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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我國教育部近年大力提倡創造力教育，國中九年一貫生活科技
課程也開始重視並嘗試具有創造力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夠具有問題解
決以及多元思考的能力，而心智繪圖亦是強調創新思維啟發的輔助思考
工具。因此，本研究探討心智繪圖教學實施在生活科技課程上，對國中
生科技創造力之影響。透過準實驗教學活動的進行，了解心智繪圖教學
模式是否有助於國中生科技創造力的提升。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國中九年級的六個班為研究對象，分別各選取三
個班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組接受心智繪圖教學；控制組接受傳統講
述教學，兩組同時進行八週「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教學活動。本研究
使用 2005 年葉玉珠編製的「科技創造力測驗」評量學生創造表現前後
測差異之工具；另外採用張玉山於 2003 年所編製之「構想創意評量表」
作為學生作品評量工具，獲得量化資料後再以 t 檢定、平均數、標準差、
共變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並且利用課堂觀察、課後訪談以及學
生所繪之心智繪圖等質化資料進行探討，研究學生的科技創造力是否有
所影響。本研究主要結果如下：
一、 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意思考能力的提升具正面影響。
二、 心智繪圖教學對提升國中生科技創意思考能力顯著優於傳統講述
教學。
i

三、 心智繪圖教學對提升國中生科技創造表現顯著優於傳統講述教
學。
四、 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造歷程具正面影響。
五、 心智繪圖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造歷程具不同影
響。

關鍵詞：科技創造力、心智繪圖、科技創造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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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Influences of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 on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A Case Study of
Designing Green Buildings on Campus
Author: Li-Hsiang, Wen
Adviser: Shih-Kuang, Hou., Yu-Shan, Chang

ABSTRACT
Education on creativity has been advocated and promo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courses of living
technology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Grade 1-9 curriculum focus
on students’ abilities of diversion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which can
be aroused by mind mapping, as known as a useful tool that emphasizes the
inspira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s that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in the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might have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Quasi-experimental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and conducted to six classes of Grade-9
students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Whether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in the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or not is thus understood through the activities.
Three of the six classes were experimental group in which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were implemented while the other three were baseline group and
were given traditional lectures only. A teaching activity of “Design a Green
Building on Campus” had also been applied on both groups for eight weeks.
In this research, “The Test of Creativity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Yu-Chu
Yeh (2005) is used to collect data which show the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creativity performances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Scale of
Designing Creativity” designed by Yu-Shan Chang (2003) is also adopted to
iii

assess students’ works. All the data obtained were analyzed by t-test, Median,
Standard Division, and ANCOVA.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in the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ntribute to inspiring creative think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in the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significantly excel traditional lectures in inspiring creative think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in the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significantly excel traditional lectures in enhancing performances of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4.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in the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ntribute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technological creative produ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5.

Mind mapping instructions in the liv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from traditional lectures on technological creative
produ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mind mapping, technological creativ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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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並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說
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且針對研究範圍與限制及重要名詞解
釋進行定義，以使本研究的進行更為嚴謹。本章共分為以下四節：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三、研究範圍與限制；四、
重要名詞釋義等。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廿一世紀是快速劇變的時代，科技迅速發展與流通，社會多元化的
腳步也越來越快，人類正面臨「第三次產業革命」－一個以「腦力」決
勝負的「知識經濟時代」
。此時，擁有創新思考、批判思考或解決問題
之能力，皆是成為未來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教育部（2006）創造力教
育計畫於中華民國 95 年啟動「創意學校建構計畫」與「創意學院推動
計畫」鼓勵各中等學校與大專學院為單位建構創意教學環境。迄今已補
助全國超過五十所中等學校與大專院校，透過組織經營創新實驗、校園
場景創新實驗、教師創新能力提昇、課程與教學創新實驗、創意學子人
才培育，提昇教育視野，發展各校創意特色。創新可視為一系列知識生
產、知識利用以及知識擴散的歷程，而創造力就是創新的火苗。因此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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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02a）。
對於學校教育的重點應在於教導學生創造思考的方式和過程，至於
結果並非絕對重要，讓學生在學習創造思考的過程中逐漸培養創造力，
也讓創造品成為創造思考的自然結果（毛連塭，2000）。在教學方法方
面，強調發現、分歧或發明的學習活動、類似遊戲情境的學習，以及幻
1

想協助的學習，可能要比傳統方法（如面對面演講或背誦學習）來得有
效（Cropley, 1992）
；而著重創造力的教學方法也可以對學生的學習動機、
對學校的態度及學生的自我形象有相當正面的效果。
心智繪圖是一種將觀念圖像化的工具，藉由線條、符號、圖案、文
字等各種方式連結，可以快速記錄資訊與想法的圖像式記憶法，運用視
覺的顏色、符號與圖案的開放特性，較概念圖更能吸引學生注意力（林
惠珠，2006），透過心智繪圖這類整合式、放射狀、組織化的方式來收
集和學習新的訊息，無論是學習新訊息或回憶既有訊息都會變得更加容
易（Buzan, 2003）。運用心智繪圖，學生能夠將大範圍的知識組織，並
且儲存於小範圍裡（Huba & Freed, 2000）
。在我國國中九年一貫課程中，
較少使用到心智繪圖的教學法，利用心智繪圖的技術在生命科學與社會
研究的經驗下發現心智繪圖是能夠增強學生的思維能力與創造力
（Derelioğlu, 2005）
，但是在生活科技課程方面非常稀少進行此類應用，
生活科技課程近年來著重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啟發學生獨
立思考，藉由有系統的設計規劃，加強創意構想的發展延伸性，讓產品
更有獨特性與精緻度。
因此，有別於傳統的教學方式，本研究以「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
為例，將心智繪圖教學融入國中生活科學課程中，探討能否藉由心智繪
圖將所得到的資訊整合並組織的特性，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
能力，藉以了解學生的科技創造表現與科技創意思考中是否產生影響，
驗證學生科技創造力的差異，再透過學生訪談，分析傳統講述式教學與
心智繪圖教學對於科技創造歷程之差異，並且在最後提出建議讓教師有
更加深入的了解，使國中生活科技課程能有更有效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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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採用心智繪圖教學來進行國中生活科技課程教學，藉以探討
國中生生活科技課程中，採用心智繪圖教學與一般以講述為主的傳統教
學對於科技創造力的差異，並根據結果提供國中生活科技教師日後發展
學生科技創造力之參考，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 探討國中生在心智繪圖教學中的科技創意思考能力。
(二) 探討心智繪圖教學與科技創造力的關係。
(三) 分析國中生在心智繪圖教學中的科技創造歷程。
二、待答問題
誠如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待答問題有以下五項:
1.1 接受心智繪圖教學的國中學生，其科技創意思考能力如何?
2.1 不同教學方式對國中生科技創意思考能力是否有顯著的影
響?
2.2 不同教學方式對國中生科技創造表現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3.1 國中生在心智繪圖教學下的科技創造歷程為何?
3.2 不同教學方式對國中生科技創造歷程是否產生不同的影響?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教材內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台北市某國中九年級六個班為實驗研究對象。
(二)、教材內容
本研究使用自行設計符合國中生活科技課程指標之校園綠
建築設計單元教學活動，內容主要以國中九年一貫之「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規範之領域次主題中的「居住」、
「資源保育與
利用」
、「能源開發與利用」、
「環境汙染與防治」為教學活動編
制範圍 。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著重探討心智繪圖教學對於學生的科技創造力表現之
影響，基於創造力在科技教育的發展與推動上，僅對於學生科技創
造力中的創意思考、創造表現、科技創造歷程為研究的項目，無法
對其科技創造力各分項進行完整的討論。
本研究對象未將其性別、家庭背景、人格特質以及有無受過相
關訓練等個別差異條件列入討論範圍。
本研究僅能對心智繪圖教學在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中作探討，
研究結果不能推論至其他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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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一、心智繪圖教學
心智繪圖（mind mapping）是將中心主題具象化，以一個主題為中
心概念，在從中心分支出去，與其他相關概念相連接，依照此方式不斷
向外擴散，可以用來訓練思考能力、創意聯想、記憶力等，心智繪圖是
一種將觀念圖像化的策略，藉由線條、符號、圖案、文字等各種方式連
結，可以快速記錄資訊與想法的圖像式記憶法。心智繪圖教學則是以心
智繪圖為主要教學工具結合各課程內容，讓師生能夠於課堂中利用心智
繪圖融入教學使學生的思考能力與方式有所拓展。本研究將探討心智繪
圖教學運用在國中九年一貫生活科技課程中，對於學生科技創造力是否
能有影響與差異。
二、科技創造力
在科技活動中發揮創造思考，使用相關工具與知識技能形成具有科
技思維的概念，實際動手製作產出科技產品時所表現出來的創造力就是
科技創造力，科技創造力強調科技創新產品產出與問題解決思考的創意
思考表現能力。本研究將施以葉玉珠（2005）編製的「科技創造力測驗」
作為學生創意思考能力的評量，並以張玉山（2003）所編製的「構想創
意評量表」作為學生在創造表現方面的評分依據，觀察科技創意思考與
科技創造表現兩變項是否有顯著差異，並利用課堂觀察、教學活動結束
後對學生進行訪談、分析學生的心智繪圖筆記等方式來觀察學生的科技
創造歷程中有無差異存在。
三、校園綠建築
綠建築是一種注重環保的新式建築理念，強調永續發展、共生、節
能減碳為出發點，我國內政部對綠建築的定義：「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的建築物」，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依照四大指標群的方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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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出綠建築九大評估指標「生物多樣性、綠化、基地保水、日常節能、
二氧化碳減量、廢棄物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污水垃圾改善」，凡
規劃設計合於內政部綠建築評估指標標準之建築物方能申請綠建築標
章認證。校園為學生教育學習的場所，近來年環保意識高漲，政府大力
推動環境教育，成為環境永續經營發展的途徑，由綠建築與校園結合改
造開始，教育部（2002）永續校園推廣計畫中提出綠建築與校園必須相
互結合，讓每個學校都能擁有所屬特色的校園綠建築讓環保永續經營的
觀念能夠成功推動。本研究將以校園既有建築為基底，將綠建築的理念
配合校園建築讓學生設計出創意環保節能校園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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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對本研究的主題進行相關文獻的探究討論，內容共分以下
四節：第一節為探討心智繪圖的意義與使用；第二節為探討科技創造力
的意涵；第三節為校園綠建築的發展；第四節為心智繪圖教學與科技創
造力的相關理論。

第一節 心智繪圖
一、心智繪圖的意涵
心智繪圖是由英國的 Tony Buzan 於 1970 年代提出的一種輔助思考
工具。心智繪圖通過在平面上的一個主題出發畫出相關聯的對象，像一
個心臟及其周邊的血管圖，故稱為「心智繪圖」（Mind Mapping）。陳
崗熒（2010）認為由於這種表現方式和人思考時的空間想像比單純的文
本更加接近，已經越來越為大家用於創造性思維過程中。在語義的網狀
結構（Semantic network），因一個瞭解人類學習的理論在 1950 年代後
期發展起來，並且在 1960 年代早期由 Collins 和 Quillian 發展成心智繪
圖。由於 Collins 的貢獻和公開研究（在學術、創造力和生動的思考上的
成果），他則被認為是心智繪圖模型之父。
心智繪圖及其相關類似概念被教育學家、工程師、心理學家和其他
學家使用在學習、腦力激盪、記憶、視覺記憶和解決問題已經有幾世紀。
而在上世紀這位有名的思想家 Buzan 宣稱發明心智繪圖模型。他說他的
想法來自 Alfred 的普通語義學（General semantics），那是一本有名的科
幻小說。他發展一些早期心智繪圖的例子，並且生動地將亞里斯多德的
概念顯現出來。哲學家 Llull 也同樣使用這些心智繪圖，Lamont（2009）
更進一步證實古代哲學家利用心智繪圖表現出腦中思維的程序與關係，
7

並且能夠幫助注意力集中。使用心智繪圖也能夠幫助使用者更準確的反
應出個人思緒與經驗，容易讓心智繪圖的使用者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產
生良好的研究結果幫助使用者進行自我了解。
「心智繪圖」的構思源自於大腦樹狀圖的組織，而且每一突觸能在
瞬間聯絡上萬個大腦細胞，它可以為我們開啟大腦無限的潛力，從它的
放射式聯想結構，每一個心智圖中的關鍵字或圖像都可以激發大量的想
像及聯想，具有以下的四項功能（孫易新，2001）。
（一）記憶：運用右腦的長期記憶和歸納整理能力，就像電腦的超強
記憶一般輕易的就可以喚起，減少思考所花費的時間。
（二）分析：將繁雜的事物切割成若干片段，有助於分析和了解，且
輕鬆愉快。因為心智繪圖使用到左腦的分析、邏輯歸納技巧、
及右腦的整體性考量功能。
（三）創意：充分使用右腦的色彩、圖形、想像力等技巧及左腦的量
化及邏輯等能力，可使創意有無窮的變化。
（四）溝通：運用到全腦的所有技巧，左右腦的理性與感性能得到平
衡發展，有助於人際溝通，生活充滿喜悅。
根據 Buzan 的論點，他認為心智繪圖的發展以下四個特點
（許素甘，
2004）：
（一）資訊處理應具網狀結構或平行方式：人類如果能夠利用視覺、
聽覺、動覺等三管齊下，學習效果就可以大大的增強，所以網
狀結構或平行處理資訊方式，才是符合人腦思考的模式。
（二）未來的知識必定以文字和圖像同時儲存：人類語言的創造來自
溝通的需求，而文字與符號的創造是溝通需求的延伸。因此人
們在使用文字與符號時，是先在腦中形成圖像，將圖像與思想
8

