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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的STEM的教育意涵在於，教學活動設計上應給予學生學習如
何統整過去所學的知識與技能，來解決真實世界中所遇到的生活問
題，同時培養學生對於各類科學知識正向的學習態度。本研究所規
劃研發的課程內容，從STEM整合科學與科技的角度出發，以學生的
家庭電力生活經驗為出發點，對學生提出問題，來引出相關電路理
論與工程技術。在此過程中，配合實作活動及相關測驗，透過運用
Kolb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來協助學生建構與反思其所
欲了解的電路知識。在計畫執行初期的專家學者討論與反思過程
，了解到欲推動上述教學方法，應先了解及改變在職教師在此議題
上的態度與想法，故本研究為探討中學教師在接受上述創新教學後
，對於運用此教學活動在中學教學場域的想法與態度，以及其自己
本身家庭電力相關知識的改變。故本研究專注於了解老師對本研究
所設計的教學活動的反應，及他們對此反饋，來深入思考在本研究
教材發展及實施方面，應有的作為及成效。此外考慮此教材未來在
中學推廣時，其對學生在STEM各領域知識學習的態度及後續相關工
程職業選擇的影響，本研究亦發展中學學生STEM態度量表，為未來
研究發展所需之工具做準備。
研究結果發現老師們對本研究所提之實作教學，他們認為動手實作
學習的特點有「像科學實驗」、「耗時久」、「器材易毀損或浪費
材料」、「適合學生程度的學習內容與認知」和「需訓練老師如何
上課」。從此反映出在職老師對STEM教育仍著重在技術訓練及實際
成品製作。但仍有少數老師認同Kolb理論，認為動手實作需要反思
「要做什麼」和「為什麼要這麼做」。因此在推動以家庭電力概念
為導向的STEM教育，確如研究初期所考慮的情況，需先改變教師對
此類課程的教學觀念及態度，進而纔能透過老師來推廣此類教材。

中文關鍵詞： STEM教育、電力與電路知識、整合各類科學知識、工程與科技領域
。

英 文 摘 要 ： Electricity, as a topic in Physics, continues to be widely
regarded by students as difficult and therefore
unattractive. Goes beyond traditional lectures with
abstract circuit diagram and terminologies, this tsudy
proposed to use home electricity in household, promot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It is well known
that, even with hand-on experience, knowledge is
constructed upon existing metaphor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deeper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is only
possible when the learning is constructive. In addition,
school scienc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built around well-
defined problems and delivered separately. As most real-
world problems are ill-defined and their solutions depen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ary, this study
proposes to implement the notion of STEM in the teaching
and engage them in understanding their daily-life issues,
home electricity. That i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use home
electricity around students' daily life as the topic for
explorative learning and guide them through STEM



integrative instruction to access the basic knowledge about
electricity and engineering. The proposal aims to not only
promo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electricity but also
improve their attitude toward engineering.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this study
focus on how to train in-service teachers to adopt the
proposed pedagogies in the high school teaching. Through
acquiring in-service teachers’ response, the feasibility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oposed learning designs will be
revealed. Hence, a series of teachers training were held
and their response were collected to serve as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sources. In addition, a
STEM attitude inventory was developed for the preparation
in understan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 and
preference over the STEM study and career pursuit after
receiving the proposed teach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erms of practical
teaching, teachers believ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ds-on learning are "like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ime-
consuming", "equipment is easy to damage or waste
materials", and "learning content and elements suitable for
students’ cognitive training" and "teachers need to be
trained in how to teach." It implicitly indicated that in-
service teachers still focus on technical training and
building physical artifacts in STEM education. However, the
positive sign was that there are still a few teachers who
agree with Kolb's theory and believe that hands-on practice
requires reflection on "what to do" and "why to do it."
Therefore, in the promotion of STEM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oposed teaching of household electricity, it is indeed
necessary to change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and
attitudes towards such learning designs.

