創作有無幫助？(創造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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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創造性思考與歷程)
答:甲小說創作，喜歡構思一些科幻的、懸疑的、恐怖的故事情節，目前
嘗試寫過幾篇，看過的同學也覺得有趣，乙希望將來能朝電腦或科學設
計發展，丙希望將來成為電腦工程師，丁希望將來在化學方面一展所
長，科學實驗的過程大多是單調無趣的，只好自己找好玩的事來調劑心
情，後來產生管狀泡膜的器具，就是在百無聊賴的情況下，為自娛無意
中發展出來的。
十四、 參賽到得獎的過程中有何感想？(產品評量的標準)
答: 冗長費時的求證過程是辛苦的;反覆單調的計算數據是痛苦的;豁然開
朗獲得解答的心情是狂喜的;實驗與學理能印證是有成就感的;事後能
得獎是開心的。
十五、 你認為得獎對日後的學習與發展有無影響？
答:因為參加比賽,在做實驗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現象卻不明白其原理,於是
參考了大量書籍尋找解答，在一步步澄清和理解的過程中，無形中學到
了許多過去不了解的科學知識和概念，對學習的方法和邏輯的推理，都
有極大進步，同時對研究過程必須面對的:例如枯燥、瓶頸無法突破的
困境、功課的壓力、時間不夠用…等等，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對自己將
來選擇研究的方向，作為未來的目標有心理的準備。
十六、 你認為科展參賽者應具備哪些條件才能脫穎而出？(產品評量的
標準)
答:
(一)耐心，毅力，肯吃苦。
(二)不斷的探究事物的學理。
(三)具有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
(四)能有一個好的指導者指引參考方向。
(五)細心實驗精神，敏銳的發現細微的異常或與眾不同之處，並進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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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十七、 將來是否會繼續朝研究創造的方向發展？(創造評量的標準)
答:是的,甲的興趣希望成為文藝創作者，目前的學到的許多科學經驗將來
都可成為創作的素材，乙和丙希望成為程式設計師，丁希望成為化學
家，都是和創造研究有關聯。
十八、 你認為科學創造力是否能經由訓練而精進？如何做？(創造評量
的標準)
答:長時間以來都是本校科學研習社的成員，過去有學長和師長指導，在
專業領域和實驗技術有許多練習機會，因為高三面臨升學壓力，目前轉
而擔任指導學弟妹。
十九、 你認為你得獎的作品具有繼續發展的必要性嗎？如何做？ (產品
評量的標準、創造的動機)
答:管狀泡膜(包括矛頭部分)除了對氣流提供一個適當的束縛，其外型同時
也反應出氣流在壓力及流速上的特徵。其中矛頭更有如一個雙開關的氣
流調整器，以其特定的外形所提供的壓力，控制由管狀到外界(或大泡
泡)之間的氣壓，具有穩定釋放氣壓的功能。泡膜和氣體壓力的相關性、
矛頭和氣流調整器的相關性，可考慮用在一些工業產品的改良或應用。
二十、 你認為你得獎的作品對未來生活有何幫助？(產品評量的標準)
答:如果能真的應用在工業產品上，也許對人類的生活可產生便利性，或
是在產品產出時能更節省材料或更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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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科學類』全國科學展覽得獎優良作品採訪資料

化學科---(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
作品名稱: 少年廷得耳的煩惱……真溶液的廷得耳效應
作者: 管晧
指導老師:施建輝
得獎名次: 第 46 屆桃竹苗區優等、第 46 屆全國競賽第一名
訪問時間:96 年 1 月 15 日
現就讀學校: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中三年級

科學創造能力指標訪談逐字稿
一、參展的動機為何？
答:進入實驗中學的數理資優班後，看到許多同學參加各種的比賽;例如有
的參加奧林匹亞數學、物理等種種競賽，而這些競賽多利用筆試的方式
競賽，自我評估在這方面較不突出，因而思考是否能朝其他方向發展，
因為自國中時期就參加本地的一個理化的家教班，老師上課的方式經常
使用作實驗、講解實驗、並給予每個學生都有動手作實驗的機會，楊老
師等於是我的啟蒙老師，高一我還繼續在老師那裡上課，並經常於下課
後和老師一起討論一些實驗的研究內容，因此我比一般學生先上高三的
化學課程，當時就有上到一些這個科展相關的課程，當時也和老師討論
過相關的實驗，到高二時由於學校的慣例，資優班學生一星期有四堂專
題實驗的選修課程，高二的學生至少要完成一篇專題研究報告，並發表
和其他同學分享，當時就動了念頭，想利用這四堂專題實驗時間做科
展，並當作報告來發表，因此開始和老師討論有關題目，當時這個題目
也在討論的範圍，參考前幾年歷屆參展的科展內容，很少有相關的研究
議題，即使有做的也以模仿以前作品成分居多，較無創新，從過去討論
過的問題中，覺得這個題目很不錯，一開始就一直覺得課本提及的內

130

容，和實驗看到的結果有些怪異，因此就決定由這個地方開始著手研究。

二、從一開始就決定做這個題目？還是經過不斷的試探後才定下研究的方
向？
答: 一開始雖有想過朝膠體這個方向去研究，但並未訂下題目，其中經過
了蠻多的試探，也發現許多地方都蠻怪異的，例如也曾想過要找出粒子
的大小，利用半透膜來過濾顆粒的大小，只是眼看時間愈來愈急迫，又
發現溶液打光的這個實驗特別奇怪，因此就針對這個實驗來做更深入的
探討。
三、從確定題目到概念的成形大概經歷多長的時間？
答:大約 2-3 個月。從高一升高二就開始準備。
四、參賽的過程是否有遇到阻礙或瓶頸？
答:還蠻多的，例如有時晚上上完家教班的課還自動留下來做實驗到深
夜，一直做都彷彿是同一個結論，假設一直無法拓展，沒甚麼突破性，
彷彿只是單純的打光，檢驗有沒有光帶而已。另外曾想過由這個問題延
伸出去，要找出粒子的大小，當時想過利用半透膜來過濾顆粒的大小，
最開始利用學校現有的材料也不太足，除了比較老舊以外，半透膜的孔
徑也不符合實驗的需求，也不知道可以從何處取得協助，尋得適當的實
驗材料，為此擔擱了很長的時間，實驗一直無法進一步的突破。
之前還有做另一個研究，就是膠體形成的整個過程，它的每一個步驟是
怎麼形成的？它在水中的溶態粒子是怎麼變化的？後來有兩個發現，其
一是膠體似乎不只是我們所說單純的膠體，像糖水、酒精這類界定為真
溶液的液體，打光之後也發現有光帶的出現;其二是膠體形成的步驟似
乎和課本寫的有出入。這兩者都覺得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但卻一直無法
更進一步的得到有說服力的論證來支持，因而陷入僵局無法突破。直到
離科展比賽約 3-4 個月前，決定專心朝真溶液的界定方向探討，如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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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過去認為是真溶液的物質，如糖水、酒精這類物質，其實也是膠體，
後來突然又想到例如鹽水這種物質也是界定為真溶液的物質，不是也可
以用逆滲透的方式隔開嗎?粒子之所以可以通過的理由，在於顆粒的直
徑小於透膜孔徑的大小，(真溶液的界定為小於 1 奈米)，一個氯化鈉應
是很小的顆粒 ，為何無法透過半透膜，況且可以觀察到光帶就表示懸
浮顆粒有一定的大小，有了這個想法後，還要想如何去證明，說服他人，
如果這些造成光帶的粒子只是水中原本就有的雜質，有無方法可去除?
有一次偶然的和老師討論時，老師突然提及是否可用到離心機來協助懸
浮物的沉澱，假如藉由離心可得到較純淨的溶液，是否能得到我要的效
果呢?因有這個念頭，才使實驗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五、由資料上顯示這次得獎作品進行了相當多的相關實驗，當初為何有這
樣的構想，要用這些過程去證明這些立論？
答:其實是經過了許多不同的嘗試，後來有突破的原因，是將實驗的重點
放在粒子的物理和化學的現象，設計實驗的目的都在於想證明水是很乾
淨的，雷射的光帶絕不是雜質造成的，實驗中使用離心機和將揮發性氣
體當溶質的原因在此。為了要證明此點，我和老師不斷的討論要如何才
能得到接近百分之百的純淨的溶液，後來的實驗(一)和實驗(二)都是為
了證明此點。(實驗一)中利用氯化鋰溶解液放置冰箱，產生結晶沉澱，
將此結晶再與蒸餾水溶解，所得的溶液才進行打光。(實驗一)中最後才
想如要得到沒有雜質的溶液，大概只能用揮發性氣體溶到水中才有可
能，但如何能才能使氣體順利的溶在水中，達到效果？想了很久，才想
到使用乾燥箱，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還在蓋子邊緣和箱子邊緣塗上凡
士林油，以達到穩固接合氣體不外漏的狀況，由此方法得到的氨水和鹽
酸溶液也檢測出具廷得耳效應。
六、得獎作品中哪一部分（步驟)是你覺得最得意的構想？
答: 想到利用揮發性氣體溶於水中得到純淨的水溶液，這個靈感是我覺得
132

蠻得意的構想。
七、準備參賽作品的過程中遇到無法解決的情況會尋求何種協助？
答:請教老師，和老師討論，和同學討論，上網查資料，找相關的參考書，
需要用到的設備，請老師向學校借，學校沒有的，透過同學服務於大學
的爸爸，向該大學商借。
八、參展過程中，評審老師對你的作品有過何種評語？
答:在參加桃竹苗區比賽時，評審老師一直針對光度計的實驗提出疑問，
後來我發現是我在使用的公式上有問題，我原先使用一個公式去解釋實
驗的結果，經評審老師提出疑問後，再進一步查證著個公式的意義，我
發現並不適用於解釋這個實驗，感謝評審老師提出的質疑，讓我有重新
省思的機會，後來在全國比賽中使用的公式是自己重新推導出來的，用
來證明我的實驗的立論是對的。
九、所以後來的實驗公式是如何產生的？
答:有幾個比較基本的是自己想出來的，例如解釋面積變大的那個公式是自
己推導出來的，當然有一些是採用參考的資料的。
十、包在離子旁邊的水多少是和粒子的本質，或是和價數較有關？
答:我猜想應是和價數有關，因為這和靜電性應也有關聯，所以將水吸過
來，造成水團包圍，顆粒就較大。
十一、在作品中曾提及離子較重時泳速較快，這和後來打出的光度有影響
嗎？
答:有點關係。因為實驗中發現離子較輕時泳速慢，離子較重時泳速反而
較快這個現象，我的解釋是輕的離子外面所包附的水團大，阻力變大，
導致阻撓了離子的泳速，讓結果與預期相反，這也由光度計的吸光面積
顯示出來，吸收較多的光。
十二、有無可能是做實驗的過程中，所通的電流而和物質的本質有關，影
響了它的泳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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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應該沒有，因為之前有模仿阿瑞尼士的離子實驗，是用非常稀薄的溶
液，是希望能做到單一離子化，來測量各離子的泳速，基於受限於高
中實驗器材的精密度，無法做的非常精準，但我已極力嘗試接近達成。
十三、使用這些化學藥品做實驗的原因何在？
答:因為想要找重量比較接近的元素減少因顆粒大小引起的誤差，在化學元
素週期表上找幾乎很難找到符合需求的化合物，後來能找到過氯酸鉀和
過氯酸鈉;硫酸鎂和硫酸鈣這幾組來比較實在很開心。
十四、實驗儀器是本身學校就有的嗎？
答:光度計和離心機是學校就有的，只是像離心機的轉速是較慢，不過我還
是採用學校有的儀器來完成實驗，捕捉測光度計的儀器，學校沒有，
向交通大學借。
十五、實驗過程中遇到何種情況令你印象深刻的？
答:照說水是不該出現光帶的，最開始做實驗實用的是自來水，結果也出現
了光帶，這帶來很大的困惑，還好最後發現是水質不夠乾淨所造成的，
改用蒸餾水後才獲得改善，實驗才能繼續進行。
科學家曾提過膠體是一種長期的現象，又說這種現象是會消失的，所以
我曾將其中一種膠體放置二個月後，再做檢查時，膠體現象消失了，再
用同樣的溶液重做一次，每隔一星期確認一次，過了兩、三週仍有光帶
出現，前後兩次不同的結果雖未深層探究，不過這個現象也蠻奇特的。