觀念銜接起來，然後再以適當的文字與符號來表徵，因此可以
使欲表達的資訊更為貼切。
（三）與大腦神經組織相似：放射性思考（radiant thinking）是人類大
腦的自然思考方式之一，每一種進入大腦的資料，不論是感覺、
記憶或是想法，包括文字、數字、符碼、食物、香味、線條、
顏色、意象、節奏、音符、文章等，都可以成為一個思考中心，
再從這個思考中心向外放射出成千百萬的聯想，每一個聯想又
能散發出無數的線與其他資料連結。這些連結就是你的記憶，
也可以稱做資料庫或圖書館。不管你腦中現存有多少資料，也
不管這些資料所產生的關連性有多廣，你還是有發展放射式思
考的潛力，而心智繪圖法是一種將放射性思考具體化的方法
（引自羅玲妃譯，1997）。
（四）效法大自然的結構：達文西督促科學家、藝術家在追求知識、
了解知識時，務必「直接師法自然」，大自然裡蘊藏著許多奧
秘，如植物的成長、物體的運動、星辰的運行、生命的興衰等，
仔細去觀察時，道理與原則就在其中，如阿基米得原理、愛因
斯坦相對論等，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能將閃現在腦海中
的影像，化為自然的型態，繪出屬於自己的心智繪圖，才是心
智繪圖的真正精神。
心智圖延伸向許多不同形式發展，同時也在包括學習、腦力激盪、
教育、文檔規劃在創意、記錄筆記和工程圖表等場合中廣為應用。在藝
術家 Margulies（1991）出版的「Mapping Inner Space」也是一本很好的
心智繪圖工具書。這本書重點放在創造象徵符號與圖像，並指導如何幫
助學生使用這項有利的學習工具。Hepworth（2011）也認為利用心智繪
圖突出的文字顏色在製作筆記上對於接受訊息的統整有極大的幫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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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鼓勵學生使用此方法增加視覺感官的功效來幫助學習。在學校教育中
大多集中在左腦活動，相較之下學生若能夠多啟發右腦將能更占優勢
（Yasar, 2006），利用心智繪圖大量運用右腦的特性可使學生的學業表
現較具優勢。
心智繪圖是一項可以幫助你看到整體圖像，快速而輕易地抓住複雜
想法，以及看清想法與過程之間關係的簡單技巧。當具備了心智繪圖地
基礎之後，就可以近一步來畫心靈景象圖（Mindscape），他是一種比較
沒有結構與規則的圖示方法，用來檢視整體環境及主題的細節資料，開
放的結構可以讓新想法隨時加入，只要想法與整體圖像相符即可。
Yeomanson（2009）指出心智繪圖利用繪圖與著色似乎像是兒童使用的
方法，但卻能夠讓有想法的人輕易的鼓勵自我以及增加自我的積極性。
心智繪圖及心靈景象圖是組織資料、產出觀念、與人溝通、解決問題、
創造學習與思考環境的有利方法（引自許舜青譯，1997）。
二、心智繪圖的步驟
要使大腦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與資訊連結，資訊就必須以能輕易「插
入」的形態存在。若大腦主要以環接及融合的方式與關鍵概念產生互動，
我們所寫的筆記，字與字之間的關係，在許多情況下就應該以這種方式
組合，而不是傳統的行列式。
Wycoff（1991）在 Mindmapping 一書中提到，Buzan 所發展與研究的
技巧，有下列幾項要點步驟：
(1)將一個想像或問題的代表圖型或訊息，繪製在白紙的中央。
(2)放鬆思考自由聯想讓想法源源不絕。
(3)使用關鍵字代表想法。
(4)每一條線代表一個關鍵字。
(5)豐富的色彩強調新想法。
10

(6)運用想像力與符號來凸顯想法，並作其他的相關聯結。
在進行心智繪圖時必須要突破自我的侷限與心理障礙，利用聯想能力
添加空白支幹、加入圖案與符號，再快速的複習自己的作品，以正面積極的
心態來使用心智繪圖創造自我學習空間。孫易新（2002）指出初次使用心智
繪圖時都會發生幾種容易產生的錯誤步驟：以一種顏色來繪製心智圖、每條
分支線超過兩個字彙、書寫太過潦草以致於最後複習工作難以進行、文字與
圖型未拓展無法充分利用整張紙的範圍。
Buzan（2003）表示，與其用從上而下的方式閱讀文句或是列表，
我們更應該由中心觀念為起點，再以各種概念向外分出支幹，而不是從
上到下一句句、一條條寫下來：
(1) 明確定義中心思想。
(2) 指出每個想法間的互相重要性。靠中心點的比較重要，靠近周圍
的較不重要。
(3) 因為關鍵概念間的遠近及關連，其連結程度即可一目了然。
(4) 基於已得知的結果。回想及複習將更有效率且加快聯想速度。
(5) 心智繪圖的結構性將允許隨時加上新想法，而無需雜亂地塗改。
(6) 每一幅心智繪圖都將有別於其他，將有助於任何時候回想。
(7) 心智繪圖具有開放的特性，對於較具有創造性的領域更容易產生
新的聯想。
Buzan 在列出以上心智繪圖的要點之後又根據每項要點訂定出心智
繪圖的繪製步驟與原則（引自陳素儀、孫易新譯，2007）：
(1) 先在中心點繪製一個彩色圖像。圖像通常「勝過千言萬語」並能
在強化增強記憶的同時激發創造性思考。將紙張橫放在面前。
(2) 以圖像貫穿整張心智圖。如同第一項所述，圖像可以刺激大腦皮
層的活動過程，並吸引視覺的注意，幫助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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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字必須以印刷體書寫。為了便利回頭重讀，印刷體字型較能
提供清晰、易認、易於了解及圖片式的回顧。多花一點時間用印
刷體來記錄，於複習時則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文字應寫在線條上，同時線條與線條要彼此相連。這樣做才能確
保心智繪圖的基本架構。
(5) 每一個支幹線上只寫一個關鍵字。這樣能讓關鍵字與關鍵字間有
更多連結的空間，並提供更多的自由度以及彈性。
(6) 在心智繪圖中使用不同的顏色，如此才能強化記憶，使視覺產生
深刻印象，並激發正確的皮層活動。
(7) 為了激發創意的活動，應讓頭腦擁有充分的「自由」。任何關於
事情開如何發展或包括那些事項的「思考」
，只會延緩整個過程
的速度。
這樣的用意為的是讓大腦根據中心主題概念，發展出任何可能的想
法。因為頭腦產生想法的速度較書寫速度快得許多，接近於毫無停頓，
在思考遇到瓶頸時，應該毫不猶豫地繼續書寫下去，Zahorsky 與 Hansen
（2011）提出使用心智繪圖的美妙之處就是在於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就
可以將各個項目快速地記錄下來。透過此種方式可以將概念順利串連起
來，將心智繪圖使用者分散的知識與經驗取得聯結，不必擔心順序或組
織的問題（Daley，2004），若未能即時整理資料時，在進行最後檢查時
則可以做出必要的調整，Gnezda（2011）也表示腦部進行創造性思維時
會同一時間思考多種訊息與想法，並且分散思考從廣大的創意想法中找
出關聯性，再利用不同的組合產生出創新的想法。
三、心智繪圖教學的應用
條列式的記錄重點是學生慣用的上課筆記方式，但是往往整理完筆
記後，仍無法留下印象在記憶深處。心智繪圖採用放射狀思考法來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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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傳遞訊息的方式；而「圖像」是大腦用來處理記憶的方式，心智繪
圖也讓學生利用繪圖的方式輸入記憶至腦中，例如我們在作夢時，夢中
的情節一定是以圖像來呈現，而不是一段文字，因此唯有將要記憶的東
西，轉換成圖像，記憶才能長久。Courtney（2010）指出大腦經由頻繁
地腦內激盪可以引導思考的整體概念，並且增加創新想法的質量內涵，
所以心智圖法，則是結合放射狀思考與圖像的一種技法，有效運用心智
圖法，將對一個人的思考力、記憶力、組織力、企劃力、創造力，有非
常大的幫助。以下是本研究者整理出常見的心智繪圖法運用在教育方面，
請見表 2-1：
表 2-1 心智繪圖運用在個人及教育類型分析表
類型

主要概念
在閱讀時以心智繪圖的方式取代傳統的條列式筆記方

閱讀型

式，強調聯想與創造，對於主題間的關係更能夠輕鬆聯想，
使用在個人或團體方面，都可以利用閱讀型的心智繪圖法
有效率的建立自己的知識架構並且擴散思考。
在學生準備作業或是考試時，可以加入自己的想法，

思考型（Buzan, 2003）

發揮融會貫通的能力增加聯想的空間，快速整合所得到的
資訊，減少時間浪費。
不論在課業上遇到的問題或是師生同儕之間的溝通問

問題解決型（孫易新，2003）

題，利用心智繪圖來記錄並且解決問題，一步步推論與創
造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利用彼此聯結的特性增大溝通的空
間關係。
運用 Tony Buzan 所提出的主要步驟準備（瀏覽、時間

準備與應用型（MMOST）

與數量、內容摘要、問題與目標）與應用（概況、預習、
精讀、複習）克服龐大的閱讀量所帶來的壓力，快速的建
立起自己的閱讀架構。
Margulies（1991）指出：藉由心智繪圖所以用的大量

創造型

符號與圖像，有助於引起學生的興趣，讓教與學變得更想
創意，並且有效的讓學生能夠更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心智繪圖應用在教學上的方法與原理，許多企業近年來也開始
利用心智繪圖法來訓練員工例如美國的波音公司（The Boe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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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納比斯科公司（The National Biscuit Company），不僅是公司會議、準
備升等考試與演講或是學校的教室裡，利用心智繪圖全方面的聯想特點，
讓文字、圖像與空間連結（Paxman, 2011）。根據「心智圖法基礎篇-多
元知識管理系統」（孫易新，2001）一書中提到，使用心智繪圖法在企
業中有幾個從教學的觀點延伸而成的主題：(1)程序管理(2)經營管理(3)
決策分析。在經營企業運作中使用心智繪圖能夠提昇企業競爭力，激發
團隊想法與熱忱，避免開會討論時不必要的時間浪費，並且利用心智繪
圖可以對個人的社會互動性、個人經驗以及個人的自我探索更加了解
（Creswell & Plano Clark, 2007）
，Buzan（2000）認為心智繪圖即是「思
考整合的利器」，在業務拓展與員工訓練方面大大提高員工個人素質與
團隊效率，激發不同的想法與創意點子，上述也是近年心智繪圖越來越
廣泛被使用於企業中的主要原因，Mattison（2008）也在研究中指出在
企業經營中使用心智繪圖能夠對員工創造力以及企業創新能力有效提
升。
綜觀心智繪圖運用在教學與企業經營方面，心智繪圖法能夠依據不
同的需求應用在各種層面上，在教育與學習時讓教師的教學更有組織性
並且學生在學習時可以讓想法聯結擴展更多範圍，產生更多創意與不同
於以往的邏輯思維，Allen（1995）指出：「創意與天賦存在於每個人的
內在，等待被發掘，而心像創作正是打破界限、拋卻老舊概念，讓新想
法湧生的方式。」（江孟蓉譯，1998）。
綜合上述研究多數學者認為心智繪圖對於思考與創造有正向的幫
助，相較於概念圖、關聯圖等腦力激盪概念繪製工具，心智繪圖對於階
層架構的關係更加明確也能更加反映出心中所呈現的圖形，因此研究者
認為心智繪圖能夠藉由符號、圖形、關鍵字、線條聯結，組織成非文字
的視覺圖像知識管理模式，將資訊轉為知識，再將知識有效地儲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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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利用較其他概念繪製工具適合使用在需要學生發揮創意的生活科
技課程中。Zampetakis、Tsironis 及 Moustakis（2007）認為心智繪圖運
用在教學上對於學生團隊合作及創作價值上都有正面的幫助。有學者建
議利用心智繪圖所提供具有價值的方法，讓研究數據收集更加個性化與
具個人特色（Tattersall, Watts & Vernon, 2007; Wheeldon & Faubert, 2009）。
由上述所見心智繪圖是一種符合創造思考的學習記憶方法，卻在國中生
活科技課程鮮少受到使用，本研究將心智繪圖教學運用在國中生活科技
課程上，探討對於學生科技創造力的影響，期望藉由研究的發現，提昇
教師教學品質並增進對心智繪圖的了解與應用。

第二節 科技創造力
一、科技創造力的意涵
張世彗（2007）指出早期學者多數皆從創造力「4P」來探究創造力，
其中「4P」包含「歷程」
（Process）、
「個人的特質」
（Persons）、
「產品」
（Product）以及「壓力/環境」（Press/Place），請見表 2-2：
表 2-2 不同取向的創造力定義
取向

歷程論者
個人特質論者
產品論者
壓力/環境論者

內涵

「創造力」乃是自意念的萌生之前至形成概念和整個階段
具「創造力」者擁有某些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
「創造力」是產生獨創的、新奇的、適當的和有價值產品的
能力
創造力的發展是「壓力或環境「刺激下的產物

資料來源：整理自張世彗（2007）

「歷程論者」著重於探究產生創造力的過程與階段（Gallagher, 1975）。
而創造乃是創造人和創造品之間的一種生生不息的關係（郭有遹，1983）。
創造人創造了成品，這些創造品又會成為創造人的一種智能，做為創造
人再新創造的基礎。然而創造的活動應包括創造人、創造行為和創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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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
創造行為
創造者

創造品
創造過程
圖 2-1 創造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毛連塭、陳龍安、郭有遹、林幸台（2000）
。