英文關鍵詞： STEM education, electricity and electric circuit,
integrative i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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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 STEM 的教育意涵在於，學生能夠統整過去所學之物理電學概念及數學能力。因此在教

學活動設計上應給予學生機會，讓他們能學習如何統整過去所學的知識與技能，來解決真實世界中所

遇到的生活問題，同時培養學生對於各類科學知識正向的學習態度，亦即讓學生理解知識的提升，是

為了替未來提升生活品質與相關就業工作做準備，而非僅是應付考試。綜上所述，本研究為探討中學

生在接受結合生活內容之家庭電力創新教學後，學生對於物理科學與家庭電力活動之核心動機，以及

電力相關知識的改變。除了發展 STEM 量表外，考慮此教材未來推廣，應先針對老師的意見進行了

解，故跳脫一般研究的思維，討論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專注於了解老師對本研究所設計的教學活

動的反應，及他們對於將它應用在自己的學校課堂上的看法。以此反饋來深入思考在本研究教材發展

及實施方面，應有的作為。 

研究結果發現老師們對本研究所提之實作教學，他們認為動手實作學習的特點有「像科學實驗」、

「耗時久」、「器材易毀損或浪費材料」、「適合學生程度的學習內容與認知」和「需訓練老師如何上課」。

從此反映出在職老師對 STEM 教育仍著重在技術訓練及實際成品製作。但仍有少數老師認同 Kolb 理

論，認為動手實作需要反思「要做什麼」和「為什麼要這麼做」。因此在推動以家庭電力概念為導向的

STEM 教育，確如研究初期所考慮的情況，需先改變教師對此類課程的教學觀念及態度，進而纔能透

過老師來推廣此類教材。 

 

English abstract 

Electricity, as a topic in Physics, continues to be widely regarded by students as difficult and therefore 

unattractive. Goes beyond traditional lectures with abstract circuit diagram and terminologies, this tsudy 

proposed to use home electricity in household, promot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It is well known 

that, even with hand-on experience, knowledge is constructed upon existing metaphor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deeper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is only possible when the learning is constructive. In 

addition, school scienc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built around well-defined problems and delivered separately. As 

most real-world problems are ill-defined and their solutions depen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ary, 

this study proposes to implement the notion of STEM in the teaching and engage them in understanding their 

daily-life issues, home electricity. That i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use home electricity around students' daily life 

as the topic for explorative learning and guide them through STEM integrative instruction to access the basic 

knowledge about electricity and engineering. The proposal aims to not only promo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electricity but also improve their attitude toward engineering. During the initial phase of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this study focus on how to train in-service teachers to adopt the proposed pedagogies in the high 

school teaching. Through acquiring in-service teachers’ response, the feasibility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oposed 

learning designs will be revealed. Hence, a series of teachers training were held and their response were 

collected to serve as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sources. In addition, a STEM attitude inventory was 

developed for the preparation in understan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 and preference over the 

STEM study and career pursuit after receiving the proposed teach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erms of practical teaching, teachers believ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ds-on learning are "like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ime-consuming", "equipment is easy to damage or waste 

materials", and "learning content and elements suitable for students’ cognitive training" and "teachers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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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rained in how to teach." It implicitly indicated that in-service teachers still focus on technical training and 

building physical artifacts in STEM education. However, the positive sign was that there are still a few teachers 

who agree with Kolb's theory and believe that hands-on practice requires reflection on "what to do" and "why 

to do it." Therefore, in the promotion of STEM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oposed teaching of household 

electricity, it is indeed necessary to change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and attitudes towards such learning 

designs. 

 

計畫中文關鍵詞：STEM 教育、電力與電路知識、整合各類科學知識、工程與科技領域。 

計畫英文關鍵詞：STEM education, electricity and electric circuit, integrative i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說明：本研究部分內容已發表於研討會 

丁玉良* & 張惠婷（2020）動手做的 STEM 生活科技家庭電力課程的教材發展，第九屆工程、技術與

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2020/05/15，台中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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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及成果說明 

 