十六、你平時的興趣有哪些？
答:打球和看書。書的內容以影視話劇或偏向大學相關的圖畫或課外書。
十七、將來的期望是什麼？
答:醫科和化工是我的志願。我自己覺得還蠻喜歡做實驗的，尤其是沒有時
間壓力情況下，做實驗室蠻快樂的一件事，參加比賽到後期，有時間性，
又感覺還差一點當時感覺蠻焦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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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參賽到得獎的過程中有何感想？
答:
(一) 、一個人做實驗真的很辛苦，不過得到的收穫也很多。在比賽過程中
影響最大的，就是壓力，由於來自班上的課業壓力也大，又要顧及科
展，兩頭忙，真的蠻辛苦的，(如何處理？)有時間就趕快複習，當時
學校成績有一些滑落，直到比賽完再盡量補上。
(二) 、做關於光度計的實驗測量時，一直希望能找到波峰的位置，其過程
是蠻困難的，在實驗的過程要不斷的重複實驗步驟;用離心機分離粒
子、反覆的取熱水和冷水、加熱、計時，過程繁複，又只有一個人做，
時間需要蠻久的，還有在大規模搜索，尋找膠態溶液的樣本時，因為
必須確保沒有雜質，所以每個使用的瓶子都要洗的非常乾淨，學校的
水不夠乾淨，必須自己每次利用乾淨的寶特瓶，裝原先測沒有光帶的
水帶來學校使用，再將實驗需用的試管至少清洗四遍，有時數個禮拜
需反覆做同樣的事。
十九、能否描述一下你自己具備何種人格特質？
答:蠻容易憂慮、好勝心強，有一段時間實驗一直無法突破，我非常焦慮，
心想怎麼辦？後來老師一直安慰我不要緊張，如果靈感來了，就會有進
度，有空多找老師或同學討論，以激發靈感，當然還是沒有閑著，常常
去檢查每一種化合物的光帶，在這個過程中也看到了一些特別的現象，
之後在討論時將觀察到的現象提出來討論。
二十、觀察到特別的現象中，能否舉例說明？
答:例如原先以為酒精和蔗糖不會有光帶，可是做出來的實驗是有，當時無
法解釋這種情形，後來去查相關書籍，發現之前台大的教授就曾針對這
個部分提出報告，他們證明質性物質會把水團吸住而形成膠體。
二十一、由此實驗發現真溶液的名詞界定需修正除了水以外，還能找到其
他溶液可符合真溶液的定義的嗎？
答:還是有，溶液可能絕大多數是膠體，我們推估「真正的真溶液」是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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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且非極性或低極性難溶於水的「稀薄溶液」
，如:O2/H20 、 CH4/H20 、
CO/H20、 H2/H20 、 He/H20 、 NO/H20。
二十二、使用紅光來做實驗的原因為何？
答:實驗的過程儘量實驗的一致性光源固定紅光波段且將機器調成不吸收
紅外光的狀態。
我發現波長愈短的光它所照出的光帶會愈明顯，在網路上查到的實驗
多用藍光或紫光，故膠體的效果都很明顯，因此我想紅光的效果一定最
不明顯，如果用紅光還是有這樣的效果，將更具有說服力。
二十三、你認為創造力是否能經由訓練而精進？
答:
(一) 創造力是累積許多基本知識後，運用此基本知識，想出一些別人沒注
意到的事，也許這些事其實是蠻顯而易見卻被忽略的，其實它是具有其
奇特性。
(二) 參加學校的資優班後，抗壓性變得比較好，在國中比較沒機會受到那
麼多的挫折，碰到的對手也沒有那麼強勁，所以有些自以為是，到高中
以後，來自四方的高手如雲，在互相切磋的過程中，學到對方的優點和
特質。我經常向班上很強的同學詢問。他們是如何辦到的。
(三) 學校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在高二時，或單獨、或與同學合作，至
少一定要提出一個專題報告，在期末上台成果發表，還會聘請外校的人
來參觀，聽你說你的研究結論。
(四) 施老師還會給我們一些壓力，時常訓練我們上台做報告的呈現，例如
教我們如何應用 Power Point，訓練我們有條理的呈現報告內容，後來在
科展的面試產生很大的幫助。
二十四、你認為你得獎的作品具有繼續發展的必要性嗎，如何做？
答:
(一) 參加全國科展時，評審教授覺得實驗的連貫性還可再加強，後來自己
也發現在最後的實驗，就是補做測光度的實驗時，由於時間較為倉促，
以致實驗的數據還不夠精準，在方法上還有改進的空間，準備比賽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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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黑布將旁邊多餘的部分遮去，再去測光度，我發現測量的口徑可再
小一點，再做測量，因為微量的測量，數據要更精準一些，否則數據的
可信度會受影響。另外離子價數愈大，光度愈大，這點也值得再做探討。
(二) 我覺得實驗結果顯示的圖形中應該會出現波峰的情況，可是實際情形
並沒有出現，針對這點我也曾和老師討論過，老師認為可能是因為實驗
的粒子顆粒都很小，所以在測打光的數據很難抓到其間的差異，以大方
向來看這些粒子的半徑還是有變化，我們並沒有很仔細的去檢查其波長
的變化。
二十五、創作的過程中，曾和哪些人做討論？他們對你有何幫助？
答:
(一) 由於同學當中每個人做的專題不同，大概都各自分開做，有時和好朋
友休息時會一起討論專題內容如何改進實驗，例如同學就曾給我建議二
價鐵離子可以形成膠體，由於同學在探討其他氧化能力實驗時，曾用二
價離子做沉澱實驗，當時我曾向他們藉這個溶液來打光，也確實看到了
光帶的出現，因此我後來在網路上蒐集資料時，有特別針對二價離子的
資料，之間其實都有關聯性，只要有相關的，他們都會拿給我做研究
(二) 指導老師給予很大的協助，我和老師先擬定一個進度表，每次在我做
完實驗時，老師會問我結論是什麼，幫我檢查我是否跟著進度表前進，
和我討論實驗中是否觀察何種奇特的現象，協助我釐清一些疑惑 ，或
者指導我如何從網路上或書上尋找可能的解答，例如逆滲透資料、阻力
定律、Ksp、靜電力公式等等，另外許多實驗器材也是透過老師商借。
家教班的老師引導我對化學實驗的興趣，對我也有很大的幫助。
(三) 家人對我所做的事也很支持，媽媽覺得若我想去完成一件事，就去把
它完成。
二十六、有沒有什麼是你有興趣，將來如有機會想研究一番的事？
答:其實常有許多點子突然跳出並想去實驗一番的，只是經常因為其他因素
無法及時去做，久而久之就忘了，或被其他念頭取代了。例如冷氣機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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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室內空氣變冷？好像可以偷到外界能量，過了一段時間記得在科
普雜誌上有看到科學家做了這方面的解釋。
二十七、你認為得獎對日後的學習與發展有無影響？
答:之前在打這份報告時時間並不充裕，做完實驗到比賽大約只剩下二十來
天，由於數據的歸納和統整很龐大，又全都是自己一個人獨力完成，每
天都是搞到凌晨三四點才睡，當時支撐自己的就是要完成報告的堅強意
志力，這個經驗讓我可以運用到以後的學習的意志力的建立。
二十八、如果實驗要進續進行，應朝哪個方向進行？
答: 膠體形成的步驟似乎有繼續研究的價值，因為目前的這個實驗已明確
知道電雙層的模型的解釋是不對的，其實在還沒證實真溶液的定義有誤
差時，我就已懷疑這個理論的定義，它的解釋方法好像不合邏輯，理論
上說膠體外面會包一層同電性的離子，實際上做實驗時，將溶質加入水
中成飽和溶液，及過飽和溶液時，去打光，膠體的形成應有其變化步驟，
而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電雙層的狀況，一開始曾就這部分的懷疑進行實
驗，過去一直認為硫酸銅晶體是膠體溶液，反覆實驗中顯示在未飽和溶
液時是有光帶出現的，在飽和溶液時光帶消失，在過飽和溶液時光帶又
出現，可見得這個過程應該有一個步驟性的發展，而不會是單純的有或
沒有來解釋這個化學現象，因為時間關係沒有繼續進行，有機會希望能
更進一步的探討。
二十九、這個研究最重要的結果是甚麼？
答:由實驗的結果，發現膠體似乎有著很明顯存在的普遍性，除了水以外，
很多原本以為是以真溶液存在的水溶液，也在雷射光的照射之下，現出
了原形。在此至少先證明了一件事，廷得耳效應的界定已在此發生矛
盾，跟高中課本或參考書籍中所寫的內容有了出入。
指導老師的意見:
管晧的邏輯能力非常強，同時具有想出新點子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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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發現酒精和蔗糖具有廷得耳效應，和課本的描述不相同，並提出
和老師討論這個現象後，就開始設計各種實驗去驗證自己的觀察，包括提
出問題、設計實驗、修改方向、得到結論。例如他提出雷射的光帶絕不是
雜質造成的，為了得到純淨的水，先是使用半透膜過濾，一來操作實完全
不能有漏水的情況，二來得到過濾水的速度太慢，後來改用(1) 溶解液放
置冰箱，產生結晶沉澱，將此結晶再與蒸餾水溶解，(2) 利用揮發性氣體
溶到水中;例如提出水團膠體的假說，這個部分後來他也設計了兩個實驗，
包括(1)將物質濃度配製得非常稀薄，希望能做到單一離子化，來測量各離
子的泳速，(2) 找重量比較接近的元素減少因顆粒大小引起的誤差，後來
能找到過氯酸鉀和過氯酸鈉;硫酸鎂和硫酸鈣這幾組來比較。實驗中發現離
子較輕時泳速慢，離子較重時泳速反而較快這個現象，以此來證明是外面
水團大小影響了實驗的結果。根據這個實驗結果導出膠體半徑比例和面積
比例，推算出越高價數的離子，外面包附的水團越大這樣的結果。另外，
他還想出利用電解法探討不同質量的兩系列陰陽離子導電能力的差別，再
一次證明水團膠體的存在，並建議水團膠體還可再分為帶電和不帶電兩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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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科學類』全國科學展覽得獎優良作品採訪資料