創造行為可說是創造者為滿足創造動機所進行以目標為導向的行
為。在此歷程中，創意蘊含了人、行為技巧與產品，取得具有內涵創造
性的設計主題，再依據此設計主題去選擇適合的創意技巧來進行創意設
計，才能獲得創造性的成果（李國光、賴明豐，2000）。
「個人特質論者」方面 Sternberg 與 Lubart（1995）就認為構成創造
力所需的人格特質包括：(1)面對障礙時的堅持；(2)願意冒合理的風險；
(3)願意成長；(4)對曖昧不明的容忍；(5)接受新經驗；(6)對自己有信心。
葉玉珠（2006）指出過去三十年來，從「人格特質」的觀點研究創
造力即主導了創造力研究的方向，創意者的個人特質一直是創造力研究
的主要重點。研究創造性個人特質的方法主要有下列三種（Amabile,
Conti, Coon, Lazenby, & Herron, 1996）：
(一) 研究眾所皆知的創意個人之傳記或自傳，以定義其獨特的智能
和人格特質。
(二) 在實驗室中研究一個或少數具有創造力者，以了解創造力能力
的個別差異。
(三) 對一班樣本施以人格、智能和創造力測驗，藉由比較創造力的
分高分者與低分者，以了解個別差異；此為最常用的方法。
「產品論者」主要是針對界定產品或作品創造力的標準。Perkins
（1988）認為創造力應包含下列兩層意義：(1)創造力的結果應是獨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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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2)一個具有創造力的人是不斷產生例行創造力結果的人。而
Sternberg 和 Lubart（1995）則指出，「創造力」乃是產生新奇、適當與
有品質產品的能力。
Jackson 及 Messick （1965）認為創造性產品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在常模的脈絡中是不尋常的、不恰當的，而且產生令人驚奇與
滿足的效果。
(二)必須超越傳統的限制並產生新的形式，而不僅是改善舊有的事
務。
(三)必須具有「創造性壓縮」（creative condensation）的特性，即創
造性的產品應兼具簡單性與複雜性。
「壓力/環境論者」乃著重在了解壓力或環境對創造力表現的影響。
Oldham 和 Cummings（1996）發現，處於複雜性及挑戰性工作情境，以
及主管抱持支持態度的員工，最能產生富有創造力的產品。
綜合過去創造力的定義與模式，創造力乃個體在特定領域中，產生
一個在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的產品之歷
程；亦即創造性產品乃為個體的知識、意向、技巧與環境互動的結果。
個體的知識（含經驗）
、意向（含態度、傾向、動機、承諾）
、技巧/能力
均屬個人特質，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組織環境及社會文化體系則為
影響創造力發展的主要環境因素（葉玉珠，2006）。
然而創造力的探討與研究在國內外已經進行多年，但鮮少對於技能
層面相關或是專門領域的創造力教育進行探討，國內相關「科技創造力」
的研究則是在國科會1997年的提倡並且大力推動下，逐漸有專家學者開
始對於技能方面的創造力進行研究，「科技創造力」也就因此受到專家
學者的重視。
洪榮昭（1999）認為客觀的科技創造力主要與執行技術本身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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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無過去的文獻資料或產品、是否容易聯想作假設、與是否已存在
實驗製作的經驗；而主觀的科技創造力則包括知識力、思考力、行動力
與貫徹力。換言之，科技創造力不論以客觀或主觀的觀點來看，均需包
含專業知識、思考設計與實作執行等要項。
吳怡瑄及葉玉珠（2003）指出：科技創造力應是植基於科學專門知
識與產業技術創造力，主要目的為解決和改進人類生活，在科技創意思
考的過程中需經歷假設驗證的階段，並包含工具的操作與材料的處理，
最後創造出來的成果就是科技產品的發明。葉玉珠（2004）表示：科技
創造力是在科技領域中產生適當並具有原創性與價值性之產品的歷程，
這個歷程中必須包含知識、技能與情意態度的綜合應用。
林彥志、朱益賢（2006）提到：科技創造力與創造力的不同之處在
於科技創造力兼重「概念的形成」和「實作能力」，培養學生的科技創
造力意味著，學生能夠運用科技領域相關的知識與技能，透過創造思考
方法引導得出多種概念與構想，並且加以執行以製作出實際成品的能力。
換言之，學生不僅要能「想的妙」，還要能夠「做的巧」，學生將教師
教導的各種創造思考方法，運用在構想的形成、材料的選用、加工的技
巧等各方面，並實際解決教師所交付的任務與問題。這樣的學習過程是
其他課程很難辦到的，而這也正是生活科技課程的特殊之處。因此建議
生活科技教師未來應將倡導「科技創造力」，當成是科技教育工作的推
動重點，以便讓我們的學生更具有國際競爭力。
李大偉與張玉山（2000b）也強調「科技」與「科學」應分屬不同
專業領域，嚴格說來，科學提供理論基礎，讓人類可以發明更多的科技
產品；新科技的發明，讓人類藉以拓展其探索的能力，並能發展或發現
更多也更正確的科學理論，因此，兩者應是互相依存的。而「科學創造
力」主要是展現在科學理論或知識的創新，
「科技創造力」則傾向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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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活動中科技產品的發明、創新（李雅怡，2003）。
綜合上述對科技創造力的看法，本研究中所探討之「科技創造力」
乃是在科技活動中，產出具有創新性並且兼備原有價值的創造歷程，此
創造歷程包含認知產出歷程與思維創新以及技能發揮，因此本研究之科
技創造力研究藉由對於學生創造思考與創意表現來得到印證，並且能夠
對於問題解決與探索新知等能力得到提昇。
二、創造歷程
創造的歷程根據不同的定義皆有學者發表不同的觀點，近代創造力
成相關研究，開始出現由內在延伸至外在的情形出現，並且探討更多可
能影響創意的在外因素，而形成綜合的理論，Amabile（1983）指出，創
造力不能只是為人格傾向或普通能力，而是人格特質、認知能力和社會
環境的綜合（引自毛連塭，2000）。
Gallagher（1975）根據 Wallas 在 1926 年所提出的「創造歷程四階
段論」
（準備期、醞釀期、豁朗期、驗證期）
，進一步界定每階段所應具
備的思考運作和要素，如表 2-3 所示：
表 2-3Wallas 創造歷程四階段的思考運作和要素
階段

思考運作

思考要素

準備期

認知記憶

好學、維持注意力

醞釀期

個人思考

智能的自由

豁朗期

擴散思考

冒險、容忍失敗級曖昧

驗證期

聚斂思考、評鑑思考

智能訓練、邏輯推論

資料來源：整理自葉玉珠（2006）。

Ward、Smith 與 Finke（1999）從認知取向提出「產出探索模式」
（geneplore model）
，此模式包含產出產出（generative）與探索（exploratory）
兩個階段，而創新前的架構在發現和探索創意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他們認為在創造思考的過程中必須先建構內在表徵以作為發明前

19

的結構，之後再探索過程中，在依據此結構來引發聯想、分析、綜合、
遷移等創意想法。
Davis（ 1986）以 Fishbein 和 Ajzen（1975）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探討認知和使用科技的關係，他認為
創造的歷程，可從以下模式來討論：
(一 )創 意 者 用 來 解 決 問 題 的 一 些 步 驟 或 階 段 。
(二 )當 新 的 主 意 或 解 決 方 案 突 然 逬 發 的 那 一 瞬 間，是 由 於
知覺的突然產生改變或轉換過程。
(三 ）創 意 者 有 意 無 意 間 用 來 引 發 新 的 主 意、關 係、意 義 、
知覺、轉換等的一些技巧和創意構想。
李大偉、張玉山（2000a）認為：科技創造力就是在科技活動中，所
展現的創造力，其與一般性的創造力不同，科技創造力的內涵將不只是
多種意念的提出，同時，更要有工具操作與材料的處理，最後，也要有
成果的出現。
根據科技運作的基本模式，再增加一個「需求」向度，形成科技創
造力的五階段，需求、輸入、處理、結果、影響。
「需求」強調感受問
題並確認目標；
「輸入」是建立多方構思與分析解決的方法；
「處理」是
設計與實際製作；
「結果」則是判斷並歸納產出的結果；
「影響」則是最
後的評鑑。
綜合上述研究所示，科技創造歷程試一種心理歷程，包含動機、知
覺、學習、思考等概念。在本研究中，將科技創造歷程的重心放在創造
的行為過程上，討論學生創造行為與其設計構想之間的關聯，是否有不
同的差異。
在上述研究文獻中皆強調在科技的領域中，創造力的個人行為、創
造歷程、產品創新以及創造環境的支持，本研究將觀察科技行為中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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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歷程，對於被研究者的創造行為出現改變時加以探討，利用設計作品
的檔案，以及被研究者的質化訪談記錄，分析整體發展創造的歷程是否
有差異，受限於現場教學條件以及學生背景環境無法完全掌控，故本研
究僅討論科技創造力的創意思考、創造表現以及學生的科技創造歷程，
對於其他因素所導致的影響不予討論。
三、科技創造力的評量
本研究經由實施教學實驗，觀察分析出心智繪圖教學在國中生活科
技課程中對於學生科技創造力的影響，以下列舉常用之科技創造力測驗
與量表以及本研究選擇之測驗與量表加以說明。
(1) 科技創造力測驗
葉玉珠（2005）開發出一份是用於我國學童之科技創造力量
表，
「科技創造力測驗」主要綜合國內外創造力測驗相關理論與發
展研究，設計出「字詞聯想」與「書包設計」兩大測驗部分。
「字詞聯想」
包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 24 個重要基本元素，
以此方面的知識為基礎，發揮想像力推論出結果，以不同元素的
組合發想出各種產品，依此來測量出受測學生的流暢力、變通力、
獨創力與精進力。
「書包設計」在測量出學生是否能將相關科學概
念結合，在限定時間內將所設計書包產品畫出，並且註明書包之
特色以及構成此特色所需要的裝備與零件，可測量出學生流暢力、
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以及視覺造型五項指標能力。
(2) 構想創意評量表
張玉山於 2003 年所編製設計出「構想創意評量表」
，以此評
量表評量學生構想創意的思考價值。量表分為四大項評量向度：
奇特性（材料、造型、結構）、新穎性（原創性、稀少性）
、可行
性（具體性、完整性）與價值性（美觀、性能、多方面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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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創意評量表
張玉山（2002）依據國內外學者對於產品創意以及技術創造
力的思考模式架構來設計編制而成，此評量表內容包含製作精緻
度、造型設計、傳動設計以及性能表象四大項之五等第量表。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主題所示，研究心智繪圖教學對於國中生科技創
造力之影響，因此在科技創造力相關評量的選用希望能夠有效的評量出
學生的創意思考與創造表現以及觀察對於科技創造歷程的差異。因此，
選用葉玉珠（2005）的「科技創造力測驗」來評量學生「創意思考」方
面的能力，並且使用張玉山（2003）的「構想創意評量表」來評定受測
學生「創造表現」每個向度中所顯示的程度，藉以了解學生在科技創造
力的表現是否有不同於傳統的差異出現。

第三節 綠建築教學
一、綠建築的發展
自西元 1990 年末段以來，全球原油進入了價格飛漲的時期，從每
桶原油 30 美元飆漲至每桶 140 美元，造成物價快速提高，原物料也一
起飆升售價，迫使人們開始尋找替代性能源以及減緩石油用量的方法，
節能減碳就成了近十多年來全球大力推動的目標，在建築等民生方面各
國開始提倡永續經營的理念，增加建築物永續使用的期限，聯合國分別
於 1992 年、2002 年、2012 年舉辦地球高峰會與永續發展大會等討論關
於地球永續發展的世界級會議，檢討全球及人類推動永續發展上所面臨
的問題與展望，並且討論要如何克服不斷浮現的新挑戰（財團法人環境
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2011）
。歐美國家對於建築應該如何節能減碳開始
出現了新的想法，因此「永續建築」、
「節能建築」、以及「生態建築」
等新興建築概念相繼產生，相對於歐美國家，日本也對於節能減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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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計畫，「環境共生建築」這名詞也就成為往後日本在這方面努力的
方向。
「綠建築」一詞在 1998 年聯合國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辦的國際會中出
現也被清楚定義，會議中確立在經濟與環境兩個問題中有效率的利用僅
有的資源並提出解決的方法，進一步改善生活環境就是綠建築。綠建築
最明顯的影響，就是使環境和經濟兩方面的關係達到一個相互平衡的狀
態，這也就是永續經營的特點所在」
（Green Building Challenge ’98, 1998）。
然而我國綠建築的發展，可追溯到 1996 年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居住會議中所確立推動之相關決
議，行政院隨即在隔年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推動「永續發展行動
計畫」
，並且將綠建築內入執行發展重點之一，2010 年行政院共訂定了
多項有關綠建築的重點施政項目與具體工作內容包含下列各點：
（1） 獎勵「低碳節能綠建築」
，公部門特定區域及重大開發案建
築，須符合綠建築規定。
（2） 動員全民節能，邁向零碳城市。規劃「零碳綠建築」的里程
碑。
（3） 推動綠建築。透過獎勵措施，鼓勵民間興建綠建築。
（4） 運用主辦 2009 世運會契機，宣示結合國際環境潮流，達到
零廢棄、綠色世運等目標。（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10）
為了讓綠建築能夠具體推廣於社會及環境並且能夠制定相關法令
配合，鼓勵興建省能源、省資源、低污染之綠建築建立舒適、健康、環
保之居住環境，發展以「舒適性」
、
「自然調和健康」
、「環保」等三大設
計理念，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88 年訂定綠建築七大指標評，其中包括
綠化量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水資源指標；日常節能指標；二氧化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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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標；廢棄物減量指標；污水垃圾改善指標。然而，隨著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修訂「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的檢討更新，決定於七大指標系
統外，加入生物多樣性指標與室內環境指標，成為九大指標。藉此將使
綠建築由過去「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的消極
定義，擴大為生態（Ecology）、節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之建築物的積極定義。（財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2009）
在綠建築的九項指標下，能夠通過綠建築評估並且取得綠建築標章
的建築物即被認可為綠建築，內政部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辦理綠
建築標章申請，評定重點依照九項指標內容如下：（引自高雄市政府建
築管理處，2004）
（1） 生物多樣性指標：生物系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基因多樣性。
（2） 基地綠化指標：綠化建築物空地、屋頂、陽台及建築立面。
（3） 基地保水指標：利用土地涵養水分，生態水循環。
（4） 日常節能指標：減少建築物耗能。
（5） 二氧化碳減量指標：減少建築產業之二氧化碳排放量。
（6） 廢棄物減量指標：減少建築產業產生之廢棄物。
（7） 室內健康與環境指標：評估通風換氣、隔音、採光、室內裝
修、室內空氣品質。
（8） 水資源指標：減少及回收建築物用水。
（9） 汙水與垃圾改善指標：管制建築物污水垃圾量。
二、綠建築教學
利用綠建築提升學生環境教育的概念與意識稱之為綠建築教學，而
最常使用來教育學生的綠建築範圍就是在校園當中，校園也是每位學生
的學習過程中停留時間最久的場所，校園綠建築也成為最能夠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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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等最重要的場域，因此「永續校園」發展也成
為教育部目前大力推動並且全力施行的計畫之一。
「永續校園」是指已
經具備完整環境自覺與實踐能力的綠色學校，施以綠建築及生態校園環
境改造技術，使校園符合永續、生態、環保、健康等原則的校園；而綠
色學校係指在學校政策、經營、管理、教學等方面採行環境教育，符合
永續發展的學校（教育部，2002b）。
王鑫（1999）提出的永續校園分析中表示永續校園是一本綠色打造
的教科書，是大自然與大社會的縮影，綠色校園內的一草一木皆有其教
育的價值存在，學生唯透過自然實景、實物的接觸與觀察，便能對自然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有所體認，從中獲取具體且深刻的生活經驗，教師也
能夠利用綠建築的教學讓學生獲得專業的知識外，更培養出寬大的胸懷，
尊重周遭自然界的萬物。梁明煌（2005）也認為永續的綠色校園是建立
在安全、健康、活潑、符合生態原則的教學環境，並且鼓勵教師善用學
校現有的綠建築環境擬定綠建築教學計畫並且帶領學生認識校園綠建
築。永續校園為校園綠建築及校園生態環境所組成，透過學校行政人員、
師長與學生、周邊社區居民以適當的方式管理與維護，使校園綠色建築
物成為消耗地球最少資源並且具有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特性的綠建
築（蘇郁惠，2009），讓學生能夠藉由校園綠建築的學習體認到永續發
展的重要。
綜合上述研究指出綠建築教學應該由校園出發，利用現有的校園綠
建築讓學生體認到永續環境發展的重要，並且教師可以設計相關綠建築
教學教材使學生便於進入學習狀況，對於綠建築的九大指標也能夠利用
教材統整快速抓到要點，由校園開始擴散永續經營的概念。本研究係利
用教學實驗學校既有的校園綠建築進行教學，讓學生了解校園綠建築的
用處，再利用校園現有的範圍讓學生以永續校園、節能減碳、資源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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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標設計出新一代的校園綠建築，利用此教學活動使學生體認到永續
經營的重要性。