 電是物理學中的一個主題，被視為各級教育中物理/科學課程的中心領域。電力涉及極其複雜和高

度抽象的概念，並繼續被學生廣泛認為是困難而沒有吸引力。電的相關教學完全取決於模型和類比

（Mulhall，McKittrick＆Gunstone，2001年）。研究始終表明，在教授電學之後，學生的理解能力很差。

因此，學生對電力概念的理解一直是科學和教育領域許多研究的重點（Liégeois等，2003年）。 

 由於許多電氣概念和數量的抽象與無形的性質，如何表示電能知識以有效地支持科學概念的學習

和解決問題，是一項重大挑戰。例如，無法安全或直接感覺到電流（Johnson，Butcher，Ozogul＆Reisslein，

2014 年）。新學習者不熟悉抽象的電路組件（例如電壓源和電阻性電氣設備）及其抽象的標準符號，

例如電阻的鋸齒形線符號（Johnson，Butcher，Ozogul＆Reisslein，2014 年）。電路元件的抽象常規符

號與現實生活中的符號幾乎沒有視覺上的相似之處，帶來了極大的學習困難和認知處理需求（Moreno，

Ozogul＆Reisslein，2011 年）。 

 因此，模型和類比對於電力的教與學至關重要。例如，小學階段介紹電現象時通常使用的“電池

和燈泡”方法，以及與此相關的流動類比，導致對高中生的普遍信念是，電流導致電位差，反之亦然

（Cohen，Eylon＆Ganiel，1983 年；Dupin＆Joshua，1987 年；Mulhall，McKittrick＆Gunstone，2001

年）。就是說，沒有認真考慮模型/類比/隱喻之間的關係，更不用說和實質性意義的分析了，然而這些

模型/模型/隱喻，在不同層次的電力教育中受到青睞。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教師缺乏對使用任何

模型/類比/隱喻的邏輯的強度和廣度的認真考慮。例如，在某些教科書中，將壓力用作電壓電位的類比

（Fuller，Brownlee＆Baker，1937 年；Mulhall，McKittrick＆Gunstone，2001 年）。 

 關於學生對電路的理解的大多數研究，都使用相同的基本教學結構，即給學生一個電池，一些電

線和一個燈泡，然後讓他們點亮燈泡（Tarciso Borges＆Gilbert，1999年）。然後要求學生解釋他們做了

什麼，以及他們在做時在想什麼。在學生的理解中，電池中有一個原因，而燈泡的照明有一個影響。因

果行為在它們之間起作用，並被稱為“電”，“電流”，“能源”，這些術語經常互換使用（Tarciso 

Borges＆Gilbert，1999年）。但是，新手學習者通常不熟悉也沒有動力去理解這些教學內容。對於初學

者來說，關於基本電路的指導，應該採用熟悉組件的電路上進行教學活動。 

 電力教學的另一個挑戰是，學校科學傳統上是圍繞明確定義的問題構建的。但是，大多數現實世

界中的問題並不確定，其解決方案取決於多個學科的整合。研究認為，當教學從諸如日常生活技術之

類的科學應用開始時，它是一種情境學習，在這種學習中，向學生展示了真實的例子，而不是一般性

的講授。這裡的真實性是指科學知識和科學現象，如何在人類生活中作為技術實現。此外，本研究還

建議在教學中實施 STEM 的概念，並讓他們了解日常生活問題，即家庭用電。也就是說，本研究建議

將學生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用電，作為探索性學習的主題，並通過 STEM 綜合指導他們有關電力和工程

的基礎知識。該提案旨在不僅增進學生對電力的理解，而且還提高他們對工程學的態度。希望相關的

理論依據和討論，能夠激發研究人員和教育工作者，採用發展適合當代年輕人的學習設計，並提高

STEM 的教學質量。 

 故本研究所規劃研發的課程內容，從 STEM 整合科學與科技的角度出發，以學生的家庭電力生活

經驗為出發點，對學生提出問題，來引出相關電路理論與工程技術。在此過程中，配合實作活動及相

關測驗，透過運用 Kolb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來協助學生建構與反思其所欲了解的電路知識。

此規劃概念，除了將傳統電路教學，跳脫以數學計算為導向的講演式上課方式，整合以實作為導向的

反思活動，進而達到跨學科整合的 STEM 學習，這樣的規劃，在機電類的工程與科技教育領域，尚未

有相關之教材或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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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材教案 