生物科(國立彰化女中)
作品名稱: 誰害我消化不良?---澱粉

抑制劑之研究

作者: 李亭諪(甲)、陳毓茹(乙)
指導老師:蕭碧鳳
得獎名次: 第 46 屆中區優等、全國競賽第一名、最佳創意獎
96 年國際科展生物科佳作
訪問時間:96 年 2 月 7 日
現就讀學校: 國立彰化女中二年級

科學創造能力指標訪談逐字稿
一、 能否描述一下你自己具備何種人格特質？
答: 忍耐挫折、抗壓性夠、不斷的嘗試錯誤，能接受失敗的事實而不怨天
尤人。
二、 此次參加國際科展和過去參加全國科展有何不同?
答:全國科展強調由高中生能力的基準，從生活或教科書中能發展出什麼東
西是值得開發的，而國際科展比較重視背景知識，能做更深入的研究，注
重架構的完整性，要做完整計畫和好的統整能力，以現有的高中設備很難
做到這點，因此國際科展需借重與其他實驗室合作，參加者除了自己對研
究的事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以外，最好還能有系統的培訓或有人引導，一步
步的架構，做科學性的探討。
三、 得到的幫助有哪些?
答:蕭老師給予最大協助，老師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時而督促，時而鼓勵，
時而安慰，除此之外蕭老師還帶著我們找了許多教授協助，每一位提供一
點點意見，我們再將這些資訊慢慢拼湊起來。過程中甲得到家人很大的信
任與支持，父母很清楚我知道做什麼，他們很相信我應該很清楚知道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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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他們認為我要做，就會把她做好，所以很支持孩子的想法，如果我
告訴他們今天的行程計畫是什麼，他們會主動問須不需要支援，家人深信
其自制力和判斷力無條件的提供必要的支援，乙則因為家人較注重學科成
績的表現，不認同乙在科展上花過多的時間，甚至影響學業成績，因此在
實驗的時間配合上有很大的難處。
決定做這方面的實驗，因為學校的設備不足，還是拜託老師出面協調
借彰師大和中山醫學大學的實驗室進行，研究所有一個學長提供協助，北
部有中研院台大等實驗研究機構可協助，南部能提供支援的機構叫有限，
因此在南部的環境較不利於實驗的研究。
四、 參展的動機為何？
答:最開始是因為老師幫我們報名參加中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在參加的過程
中，透過主持計畫的教授們提出的意見發現自己的不足，期間由於教授熱
心的提供協助，給予參考意見，在慢慢摸索中，嘗試著尋求各種不同管道
來進行實驗，加上參加的其他組的同學之間也會互相討論，意見交流，也
給自己產生不同的想法。
參加中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每二至三個月必須提出一次期中報告，讓
主持單位了解進度，他們有任何意見，也會告訴你，在這個過程中，等於
慢慢的引導你的實驗方向，這是全國科展所沒有的。
此次參加國際科展的隊伍至少一百多隊，外國隊伍至少七隊以上，都
是菁英中的菁英，和他們相較，相較之下覺得自己這個隊伍能參加比賽，
好像闖入得有點冒昧，因為一開始的想法不夠開放，發現自己先備的科學
知識較不足夠，實驗的結構發展不夠完整，在獨立研究上的能力也較不
足，經過蕭老師不斷的打氣、督促與指點，才能往下做，也幸好教授們有
時會提示一下，實驗才能完成。
五、 作品的最初構想是由誰提出的？
答: 國中時都有參加過中小學科學展覽，因而培養對科學有一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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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在國中就做過有關澱粉酶的實驗，並得過優等，上了高中後，因就讀學
校的數理資優班，隔週開設科學專題研究的兩節課，也因有科學專題研究
的課，才會動念去參加科展，曾和老師提過這個報告，在蒐集資料時，偶
然發現有澱粉酶抑制劑這種新的物質，並對此感到好奇，於是先找了幾篇
相關的研究報告來看，之後就開始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實驗，老師幫忙找她
的指導教授(彰師大)，提供實驗室，開始了一連串的實驗，因為要用到的
儀器，我們學校沒有，做實驗需花非常多的時間，除了課餘時間的投入，
還佔用了許多上課時間請假做實驗，因為這個實驗非常強調連續性和時效
性，有些實驗可能今天做，明天不繼續做就失效了，因此不可能只利用假
期或週末來做實驗，甲曾為了做蛋白質的純化連續一週的時間，放學後就
搭車至中山醫大作實驗每天都做到深夜才打電話請家人來接，因為實驗的
過程每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皆不能馬虎，要很仔細，雖然很累，還是不能回
家，做到一個段落，往往是半夜，太晚了只好請家人來接。
六、 抑制劑是本來就存在的嗎？它有何功能？
答: 相關文獻提到植物本來就有澱粉酶和澱粉酶抑制劑，產生澱粉酶抑制
劑可能是要調解自己的裡面的澱粉酶，或者是為了對抗草食性動物的吃食
作用，讓吃了它的動物產生消化不良之類的不舒服，以此來取得生存。
七、 全國科展的作品和國際科展的作品有何不同？
答: 國際科展也是延續全國科展的實驗繼續往下做，全國科展做粗萃取，
利用萃取液去做內容研究和對不同物質的測試其影響力，國際科展是全國
科展結果的延伸，更深入的去探討，我們發現研究物質中的四季豆，它的
澱粉酶抑制劑具開發的潛力，我們將它做分離純化，探討它對不同的生物
澱粉酶之間的活性關係，並對實驗的結果提出解釋，更深入的探討它是否
具開發價值，並更了解它的背景知識，希望能明瞭將來如何去應用的研究。
八、 參賽的過程是否有阻礙或瓶頸？
答:一開始做粗萃時，由於毫無概念，幾乎是用嘗試錯誤的方法，採集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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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以用亂取來形容，每一種樣品都拿來磨一磨，測試澱粉酶抑制劑對
該物的效果，而物質的萃取製備是非常繁瑣的，有時一定需要連續的天數
才能做出，有時將心血拿去測數據，卻發現毫無反應，有時運氣不好連續
數週完全無進度，澱粉酶和澱粉酶抑制劑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有些物質
本身就含有澱粉酶，要如何將兩者分離以免影響實驗的效果，所以光是要
將澱粉酶抑制劑萃取出，就花了很多時間，當初做國際科展時由甲負責做
做蛋白質的純化，乙負責做基因選擇，希望能找到與這個實驗相關的基因
序鏈，希望由兩個不同方法來驗證同一個結果，後來乙這個部分並沒有成
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最後卻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實驗就是在做嘗試，
雖然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卻也是避免不了，雖然對這個結果蠻沮喪，不過
實驗就是如此，必須要有勇氣去面對最差的情況，所幸同伴那邊有得到結
果，而且她和老師並未因我的失敗而有所責備，實驗雖然失敗卻也能坦然
接受，實驗的部分由甲完成，數據的部分是兩人共同完成。
九、 為什麼會想將樣品放在冰上研磨？
答:在研讀相關文獻時，知道澱粉酶抑制劑是一種蛋白質，研磨產生的熱可
能會破壞蛋白質，為了提高品質，將樣品放在冰上研磨。
十、 使用(OD620)分光光度計--目的何在？
答:利用波長 620 之光打上去看它的吸光值，吸光值愈高亮度愈小。光如果
通過去愈多的話，表示複製愈少。國中做科展時就查過碘液製備實驗時，
打上(OD620)會出現波峰，它的吸光值會很小，因此我們就用這個來做實驗。
十一、 如何克服參賽的過程遇到的阻礙或瓶頸？
答:應該是看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力，也要讀夠多的東西，儘量去找，找找看，
再嘗試，一個東西你要說它沒有，你一定要做很多次，要證明它沒有也是
一種過程。不斷的查相關資料並且不斷的做實驗嘗試尋找出相關的物質，
使用蒼蠅也是很偶然的，是因為有同學剛好也正在準備參加同屆的科展，
他們是研究蒼蠅的複眼的現象，因他們養了大批的蒼蠅，我們想生物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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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有澱粉酶，於是向他們要了一些來檢驗，結果居然找到有顯著效果，
使用豬胰臟，則是我們知道它胰澱粉酶，結果還因為分不清楚腎臟和胰
臟，還買錯成腎臟，因為腎臟在實驗的過程也發現有澱粉酶，所以一直未
發現做錯了，後來還是在和老師閒聊時才發現錯誤(腎臟在實驗的過程也發
現有澱粉酶，卻沒做出澱粉酶抑制劑)。
十二、 遇到挫折時用何種態度去面對？
答:雖然不是絕對的樂觀，但遇到失敗仍能坦然接受，難免會有沮喪的時
候，隊友之間的相互打氣，不可同時悲觀，萬一兩人都沮喪時，就要靠老
師的鼓勵和不時的督促，老師會責備我們，甚至激我們要部就往前走，要
不就放棄，這時反而是我們猶豫了，花了那麼多時間，難道要放棄嗎？不
肯輕言放棄，和接受失敗的事實而不怨天尤人，是實驗能繼續前進的原動
力。
十三、 參賽的過程中遇到和隊友意見分歧時如何解決？
答:兩人的觀點時常有不同的意見，相互為自己的觀點爭辯是常有的事，不
過發現爭辯其實也是一種溝通，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想法，有時也重新檢視
自己的想法，最後終能取得一致的觀點，也是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點，若
有堅持可能是彼此溝通不夠，我們經常討論彼此的想法，在做科展的過程
中，不會單純一方面去做出來，總是會討論然後修正自己的看法，也將實
驗的進度隨時告知老師，並聽取老師的意見。
十四、 對實驗感到最得意的想法(神來一筆，有很好效果的)
答:老師雖提到澱粉酶這個現象，但我們對這個東西並不怎麼有概念，也不
清楚應朝哪個方向去找，於是我們去找的昆蟲系的教授要一些我們預定要
做研究的害蟲，教授手邊有一些正在研究的昆蟲害蟲，有些不是我們原先
計畫中想做的，因為剛好能取得，於是我們就拿來試試看，像麵包蟲，沒
想到真的有抑制效果，後來在一些發表的論文發現有被提到過，因此等於
證明的確有澱粉酶抑制劑的存在，這才確定了我們的研究方向，國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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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提到用腰豆可以提煉出澱粉酶抑制劑，我們無法確定是否能找到相
同的材料，因此選國內常用的豆類來做測試，後來發現四季豆有很好的效
果，後來更發現四季豆也是屬腰豆類，這些都是在一開始作實驗時並未想
到的。
十五、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乙對實驗非常有興趣，但因為花太多時間在這件事上面，對於課業則無
法兼顧的非常好，故家長一直不希望乙花太多時間在科展這件事上，導致
課業無法達到家長的要求，因為這件事和家長有嚴重衝突，由於無法獲得
家人的支持，因此實驗的時間有時也無法配合，交通方面需自己想辦法利
用腳踏車或公車，這方面也花費太多時間，尤其心情沮喪時更希望有家人
的支持，另外在學校設備不足，鄰近的大學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專家也不
多，我們必須向外地的實驗室求助，而我們的實驗並未受到其他實驗室的
重視，所以在計畫進行時，無法得到想要的支援，這一部分一直無法克服
的非常好，一直到參加國際科展後，教授願意代為介紹一些彰化地區的研
究專家來給予指導協助，未來可能可以獲得較大的協助。
十六、 你認為得獎對日後的學習與發展有無影響？
答:參加國際科展後，科展的評審教授認為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並同
意給予各項的協助，包括技術層面的指導，資金的籌措，儀器設備的提供，
讓我們有很大的矛盾，繼續做下去，似乎是很值得期待有更好的結果，但
明年二月馬上面臨學測，高三學生永遠有考不完的試，在時間分配上是否
兼顧得了。
十七、 作品最讓人有興趣的地方在那裡？
答: 和其他作品比較，我們的作品非常生活化，創新，在國內幾乎還沒有
人做澱粉酶抑制劑的研究，我們是由最基層的地方一步步去發現，很平民
化，一個高中生能提出來的思考邏輯，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原創性很夠。
十八、 為什麼教授們會提供這麼優厚的條件希望你們繼續將實驗發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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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答: 教授們非常喜歡澱粉酶抑制劑這個想法，他們覺得我們還沒有將它做
到很完美的結束，它還可以繼續延伸下去，我們目前都還只做到試管外的
測試，還沒做活體的實驗，例如要知道產品的效果，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去
餵食，看活體的重量是否減輕，或是還有其他結果，所以應用的程度還須
再進一步實驗，試管外的測試和活體實驗畢竟不同，因此教授對這個部分
仍抱持懷疑。
十九、 你對比賽的結果有何想法？對自己的影響有哪些？
答:評審教授分析的相當客觀，由於參加國際科展，的確看到很多很棒的作
品，即使自己輸了也是心服口服，雖然也曾在乎過得獎與否，但在和其他
參加的同學交流，並經教授們指導後，過程中無形的收穫，遠超過得獎的
心，為了興趣而去做實驗，為了想解開疑惑願意花許多時間去看許多書，
對科學的態度和熱誠，可以接受一再失敗的挫折，不斷改進，並且了解自
己要的是什麼，這段時間要盡量補充自己知識，儲備自己的實力，
二十、 將來是否會繼續朝研究創造的方向發展？
答:甲，走研究路線，目標朝生物科技或醫學方面，乙，可能朝醫學或科學
方面。
二十一、 參展過程中是否有覺得困擾的情況？
答:所唸的班級是資優班，班課業的壓力很大，由於做實驗有其連續性，所
以不得不請假，造成雙重的負擔。
二十二、 平時的興趣有哪些？
答:乙喜歡看科幻類，科學的書，甲喜歡看文學作品和散文。
二十三、 你認為你得獎的作品具有繼續發展的必要性嗎，如何做？
答:可做昆蟲害蟲防治，但教授建議將分離的蛋白質做減肥藥更有經濟效
益，能或更大的肯定，有觀察到澱粉酶抑制劑對入侵紅火蟻有抑制的效
果，但因為入侵紅火蟻要提出申請，所以沒有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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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嘗試過的樣本有哪些？
答:甲害怕蟑螂，卻要解剖蟑螂，毛毛蟲，蒼蠅，乙害怕毛毛蟲，卻要將其
磨碎做萃取，為了實驗養過許多次蒼蠅，需將一隻隻不同大小的蛆做分
類，清大便，即使過程噁心，為了實驗，還是勉強自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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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科學類』全國科學展覽得獎優良作品採訪資料
地科科(國立彰化女中)
作品名稱: 翻落山頭的火燒風---台東焚風探究
作者: 顏嘉儀(甲)、蔡品儀(乙) 、詹依瑾(丙)
指導老師:唐國詩
得獎名次: 第 46 屆中區優等、全國競賽第一名
訪問時間:96 年 2 月 12 日
現就讀學校: 國立彰化女中三年級