第四節 相關研究現況
研究者針對近年關於心智繪圖與科技創造力之相關學術研究，進行
整理與歸納探討，如下列表格分析。
一、 有關心智繪圖教學之相關研究
關於心智繪圖教學相關論文研究，研究者依照年份排序整理，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心智繪圖教學相關研究整理一覽表

題目/作者，年份

研究
方法

測驗工具

研究結論摘要

心智繪圖教學融入 準 實 閱讀理解測驗
國小五年級國語文 驗 設
閱讀理解之研究
計
/蘇倩慧，2007

1.心智繪圖教學能增進學生國語文
閱讀理解成效。
2. 心智繪圖教學能增進實驗組學生
在閱讀理解測驗後測之理解、比較分
析以及摘要大意等向度的閱讀理解
成效，但未能增進實驗組學生在「音
韻處理」、「語意」、「語法」和「推
論」等向度的閱讀理解成效。
心智圖筆記對國小 準 實 陶 倫 斯 圖 形 版 在創造性思考測驗中流暢、獨創以及
五年級學生創造思 驗 設 創 造 性 思 考 測 開放向度，心智繪圖筆記組學生表現
考、學習成就之影 計
驗、學習成就測 優於其他兩組學生。
響-以自然科植物世
驗
界單元為例
/李祐臣，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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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心智繪圖教學相關研究整理一覽表 （續）

題目/作者，年份
國中地理科心智繪
圖教學方案對學生
創造力、學業成就
表現之成效研究
/黃雅卿，2007
心智圖教學方案對
國小五年級學生創
造力、學習成就、
學習動機之影響—
以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為例
/蔡文山，2007
心智繪圖教學對提
升國小資優生創造
力成效之研究
/廖偉雄，2009

研究
方法
準實
驗設
計

測驗工具

研究結論摘要

威廉斯創造力測
驗

1.實驗組在經實驗教學後，實驗組
在地理科學業成就的表現沒有顯
著的差異。
2.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威廉斯創造
力測驗」與威廉斯創造性傾向測
驗未達顯著差異。

準實
驗設
計

威廉斯創造力測
接受心智圖教學方案的實驗組學
驗、自然與生活科 生、其創造力表現優於控制組學
技領域學習成就
生。
量表

準實
驗設
計

陶倫斯創造思考
測驗

1.心智繪圖對國小資優學生的創
造力有顯著的教學成效。2.國小資
優學生對實施心智繪圖教學持肯
定的看法以及正面的學習評價。
3. 國小資優班教師對實施心智繪
圖教學持正向肯定的看法

心智繪圖應用於文 準實
章構思的研究-以國 驗設
小六年級學童為例 計
/呂秀瑛，2009

自編「作文評定量 1.受試學生在「立意取材適當」、
表」
「篇章結構條理化」的表現上有
顯著提升，但在「內容精緻化」
的表現則不明顯。
2.受試學生對心智繪圖教學持正
面肯定的態度。3.心智繪圖是一個
訓練思維的工具，也是教師跟學
生溝通的良好工具。

利用心智繪圖及形
成性評量建構輔助
學童寫作能力之環
境
/歐諺蓁，2009

線上心智繪圖輔
助寫作環境意見
問卷，線上心智繪
圖寫作學習記錄

文獻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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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語文能力之學生對線上心
智繪圖輔助寫作環境的系統使用
態度、形成性評量、寫作態度上
並未達到顯著差異。2.國小五年級
老師與學生對於線上心智繪圖輔
助寫作環境抱持肯定的看法。

表 2-4 心智繪圖教學相關研究整理一覽表 （續）

自然科心智圖法創
造思考教學方案對
國小學生創造力與
自然科學業成就之
影響研究
/黃玉琪，2006

實驗
研究

新編創造思考測
自然科心智圖法創造思考教學方
驗、自然科學業成 案有助於國小三年級學生創造力
就測驗
與自然科學業成就的提升。

心智繪圖融入自然
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教學對國小四年
級學童科技創造力
及學習動機提升之
行動研究
/吳慧貞，2011

行動
研究

自編心智繪圖評
量表、自編學生學
習檢核表、科技創
造力測驗、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學
習動機量表

1.在自然領域的學習上，心智繪圖
教學幫助掌握重點與教材內容。
2.心智繪圖教學有助於創造力的
聯想內容與激發新想法。

在上述九筆有關心智繪圖的教學研究內，從教學的領域別來看，共
含有四類：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國文領域、社會領域（地理）以及特
殊教育領域，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包括了李祐臣（2008）、蔡文山
（2007）、黃玉琪（2006）、吳慧貞（2011）等人的研究，國文領域有
蘇倩慧（2007）、呂秀瑛（2009）、歐諺蓁（2009）等人的研究，社會
領域有黃雅卿（2007）的研究，特教領域則有廖偉雄（2009）的研究。
這四類領域當中以研究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的自然科為最多。再從實
驗對象來看，國小學生共有八篇，國中學生有一篇，顯示目前在心智繪
圖教學的應用上在國小最多人使用。在研究結果上發現，對於創造力進
行評量的共有六篇，對於學業成就進行評量的有四篇，對於寫作能力進
行評量的則有兩篇。經由統整上述研究發現心智繪圖教學對於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域實驗組學生的創造力與學業成就方面大多數較優於控制組
學生。

28

二、有關科技創造力之相關研究
關於科技創造力之相關論文研究，研究者依照年份排序整理，如表
2-5 所示：
表 2-5 科技創造力相關研究
題目/作者/年份

研究
方法

測驗工具

研究結果摘要

透過網路化創造性
問題解決教學活動
以培養國中學生科
技創造力之研究
/何宜軒，2006

準實
驗設
計

威廉斯創造力測
1.國中生不論性別，皆可適用網
驗、構想創意及產 路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來
品創意評量表。
提升科技創造力。
2.高創造力的國中生更適合使用
網路化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
來提升科技創造力。3.科技創造
力的表現可由創造力、理科成績
及文科成績來評量。

國小學童思考風格
與科技創造力之分
析研究
/謝明城，2007

文獻
探討

科技創造力測驗

1.思考風格功能類型以行政型最
多。2.科技創造力的表現，思考
風格各面向以行政型、階級分明
型、地方型、外界型、自由型表
現最佳。3.國小五年級學童之科
技創造力與性別因素，未達到顯
著相關。

閱讀環境、玩興、父 量化
母創意教養與國小
研究
中、高年級學童科技
創造力之關係
/王昕馨，2007

科技創造力測驗

1.不同性別的學生對家庭閱讀環
境、班級閱讀環境、玩興的知覺
皆無差異，但在父母創意教養的
知覺上和科技創造力的表現上卻
有差異。2. 學生的家庭閱讀環境
對其整體科技創造力表現分別有
些微和明顯的正向效果。3.學生
透過閱讀環境、父母教養，先產
生直接或間接效果，然後才對科
技創造力產生間接影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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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科技創造力相關研究（續）

題目/作者/年份

研究
方法

測驗工具

研究結果摘要

專題導向學習運用
在國中生活科技創
造力之研究
/陳誼娉，2008

準實
驗設
計

科技創造力測
驗、構想創意評
量表、產品創意
評量表

1.專題導向學習教學模式對學生
科技創造力的提昇具有成效。2.
不同性別學生接受專題導向學習
之教學後其科技創造力並無差
異。3.國中學生的學業性向能力與
科技創造力沒有相關。4.實驗組學
生對生活科技專題導向學習教學
模式有正向的學習反應。

國中生生活科技創
造力表現相關因素
分析研究
/曾若蘭，2008

量化
研究

創意發展個人特
質量表、產品創
意評量表

1.性別在生活科技創造力表現上
有顯著的差異。2. 高社經家庭能
提供廣泛而優良試探環境、多元
文化接觸與頻繁地閱讀課外知識
皆能提升科技創造力表現 。3. 嚴
格的家庭規範，對於生活科技創
造力表現的提升並無明顯效果。

科技創造力教學模
式及其實徵研究
/張政義，2009

準實
驗設
計

三元智慧測驗、
產品創意評量表

1.科技創造力動態教學模式能有
效提升學生科技創造力。2.科技創
造力教學在設計與製作教學單元
可增進國小學生分析、創意、應
用能力。3.科技創造力發展是一種
螺旋動態辯證歷程。學生在學習
中，透過分析、創意、應用思考，
在文字、圖案、技能三方面，能
自我詮釋科技創造力發展之認知
歷程與建構者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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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科技創造力相關研究（續）

題目/作者/年份

研究
方法

測驗工具

研究結果摘要

科學文章閱讀與寫
作教學對國小高年
級學童批判思考與
科技創造力之影響/
劉錫珍，2006

準實
驗設
計

批判思考測驗、
科技創造力測驗

1.科學文章之閱讀與寫作能力對
科技創造力的提升有顯著效果。
2.科學文章之閱讀與寫作對於學
生批判性思考無顯著效果。

國小高年級學童人
文獻
格特質、學習型態與 探討
科技創造力關係之
研究
/李俊德，2010

科技創造力測
驗、學習型態量
表

1.不同人格特質與學習型態的國
小高年級學童在科技創造力的表
現上有明顯差異。2. 不同性別與
年及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科技創
造力的表現上有差異。

設計導向課程對國
中學生科技創造力
影響之研究
/王保堤，2005

威廉斯創造力測
驗、科技創造力
量表

1.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程對學生
團隊科技創造力有顯著影響。
2.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程對團隊
構想創意與產品創意有正面影
響。
3.生活科技設計導向課程有助於
學生團隊科技創造力的培養。

實驗
研究

上述九筆有關科技創造力的研究中，從研究的變項來看，共含有三
類：學生個人特質、課程與課程、閱讀與寫作能力，探討學生個人特質
的包括了李俊德（2010）、曾若蘭（2008）、謝明城（2007）、王昕馨
（2007）等人的研究，探討課程與教學的共有王保堤（2005）、張政義
（2009）、陳誼娉（2008）、何宜軒（2006）等四人的研究，研究閱讀
與寫作能力與創造力關係的有劉錫珍（2006）的研究。這三大類研究變
項當中以研究學生個人特質為最多。再從實驗對象來看，國小學生共有
五篇，國中學生有四篇，顯示目前科技創造力的探討在國中最多人研
究。
綜合上述相關心智繪圖教學與科技創造力的相關研究，透過各種不
同形式的創造力相關教學活動、教學方式以及教學環境，大多對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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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造力的能力培養都有顯著的效果，在評量工具上多採用國人自編
之科技創造力測驗、構想創意評量表、產品創意評量表以及威廉斯創造
力測驗（林幸台、王木榮，1994），現今國中生活科技課程不再單單重
視產品的產出與知識的取得，創意思考的過程以及對於學習階段創意表
現的發展越來越受到重視。
目前在心智繪圖教學並無應用在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的研究出現，而
上述研究中，僅對於探討心智繪圖教學之教學結果，並未有對於學習過
程的探究，心智繪圖是一個有用且強大的新興研究工具，適合使用在多
種研究設計與學習類型中（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Wheeldon.
2010）
，心智繪圖是一個能夠廣泛運用在教育與藝術事業上的有用方式，
對於人類的大腦思考架構與過程可以有效的理解兩者的之間關係（Serig,
2011）
，使用心智繪圖教學為環境讓學生學習時，學生的平均學習效果與
成績會高於使用傳統教學上課的學生（Dhindsa & Makrimi-Kasim, 2007）
。
因此，本研究者認為心智繪圖啟發思考與拓展學習範圍的取向，若運用
在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學生經過此教學方式學習學習效率、資料統整、
創新思考、幫助記憶，培養學生創造力、聯想力、組織力，經過心智繪
圖教學後對於產品的產出更能夠有創新的突破，並且學習如何問題解決
與判斷決策，更讓學生提昇科技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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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內容為敘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對象、
實驗設計、研究工具以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不同的教學方式，其中包含傳統講述教學與心智
繪圖教學，本研究之依變項為科技創造力（科技創意思考、科技創造表
現）及科技創造歷程，利用質化研究分析不同的教學方式中，對於國中
生科技創造力產生的影響，觀察學生課堂反應並且隨機訪談學生藉以了
解接受心智繪圖教學，是否會有不同於傳統講述教學的創造歷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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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依變項

不同的教學模式

科技創造力

實驗組:

創意思考
創造表現

心智繪圖教學
量化研究

控制組:
創造歷程

傳統講述教學

質化研究

控制變項
教學年級
教學時數
教材內容
教學者
施測情境
班級單位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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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不同的教學活動，探討不同的教學法對各依變項
的影響。
(一)實驗組：以心智繪圖教學進行教學。
(二)控制組：採用傳統講述教學進行教學。
二、依變項
本研究中依變項共有：科技創造力（科技創意思考、科技創造表
現）。
科技創造力：比較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意思考個人特質與
科技創造表現設計作品中是否有顯著差異，進而探討科技創造力所產生
的不同影響。
1.科技創意思考：受試者在接受「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後，
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教學前後科技創造力認知方面的
差異。
2.科技創造表現：比較控制組與實驗組兩組學生在「構想創意評量
表」的得分，兩組是否有科技創造力技能方面的差異。
3.科技創造歷程：利用研究者課堂觀察與課後訪談學生等方式，依
據所得質化資料分析了解學生是否產生不同之創造歷程與影
響。
三、控制變項
為求實驗的嚴謹度，研究者在控制變項特別列出其重點並隨即提醒
事後反省是否有控制變項的情形發生，並且隨時修正實驗的教學過程缺
失。由於本研究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由研究者直接擔任授課教師的角色，
研究者直接進入研究施測情境成為其中一份子，為避免影響研究對象與
研究結果，研究者於教學時謹守不事先作假設、不干擾研究對象、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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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中立、只參與教學或觀察紀錄等要點，使現象自然呈現，將研究對
象所受到的干擾降至最低，減少研究與教學效度降低的機會，以便用最
真實的狀態捕捉所有能觀察到的情境。教學時數與施測情境方面則排除
誤差並且在相同時間與學習空間下進行實驗教學。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在研究流程設計根據準實驗研究設計方法與教學實驗進行
方式，本研究流程如圖 3-2 所示，茲說明如下 :
一、