 

 STEM 的教育意涵在於，學生能夠統整過去所學之物理電學概念及數學能力，因此在教學活動上

應給予機會，讓學生能學習如何統整過去所學的知識與技能，來解決未來在真實世界中所遇到的生活

問題，同時培養學生對於各類科學知識正向的學習態度，亦即讓學生理解知識的提升，是為了替未來

提升生活品質與相關就業工作做準備，而非僅是應付考試。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學

生在接受結合生活內容之家庭電力創新教學後，學生對於物理科學與家庭電力活動之核心動機，以及

電力相關知識的改變。 

 為考慮教材在實際教學現場的實用性與後續的推廣可行性。教材發展分別與大專院校教授與國中

老師合作，合作對象是北區技術學院工程系所的教授及現職的國中生活科技老師。在初步溝通上，對

於計畫內容，預計要教幾堂課，均為後續共同討論而擬定，期盼能結合理論與實務，並考量專業知識

的呈現等面向，讓發展的教材除了具有多元性之特質，期盼有參與教材製作的老師的想法在裡面，讓

它也成為日後上課的教材及協助推廣。  

 在相關教材發展架構上，分為四個階層，並依階層由低至高安排，第一階層為測驗與家庭電力有

關之基礎事實性知識，題型設計重點為引起學生的學習經驗以及學生是否擁有供電與耗電的概念。 

 第一個階層從學生對家中壁掛式電插頭的常識開始，包括插頭電壓和電流的規格，以及家用電器

供電和消耗的概念。學生被告知電力是設備電壓乘以通過設備的電流的乘積。通過直接從學生的生活

中獲取這些事實知識，教學旨在為探索性工作創造個人動機，並使主題相關並突出主題內容如何成為

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階層欲了解學生於物理課上所學之基礎電路知識，教導學生理解電路封閉的概念，將物理知

識應用於 STEM 的問題中。提高了學生對如何將電能傳遞給他們使用的器具的好奇心。在該教學步驟

中，引入簡單電路網絡。也就是說，電氣網絡是電氣元件所組成（例如電池，電阻器和開關）的互

連，它由閉環（CIRCUITRY）組成，為電流提供返回路徑。 

 第三階層為測驗學生能否將物理課所學之電路知識與家庭電路知識做連結，教導學生擁有串並聯

電路的概念，且了解為何關閉家裡的任一電器用品時，其他電器用品沒有一同關閉；此外教導學生是

否理解在延長線上使用太多高耗電量的電器用品會產生什麼樣的風險，以及風險背後的科學知識。從

第三階層開始，學生需要探索如何在家中為多個電器供電。每個學生的家用電燈、電爐、洗衣機、電

視和所有其他電器彼此並聯連接。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學生需要有電路網絡的串聯和並聯連接的概

念。學生們被告知家用電器的電源電壓相同，人們可以在不關閉所有電源的情況下關閉某一個電氣用

品。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這種具體體驗的起點，並引導他們尋找回答問題所需的電路知識，使用標誌

性表示的通用性知識，來理解他們家的電路網絡。讓學生考慮到真實的問題，並將了解用於創建串聯

和並聯連接的電氣圖的基本符號和程序。 

 第四階層則是教導學生如何透過物理課中的電路知識解釋家庭電路狀況，由於家庭電力系統採用

牆插式並聯連接，下一個與學生生活相關的問題是用電安全。人們開啟的電器越多，消耗的電流越

多，可能會引起火災。這裡提出的問題是關於電源適配器的負載問題。學生們被要求當他們需要同時

使用許多設備時，他們經常使用適配器將多個東西插入同一個插座。如果設備吸收低電流，例如檯

燈，手機充電器和立體聲，這不是問題。學生們被問到，如果他們想要將烤麵包機，吹風機和微波爐

插入同一個電源供應器，是否有任何問題？教師可能會提示這樣的概念：由於這些設備之間的並聯連

接，如果所有設備都已打開，則電流會在適配器中累加。這種知識是學生在以前的教學中獲得的概

念。學生應該意識到他們學到的東西可以幫助他們應對生活問題。此外，這種高電流可能導致適配器

變得非常熱，可能熔化或著火。學生可能會回想起他們之前對類似事件的經歷，並提高他們對如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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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家中發生類似事件的好奇心，並且他們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解找到答案。 