科學創造能力指標訪談逐字稿
一、參展的動機為何？
答:乙是地科小老師，看到科展的徵稿，平時三個人對地科都蠻有興趣，正
好當時課業壓力也都還覺得可以應付，因此就想去試試看，沒想到真正
做了才發現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
二、從一開始就決定做這個題目？還是經過不斷的試探後才定下研究的方
向？
答:開始想做科展時我們三個想做的領域意見並不一致，找題目這件事花了
許多時間。我們是高一下決定要做科展的，最開始沒有什麼特定的題
目，我們一開始提出了許多不同的題目，也和指導老師不斷的討論，刪
去了一些我們現階段或環境中較困難的達成的題目，初步將某個題目討
論出來之後，就開始進行蒐集資料，花了許多時間，卻發現找出來的資
料不能用，於是又從頭開始，這個過程反覆好幾次，大概花了半年的時
間，我們曾想做天文、氣象、地質，加上當時暑假裡在彰化發生了焚風，
慢慢統合最後才決定做焚風這個主題，最開始考慮的是焚風的成因和何
者有關，我們還曾想過是否和山的角度有關，我們後來發現到焚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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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好像都剛好發佈颱風警報，在研究中我們發現焚風的成因以颱
風、西南氣流、鋒面過境為主，我們最後鎖住颱風和焚風的關係做探討。
三、 最後是如何找到方向，突破困境？
答:透過老師寫公文到中央氣象局，並向他們買過去的氣象資料數據，這些
數據說明都是用英文寫的，因此我們先將這些數據轉成中文，再將數據
轉換成圖表，最開始是一個數據一個圖表，總計做了兩三百個圖表，後
來卻發現這些圖表不夠簡潔，於是又重新將這些圖表濃縮，做成比較
表，最後真正呈現出來時有 24 張圖表。
四、 研究的過程為何捨實驗的方式進行而採資料分析方式進行？
答:老師曾提到過地科科展進行方向可朝實驗或資料分析進行，我們曾想模
擬做出一個颱風的成因，做中央山脈，氣流行進遇到中央山脈引發的現象
等等，或利用其他方法模擬實際焚風發生的現象做各種觀察，後來發現我
們實驗的部分以現有的學校設備其實很難做到，再加上焚風發生地點以台
東地區最頻繁，但它離彰化有相當的距離，要做實際觀察是有困難的，因
此決定做資料分析，數據的取得較完整，因此後來全國科展的評審教授，
也建議我們應朝應用的方向繼續進行，而不是純理論的 。
五、 參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點或瓶頸有哪些？
答:
(一) 最困難的地方包括時間的調配，高一下時甲、乙參加樂隊，丙參加儀
隊，學姊們積極利用放學時間排定團練，變成三個人往往在時間上能聚在
一起討論過程的時間非常有限，只好利用中午和老師一起討論，到高二上
這種窘況更為嚴重，只能利用下課短短時間聚在一起稍稍討論，在一天的
忙碌生活結束回家後，晚上其實已經非常疲累了，還是要將分配到的資料
整理出來，功課、社團、科展的進度壓力，一起壓在身上，尤其到了二年
級二月寒假那段時間，因為之前找的資料最後發現用不上，直到寒假透過
老師買到的資料，才算找到能用的資料，而三月就已面臨繳件的時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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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來那一個月整理、剝離有用的資料、大家真的好辛苦。至於前面那大
半年雖然看起來好像做白工，其實後來有許多地方是由前面的失敗中獲得
的靈感。
(二)

我們找的資料還包含每日雨量、風速、風向、最大陣風、衛星雲圖

等等最後真正用上的數據有溫度、溼度、氣壓、風向、風速，考慮衛星雲
圖是想它是動態的，結果後來發現氣象局給的資料不夠全，無法明確的判
別結果，最後這個部分就沒有放到裡面，氣象局紀錄焚風的資料十年前的
到還蠻清楚的，反倒是這十年來的資料反而不齊全，資料的更新須再加強，
(三) 在過程中，由於各項的壓力一起來，在很累的時候;進度不如預期時;
都曾輪流想過想放棄，隊友的相互打氣，不甘心已投入的時間和放棄稍具
雛型的研究結果，成為支撐到最後的主要動力，那段時間精神不繼白天上
課常打瞌睡，再加上對電腦的使用不夠熟悉，因為做科展的需要，自己要
去摸索，還要利用 Excel 做圖表，一不留心按錯鍵就整個沒了，於是又要
重做耗費的心力、時間。感覺做了許多資料，實際上用上去的部分不多，
好像做了白工，心理覺得蠻空虛的。
六、 如何去擷取可利用的資料？
答:那麼多數據在一起，一開始也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只能憑自己學過的
經驗去歸類，例如像雨量、相對溼度、最大風速、颱風和當地的對應關
係…，原先是想用氣象因素去找到他們的關聯性，卻意外的發現當焚風發
生時，在台東都是吹西南風，這是我們是先沒有預期到的情況，從一兩個
各案發現這個規律之後，我們才全面的針對這點去對每一次的發生事件得
到驗證，另外一個就是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問題，原先我們以為每一個地
方焚風發生都是一個獨立事件，應該沒有關聯性，後來發現在颱風影響係
各地發生焚風的順序是由南向北，這和颱風的行經路徑的風向相關，這也
是以前未曾發現過的，資料文獻中也不曾見到提及，所以一開始只是決得
奇怪，是否剛好是巧合，因此我們經過一再的比對，找出他們的關聯性。