蒐集相關資料
根據研究動機，蒐集並閱讀心智繪圖教學之相關文獻、國內國中
生活科技課程與科技創造力相關文獻，以及國內外相關主題研究，
形成初步研究方向。

二、

界定研究方向與主題
根據所蒐集相關資料以及與指導教授討論之結果，界定研究主題與
研究目的。

三、

文獻探討
針對研究方向，進行文獻探討。針對心智繪圖教學、國中生活科
技課程，以及科技創造力作深入探討。

四、

擬定研究計畫
經文獻探討與分析後，擬定研究步驟與架構，已確定研究計畫做
為研究進行時之依據。

五、

編製教學活動及教材
根據所蒐集到的心智繪圖教學與校園綠建築設計相關資料來編
製實驗課程內容及相關教材，安排實驗教學進度。

六、

進行預試並徵詢專家學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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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專家學者的意見修正實驗單元教材，再進行預試依照結果檢
視教材、量表與訪談綱要是否具備信效度。
七、

選定實驗班級
根據研究者需求以及現實條件考量，隨機選取六個實驗班及作為
研究對象，分別以抽籤的方式選取實驗組與控制組各三班。

八、

進行科技創造力前測
正式教學實驗前，學生接受前測，以葉玉珠於 2005 年開發編制
的「科技創造力測驗」為前測工具。

九、

實施教學實驗
正式實施心智繪圖教學。實驗組實施心智繪圖教學，控制組實施
傳統講述教學。

十、

進行科技創造力後測與構想創意評量表評分並蒐集相關資料
對學生施予後測與評分，蒐集相關資料。以葉玉珠於 2005 年開發
編制的「科技創造力測驗」為後測工具。

十一、分析實驗資料結果
將「科技創造力測驗」
、
「構想創意評量表」等量化資料進行統計
分析以及學生訪談結果與課堂紀錄進行質化分析相關探討。
十二、提出結論與建議
依據實驗資料分析，呈現研究發現，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十三、完成論文初稿
根據研究步驟完成論文初稿。
十四、提請論文口試審查
提請招開論文口試審查。
十五、完成論文
依據審查結果進行修改，完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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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相關資料
界定研究方向與主題
文獻探討

擬定研究計畫
編制教學活動及教材

進行預試及修正
選定實驗班級
進行創造力前測
實施教學實驗

進行創造力後測
分析實驗資料結果

提出結論與建議

完成論文初稿

修正

論文口試審查

完成論文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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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由於現有的學校環境限制下無法採取個別隨機抽樣方式，因此本研
究採用原有的班級建制來進行取樣。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國中為實驗取樣學校，該校九十九年學年度國中
部共二十一個班級，一個年級共七班，學生人數六百零六人，本研究以
九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班級為單位，一班約 27 至 29 名學生，從中隨
機選取六個班，並抽籤選取其中三班為實驗組，另外三班為控制組。控
制組為傳統講述教學，實驗組則進行心智繪圖教學，並進行八週共三百
六十分鐘的實驗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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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受限於現有國民中學班級建置，無法個別隨機抽樣選取實驗
對象，故研究使用準實驗研究法。在量化研究下實驗設計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本研究實驗設計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X

O2、O3

控制組

O4

C

O5、O6

各符號說明表示如下：
X：表示實驗組接受心智繪圖教學課程。
C： 表示控制組接受傳統講述教學之課程。
兩組分別進行八周的心智繪圖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課程，課程
差異在於實驗組在接受心智繪圖教學時教師會以心智繪圖作為啟
發學生思考的工具，在學生上課聽課、分組討論、設計作品之前等
階段都會讓學生繪製心智繪圖，利用心智繪圖來向教師溝通或是對
同學互動討論，而接受傳統講述教學的控制組學生則是使用一般聽
講與分組討論的筆記記錄方式來進行課程。
O1：表示實驗組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成績。
O2：表示實驗組科技創造力測驗後測成績。
O3：表示實驗組構想創意評量表分數。
O4：表示控制組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成績。
O5：表示控制組科技創造力測驗後測成績。
O6：表示控制組構想創意評量表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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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為達到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研究者自編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進
行教學，使用之研究工具包含葉玉珠（2005）
「科技創造力測驗」
、張玉
山（2003）「構想創意評量表」以及自編之學生訪談大綱，從各方面觀
察學生在科技創造力上的表現與心智繪圖教學是否與一般傳統講述教
學有差異。本研究所使用之教學單元、構想創意評量表與訪談綱要等研
究工具皆經由生活科技領域專家或是資深生活科技教師修改與提供研
究施行意見，詳細專家名單請見（附錄五）
。
一、 校園綠建築設計教學單元
本研究之實驗組（心智繪圖教學）與控制組（傳統講述教學）
所進行之生活科技課程主題是「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
，學生能夠
在八週的時間內，將校園原有的建築物依照綠建築指標進行設計
改造，並且從學生訪談記錄中，探討學生之科技創造力。
本教學活動之範疇屬於生活科技課程中的營建科技與能源動
力科技領域，主要內容為應用材料、認識結構、資源再利用與如
何環境再生等主題，符合本研究中科技創造表現與科技創意思考、
科技創意歷程所需，針對此領域課程設計之教學活動，其來源合
乎所需之表面效度，本活動設計經由三位大學教授與兩位生活科
技教師審查內容並且修改，使此活動具備專家效度，專家修改意
見表請見（附錄三）
。
二、 科技創造力測驗
本研究採用葉玉珠（2005）編製之「科技創造力測驗」做為
前測及後測量表，此量表共包括「字詞聯想」與「創意書包發明」
兩個分測驗。
第一部分為「字詞聯想」
，提供二十個國小中高年級自然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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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名詞做為題幹，讓受試學生應用既有科學知識，組合字詞成為
目前世界上已存在或未來可能發明之科技產品。評量重點在精進
力（組合字詞數）
、獨創力（產品新奇）
、變通力（產品類別多寡）
、
與流暢力（產品數量多寡）。
第二部分為「創意書包發明」
，測驗受試學生改良或發明書包
的新功能、功能所必備之零件組成，以即將創意產品視覺化的設
計能力。由繪圖及說明組成，繪圖部分的評分重點在於精進力（組
合成分數）以及獨創力（書包外型的類別數）
；說明部分則強調流
暢力（具備幾種功能）
、變通力（功能可分為幾種類別）與視覺造
型（書包內外附加之設備或裝飾數）。
在效標關聯效度方面，該量表除了使用較為直接相關的自然
科成績、學業總成績、自然科學習動機外，也採用了「國小學童
科技創意發展個人特質因素量表」、
「國小學童科技創意發展學校
因素量表」的分數以及年級作為效標，進行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結果發現「科技創造力測驗」的五個指標，除了視覺造型外，其
餘四個指標對學生的自然科成績與學業總成績均有良好的效標關
聯效度，相關係數為.36~.51，皆達.05 以上之顯著水準。
此測驗建立常模所抽取的人數相當龐大，故評分時採分項評
分原則，由一或二人負責某一向分數之評分工作。此項考驗即求
原始評分者與另一評分者分數之積差相關係數。
「字詞聯想」這一
大題之五大指標評分者信度均為 1.00，皆達到.001 之顯著水準，
可知本題在不同評分者間具有非常高知一致性。「創意書包發明」
本題之評分者信度為；流暢力=.97，變通力=.98，獨創力=.99，精
進力=.96，視覺造型=.98，皆達到.001 之顯著水準，可知本題在不
同評分者間也具有相當高之一致性。承上所示此測驗之評分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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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數之間的一致性相當令人滿意。
在重測信度部分，
「字詞聯想」間隔兩週測得之重測信度為這；
流暢力=.51，變通力=.50，獨創力=.60，精進力=.58，皆達到.01 之
顯著水準，可知本題具備不錯之穩定性。
「創意書包發明」間隔兩
週測得之重測信度為；流暢力=.40，變通力=.61，獨創力=.41，精
進力=.45，視覺造型=.47，其中流暢力與獨創力達到.05 之顯著水
準，變通力、精進力與視覺造型達到.01 之顯著水準，可知本題具
有相當良好之穩定性（引自葉玉珠，2005）
。承上所述此測驗具備
一定程度之穩定性。
三、 構想創意評量表
本研究以「校園綠建築設計」的學生設計圖做為評分依據，主
要根據張玉山（2003）之「構想創意評量表」
，將創意構想分為「奇
特性」
、
「新穎性」
、
「可行性」及「價值性」四大構面，每個構面的
特性均包含不同的評分項目，其評分內容及評分重點如表 3-2 所
示：
表 3-2 構想創意評量表之評量項目
構面
奇特性

新穎性
可行性

價值性

評分內容

評分重點

材料

選用奇特的材料

造型

造型設計很特別

結構

結構設計非常獨特

原創

異於傳統設計

稀少

同儕作品鮮少出現

構想可行

構想可做出實品的可行性

精密完整

創意描述詳細完整

精緻美觀

符合美感

功能（性能）強大

性能表現強

多用途

具有其他用途或功能

資料來源；張玉山（2003）
。

本量表根據文獻將「構想創意量表」分為四個構面，分別為
「奇特性」、
「新穎性」、
「可行性」及「價值性」，再針對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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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所包含的內容加以分析。量表的計分採用五等尺度計分，5
代表極佳、4 代表佳、3 代表尚可、2 代表差、1 代表極差，評分
完畢後將每個構面的分數加總，即為該學生各構面所得之總分，
總分越高表示該作品具有較高的創造表現。
本量表根據文獻探討中，張玉山（2003）對創意構想的評鑑
架構，先以統合的觀點將創意分為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及價
值性，再以分析觀點來透析每一向度的評量內容，共包含 10 個
評分重點，如表所示。
本研究利用前導性實驗研究隨機選取一班學生進行預試，利
用實驗受測學生設計圖作品的評分結果，進行評分者信度考驗，
本研究由兩位生活科技教師與研究者進行構想創意評分，將評分
結果進行分析，在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與總分之內
部一致性考驗均達到顯著水準，如表 3-3 所表示。
表 3-3 創意構想評量表之內部一致性考驗

評量類別
奇特性
新穎性
可行性
價值性
總分

Cronbach’s Alpha
.819
.872
.790
.835
.857

四、 訪談綱要
本研究為深入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科技創造歷程，研究
者於課程中與課程結束後，針對學生進行訪談，蒐集學生對於「校
園綠建築設計」的感受與反應。進行訪談時依照前導性研究中與
兩位資深生活科技老師討論後具備專家效度並修改整理得到之訪
談綱要進行訪談，訪談大綱內容請見(附錄四)。
針對從研究現場所收集的不同資料，以及在不同時間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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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共取一百筆資料並且邀請兩位資深生活科技教師與研究
者根據 Wallas（1926）所提出的｢創造歷程四階段論｣將學生的創造
歷程分為準備階段、醞釀階段、豁朗階段、驗證階段來進行分類
比對，其中共有 93 筆資料為一致，其一致性為 .93 的達到顯著水
準。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量化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所蒐集到的資料為量化資料：
量化資料的分析，在於教學之前對於實驗組與控制組均實施
「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實驗教學結束後，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實
施「科技創造力」後測。並將教學後學生的「校園綠建築設計圖」
作品分別以亂數編號匿名後混合，請兩位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偕同研
究者依據「構想創意評量表」評分，並將資料鍵入電腦進行統計分
析。
本研究在量化資料的分析方法上採用 PASW statistics 17 程式進行資
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一) t -檢定（t -test）：
本研究採用 t -檢定（t -test）來探討學生接受科技創造力測
驗前後測之分數差異的差異情形。並且利用 t -檢定（t -test）分
析兩組學生「構想創意評量表」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是否
存在顯著差異。
(二)ANCOVA 共變數分析：
以「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的分數為共變量，進行獨立樣
本單因子共變數（One Way ANCOVA）分析，以了解進行心智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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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驗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科技創造力測驗上的差異情形
二、質化資料處理與分析：
1.課堂觀察：研究者於教學單元進行期間，透過實際課堂觀察的
方式，主要觀察實驗組學生在使用心智繪圖時的施作情況與遇到的
困難，包括上課或討論時師生的對話內容，研究者在課堂中與課堂
結束後立即記錄。
2.課後訪談：研究者在教學活動結束後依據訪談綱要對學生進行
訪談，利用下課後與午休時間約 10 分鐘紀錄學生訪談的感受與反
應。
資料蒐集後將課堂觀察學生記錄與訪談學生之資料進行編碼，
以年度、班別、訪談順序加以分類編碼，以利訪談記錄撰寫整理。
將依照編碼進行訪談對話內容編排，歸納實驗組學生學習狀況，初
步歸納彙整相關資料後請系上教授共同討論、修正，並且撰寫成初
步結論，以便研究說明心智繪圖教學對於學生科技創造歷程的影
響。
代號與編碼方式：
1. 代號：本文中所引用之數據與資料將以匿名方式呈現。
T：代表教師。
N：代表班級。
SX：代表學生，X 代表學生座號。
G：代表設計圖，M：代表心智繪圖，T：訪談問題回答。
2. 編碼：
（0316-7-S25-M）
代表的是 繪製日期-班級-學生座號-心智繪圖
（0420-2-S0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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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是 繪製日期-班級-學生座號-設計圖
（0427-5-S07-T）
代表的是 繪製日期-班級-學生座號-訪答問題回答
質化資料分析：
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同時進行的。資料
來源主要來自研究者的觀察紀錄、課後的學生訪談、以及學生的心
智繪圖筆記等，資料的分析與解是主要分為下列兩階段：
1. 初步分析階段
研究者就每一次的課堂活動所記載的觀察資料以及錄音紀
錄的資訊，盡量做到 48 小時內立即轉譯的工作，將資料做
成摘要與編碼，以便於日後資料的持續蒐集與分析的工作。
2. 綜合分析與歸納階段
對於所得到的多種不同資料的來源，進行三角驗證，以確認
結果的合理性。此外，並與量化結果做進一步關聯分析，深
入探討學生的科技創造歷程與科技創造力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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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在實施心智繪圖教學所蒐集的資料中，以葉玉珠（2005）的
｢科技創造力測驗｣作為前、後測，並以張玉山（2003）的｢構想創意評
量表｣作為學生作品的評量，最後以研究者實際觀察的形式將學生的創
造歷程進行記錄，這些資料將能夠協助了解學生在心智繪圖教學中學習
的情況，亦說明研究目的是否達成。本章針對測驗與作品得分進行量化
分析，並做出創造歷程記錄之分段敘述。