 然後，引入了電力過載的概念，並且為家用電器提供了用於家用電器的電路和保險絲。學生需要

應用他們的不平等數學的概念，並映射到電過載的概念。也就是說，當電路上的器具的總功耗，在數

學上大於最大可承受的輸送功率時，電路處於過載狀態並且可能引起火災危險。擬議的學習設計希望

能幫助學生將真實的家庭電力系統聯繫起來，他們對它的工作原理並不了解它的符號表示和電路的一

般知識電路圖，也讓學生將這些新概括起來獲得抽象知識，以了解如何通過需要物理，數學和技術知

識（STEM）的工程工作確保其家庭電力的安全性。後續計畫將依循上述在計畫書所陳述的內容，將

目前所開發中，或仍待開發的教材進行整合，經過專家評鑑與修改後，進行教學試驗與成效評估。 

 本課程的主題：電路不只是現代科技的基礎，也和家庭生活息息相關。基於此主題，本課程展示

家用電路的工作原理，介紹學生對家用電路基本設計的認識、透過分析觀察及動手實作，增強學生對

電路的基本知識和概念的理解、進行有關電路分析的指導，並預測電路的物理定性、定量數據及運行

情形，並幫助他們解決日常生活（家庭用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培養對此主題的興趣。 

 STEM 的教學目標之一是讓學生意識到科技在未來會如何成為選擇工程職業的知識。藉由問題引

導式探索性學習，將問題與學生家庭用電相關的生活經驗結合，並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討論與闡述。 

 

課程內容 

 

一、生活的知識與困惑 

 

  課程的第一階段，透過幾個生活中會遇到的相關問題為開場白，不僅能釐清學生現有的先備知

識，也能讓學生在思考答案的同時，引起對於主題主動探討的求知慾，並在接下來的課程中為學生解

答，滿足學生的，也創造課程在未來生活應用的價值。 

【Q1】除了冷氣外，家庭裡一般電氣用品，它們的電氣規格會有哪些？單位呢？規格分別是多少呢？ 

（例如書桌的規格有長寬高及重量等，單位是公分 CM 及公斤，規格分別是 60x100x60 及 

30。) 

【Q2】為什麼各種一般電氣用品的電流規格的數值不一定，而電壓是相同的？此和什麼電路設計的連

接方式有關？也就是說電源送至各電源插座，是靠什麼樣的電路（線）連接方式呢？請畫出示

意的電路圖並以文字輔助說明。 

 藉由 Q1 關於家用電器規格的提問，讓學生透過實際觀察紀錄的方式尋找答案，了解家中電器用

品的規格，並學習和電路相關的名詞（電壓、電流）及單位（伏特、安培）所代表的意思。Q2 接續

Q1 的答案，進而比較各電器之間的差異，探究為什麼不同電器所需電流不相同，但電壓卻相同

（110V 或 220V）。並帶出課程中關於電路串並聯的主題，讓學生思考家用電路的線路構造、如何規

劃家用電路的線路圖及電流負載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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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室與生活經驗的連結】 

 

 

教室的電路結構 

  

 

家用的電燈插座 

  

▲表一：將教室中的電路結構與家用電路結合，從生活中的例子帶入

教學，激起學生學習動機 

 

Question：有哪些生活經驗可以作為教室的電路結構（串並聯與家庭電力電路結構）知識教學？ 

Question：生活經驗所代表的基礎電路知識概念有哪些？ 

 將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插座帶入教室裡的實驗用電路結構，透過電池、燈泡及電線間的連接，模擬

出家用電路的結構（表一，教室的電路結構），讓學生對於家用電路的迴路有初步的認識，接著再透

過克希荷夫定律（表二）、串並聯（表三）等理論知識的教學，讓學生建構完整的電路觀念。第一階

段課程旨在透過生活中的經驗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起學生對於了解電路結構及迴路概念的困惑，

再於第二階段時將理論知識傳授，達到 STEM 激發學生學習熱忱的目標。 

 

二、理論方面關於電壓電流的科學知識 

 

【Q3】以下圖，左邊是提供電源的電池，右邊是家庭電器用品的燈泡。 

 

為描述電源如何提供電力給消耗電源的電器用品。 

3-1. 請利用上圖畫出最簡單的完整電源電路的組成。 

3-2. 並請盡量寫出相關的電路的原理或定律，以及你所知道的現象。（例如玩翹翹板時，它符合槓

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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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Which bulb will light up? 