150

可惜的是有些資料是中央氣象局紀錄的資料不夠齊全，如果畫出來的圖像
不夠完整，我們便捨去不用，所以我們一共做了二十多個颱風的資料統
計，最後真正選用的只有十四個資料較完整的呈現，原本我們計畫將未發
生焚風的颱風數據也做一些對照組，後來覺得這個對照意義似乎不大，這
部分就沒有列上去，只有做統計沒有畫圖表。
七、 參展過程中，評審老師對你的作品有過何種評語？
答:我們在挑選近五年來颱風-焚風的案例，是透過這段時間媒體電子報曾
報導過出現焚風的地區，再將發生的前後數天的氣象資料買回來做研究，
全國科展的評審老師曾質疑媒體報導的準確度，但我們想媒體也是依據中
央氣象局發布的資料才會知道哪裡有發生焚風，才會去報導，我們以此作
為標竿去找資料，基本上方向應該沒有錯，當然其他地區也可能同時發生
這種現象，只是沒有報導出來的部分我們就無從搜尋。其實我們的資料真
的很多，為了在有限的看板上呈現，圖表和文字都盡量濃縮和精簡，評審
教授認為我們量化的部分做得很不錯，佐證的資料相當多，結論證據不致
太薄弱，有可信度，雖然我們做的東西沒有很多高科技實驗器材輔助說
明，評審教授非常欣賞我們做的看板的版面，簡單而易懂，圖表清楚，由
於三個人都參與了整個過程，對作品非常了解 ，因此口語的表達非常清
楚而易懂，後來聽了其他各組的說明，會覺得他們對自己的作品說的不是
很有條理，看板的內容也不易懂，有許多組是其中一人負責解說其他組員
對作品的暸解度不夠，一但被問到往往答非所問。
八、 得獎的作品具有繼續發展的必要性嗎，如何做？
答:
(一)

由於我們的實驗探測資料都是地面的，教授曾給予建議可以做高空
的資料部分，另外如果衛星雲圖資料夠齊全，也可以考慮做電腦的
模擬圖像。

(二)

至於這個實驗的實際運用價值方面，我們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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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焚風發生的方向是由南而北，如果細作的話，可以考慮去分析那
些氣象因子，將來可以預測哪些地方可能是焚風行經的預定路徑，
進而採取預防措施，減少因天災而帶來的損失。
九、能否描述一下你自己具備何種人格特質？
答:不服輸，即使遇到困難，還是會想辦法克服，達到預定的目標，因為時
間的分配不足，有些時候難免會顧此失彼，有時會嚴厲的要求同伴積極
些，把進度趕上來，三個人的個性都還蠻悠哉自在。
十、日後的學習與發展方向為何？
答:甲唸的是社會組地科科將來希望可以朝商科的方向繼續專研，乙的家長
本身就是學校的地科老師，從小比較有機會接觸到與地科相關的事務，但
將來希望能朝資訊工程的方向進修，丙希望將來能朝物理的光電方向研
究，作了科展後發現對相關聯的事務據較高的敏感度，例如看到颱風警告
的氣象預報就會不自由主的預測一下氣流轉動的方向，甚至預測可能發生
焚風的機率。
十一、你平時的興趣有哪些？
答:乙喜歡看各類的書籍和打球，小時後想當漫畫家，甲喜歡聽音樂和玩樂
器，丙以看電視為消遣。
十二、創作的過程中，曾和哪些人做討論？他們對你有何幫助？
答:指導老師給予極大的幫助，尤其在專業的判斷上，我們每次做出來的資
料會先交給老師過目，他會在看過後給我們意見，有那些可以繼續發展，
有那些沒有必要再發展下去，如果沒有老師的從旁指導，我們可能還要繞
更多的路才能做出現在的結果，另外老師還會給我們進度表，時時要求我
們進行計畫的進度。
十三、參賽到得獎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
答:
(一)

參加大型比賽的口試經驗很難得，面對評審專家而能侃侃而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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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歷練使自己變得更有自信，比較不會怕人群， 比賽之前老師還詢問我
們要不要先講給同班同學聽，做一個演練，當時我們都還覺得恐慌，不知
如何面對，在中區比賽時我們還互相講給對方聽，可是經過了中區的比
賽，再到全國比賽，我們發現若不是有歷經大場面的這種經驗，在人群中
會因為緊張而依片空白，很難將自己的看法表達得很清楚，參加科展之
後，這種狀況有很大的改善，變得比較自然，不易緊張，如果不是有這樣
的經驗，可能還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慢慢調適。
(二)

另外比賽的獎金也是種額外的收穫，除了主辦單位以外，學校也提

供一筆獎金。
(三)

還有團隊的合作經驗是很棒的感覺，從上了高中都是一個人單打獨

鬥的感覺，因為這次的科展，結成一個研究的小團體，如果沒有彼此的鼓
勵和督促，三個人分開做是不可能成功的，有許多時候，在深夜裡和電腦
奮鬥時，發現另外兩個人也還在線上，還可以用即時通互相打氣，感覺自
己是不孤單的，那種感覺很好，如果沒有彼此的鼓勵和督促，三個人分開
做是不可能成功的。
(四)

因為作科展的關係，比同學先接觸一些東西，由同學的的讚美獲得

了成就感，雖然過程辛苦，但在完成一件事情所獲得的掌聲，會讓自己覺
得辛苦的付出有代價，此外，也因為我們為作科展辛苦付出，得到同儕之
間更多的關心與包容，他們也會關心進行的進度和結果，他們也會體諒我
因熬夜精神不濟，有時在課堂上打瞌睡，而將上課抄的筆記借我。
(五)

對自己時間的調配，有從新的體認，一天當中有那麼多事情同時要

完成時，先排出輕重緩急，配合客觀條件，針對自己有限的時間如何講求
效率，做出自己還算滿意的結果，不見得是每件事都能做出最好的結果，
但在輕重比率上的分配，可使自己同時兼顧手上的每件事，且不會太差，
還學會利用下課的零碎時間去補自己學習的不足，所以雖然忙碌，卻很充
實，在科展比賽完成後，突然覺得又多出許多可利用的時間，雖然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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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測的壓力，因為學會了時間的使用分配，在許多同學覺得時間不夠用
的的情況，我們都還覺得還好，壓力還不大，應該說自己的抗壓性變好了。
十四、家人對作妳參加科展抱持的態度如何？
答:家人助力較大，甲的電腦放在家長房間，由於經常需使用電腦到深夜，
代表燈光必須一直亮著，總是會影響到家長的睡眠品質，雖偶有抱怨，仍
會體諒孩子的需求而忍受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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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科學類』全國科學展覽得獎優良作品採訪資料

物理科(國立嘉義女中)
作品名稱: 國王的海市蜃樓
作者: 李璇(甲)、陳冠樺(乙) 、戴君容(丙)
指導老師:莊立山(大莊)、莊立帆(小莊)
得獎名次: 第 46 屆雲嘉區優等、全國競賽第一名、
96 年國際科展物理科第二名、2006 年旺宏科學獎銀牌獎
訪問時間:96 年 2 月 12 日
現就讀學校: 國立嘉義女中三年級

科學創造能力指標訪談逐字稿
一、 能否描述一下你自己具備何種人格特質？
答:
(一) 大莊—乙比較文靜，在比全國科展比賽時就是由她主講，因為她的情
緒比較不會激動，表現比較沉穩，表現得中規中矩的，三個孩子當中
她的說明最好，但是她不會主動發言，和人爭執，甲有特別的堅持，
即使是錯的也不會輕易放棄，這類的孩子容易鑽進自己的世界裡，會
一再的嘗試錯誤，即使最後的結果證明是錯的。另外有創造力的人不
見得是成功的人，因為有創造力，還要有完成度，才會成功，有創造
力的人通常較有偏執的個性，心思往往放在新事物上，不一定等結果
呈現，注意力又轉到其他事情上了。
(二)