第一節 不同教學方式對學生科技創意思考能力之影響
本節依科技創造力測驗所得之資料，就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
創意思考能力之影響與傳統生活科技講述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意思考
能力之影響及差異加以分析探討。
壹、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科技創造力表現
｢科技創造力測驗｣所得之分數可分為字詞聯想與書包設計兩部分，
包含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以及視覺造型等五項能力指標。
因字詞聯想與書包設計均包含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共四項
指標，唯書包設計多視覺造型一項能力指標，故本研究不就能力指標進
行探討，僅針對字詞聯想與書包設計兩個分測驗進行探討。
本研究欲探討心智繪圖教學實施前後對學生科技創造力表現所產
生之影響，因此，在教學實驗前後，分別對學生施予｢科技創造力測驗｣，
作為前、後測之資料蒐集依據。以下為受試學生對於科技創造力測驗前、
後測之 t-檢定相關資料分析，包含兩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各分
項測驗與總分之差異、兩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後測各分項測驗與總
分之差異、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各分項測驗與總分之
差異，以及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各分項測驗與總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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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等四部分。
一、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於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之分析
針對兩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部分，於字詞聯想、書包設計
以及科技創造力總分之差異，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科技創造力測驗前測之差異

項目
字詞聯想
書包設計
科技創造力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86

51.61

12.257

-0.871

0.385

控制組

82

53.28

12.539

實驗組

86

45.75

10.220

0.156

0.877

控制組

82

45.53

7.877

實驗組

86

48.68

9.266

-0.516

0.606

控制組

82

49.40

8.885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前測部分的分析如下：
(一) 字詞聯想
字詞聯想部分，實驗組學生共有 86 人參與前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為 51.61 分；控制組共有 82 人參與前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53.28 分，以
t -檢定兩組學生在字詞聯想前測部分，無顯著差異( t = -0.871，p > .05)。
(二) 書包設計
書包設計部分，實驗組學生共有 86 人參與前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為 45.75 分；控制組共有 82 人參與前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45.53 分，以
t -檢定兩組學生在書包設計前測部分，無顯著差異( t = 0.156，p > .05)。
(三) 科技創造力總分
科技創造力總分部分，實驗組學生共有 86 人參與前測，其測驗平
均分數為 48.68 分；控制組共有 82 人參與前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49.40
分，以 t -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總分前測部分，無顯著
差異( t = -0.516，p > .05)。
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於科技創造力測驗後測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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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後測部分，於字詞聯想、
書包設計，以及科技創造力總分之差異，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科技創造力測驗後測之差異

項目
字詞聯想
書包設計
科技創造力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86

57.85

12.853

2.005

0.047*

控制組

82

54.15

10.881

實驗組

86

48.91

10.547

2.247

0.026*

控制組

82

45.67

7.910

實驗組

86

53.38

9.865

2.565

0.011*

控制組

82

49.91

7.425

*p <.0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後測部分的分析如下：
(一) 字詞聯想
字詞聯想部分，實驗組學生共有 86 人參與後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為 57.85 分；控制組共有 82 人參與後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54.15 分，以
t -檢定兩組學生在字詞聯想後測部分，其研究結果達顯著差異( t = 2.005，
p < .05)。
(二) 書包設計
書包設計部分，實驗組學生共有 86 人參與後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為 48.91 分；控制組共有 82 人參與後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45.67 分，以
t-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書包設計後測部分，其研究結果達顯著水
準( t = 2.247，p < .05)。
(三) 科技創造力總分
科技創造力總分部分，實驗組學生共有 86 人參與後測，其測驗平
均分數為 53.38 分；控制組共有 82 人參與後測，其測驗平均分數 49.91
分，以 t -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總分後測部分，其結果
達顯著差異( t = 2.565，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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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之分析
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部分，於字詞聯想、書包設
計以及科技創造力總分之差異，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各分項與總分之差異

項目

測驗別 人數

字詞聯想
書包設計
科技創造力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3.254

0.001*

-1.997

0.047*

-3.219

0.002*

前測

86

51.61

12.257

後測

86

57.85

12.853

前測

86

45.75

10.220

後測

86

48.91

10.547

前測

86

48.68

9.266

後測

86

53.38

9.865

*p <.05

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的前、後測差異分析如下：
一、字詞聯想
在字詞聯想部分，實驗組學生的測驗分數平均由前測的 51.61 分進
步到後測的 57.85 分，進步共 6.24 分。以 t 檢定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
力測驗之字詞聯想前、後測的差異情形，其研究結果達顯著水準( t =
-3.254，p < .05)。
二、書包設計
在書包設計部分，實驗組學生的測驗分數平均由前測的 45.75 分進
步到後測的 48.91 分，進步共 3.16 分。以 t 檢定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
力測驗之書包設計前、後測的差異情形，其研究結果達顯著水準( t =
-1.997，p < .05)。
三、科技創造力總分
在科技創造力總分部分，實驗組學生的測驗分數平均由前測的 48.68
分進步到後測的 53.38 分，進步共 4.7 分。以 t 檢定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
造力測驗之科技創造力總分前、後測的差異情形，其研究結果達顯著水
準( t = -3.219，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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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之分析
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部分，於字詞聯想、書包設
計。以及科技創造力總分之差異，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各分項與總分之差異

項目

測驗別 人數

字詞聯想
書包設計
科技創造力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0.476

0.635

-0.113

0.910

-0.395

0.693

前測

82

53.28

12.539

後測

82

54.15

10.881

前測

82

45.53

7.877

後測

82

45.67

7.910

前測

82

49.40

8.885

後測

82

49.91

7.425

*p <.05 **p <.001

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的前、後測差異分析如下：
一、字詞聯想
在字詞聯想部分，控制組學生的測驗分數平均由前測的 53.28 分進
步到後測的 54.15 分，進步共 0.87 分。以 t 檢定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
力測驗之字詞聯想前、後測的差異情形，其研究結果未達顯著水準( t =
-0.476，p > .05)。
二、書包設計
在書包設計部分，控制組學生的測驗分數平均由前測的 45.53 分退
步到後測的 45.67 分，共進步 0.14 分。以 t 檢定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
力測驗之書包設計前、後測的差異情形，其研究結果未達顯著水準( t =
-0.113，p > .05)。
三、科技創造力總分
在科技創造力總分部分，控制組學生的測驗分數平均由前測的 49.40
分進步到後測的 49.91 分，進步共 0.51 分。以 t 檢定控制組學生在科技
創造力測驗之科技創造力總分前、後測的差異情形，其研究結果未達顯
著水準( t = -0.395，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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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分析
由表 4-1 至 4-4 得知，學生經過本研究之心智繪圖教學後，其科技
創造力測驗前、後測之變化如下：
(一) 字詞聯想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經過八週的｢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活動之後，
實驗組學生在字詞聯想表現有所顯著提升，而控制組學生在字詞聯想前、
後測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二) 書包設計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經過八週的｢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活動之後，
實驗組學生在書包設計表現有所顯著提升，而控制組學生在書包設計前、
後測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三) ｢科技創造力總分｣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經過八週的｢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活動之後，
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總分表現有所提升，而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
力總分前、後測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貳、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對科技創造力測驗之比較
以｢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前測分數做共變量、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
行共變數分析，並以 α = .05 為顯著水準進行檢定，本研究之實驗與控制
組在科技創造力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5 所示。
表 4-5 科技創造力測驗前、後測成績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實驗組(n=86)

字詞聯想
書包設計
科技創造力

控制組(n=82)

M

SD

M

SD

前測

51.61

12.257

53.28

12.539

後測

57.85

12.853

54.15

10.881

前測

45.75

10.220

45.53

7.877

後測

47.62

10.547

45.67

7.910

前測

48.68

9.266

49.40

8.885

後測

53.38

9.865

49.91

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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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質性檢定
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字詞聯想、書包設計，及科技創造力總分的前測
Levene 同質性檢定顯著性相關數據，如表 4-6 所示。
4-6 前測各分項與總分變異數同質性 Levene 檢定
項目

F

顯著性

字詞聯想

.596

.441

書包設計

3.320

.070

科技創造力測驗總分

1.206

.274

由表 4-6 發現，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字詞聯想、書包設計及科技創造
力總分的前測 Levene 檢定均大於.05，p 值分別為.441、.070、.274，即
表示在進行心智繪圖教學實驗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對於科技創造力
測驗並無顯著差異，故可以進行共變數分析。
二、 共變數分析
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字詞聯想、書包設計與科技創造力測驗總分的共
變數分析，相關數據如表 4-7、4-8、4-9。
表 4-7 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字詞聯想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組間對比
誤差

SS
570.440
23634.474

df

MS

F

p

1

570.440

3.982

.048*

165

143.239

*p <.05

表 4-8 科技創造力測驗之書包設計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組間對比
誤差

SS
438.915
14498.259

df

MS

F

p

1

438.915

4.995

.027*

165

87.868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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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字詞聯想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SS

組間對比
誤差

510.494
12725.260

df

MS

F

p

1

510.494

6.619

.011*

165

77.123

*p <.05

由表 4-7、4-8 及 4-9 共變數分析結果發現，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字詞
聯想、書包設計、科技創造力總分達顯著差異( F = 3.982、4.995、6.619，
p = .048、.027、.011)。
三、 綜合分析
綜合表 4-6 至 4-9 可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
｣之字詞聯想、書包設計、科技創造力總分的前測部分並無顯著差異，
進行共變數分析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之字詞聯
想、書包設計、科技創造力總分皆達到顯著差異。
參、 小結
本研究於｢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的教學活動中，利用控制組與實驗
組同學接受不同的教學方式，藉此觀察學生在科技創造力中的反應與表
現，學生在｢科技創造力測驗｣的表現上，兩組學生在測驗總得分方面皆
有進步，但只有實驗組學生有顯著的成長，在測驗的分項當中，透過字
詞聯想與書包設計來觀察學生的科技創造思考能力，實驗組與控制組的
學生平均分數皆有進步的情形，唯獨實驗組學生進步的分數達到顯著水
準，字詞聯想包含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與精進力四大項評分指標，
書包設計包含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以及視覺造型等五項評分
指標，透過實驗組接受心智繪圖教學的方式，控制組學生則進行傳統生
活科技講述教學，在進行共變數分析後實驗組學生明顯比控制組學生在
各分項與總分方面成長許多，表示接受心智繪圖教學的學生對國中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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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造力中的科技創意思考能力明顯高於接受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生且
對於學生科技創意思考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第二節 在心智繪圖教學下國中生之科技創造表現比較
本節主要針對學生設計圖作品之｢校園綠建築設計｣以｢構想創意評
量表｣評量後將結果進行分析，並說明心智繪圖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對
國中生科技創造表現之影響。其評分主要包含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
價值性四大部分，本研究將探討這四個構想創意向度及總分在兩組的差
異。
壹、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構想創意上的科技創造表現
｢構想創意量表｣共分為四大評分類別，包含奇特性、新穎性、可行
性、價值性，本研究將對於此四大類別與量表總分進行探討，分析實驗
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各分項與總分是否有差異。
一、奇特性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構想創意評量表類別奇特性部分之差異，如
表 4-10 所示。
表 4-10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構想創意評量表中奇特性之差異

項目
奇特性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86

6.68

2.059

-4.614

0.000**

控制組

82

5.27

1.899

**p<.001

在奇特性方面包含材料、造型與結構三面向，實驗組學生平均分數
為 6.68 分，控制組學生則為 5.27 分，實驗組學生在此類別表現較控制
組平均多出 1.41 分，兩組差異達顯著水準( t = -4.614，p < .001)。
二、新穎性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構想創意評量表類別新穎性部分之差異，如
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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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構想創意評量表中新穎性之差異

項目
新穎性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86

4.66

1.830

-3.108

0.002*

控制組

82

3.81

1.698

*p <.05

在新穎性方面包含原創與少見兩面向，實驗組學生平均分數為 4.66
分，控制組學生則為 3.81 分，實驗組學生在此類別表現較控制組平均多
出 0.85 分，實驗組與控制組差異達顯著水準( t = -3.108，p < .05)。
三、可行性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構想創意評量表類別可行性部分之差異，如
表 4-12 所示。
表 4-12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構想創意評量表中可行性之差異

項目
可行性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86

4.69

1.786

-3.028

0.003*

控制組

82

3.88

1.698

*p <.05

在可行性方面包含構想可行與精密完整兩面向，實驗組學生平均分
數為 4.69 分，控制組學生則為 3.88 分，實驗組學生在此類別表現較控
制組平均多出 0.81 分，實驗組與控制組差異達顯著水準( t = -3.028，p
< .05)。
四、價值性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構想創意評量表類別價值性部分之差異，如
表 4-13 所示。
表 4-13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構想創意評量表中價值性之差異

項目
價值性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86

7.02

2.076

-6.291

0.000**

控制組

82

5.03

2.029

**p <.001

在價值性方面包含精緻美觀、功能強大與多用途三面向，實驗組學
生平均分數為 7.02 分，控制組學生則為 5.03 分，實驗組學生在此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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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較控制組平均多出 1.99 分，兩組差異達顯著水準( t = -6.291，p
< .001)。
五、構想創意評量總分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構想創意評量表總分之差異，如表 4-14。
表 4-14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構想創意評量表總分之差異

項目
構想創意總分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實驗組

86

23.05

7.255

-4.554

0.000**

控制組

82

17.98

7.157

**p <.001

在構想創意評量表總分方面，實驗組學生平均分數為 23.05 分，控
制組學生則為 17.98 分，實驗組學生在此類別表現較控制組平均多出平
均 5.07 分，兩組差異達顯著水準( t = -4.554，p < .001)。
綜合以上的分析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在構想創意部分的奇特性、
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及總分上的表現皆顯著高於控制組，由此可知
心智繪圖教學對於學生科技創造表現的部分明顯優於接受傳統講述教
學的學生。
貳、小結
經由表 4-10 至 4-14 可發現，以心智繪圖教學經過為期八週的｢校園
綠建築設計單元｣，學生對於作品設計與繪製表現皆達到一定水準，相
較於控制組學生接受傳統講述教學，實驗組學生在｢構想創意評量表｣的
總分及四個類別分項中皆達到顯著差異，構想創意評量表中共分為奇特
性、新穎性、可行性與價值性四個類別，實驗組學生在奇特性、價值性
與構想創意評量表總分更是與控制組學生達到 .001 的顯著差異，不論
是在造型結構設計、異於傳統的創意想法、符合美感、多功能及性能強
大等方面皆有優異的表現，表示接受心智繪圖教學的學生對國中生科技
創造力中的科技創造表現明顯高於接受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生且對於學
生科技創造表現有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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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科技創造歷程學習紀錄與訪談分析
本節主要透過研究者實際在課程進行時觀察，探究實驗組學生在心
智繪圖教學下所展現的創造歷程情形，並對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所回饋
的反應進行比較與分析。在文獻探討中根據 Wallas （1926）所提出的｢
創造歷程四階段論｣將學生的創造歷程分為準備階段（教師傳授相關知
識、界定問題）
、醞釀階段（發展學生自我的想法）
、豁朗階段（藉由小
組討論分享想法、列出設計重點）、驗證階段（成果展示並且進行調整
修正）
。並使用葉玉珠（2005）所提出的科技創造力評量指標來探討學
生在心智繪圖教學下各階段與科技創造歷程的具體表現。其中評量指標
包含流暢力（短時間內腦力激盪產生多種不同的想法與看法）
、變通力
（遇到問題時可以想出不同的解決方法）、獨創力（以新奇的想法來創
造不同於別人的作品）、精進力（完整的呈現自己的作品，把想法正確
的呈現在作品上）。
以下依照不同的創造歷程於課堂上實施的階段加以說明：
一、 準備階段
本研究在構想階段將其分為建立概念與資料蒐集兩大步驟，學生必
須依序跟著課程了解綠建築相關概念，並且利用心智繪圖將相關概念聯
想繪製出來加深印象，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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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準備階段學生的創造歷程分析

創造歷程

學生具體表現

科技創造力指標

教師：根據老師所教的綠建築知識中，你認為一個
理想中的綠色環保物件應該具備什麼條件與功能?