 

▲圖一：藉由設計九種不同的電路圖，讓學生思考何種電路的燈泡會

發光。 

 

Answer：(a)、(e)、(g) 

 

▲圖二：藉由燈泡的顏色（黃色為通路，燈泡亮；白色為斷路，燈泡

不亮），來區分該電路是否為一個完整的迴圈，並藉此讓學生學習關於

迴圈的概念，以利後續教學使用。 

 

  藉由上述兩個問題（Q3、圖一）的引導，讓學生思考如何用電線串接電池及燈泡形成迴路，並釐

清「迴路」的觀念：只有將各電器元件間串接形成迴路時，電路的燈泡才會因電流流經而發亮（圖一、

圖二），此問題亦為後續電路設計的鋪陳。 

  接下來的教學以上述的觀念為基礎，並讓學生更清楚了解歐姆定律、功率、克希荷夫電壓及電流

定律等理論知識。 

 

【Kirchhoff's circuit laws（克希荷夫定律）】 

Kirchhoff's first law 

Kirchhoff's current law 

Kirchhoff's second law 

Kirchhoff's voltage law 

所有進入某節點的電流總和等於

所有離開此節點的電流總和 

沿著閉合迴路，所有元件兩端電

位差（電壓）的代數和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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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克希荷夫定律包含電壓定律及電流定律，透過此定律的介

紹，不只讓學生理解一個迴路中電壓及電流的計算，也使學生具備後

續實驗中計算理論值所需的先備知識。 

 

  克希荷夫定律是電壓守恆和電流守恆的結果。對一電路的某一節點而言，流入電流等於流出電

流；對某一閉合迴路而言，任兩端電位差代數和為零。 

 

【電路】 

 

▲圖三：兩圖皆為一封閉迴路，但左圖由於缺乏電源供應，燈泡依舊

不發亮；右圖則為一個完整電路圖。 

 

 由於電路迴圈是以此種方式構成，上圖（圖三）為實際電路圖，而非實驗圖。此外，學生需要使

用開關跟燈泡連接，以控制燈泡明亮。 

 
▲圖四：將燈泡、開關及電池用電線進行串接，形成一個封閉迴路，

當開關按下時，電路接通，燈泡發亮。 

 

  此實驗（圖四）使用學生熟悉的電子元件（電池、燈泡、開關、電線），透過實際接電線迴路，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6/KCL_-_Kirchhoff's_circuit_laws.sv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0/Kirchhoff_voltage_law.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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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思考「什麼是電」以及「電是如何運作」，此實驗方式適合用來促進教學。此外，建議此實驗

用之開關要能與學生家用開關結合，且電線的連接方式要與家用延長線或插頭知連接方式相同。 

 

【Q4】延續 Q3， 

 

 4-1. 若組成的電器用品有兩個燈泡，有哪幾種連接方式使他們運作呢？請畫圖輔助說明。 

 4-2. 並請盡量寫出相關的原理或定律。 

  從一個燈泡的電線迴路，進階成兩個燈炮的電線迴路（Q4-1），透過循序漸進的教學模式，帶出

串並聯的相關知識與觀念，再透過老師的引導，讓學生清楚了解日常生活中延長線及家用電器之間的

連接方式即為並聯的一種形式，並繪出插座從實際線路到電路圖的演變，更清楚說明不論是家庭電器

間或是延長線插座，都是藉由並聯的方式構成一個封閉迴路。 

 

【串並聯】 

 