小莊—甲是可以為了實驗，即使家人反對，也會不顧一切，甚至離家
出走去做的那種人。甲有強烈的科學的叛逆性，大家都想在想 A 的時
候，她偏在想 B 試看看，因為有這個特質，所以特別容易想到新的東
西，還有一些孩子他根本就不遵循別人的看法，一切的想法都是來自
於自己，如果這個孩子剛好素養不錯，這樣的孩子就會非常有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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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會講出一些東西，當然這些東西可能課本裡早就提過了，可是
這個孩子獲得的結論是自己去推導出來的，而不是看課本得來的，靠
自己愈多的孩子容易保留創造力，學習過程中創造力是一直不斷被抹
煞，因此對創造力評量感到惶恐，擔心假借創造力之名，變成做壞事
的工具，當老師的沒辦法使學生有創造力，唯一能做到的是不壓抑
它 ，並讓創造力不只是天馬行空的假想，而是協助它變成可以實現
或完成的一個想法，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學習的。
二、 創造力的本質也許已經存在，是否可利用方法將此特質部分對焦，並
抽離出來作為觀察的指標？
答:比較有創造力的孩子類型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個性比較叛逆搞怪，服從
性差，也許給他一張考卷，他根本視之無物，不寫或亂寫一通，這類孩子
創造力高的機率大一些，還有一種是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壓抑個性的孩子，
有的孩子完全把別人當空氣，無論你如何去壓他，也壓不到他身上，這兩
類的孩子創造力是較易保留的 ，像甲就屬於叛逆型對抗性很強烈的孩子。
三、 談談比賽過程的發展歷程？
答:在比雲嘉區科展時，是一個理論剛建立，全國賽時是理論較完整呈現，
參加科學獎時是將有爭議的部分再做更深入的討論和研究，參加國際科展
是針對這麼多次的比賽，教授們提出的各種觀點，繼續去探討，等於是一
步步繼續研究下去。
四、 如何克服夜間實驗觀察的困難？
答:夜間的觀察實驗，是在比完雲嘉區比賽要參加全國賽的那段時間，大約
在 6 月底暑假那段時間，大莊老師有看到晚上的像，剛好又能找到畢業的
學姊們回來幫忙，於是開始進行，次數至少超過五次，還包括去新營體育
場做夜間觀察。
五、 為什麼會到其他不同地方做觀察？
答: 因為我們希望在不同的地方希望可以拍到更好的的相片，在仁義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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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大霸的地方拍的相片並沒有很好，我們要的東西沒有很明顯，所以在比
科學獎之前又到別的地方做實驗，不過那次拍的效果不好，拍出來的成像
太小，可能原因是天氣冷，鏡頭不夠，最主要是鏡頭拍不到(鏡頭太大，我
們拍攝時需要很低的位置) ，照片提供的大概都是有做過夜的所拍攝到
的，所以花很多時間。
六、 參展的動機為何？
答: 因為三名同學都是學校的數理資優班的學生，學校鼓勵每個學生都能
參與科展這樣的活動，我們三個人就組成一團，開始找題目，大莊老師對
課本中關於現象的描述覺得怪怪的，覺得真的是這樣嗎？(南一版:遠處物
體所發出的光線，經由空氣層間的折射和底層的反射後，不是沿直線進入
我們的眼睛，而是如圖中所示的曲線，使我們以為是從路面下的倒影所發
出)於是我們就開始去做實驗觀察
七、 從一開始就決定做這個題目的嗎？
答:最開始小莊老師並不看好這個實驗，因為像太亂了根本無從觀察，原先
是三名學生和大莊只是想看清楚折射的成像原因為何，一開始並不認為成
像是反射的因素，小莊老師覺得這個實驗根本就是曠日費時，不可能做出
來，有一天兩位老師又為實驗起爭執，小莊老師提出反射的逆向思考，當
晚朝這個方向做觀察，大莊老師也看到了像，所以朝這個方向研究，直到
這個時候大家觀念以還沒統整，歷經一次次的實驗;加沙子失敗、衛生紙失
敗、做鏡子一次失敗、二次失敗、第三次抓了一堆人去幫忙排鏡子才成功
八、 為什麼會質疑課本的說法？
答: 產生質疑的都不是老師，因為老師早已經習慣了課本的說法，產生質
疑的都是學生，帶過的兩次比較具代表性的科展實驗，兩個現象都是學生
看到提出來的，因為學生想做，反而是老師在要做這兩個實驗之前認為就
是課本上提的，不覺得有質疑的地方，如果老師不相信課本寫的內容，怎
麼可能這樣去教學生，即使再做一次，也只是重複課本寫的內容，實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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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花時間去做的價值，因而覺得無聊， 認為沒有必要在這個部分下工夫，
沒想到做了以後才發現和課本講的不同。那段時間由於我們對這個概念也
不是很清楚，一開始只是想觀察折射的情形，結果做不出來，覺得奇怪，
課本都是這樣寫呀，怎麼會做不出來，所以一開始提的論點是全反射，但
是怎麼做實驗就是覺得很奇怪，看課本附的模型是愈看愈奇怪，可是自己
又無法建立新的模型，所以覺得很痛苦，那段時間師生經常因自己的觀點
而起爭執，時間大約有 2-3 個月之久，一般解釋海市蜃樓中的下蜃的成因，
都是由於在上層的低溫空氣，和在下層靠近路面的高溫空氣，因密度的不
同，以致於折射率的漸層差異，繼而產生全反射。
九、 參賽的過程是否有遇到阻礙或瓶頸？
答: 開始就是我們三個和大莊老師去做，所有設備都很陽春，那段時間最
辛苦了，那段時間由於我們對這個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普遍的印象都覺得
是很熱的天氣才會發生這種現象最初對蜃景的印象是因為很熱的天氣才
能看到的現象，2006 年二月，找到實驗的場地--仁義潭水庫的大壩步道後，
利用假日中午，我們就帶了一些很簡易的器材，有緊急照明燈、玻璃紙、
冰箱裝冰塊，(帶冰箱的理由)因為我們一開始的設想是，如果看到的像是
空氣層溫度因素所造成的，當我們在路面撒冰後，我們原本是希望能夠透
過破壞近地處那一層高溫的空氣，甚至降低路面及近地處的空氣的溫度，
後來丙想到一個，想用透過大頭針來的方式來測量光路徑 ，那段日子好
久，花了很多時間來做，仁義潭水庫的大壩步道約有 1800 公尺長，我們選
定標示 350 公尺處為觀察者的位置，而觀察物就在 800 多公尺處移動，中
間間隔 600 多公尺，後來又做 1000 多公尺的長距離測量，因為大熱天做觀
察，空氣本身的折射就很嚴重，所以我們測量描繪出來的路線並不漂亮，
我們還是沒辦法透過這個實驗得到證明，進入我們眼睛的光線到底有沒有
打到地面 (我們在透鏡或玻璃磚前後排列數根大頭針，使得我們在某一處
看這些針時，所有的針都會重合，因此可知光前進的軌跡會經過每一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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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針，進而描繪光前進的路徑。)，因為最初用溫度計來測量，其實數據是
不夠準確，而看到像的範圍的確是在反射的範圍，再來空氣層溫度的影響
(這點我們至今仍無法證明)當時我們和老師有一個爭執點(老師認為蜃景不
是由折射，而是由反射產生的)，大家都不想讓步，那段時間爭執得很嚴重，
(不想讓步的原因何在)我們一直無法確定進入我們眼睛的光線到底有沒有
打到地面，但我們起先的想法覺得應該可以找到方法證明光是直接打到地
面還是打到空氣中，一開始我是無法接受老師的看法，我當時無法認同老
師的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像不是由折射產生的，
不能因為這樣就說它是反射造成的結果，我們改變了路面性質，也沒有找
到和課本理論不同的結果(後來知道是因為實驗的範圍太小，它需要較大的
實驗範圍才能得到不同的結果) ，甚至會看到一些奇怪的現象，(例如看到
的影像會有一段消失或像是倒過來的) ，當時也很矛盾，因此我用另一種
思考，假設折射這一點是正確的，倒回去觀察我們看到的現象，有哪幾點
是和它衝突，在假設如果是反射的話，會是什麼情況，如果我的假設能得
到證明，則老師的理論就須修正，後來能接受老師提的反射的的原因是後
來我們利用夜間實驗看到的情況，在溫度下降的情況，也能觀察到蜃影，
後來小莊老師也參與實驗進行，做了大規模的實驗，發現這個現象中，反
射的確是重要的因素，不過我們也不能排除折射的因素，畢竟光在空氣中
行進一定會受到介質的影響，我們不能排除折射的現象，但我們也證明了
反射在其中的影響力，我們無法確定量化的是空氣影響的層面有多大。 到
底成像哪些情況是由反射造成，哪些又是折射的因素造成。
十、 嚐試利用那些不同的路面做研究？
答: 試了沙子、書法絨布、廚房紙巾、鏡子，起先選的物品都是表面比較
粗糙的，當初認為柏油路面是很粗糙的，所以選擇性質較接近的材質，不
過效果不佳的原因可能是鋪的距離不夠長，還有可能改變不大，我們無法
查覺差異性，實驗地點風大，廚房紙巾易斷，絨布的缺點是表面是光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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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下去景沒有不見反而變長了，反而會影響實驗的數據，後來用鏡子，像
會消失，鏡子是硬的，每塊小鏡子是硬的物品，因為地面是凹凸不平的，
當鏡子擺放在路面時，會造成每面鏡子的角度不一樣，物體的光線打到鏡
子時會造成漫射的效果，讓光線無法順利進入眼睛，所以我們預計景會消
失，實際上得到的效果也是如此，景很明顯就不見了，本來應是完整的，
實際上是斷了一塊，如果是折射的原因，因為空氣是流體，像的變化應是
漸進式的，成像應該會比較接近實體，但我們觀察到的像斷的非常乾脆，
能確定景不見是擺上鏡子的原因，因此我們傾向成因是反射所造成的結
果，(若擺絨布會如何呢)擺絨布像會變大，因為它讓更多的光線進入我們
的眼睛。
(小莊老師:之前我們以為鋪黑布像是會減少，結果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我
們就以為是實驗失敗，但是我們沒把背景資料研究清楚，後來找到資料以
後回去觀看照片，才發現像真的事變大的，才知道一開始照的像就已呈現
實際結果了，只是我們沒發現而已，居然也沒把發現寫下來，像變大的原
因是污染變少了，其他過來的光變少了，單向反射的光加強了，全國科展
實沒發現，沒寫下來，真是有點搞笑，很奇怪的事教授居然也沒發現)
十一、 這個實驗以前有人做過嗎？
答:沒有，這個觀念是新的。
十二、 參展過程中，評審老師對你的作品有過何種評語？
答:教授們認為我們的實驗非常有創意，他們認為這個作品是一個實驗過程
的誕生，對一個觀念對一個觀念的不信任、衝突性，到去設計實驗，而不
是已經知道一個東西的結果，再去做這個實驗，有一個教授就告訴我們，
我們的作品特別的地方，在於他看了以後也要去深思，所以給教授一個感
覺是，教授認為這是有趣的作品。
(小莊老師: 可見得他們還是認定折射的觀點，雖然教授給第一名，只是因
為你居然去質疑了， 而且有觀察到一個新的現象，不是因為我們實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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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十三、 國際科展教授給予何種評語？
答: 在於我們質疑舊有的理論。晚上的那個實驗就已經是推翻舊有的模
型，但是教授希望能做定量的實驗，有數據呈現，不是只看到現象而已。
十四、 為什麼會想到在晚上去做觀察？
答: 答:因為在晚上也有觀察到有這樣的情況，晚上的溫度較低，光線透過
空氣層產生折射的影響就比較小，大熱天，看到的像會一直抖，照相起來
也會比較不清楚，晚上的像也較穩定，拍下來的照片比較容易看。
十五、 創作的過程中，得到哪些人的幫助？
答: 立帆老師以前的學生回來給我們人力上的協助，人力有時需用到三、
四十人，像機器架設起來，實驗範圍長好幾百米，須有人在旁邊維持秩序，
不要讓遊客或圍觀的人踩進來，(甚至小狗也會跑進來灑尿)，有時一次出
去拍攝時間長達三十幾個小時(下午一點多去，到隔天早上八點多才收
工)，場地的維持就需要這麼多人來協助輪班，(拍攝地點雖沒有車輛進出，
但會有遊客，夏天一整天都有人來來往往，冬天往上約十二點以後，溫度
降到十度以下就比較沒人) ，每一次出去至少需要十個以上的人協助，除
了老師來回載送學生，請學校老師幫忙，還勞動家長協助，吃的和交通工
具，租貨車、租發電機等等，光吃東西都是一個大問題。當地溫差大，冬
天夜晚到清晨，地面溫度約十度到八度，但在白天下午一點時地面溫度還
有四十二度左右，至於夏天地面溫度量到過五十度左右，由於實驗的地點
是很空曠的，空氣流動非常劇烈，氣溫的變化很強烈，到晚上可以很快降
到接近空氣的溫度，如果找一般的馬路，它的散熱沒有那麼快，氣溫沒辦
法降到我們的希望，而且其他地方有車輛來往也無法進行測量。
十六、 後來乙和丙參加國際科展的部分主要內容為何？
答:將雷射筆整枝黏死在地上，把標靶黏在地上，看雷射筆打光連續觀察
24 小時，看它像的變化，因為打的地點不同，成像的位置會改變，不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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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延伸，所以我們還是相信是反射造成的，從區賽到現在，雖然都是做同
一個主題，只是內容愈做愈多，我們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探討，補強我們
的內容，直到比賽當天，我們還重貼海報，補繳件後，再做的實驗數據，
從頭到尾參加八次，八次的看板內容都不一樣，有概念是從區賽開始，但
道理的部分非常薄弱，證據也不夠，照片也不清楚(當時沒有買設備，只用
普通像機照)，後來想辦法拍、晚上拍、架電風扇、發電機去…，做的事情
愈來愈多。
十七、 如果實驗要進續進行，應朝哪個方向進行？
答: 如果經費許可，我們可以在校園中用木板鋪一條路面，上面灑沙子，
做一條柏油路面，在中間挖一條縫，就可以克服破壞空氣結構的問題，就
能判斷成像的造成的主因，觀測儀器可以直接架設在那裡，需要觀察時，
隨時就可以做。目前實驗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要將人員和器材搬到實驗地
點工程太浩大。
十八、 作品成功的因素何在？
答: 這次外出做觀察實驗算是運氣非常好，所有的外在條件都如我們預期
的狀況，我們算準了要月圓，當晚剛好是月圓而晴朗無雨，算準寒流會來，
就剛好寒流來了，如果當天下雨就都免談了，做戶外實驗，就會和氣候有
關，外在氣候因素包括溫度、光線，我們必須剛好得到我們需要的溫度、
光線，還要寫公文向管理處請求協助關掉路燈，條件如果不對，就無法驗
證我們預期的結果。
實驗期間有很多運氣很好的地方，例如我們拿螢光棒做實驗，使效果
很清晰，當時買螢光棒的目的是為了當夜間的手電筒，為了方便照明，由
於人手不夠，當初設想是螢光棒插著，不需要再勻出手來拿電筒，結果靈
機一動，乾脆用螢光棒來打光，沒想到效果出奇的好，如果照原定的計畫
用手電筒打光的話，由於手電筒的亮度不夠，且不均勻，早期用手電筒的
光打在實驗的鞋子上，光源不夠亮，效果也不好，說不定就無法觀察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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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結果了。
另外，幸好學校有效果很好的望遠鏡借給我們使用，否則我們也買不
起這麼昂貴的器材(一台望遠鏡要 8 萬元)，這次得獎拿到的補助款，預計
要去買目前市面買得到的大光圈的鏡頭，以便再進一步觀察像是立著還是
躺著的。
我們還可以去觀測 PU 跑道上的像，嘉義市的 PU 跑道夜間是不開放
的，我們曾兩次到新營，借用新營的縣立體育場，因為他們剛辦完中正盃
比賽，跑道是新鋪的，都因為一些因素沒配合好，照的相片效果不佳，須
再做過(PU 跑道路面比柏油路面平坦，且 PU 跑道路面中間低兩邊高，光
打過去夾角更小，臉必須側躺緊貼在地面才能看到像，要拍攝下來就更困
難了) 若能做一段人工 PU 跑道，可能對研究結果會幫助很大，因為 PU 跑
道在入夜後的溫差較半夜的柏油路面溫差更大，夏天晚上 8 點 PU 跑道的
溫差較清晨的柏油路面溫差差近十度，那時看到的象非常非常小，那個像
和柏油路面的像是不能比的，照理說溫差大，像應該更明顯，事實並沒有，
所以可能是和路面的材質有關，後來因為路途太遠，工程更浩大而作罷，
其實仁義潭路面的柏油路面很不平，所以看到的像都是小範圍的。還沒有
做夜間觀察時我們還跑到高速公路的涵洞去觀察，目的就是想看低溫時的
狀況。
教授們也都可以接受反射一定可以成像，只是我們無法說明白天是否
有折射的像在，若說有，也很神奇，反射的像和折射的像又那麼巧妙的搭
在一起，覺得太不可思議，以我們實驗的次數和看到的結果，我們相信是
反射的結果，不過課本都寫是折射，大家都已接受了這種說法，一下要大
家改變過去的觀點，還是有困難，除了一個教授正面肯定以外，其他教授
都抱持懷疑的角度，認定我們觀測有問題。
十九、 對此結果感到挫折嗎？
答: 現在教授也能接受反射一定可以成像，只是我們無法證明白天到底有