精進力
獨創力

準備階段

（0316-7-S14-M）
教師：你曾經在哪看過綠建築?你從何處蒐集資料?
1.台北花博的流行館（0309-5-S03-T）、
2.北投圖書館（0309-5-S35-T）、
3.世博某些展覽館（0310-1-S11-T）、
4.台大的綠房子（0311-2-S02-T）。

此階段目的要讓學生開始進入到綠建築設計的單元中，學生構想出
許多不同的物件並且發揮想像力創造出許多虛構但卻可能在未來問世
的物件，包含環保車、環保屋、環保飛機、環保管家，環保書包等。教
師讓學生天馬行空的想像並且聯結繪畫在心智圖上，學生的反應皆算踴
躍，也願意學習新的思考方法，由於心智繪圖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就可以
記錄下心中所想到的，所以在首次的心智繪圖繪畫上並沒有出現學習興
趣低落的情形。本次研究對象之校外教學全校皆參觀過台北花博，所以
學生利用現在熱門的花博獲取相關知識並且能夠將收集到的資料整合
之後用於設計自己的作品中。
二、 醞釀階段
本階段讓學生接續前一階段的想法，利用心智繪圖的概念聯結，發
展出屬於自己的綠色建築物具備的功能，請見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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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醞釀階段學生的創造歷程分析

創造歷程

學生具體表現

科技創造力指標

教師：若現在要你們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綠色環保
建築，你會想要讓他具備什麼功能?在你的建築物上
你會要擺設什麼設施？

流暢力
獨創力

醞釀階段
（0316-4-S11-M）
教師：你覺得你的綠建築心智繪圖中做有特色的是
什麼？
學生會在建築外觀及功能上聯想到與眾不同的東
西，例如：哥德式尖塔（0316-4-S35-T）、火星人
（0316-5-S28T）或是能夠抵抗世界末日的無敵飛機
等（0317-1-S29-T）。
教師：怎樣的建築才環保能夠節能減碳?
1.要能夠能源回收再利用（0316-7-S10-T）、
2.可以利用太陽能跟雨水（0318-2-S35-T）、
3.養很多植物製造氧氣（0317-1-S32-T）、
4.做好資源回收等等（0316-5-S07-T）。

此階段學生通常會利用前階段所學的綠建築九大指標加以運用在
心智繪圖聯想上，並且在建築物結構的呈現開始呈現不同的想法，對於
建築物的功能也有許多不同的見解。研究者發現控制組的同學由於沒有
將上階段所學習的相關資訊統整並且變成自己的知識，在回答教師問題
時有些同學會發生思考空白不知道教師在問什麼問題的狀況產生，實驗
組學生相較之下發生此情況的比例減少許多，較能夠依照自己所聯想到
的答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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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豁朗階段
此階段主要讓學生利用小組討論的方式釐清自己的觀念並且確立
最後的想法，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豁朗階段學生的創造歷程分析

創造歷程

學生具體表現

科技創造力指標

學生利用回家蒐集相關資料修正自己原始設計
有誤的地方，並且小組互相分享討論來發現自己
沒有發現的問題。

變通力
精進力

開始有學生對於綠建築設計的材料與營建結構
方面做複雜的思考，會不斷地提出新問題來驗證
自己的想法。

豁朗階段

教師：現在開始進行小組討論，把你們的想法分
享給組員，也可以讓大家觀摩你們的心智繪圖作
品。
在此狀況下學生熱烈的討論彼此的作品，有不了
解的地方就互相交換意見，也有學生因為討論出
新的想法就修改原本自己的概念。
也有學生開始問老師材料的相關問題，對於建築
材料是否能夠被正確的使用學生的關切程度也
非常高。

（0316-5-S4-M）

在此階段學生除了修正自己的想法外，開始在想法上也更具體，對
於預期的目標也會跟同學或老師交換意見，少數同學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並且對於小組討論不熱衷，此情形在控制組較為嚴重，研究者認為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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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缺乏心智繪圖當作討論的依據，所以無法很完整的與組員分享自
己的理念，因此造成學生對於小組討論不熱衷的情形。
四、 驗證階段
最後一階段為驗證階段，學生將前三階段所建立的先備知識與觀
念和構想，落實在設計圖的繪製上面，將校園綠建築設計作品加入自
己的想法，並修改調整細部些微的小地方，如表 4-18。
表 4-18 驗證階段學生的創造歷程分析

創造歷程

學生具體表現

科技創造力指標
變通力
精進力

驗證階段

（0420-5-S40-G）

（0420-7-S40-G）

教師：要怎樣才能讓你的綠建築跟別人與眾不同
呢?
多點功能（0421-1-S06-T）、多蓋幾樓
（0421-2-S31-T）
、要比別人帥氣（0420-7-S17-T）
。

將想法落實成設計圖作品，依照學生的設計圖作品研究者將其分為
傳統型、改造型、未來型、單純型。而此階段為具體行為的驗證，將想
法落實在作品上，學生通常會先將自己的創意發揮，遇到問題時再找出
方法解決問題。學生在課後訪談時被問及是否還想要重新繪製或是修改
設計圖作品時，大多數的學生都對於自己的繪畫技巧感到沒有信心，實
驗組同學對於綠建築指標運用在設計中的成熟度較好，控制組同學容易
將課堂上老師所介紹的綠建築相關影片、照片中所看到的建築物稜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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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設計，在創意的發揮上較缺乏想像力。
五、 小結
綜合以上四階段科技創造歷程分析，研究者發現經由心智繪圖教學
對學生創造歷程可以在課程初期讓學生快速達到建立觀念，發現問題的
功效，進入創造歷程中期時對於學生創作的方案選定、發展更深入的想
法亦有幫助，最後在後期構想實現為作品時，也可以統合前中後期完整
概念，對於學生的設計能力與知識建立有非常大的助益。對於科技創造
力評量指標的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在四階段的科技創造
歷程當中分別有不同的提升，研究者也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表現有所
不同，在創造的歷程當中，幫助思考的媒介非常重要，心智繪圖這項思
考工具在實驗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另外研究者也發現部分學生會主動要求學習新的方法，希望教師能
夠提供新的方法幫助自我思考與創造，接受訪談的實驗學生中大多數都
認同心智繪圖教學，對於這樣子的教學方式學生給予正面的評價，認為
可以幫助自我聯想關於綠建築的種種重點，也可以在沒有靈感的時候迸
發出一些想法來擴散成繪畫的靈感來源。由於學生對於創造力的字詞解
釋概念較不了解，經由研究者解釋後學生表達出使用心智繪圖後能夠讓
自己比較能夠聯想事情，課堂記錄筆記的方式也變得比較有趣了，大多
數學生也表示將來會想要把心智繪圖做筆記的方式運用在別的科目來
幫助自己能夠快速對於上課內容做聯結，Bohari（2011）也在其研究中
指出，大多數學生會不滿足傳統的教學方式，傳統的教學方式缺乏互動
且難以將知識吸收後記憶下來，教師若教授新方法時學生的創造歷程就
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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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相關研究進行探討與比較，對於研
究過程中研究者所觀察與發現的部分將結果分述如下：
本研究使用不同的測驗與評量表，並且在研究期間對學生訪談並且
於課堂觀察學生學習的情況，探討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造力下
的科技創意思考、科技創造表現與科技創造歷程的影響，以下針對此三
部分進行討論：
一、 心智繪圖教學對科技創造力中科技創意思考的影響
根據文獻探討，大多數學者對於心智繪圖實施於教學層面抱持肯定
的態度，然而經過本研究的實驗教學後，發現實驗組學生在｢科技創造
力測驗｣中的字詞聯想、書包設計、科技創造力測驗總分三方面均明顯
高於控制組學生並且有顯著差異與廖偉雄（2009）
、吳慧貞（2011）的研
究結果相似，皆認為心智繪圖教學對於學生的思考創意能力提升有極大
的助益，黃玉琪（2006）亦將心智繪圖教學用於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
該研究結果顯示使用心智繪圖有助於學生創意思考能力的提升，利於學
生提高學業成就。Gnezda（2011）也表示腦部繪圖時思考多種想法，並
且找出這些想法的關聯性，再利用不同的組合產生出創新的想法來豐富
思考。由於心智繪圖教學能夠具體記錄下經由視覺產生於腦中的圖像，
對於啟發學生視覺表徵方面的認知與思考能力有所幫助，相對亦能夠提
升學生的創意思考能力（Marzano, Pickering, & Pollock, 2001）
。綜合其他
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結果顯示心智繪圖教學對於國中學生在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的創意思考能力提升有所助益。
二、 心智繪圖教學對科技創造力中科技創造表現的影響
本研究利用八週時間完成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之課程，最後將學生
的校園綠建築設計圖作品以｢構想創意評量表｣作為評分依據加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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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在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價值性及構想
創意評量表總分皆高於控制組學生的作品分數，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
評分亦達顯著差異，顯示出實驗組學生再進行心智繪圖教學後所表現出
的作品明顯優於控制組，實驗組學生利用心智繪圖來留住快速消逝的點
子並連接概念，由此可知接受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造力中的科
技創造表現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如同 Goyal（2011）指出擁有科技知
識只是一種工具，而心智繪圖即是能夠將學生的知識與表現聯結的一種
思考方式。蔡文山（2007）與李祐臣（2008）對於心智繪圖教學是否能
夠提升學生的創造表現也提出學生接受心智繪圖教學後能夠應用在創
造表現的提升並且快速的將創造動機擴大至實際成就的展現。利用以學
生為中心的心智繪圖讓想法能夠轉化成設計作品的產出，對於學生的創
造表現有正面的影響（Fun & Maskat, 2010）。
三、 心智繪圖教學對科技創造力中科技創造歷程的影響
研究者利用課堂實際觀察與訪談學生的方式，觀察實驗組學生在心
智繪圖教學之下所完成的創造歷程與控制組學生是否有差別，從學生反
應的結果與作品的展現下發現接受心智繪圖教學的學生在知識的串聯
上較優於控制組的學生，對於問題的判斷與解決方式的選用也較為果斷
且較具正確性，張政義（2009）之研究提出科技創造力發展是一種動態
辯證的歷程，學生透過分析、創意、應用思考，在文字、圖案、技能三
方面，能夠自我詮釋並且建構架構。Lamont（2009）認為心智繪圖表現
出腦中思維的程序與關係，並且能夠幫助注意力集中，容易讓心智繪圖
的使用者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產生良好的研究結果幫助使用者進行自
我了解。本次研究經過實驗後發現心智繪圖在創造歷程上對學生的動機、
學習、思考等行為表現皆有幫助，Bohari（2011）指出，多數時間教師
使用傳統教學方式時學生也會感到不滿足，因為傳統教學方式缺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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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動，教師若能利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增加學生思考的機會學生的創造
思考歷程將會有所不同。研究者觀察到學生能夠把原本認為生澀或是具
有難度的生活科技設計作品利用心智繪圖快速聯結想法，較準確的表現
出來並且增加學習的興趣，如同王保堤（2005）之研究中表示利用心智
繪圖為基礎，訓練學生的擴散思考能力，將舊有的經驗與新產生的概念
做出聯結後激盪出可行性高想法，無形中提高學生的解決問題之流暢力，
也能夠讓學生之間彼此激動、團隊合作。由此可見，本研究與上述研究
及莊馥禎（2008）之研究結果相似，心智繪圖教學在學生科技創造歷程
中能夠刺激學生的思考邏輯並且讓學生的創造歷程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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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造力影響之研究，作
為學校在往後教學設計之參考，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先進行文獻探討
後了解心智繪圖教學的應用與意涵作為本研究之理論依據，進而發展相
關心智繪圖教學活動。利用準實驗研究法，實施為期八週的實驗課程。
教學實驗前對受測學生施以｢科技創造力測驗｣，以了解學生在進行教學
實驗前科技創造力的概況，實驗後再施予｢科技創造力測驗｣，並且利用
｢構想創意評量表｣針對學生所繪製的校園綠建築設計圖進行創意評分，
了解學生在進行教學實驗課程後科技創造力的表現與差異。本章綜合所
蒐集的文獻與分析研究結果後提出結論，再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幾項結論：
壹、 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意思考能力有正面影響。
心智繪圖強調 建立聯想中心主題，使思考不致離題，利用分層分類的
模式可以擴展創意思考的範圍，我國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強調創意思考培養
學生遇到問題時能夠找出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法，學生使用心智繪圖來幫助
思考時能夠提升自我科技創造力，本研究利用學生進行科技創造力測驗前、
後測之結果發現學生在字詞測驗與書包設計兩大題項所包含的流暢力、變

通力、獨創力、精進力、以及視覺造型五大指標中皆達到顯著差異，顯
示學生經過心智繪圖教學後對於科技創意思考能力有正面之影響。研究
者也透過實際的觀察發現。學生學會心智繪圖技巧後對於創意聯想更能夠
擴散聯想範圍。