163

沒有折射的像在裡頭，如果有，也蠻神奇的，反射和折射的像又那麼巧妙
的搭在一起，樣式、位置都差不多，經我們長期觀察，在不同的點、不同
的條件下、如果真能接上，覺得未免太巧合了，因此依我們看到的情形覺
得不是折射造成的結果，只是課本都寫是折射造成的。
至於感受，還好吧，在科學上這就是一個過程，提出一個想法到別人
能接受本來就需要時間，倒是三個孩子在獲知得到第一名時，因不把名次
看得太重，所以沒有特別興奮的心情，倒把頒獎的教授嚇一跳。
二十、 參加國際科展後有何感想？
答: 外語能力很重要，因為有許多外國的隊伍參加，要了解他們的作品，
或交談，只能用英文，但並非所有隊伍都是來自美語語系的國家，英文能
力也不佳，想了解他們的作品只能透過看板，如果自己程度不夠，就無法
看懂內容了，在大型比賽他們希望參加者用英文講解和用英文回答，因此
外語的能力很重要。
二十一、 將來的期望是什麼？
答: 三人都希望朝物理的領域繼續研究，很堅持往物理方向研究。
二十二、 你平時的興趣有哪些？
答: 甲喜歡做實驗，平常在家裡就喜進行實驗，曾在家中做過流體力學實
驗，力學，光學實驗等等，覺得很好玩就去做，即使器材不足，做一些簡
易的實驗，不一定做得很全，也不一定是做實驗，倒像是在玩的感覺，通
常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想證明什麼，只是親眼去看這個過程，所以並不
需要很嚴謹的方法或很精密的儀器或設備，有時也許只要膠帶黏一黏，很
簡陋的器材就可以達到我想要觀察或了解的事，這樣做過以後，對這些東
西的感覺會比較好，會覺得這些東西和自己比較親近，這些東西不再只是
一個想法；乙也會有類似的行為，例如像力學課本有些觀念講的太抽象，
就會實際去做做看。
二十三、 家長也不會干涉學生的行為，家人對妳的行為持何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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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他們會說我又把房間完的髒兮兮的，記得要把它弄乾淨，相當包容我
的行為。
二十四、 平時如何分配時間？
答: 當必須花很多時間在實驗上時，就必須犧牲一些休閒的時間，要學會
利用零碎的時間，覺得花時間做實驗比玩更有趣。
(小莊老師:夜間實驗的時間大概只有夜間工作時數的一半，不只是放假時
間做，沒放假時間也去做，如今看來，好像白費力氣，去的人不夠多，去
了光要把實驗儀器架設起來，就花了很多時間)
二十五、 參賽中覺得最有趣的事？
答: 有一段時間老師和學生的看法分歧很厲害，為自己的理念各不相讓，
天天吵，走過那一段的時間那種感覺應是最快樂的時候了，六月時真的看
到單向反射，只有那短短的十分鐘，懷疑的現象得到證實，追求的東西獲
得答案的滿足。能剛好看到那個現象還是靠運氣，因為那天剛好霸上的燈
壞了，沒有光害，又剛好螢光打在那個角度上，剛好又讓我們清楚的觀察
到成像，要不是那兩天燈壞了，我們不會想到需要再暗的環境中實驗，後
來再去觀察前，才會寫公文去要求關燈，但也無法全夜關燈，必經那裡還
有其他的遊客。
二十六、 作品呈現方式對得獎是否有影響？
答: (小莊老師)我覺得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幫他們把作品呈現，把照片弄
好，把他們要說的話講清楚，整個作品是由他們和大莊老師研究產出，沒
有我，實驗一樣做完，可是可能不會得名，我只是幫他們把產品弄得別人
看得懂。
二十七、 理論基礎對科學創作有影響嗎？
答: (小莊老師)對呀，甲的物理不錯，數學不好，而且有點瞧不起數學，覺
得數學不須太好也不須投入太多時間，但是後來發現物理世界裡沒有數學
基礎太困難了，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太強了，沒錯，它只是基礎工具，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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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依賴這種基礎工具了，基礎工具不夠強還是會造成很大困擾，等你要用
時才想學究來不及了，能力愈強的人愈要從基礎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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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科學類』全國科學展覽得獎優良作品採訪資料

數學科---(國立鳳山高中)
作品名稱: 颶風來嚕—對角線與方格圖之關係探討與推廣
作者: 潘建綱
指導老師: 顏祥益、黃佩瑜
得獎名次: 高屏澎區優等、全國競賽第一名
訪問時間:96 年 2 月 13 日
現就讀學校: 國立高雄鳳山高中三年級

科學創造能力指標訪談逐字稿
一、能否描述一下你自己具備何種人格特質？

答:隨性、個性隨和。興趣太廣，喜歡畫畫，喜歡數學，覺得自己蠻有創意
的，將來希望選擇工業設計的方向發展，類似人體工學，設計工業產品，
覺得設計比較牽涉到創意。
二、當初怎麼會想參加科展？

答:因為參加數理資優班，高二時有一堂課是專題研究，規定要做科展，因
為我比較喜歡數學，所以選數學組，一開始有十幾個同學選作數學的題
目，後來大都跑掉了，只剩下三個同學共兩組，我和另一個同學同一組，
題目是那位同學在翻閱數學思考這本書時，提到一個關於矩形對角線的問
題:「方格紙上畫一個三格乘五格的長方形，並且連起一條對角線，有多少
方格和對角線接觸?」，於是提議做這個題目，並找顏老師當指導老師，沒
想到他蠻不認真的，只剩下我繼續研究這個題目。
三、一開始如何下手？

答:剛開始接觸這個問題時，我們毫無頭緒，因此從最小方格圖 l x l、2x1、
3x1、…開始討論到 mxn，慢慢數格子，想從其中找尋到規律性，當然這個
最後是行不通的，找不到期規律性，於是我們又去查資料，這個矩形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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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早已經有人提出來了，就是下面這個;〔 m x n (m,n εN,(m,n)= 1)的方格
圖中，對角線所經過的格子數為 m+n-l 個〕
。另外有一個推廣，就是如果是
一個比較寬的線，會如何呢，我就從這裡繼續做，把這個公式通通導出來，
導出來之後，就變成立體的，從直線、平面、到一顆球。
四、之前書裡有沒有討論這些部分？

答:只有提到有寬度的線，沒有提到立體的部分。
五、為什麼會想到往立體的方面做研究？

答:做完平面當然就作空間，這沒什麼好講的，一定就是如此，否則就沒什
麼看頭了。
六、前前後後花了多少時間在這個研究上？

答:大概一年左右，從一年級下學期暑假左右，到二年級的七月，期間要上
網，要和老師討論。
七、在準備過程中得到何種協助？

答:指導老師幫忙找一些外國的文獻參考資料，同時介紹一套很棒的軟體
(GSP)給我，我用這套軟體畫了很多圖，解決了很多問題，空間也是用軟體
畫的，用阿瘦工坊一個網站裡有 GSP 的三 D 座標軸來畫圖。
八、有軟體也要懂得去應用它，把構想的圖畫出來？

答: 對。
九、那個部分是最讓自己得意地方？

答:就是有一個 3 x4 x5 的三 D 座標軸，一顆球在電腦螢幕上跑過去，在電
腦螢幕上顯示出球移動時，很明顯的一顆球跑出一個圓柱體，為了畫那個
圖，卡了很久畫不出來，這個部分也是最困難的地方。
十、後來怎麼解決問題的？

答:宜蘭羅東高中的阿瘦老師就是工坊的班主，我和他討論，他幫忙想出如
何呈現。
十一、從初賽到複賽作了何種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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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加入了空間的理論。
十二、做很久作不出來時心情如何？