貳、 心智繪圖教學對提升國中生科技創意思考能力顯著優於傳統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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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實施八週的教學實驗後，由得到的研究結果可發現，兩組學生
在科技創造力測驗中各項評分類別與總分皆達顯著差異，實驗組學
生在接受心智繪圖教學後其創意思考能力明顯優於接受傳統講述教
學的學生在科技創造力的創意思考能力，對於提升學生科技創造力
中的創意思考能力心智繪圖教學的成效十分顯著，學生更能夠將腦
中所聯想的事物擴散聯想後轉化成自己的文字與圖案幫助自己的創
意思考。
參、 心智繪圖教學對提升國中生科技創造表現顯著優於傳統講述教學
實驗組學生經過心智繪圖教學後所繪製出的作品，在構想創意
評量的平均得分上與接受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生作品明顯高出許多，
可見兩組學生在科技創造表現上具有顯著差異，使用心智繪圖教學
的學生科技創造表現明顯優於接受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生。然而利用
心智繪圖教學對於學生校園綠建築設計的科技創造表現有所影響，
在奇特性、新穎性、可行性與價值性四個評分類別上對於接受傳統
講述教學的學生更能完整的表達出自我的想法，減少學生面臨困難
的機會。
肆、 心智繪圖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造歷程具正面影響。
心智繪圖能夠幫助大腦做聯想，並記錄下來，學生利用此優勢將瞬間
產生的想法利用心智繪圖記錄下來，對於創造歷程進行時需要龐大的資料
與想法有極大的幫助，教師使用心智繪圖引起學生興趣時比傳統講述教學
時更有系統性，能夠串聯每個重點部份，幫助學生快速吸收並且轉化成本
身的知能，研究者在課堂觀察時發現學生利用心智繪圖紀錄綠建築相關筆
記時可以很快的組織零散的記憶，心智繪圖對國中生科技創造歷程具有正
面的影響，讓學生進行科技創造時較不易感到過於艱深且能夠充分發揮。

伍、 心智繪圖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對國中生科技創造歷程具不同影
70

響。
兩組學生在進行實驗教學課程時，經過研究者的課堂觀察發現，接
受心智繪圖教學的學生在迸發想法、思考問題時較為積極與富有創意，
控制組學生則容易受到教師引響而侷限自己的想法，以往學生對於生活
科技課程偶爾會感到艱難無法理解而轉變成沒有興趣，經過學習心智繪
圖後學生可以把感覺困難時的想法記錄下來，利用豐富的聯想讓問題變
得較易解決，本研究顯示兩組學生的科技創造歷程有不同的影響，接受
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生在學習綠建築相關概念與設計校園綠建築時較常
因為感到不解而表現出無趣的反應。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論以及研究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提出研究者的反
思與建議，供後續研究參考。
壹、 對教學的建議
一、教學活動多提供學生創意思考的思考工具
教學活動進行時，建議教師在課堂授課時能夠增加教授學生創意思
考的工具，例如心智繪圖思考法、曼陀羅思考法、K.J.思考法，讓學生
能夠透過個人及團體互動激發創意潛能，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來啟發創
造力，在課堂上有更精進的創意表現。
二、在教學上增加圖像化紀錄方式的比重
教師在設計學習單或是要求學生紀錄課堂所學習到的課程內容時，
建議多使用圖像化的紀錄方式，讓學生以心智繪圖的方式記錄筆記與完
成作業，減少學習單上行列式的紀錄與問答，可以幫助學生快速聯想並
且在課後回想上課內容時對於自己的紀錄歷程能夠快速進入狀況，不會
因為過多的文字讓學生無法連接上課時記錄想表達的內容與想法，減少
71

需要學生大量書寫文字題目的比重，增加利用心智繪圖等圖像化紀錄工
具讓學生可以更完整記錄自己的想法。
三、將心智繪圖教學應用至生活科技各課程領域
經由本研究發現學生經過心智繪圖教學課程後，科技創造力相關能
力指標有顯著成長，學習的動機與興趣也有正面影響，因此建議教師可
以將心智繪圖教學應用在生活科技課程的其他領域上，在進行教學時將
相關領域的生活科技議題或字詞讓學生進行心智繪圖的繪製，教學活動
進行時利用心智繪圖幫助小組討論或是個人對此課程領域的連繫與迴
響，並且在最後檢視教學成效時讓學生利用繪製心智繪圖的方式取代常
用的口頭回答，提升學生的擴散思考與科技創造力，降低學生遇到不熟
悉的生活科技領域時感到無助的情形並且幫助學生能夠將腦中的思考
轉化為有形的圖像與字詞並且順利表達。
貳、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人力與時間的限制，僅以國中九年級學生作為實驗研
究對象，以國中九年級的生活科技課程研究探討學生的科技創造力，未
能夠完整深入研究，以下針對後續研究提出進一步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為國中九年級學生共六個班，分別亂數選取三組為實驗
組與控制組，未來相關研究建議可擴充研究對象之人數，或是將研究延
伸至七、八年級等不同年齡範圍，藉此增加研究之準確性與全面性。
二、研究範圍方面
本研究以｢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為主要課程，其中包含營建科技、
能源與動力、以及材料應用等範圍，建議為來研究者可將心智繪圖教學
教材編制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其他範圍如：運輸科技、圖文傳播或
是新興應用科技等，設計不同的教學課程來探討心智繪圖對國中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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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的影響與成效。
三、研究時間方面
本研究共耗費八週進行，受限於國三學生與研究時程的關係無法繼
續延長，在八週的時間內所發現學生科技創造力的提升是否真正為心智
繪圖教學所造成仍值得深入探討，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課程延長為一學
期或是一學年，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性並且增加實驗課程的完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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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設計圖構想創意表現評量表
班級座號：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評鑑者：____________
類別

評量項度
1-1 材料

5

評分
選用奇特的材料
4 . 3 . 2 .

.
優

佳

普通 稍差

備註
1

.

差

造型設計很特別
一、奇特性

1-2 造型

5

.

4

優

1-3 結構

5

5

2-2 少見的

5

.

.

.

.

佳 普通 稍差 差

.

佳 普通 稍差 差

5

佳 普通 稍差 差

創意描述詳細完整
. 4 . 3 . 2 . 1

5

.

5

4

4-2 功能強大

.

5

.

.

1

性能表現強
. 3 . 2 .

1

.

.

佳 普通 稍差 差

有其他用途或功能
4 . 3 . 2 . 1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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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美感
. 3 . 2

佳 普通 稍差 差

4

優

.

佳 普通 稍差 差

優

4-3 多用途

1

同儕作品鮮少出現
. 4 . 3 . 2 . 1

優

四、價值性

1

佳 普通 稍差 差

優

4-1 精緻美觀

.

構想可做出實品的可行性
5 . 4 . 3 . 2 . 1 .

三、可行性
3-2 精密完整

2

異於傳統設計
4 . 3 . 2 .

優
3-1 構想可行

.

佳 普通 稍差 差

優

二、新穎性

3

結構設計非常獨特
. 4 . 3 . 2 . 1
優

2-1 原創的

.

佳 普通 稍差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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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校園綠建築設計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實驗組)
單元名稱 校園綠建築設計

教學對象

國八學生 人 數 32 人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時間

共 8 節課

設計者 溫立翔

教學者

溫立翔

教學研究 一、教材分析
1.重點：本單元旨在透過校園綠建築的認識與設計，引導學生認識心智
繪圖並且落實於教學中，並將聯想的結果運用於實際的設計過
程中。
2.特色：心智繪圖是一個創造性的教學工具，讓學生擴展其思考範圍，
加強分析歸納資料的能力，本活動將教授學生心智繪圖的相關
聯想方法並實地繪出，增進其科技創造力。
二、教學分段能力指標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8-3 認識各種天然與人造材料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並嘗試對各種材
料進行加工與運用。
2-4-8-7 認識房屋的基本結構、維生系統及安全設計。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的習慣。
8-4-0-3 瞭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三、教學重點
本單元的教學重點如下：
1.關鍵詞：綠建築九大指標、環保節能、校園綠建築。
2.科技觀念：能源動力、環境保護、材料與設計。
教學方法 1.傳統講述教學：講述與討論相關概念，並講述現有案例。
2.心智繪圖教學：配合心智繪圖教學引導學生創意設計並且提出擴散聯
想後的想法

節次

月

1

3

2

3

3

3

4

3

日

教

學

重

1.介紹活動：校園綠建築設計
2.介紹何謂綠建築
1.講解心智繪圖步驟
16 2.利用心智繪圖教學綠建築相關概念
3.繪製綠建築概念心智圖
1.介紹台灣現有綠建築展示
23
3.開始進行初步設計
9

30

1 參觀校園建築現況
2.介紹現有校園綠建築
89

點

5

4

6

6

4

13

7

4

8

4

1.完成首次設計稿.

1.發表首次設計與欣賞
2.再次進行心智繪圖加強綠建築觀念
1.依照首次設計修正並改善設計不良處
20
2.最後設計圖稿
27

1.發表最後設計作品
2.使用心智繪圖加強教學單元整體概念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分鐘)

學生進度

<準備活動>
投影機
筆記型電
腦
相關影片
投影片
黑板

※老師方面
1.蒐集綠建築相關資料與多媒體教材
2.心智繪圖教學準備
3.準備材料

<引起動機>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以 2010 台北市花卉博覽會綠建築展覽館為
例引起學生動機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介紹教學活動：校園綠建築設計，改善現
有校園建築以達節能減碳目標。
2.介紹綠建築指標以及綠建築標章

20

第二節
1.示範講解心智繪圖教學步驟
教師示範如何構思與繪製
2.示範利用心智繪圖的拓展連結的特點將
綠建築九大指標有效的聯結關係

25

25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20
跟著老師一起繪製
心智圖來記錄上課
筆記
15

第三節
1. 利用多媒體與投影片介紹台灣綠建築
現況

30

完成設計圖 50%

專心聆聽

2.進行首次校園綠建築設計
90

第四節
1.校園建築導覽參觀
2.現有校園綠建築功能介紹、優缺點評估

25
20

參與討論
完成首次設計圖至
100%

45
第五節
1.完成首次設計圖

15

第六節
1.教師對於首次設計圖進行講評並且讓同
學互相欣賞
2.利用心智繪圖進行課程記錄，將首次設計
的優缺點以心智繪圖記錄下來

第七節
1.進行校園綠建築設計圖修正並且完成為
最後的設計作品

<綜合活動>
第八節
1.作品發表
2.優秀作品欣賞
3.教師總結
4.利用心智繪圖將本次教學活動進行資料
統整
5.學生發表學習心得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30
修正完成設計圖至
100%
45
欣賞作品
參與討論
10
5
5
20

聆聽
提出自己的觀點

5

<評量活動>
根據「構想創意評量表」的各構面及評分
向度來評量學生所繪製的設計圖
(單元課程結束)
心智繪圖教學部分共 95 分鐘，佔本教學活動教師授課時間 240 分鐘之 39.6%，
佔本次教學活動 360 分鐘之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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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綠建築設計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控制組)
節次

月

日

教

學

1

3

11

1.介紹活動：校園綠建築設計
2.介紹何謂綠建築

2

3

18

1.介紹綠建築相關概念
2.介紹現今世界環境破壞的狀況

3

3

25

1.介紹台灣現有綠建築展示
3.開始進行初步設計

4

4

1

1 參觀校園建築現況
2.介紹現有校園綠建築

5

4

8

1.完成首次設計稿.

6

4

15 1.發表首次設計與欣賞

7

4

22

8

4

29 1.發表最後設計作品

重

點

1.依照首次設計修正並改善設計不良處
2.最後設計圖稿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分鐘)

學生進度

<準備活動>
投影機
筆記型電
腦
相關影片
投影片

※老師方面
1.蒐集綠建築相關資料與多媒體教材
3.準備材料

<引起動機>
以 2010 台北市花卉博覽會綠建築展覽館為
例引起學生動機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介紹教學活動：校園綠建築設計，改善現
有校園建築以達節能減碳目標。

45

第二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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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綠建築九大指標以及綠建築標章
2.介紹現有環境破壞與生態浩劫型情

20

第三節
1.利用多媒體與投影片介紹台灣綠建築現
況
2.進行首次校園綠建築設計

15

第四節
1.校園建築導覽參觀
2.現有校園綠建築功能介紹、優缺點評估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30
完成設計圖 50%
25
20
專心聆聽
參與討論
45

第五節
1.完成首次設計圖

第六節
1.教師對於首次設計圖進行講評並且讓同
學互相欣賞

45

完成首次設計圖至
100%

45

修正完成設計圖至
100%

第七節
1.進行校園綠建築設計圖修正並且完成為
最後的設計作品

欣賞作品
參與討論
15
10
10
10

<綜合活動>
第八節
1.作品發表
2.優秀作品欣賞
3.教師總結
4.學生分享心得

<評量活動>
根據「構想創意評量表」的個構面及評分
向度來評量學生所繪製的設計圖
(單元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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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提出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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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校園綠建築設計單元專家意見表
項次

意 見

內 容

1

是否可以在學生正是繪畫心智圖前先由教師示範心智繪圖的
正確方式，而不是由學生依照繪畫步驟就開始畫。

2

只有在單元進行的開始與結束進行心智繪圖相關教學活動，建
議在課程中間也加入心智繪圖的使用或是教學。

3

若以台北市花卉博覽會為引起動機的例子，往後是否適合使用
在台北市以外的學校？若不合適則可以換成哪個例子?

4
5

八節課時間是否能夠完整的進行完本教學單元?
進行教學單元時建議可以多使用電腦化教學設備讓學生多利
用圖像式的教學吸收心智繪圖的相關概念。

6

若校園內並無現有綠建築相關設施該如何應變?有些設施也位
於樓頂或是地下室不方便讓學生參觀，請教師帶領學生參觀前務必
規劃完善。

7

建議以後進行教學活動後的評量時除了綠建築設計圖外可以
將學生所畫的心智繪圖也納入評分項目中。

8

國中一節課只有 45 分鐘如果將時間完全排滿，很容易會因為
學生排隊或是其他臨時狀況而造成拖延上課進度的情形。

9

九年級學生面臨升學考試等壓力，在排定教學進度時記得避開
複習考與段考等時程，避免教學單元無法如預期完成。

10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教學活動是否只有在心智繪圖的部分有差
別?請特別注意不要讓其他變因影響教學的成果。

11

若能配合實際參觀台北市花卉博覽會讓學生親身體驗綠建築
的設計與概念對教學會更有效果。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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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綱要
1.請說明你是如何引發你設計校園綠建築的靈感的？

2.你對你自己的成果滿意嗎？

3.你覺得這幾週以來，老師的上課方式跟以往有什麼不同？

4.你會想要老師多用這樣的上課方式嗎？為什麼？

5.你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對你的「創造力」的啟發有沒有幫助？為什麼？

6.有機會再重新繪畫或是修改你的設計圖，你覺得會有哪些地方需要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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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校園綠建築設計教學單元專家學者與教師名單
代稱

任職單位

專長領域

1.Ｃ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科技教育、多媒體設計
2.Ｈ教授 私立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科技教育、營建科技

3.Ｔ教授 國立台東大學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數位教學、資訊應用

4.Ｌ教師 台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擔任教師 10 年

5.Ｈ教師 台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擔任教師 11 年

構想創意評量表與訪談綱要中兩位生活科技教師與校園綠建築設
計教學單元專家與教師名單內 L 教師、H 教師為相同兩人，因此不再多
做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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