答:還好吧，就等待吧，畢竟公式的部分都已經導出來了，如果圖能畫出來
總是比較具體。
十三、公式是怎麼導出來？

答:在研究目的中可以看出我這有很多種情形的討論，最後的球體是只有解
題方法，沒有公式，有寬度的線公式就導出很多。
十四、高中以前最有興趣的事是什麼？

答:畫畫，小時後學過素描，但最喜歡的是畫漫畫。
十五、得獎的感受是什麼？

答:很高興，因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感謝主。
十六、

有沒有想過將作品繼續延伸研究下去？

答:這個作品有達到一定的水準，如果要做下去的話，就是做在空間中，邊
長不是整數的情形;或是平面中，邊長不是整數、有寬度的拋物線的情形，
這個部分困難度相當大，我曾和黃老師討論過，但難度很高。
十七、兩位指導老師提供哪些協助？

答:顏老師在前半部參加區賽時提供許多協助，除了前面提過介紹我使軟體
繪圖以外，也經常督促我做，他知道我會怠惰，黃老師則經常給我一些點
子，例如由空間轉平面，像圓柱跑過去，將每一層切、切、切，再投影、
投影、投影，在這一層中可以碰到幾個點，就是她的點子給我的靈感，這
個空間裡面的點，就解決了很多問題，例如在有寬度的線這個研究中，寬
度的線，裡面會多碰到幾個格子點，再加上原本的線，所碰到的格子點，
全部加起來就是有寬度的線有寬度的線索碰到的點。
十八、黃老師怎麼會提出這樣的想法呢？

答: 我在做研究的時候，黃老師也很認真的在思考這些問題，我用我的方
法解題之後，會去和她討論，討論過後她也會提出她的想法，她要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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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並決定哪一種方法較好，有時我的方法比較好，有時
她的方法比較好，就產出這樣的結果了，像格子點這個就是我想出來的，
我發現這個(線)這樣下來，會多碰到一個格子點，這個下來，就碰到這一
個，這個下來，就碰到這一個(當場作品的描述，參考作品第 9 頁) ，可是
這一個多下降 1/7、2/7、3/7…，就會碰到隔子點，是黃老師先發現的。
十九、和黃老師學習那麼一段時間，有沒有一些例子是你先想到？

答: 當然這個情況就是一直反覆，反覆討論，老師有時候想法也會卡住，
我也會提醒老師，例如:老師是數學系畢業的，想東西非常有邏輯性，有東
西出來一定要證明，一定要證明出來才能用，我不是啊，學生嘛，看到題
目可能憑直覺就切進去做，三兩下答案就出來了，反而老師會很訝異的問
怎麼做出來的，問我怎麼證明，我也不知道，許多時候就是憑直覺，然後
答案就出來了，像考試時許多數學題目之前沒看過，要如何作答呢？遇到
這種情形，通常可以畫圖的我會先畫圖，例如座標軸畫出來，答案就出來
了，或是看到幾何的題目，第一個想法是從那裡切入，答案可能就出來了，
老師問為什麼這樣想，這樣做，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並不是學了很多的
邏輯推理能力，去導出來結果，可能只是憑對數學的直覺，很快就看出來，
就找出答案，老師有時還蠻懊惱的，花那麼多時間去推理、證明，還不一
定找到結果，結果學生在很短的時間，三兩下搞定，其實學生常有很多奇
怪的想法，老師都想不到，老師在課堂上教數學時，其實蠻乏味的，不茍
顏笑，在黑板上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的解題目，有些比較主動的學生會告
訴老師，用其他什麼方式就解出來了，老師會請該名學生上台做說明，老
師在旁邊看，會訝異如此快速的解題方式，有時候覺得是老師學太多，思
考有僵化，不夠靈活所致，學生沒有學很多，思考比較不會受到限制，不
一定要走那一條路，想法很直接，繞過去，就解，答案就出來，很像空降，
當然也會有做不出來的時候，那就要再想別辦法，有時想很多種方法都解
不出來時，還是要去問老師，循既定的形式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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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常有這種情形嗎？

答: 在資優班裡大家都很強，所以常有很多很特別的想法產生，有時月考
的題目，有時只憑一把尺測量答案就出來，將複雜的題目直接找答案，不
要太執著用那種方法解題，有時考試時時間的應用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當
然事後老師還是會告訴我們正統的解法，畢竟這是解題的基礎，基礎是一
定要具備的，如果沒有基礎，很難有直覺，一定要對數字有概念，例如看
到 225，就會想到是 15 的平方，學數學有時對數字會變的蠻敏感的，像看
到車牌號碼，1024，馬上想到 2 的 10 次方，諸如此類。
二十一、 為什麼想到用 1/7 去解釋？與橫座標定 7 個單位長有關嗎？

答: 是，當初是看這個圓心到斜線的距離，遇到最近的格子是 1/7，圓往上
遇到第二個格子點的最近距離是 2/7，然後 3/7…，如此就有一個頻率出來，
當座標軸改成 m 或 n 時，則碰到格子的距離就改成 1/m，1/n，先劃一般的
圖，在來是粒子的圖，再來是(m ,n ,r)立體的圖，對照的公式在後面。這裡
會分很多類，我們先從 m ,n 互質開始做，然後是 m ,n 不互質，在 m ,n 不
互質這裡的技巧，就是把她切成幾個 m ,n 互質的小區塊來處理，想通了這
點，後面畫圖就很順了，很多情況就解決了。
二十二、 後來怎麼處理這個部分？

答:設想圓半徑是 1/2，這條有寬度的線直徑就是 1，在做立體圖時，就直接
以圓半徑 r 幫做另一個變數，考慮(m ,n ,r)三個軸做立體圖。
二十三、 當初那個部分是你的方法，你想出來最好的部分？

答: 圖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畫的。
二十四、 家人對你得獎抱持的態度如何？

答:媽媽覺得不可置信，其實媽媽不太贊成我花太多時間做科展，因為科展
的準備須非常多時間，會花許多時間在電腦上，家人不喜歡我花太多時間
在電腦桌前，他們希望我將時間放在準備考大學這件事上。
二十五、 這段時間因為參展所做的學習，你自己覺得有何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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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在思考數理題目時多少會受影響，看到題目時切入的角度會不一樣，
自己覺得學到最多的，就是和教授的互動，全國科展有兩次教授的面試，
原來和他們對談，因為之前沒演練過，所以非常緊張和膽怯，後來在告訴
他們我的作品時，發現他們和一般人並沒什麼兩樣。
二十六、 自己的作品和其他參展的作品相比，最大的特色在哪裡？

答:最大特色應該是我的作品會動，剛好這次全國科展的主審，原本也是在
GSP 動畫上很有研究，後來他改用其他國家發展的軟體，他對會動的東西
特別有興趣，評審當天他也帶了筆記型的電腦，我們還一起討論我的作
品，我問他如果我的作品用他的那套軟體會呈現什麼結果，教授當場表演
了一段圓柱體移動的狀況，當然教授也蠻得意的，所以我的作品讓他印象
深刻吧。
二十七、 所以這次得獎作品，電腦動畫的製作是很重要的因素，關於數學

的部分呢？
答:數學的部分就是幾何和公式的推演，推公式的部分有大量的數字和須尋
找他的合邏輯性和規律性，要觀察那裡有規律性，然後再用公式去推。
二十八、 有沒有想過作品的實用性？

答:關於颱風來襲時，氣象局提供預測的颱風路徑圖和暴風圈範圍(圖上有
顯示經緯度)，如果可以研究成功，將可以更準確的告知民眾做好防颱準
備，只是這各路徑更無規律性，它是比拋物線還更難的線，因為它的行經
路徑可能是鋸尺狀，或不規則的亂跑，要把它經過的經緯度畫出來，格子
算出來，目前的這個研究只做到有寬度的線行經的路徑，我還沒有做到這
裡，還沒做出有寬度的拋物線行經的路徑圖。另外空間中的研究，颱風是
發生在一個空間中的事件，我們要做的是在空間中，一個有寬度的球，這
樣跑，所跑出來的線，將這裡切出一個個的平面，再投影，就可以做出來，
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做的，目前也還沒做。
二十九、 什麼時候才開始喜歡數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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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國三吧，大概是開竅了吧，突然覺得數學好好玩，就一直一直算。
三十、選擇唸數理資優班的理由？

答:國中時就是唸數理資優班，但是唸的狀況並不理想，自己就很混，上課
也沒有好好上，國三畢業時考學測的分數可以去考鳳中的資優班，當時自
己並沒有很大意願想唸，後來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去考，考上了就唸了。
三十一、 後來唸數理資優班的心態如何？

答:因為是集中式的，看到大家都很認真，自己也改變心態，變的比較認真，
就是有那個風氣吧。
三十二、 平日喜歡的消遣式什麼？

答:打球、畫畫、彈吉他、唱詩歌。
三十三、 宗教信仰對自己的影響是什麼？

答:很大，以前我的脾氣很不好，EQ 也差，入了教會後改變很大，做人做
事、待人接物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變得不愛生氣，人緣也變好了。
三十四、 家人的管教方式如何？

答:小時候媽媽管得很嚴，現在可能是比較大了，有比較大的自主性，但該
管的時候還是會管，比較自己和弟弟，媽媽對弟弟的管教方式較為放任，
弟弟的服從性也比自己差，至於這種差異，應該只是一個過程吧，弟弟的
主動性較好，我比較愛玩，坐在書桌前，心想的可能是漫畫，如果不是媽
媽管教，大概也無法得獎吧。
三十五、 最喜歡看的漫畫有何特色？

答:最喜歡一部日本的漫畫—海賊王，因為作者把許多素材加進去，且加進
去的東西都有根據，他看過很多東西，這些東西有典故，有出處，再加上
人物的描述非常有創意，例如武器、動物、船、地形，只要你多少讀過一
點書，看了就會覺得訝異，作者怎麼能將這些東西組合起來，他怎麼想得
到這些，就覺得他創意十足，有時唸書唸到期中某個部分會想到漫畫中的
某一段有用到這種描述，一般人看漫畫可能只是看他的內容、劇情，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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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喜歡畫畫，所以會特別留意他的畫風、背景，整體看起來很粗懭，
把熱情加進去。
三十六、 畫漫畫對自己有何影響？

答:利用畫漫畫把自己的創意紀錄下來，課本上、筆記本到處都是，最開始
也許是模仿，到最後我也有自己的海賊團。
三十七、 這些學習與將來的興趣能結合嗎？

答:這也是一種創意嘛，因為工業設計就需要創意呀。
三十八、 對創意如何定義？

答:要有創意，要先了解別人的作品，先能了解別人作品有何優缺點，優點
的地方學起來，那裡是可以需要改進的，最後在設計出自己的東西，因為
還是學生最能利用的就是紙和筆，所以用畫的方式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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