▲表三：介紹串聯及並聯間，總電壓及總電流計算方式的差別，連結

後續家用電路的電路結構，以及實驗所需知識。 

 

Question：與過去的知識經驗相關性為何？ 

Question：如何用此知識來了解與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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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電路串並聯】 

▲表四：從學生生活中常見的延長線電路結構為問題點，讓學生思考

串聯及並聯的特性何者為家用電路所需的要件，並從巨觀的實際拍攝

照片（表四第一列），到物理中的假想電路圖（表四最後一列），達到

將生活經驗與知識理論結合的宗旨。 

 

延長線外觀圖 

 

 

延長線內部構造 

 

 

線路示意圖 

 

 

電路圖 

 

 

  以學生的經驗與知識為出發點，探討此串聯及並聯的方式可與生活中何種事物結合。透過漸進式

的引導（表四），帶出延長線及插座電器間為並聯的連接方式。 

  接者討論壁掛式插頭間的並聯，由於不同插座電器間彼此為獨立迴路，不會互相影響運作，有此

可知插座間為並聯電路。再透過插座的正面及背面圖分析（圖五），讓學生運用抽象思考及並聯的觀

念，繪出插座背後電線的正確接法。 

    
▲圖五：插座的正面及背面圖（左圖） 及 插座的電路圖（右圖） 



12 

 

 
▲圖六：此圖設計由一個插座的電路，進階到兩個插座的電路，用此

圖提出問題，要求學生思考插座電路間的連接方式。 

 

 
▲圖七：為上圖（圖五）之解答，藉由不同顏色的電線，讓學生清楚

了解此電路連接方式為兩插座並聯。 

 

  在前一活動中（圖六、圖七），已知線路接法為兩插座之長腳相接、短腳相接，那實際線路圖又

如何畫成電路圖呢？透過老師問題導向式學習方法的引導及學生間互相討論，最終畫出以下電路圖

（圖八、圖九、圖十），解釋插座間為並聯接法。 

  「問題導向式學習方法」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透過問題引導或情境假設誘發學生

思考、建立學習目標，並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讓學生修正觀念及增進新知。藉由小組的方式，進行

培養學生思考、討論、批判與問題解決的能力，以有效提升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在此教學設計分析

中，即透過問題導向式學習方法，讓學生從討論及交流中，在提出並說明單一牆壁插座的電路結構

後，要求學生運用其原先在物理課程所學習的電路串並聯的科學知識，來釐清家用電路兩個插座間的

連接方式，在思考回答此生活中具體問題時體驗科學知識與生活應用科技間的關聯性，達到 STEM 教

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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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為結合生活經驗及理論知識，讓學生思考插座背後的電路設計為何，

此圖提出問題，下一步的電路圖該如何設計？ 

 

 

 

 
▲圖九：續上圖，讓學生思考此電路圖又可以再如何思考，如何演變？ 

 

 

 

 
▲圖十：續上圖，藉由此圖片提問之設計，讓學生一步一步建立觀念，學生才

不會在理論與實務間形成斷層。 

請問問號處該如何設計電路圖 

請問問號處該如何設計電路圖 

 

  下圖（圖十一）統整前述關於延長線及壁掛式插座的觀念，從巨觀實際拍攝圖到理論示意圖，再

到電路圖，透過老師的引導，將學生生活經驗及課程描述內容作連結，符合 STEM 的教學流程，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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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個教學方法使學生對於串聯及並聯已經有初步的架構，隨後再加上動手做的實驗，將所學透過討論

學以致用，讓實際接出串聯及並聯的線路圖，並實際比較燈泡亮度的差異，印證理論值分析。 

           

▲圖十一：從實際插座正面圖到模擬圖再到並聯電路圖，再次結合生

活經驗與理論知識，說明其關係。 

 

  關於插座線路的部分未提到火線、中性線、地線，是由於此課程的重點是在電路的串並聯，若加

入三種不同電線的介紹，將使學習內容更複雜，造成學生認知負擔增加，且無益於將生活經驗、科學

知識、及工程電路設計的 STEM 整合學習，故此議題不納入學習範疇。 

 

【動手做實驗】 

任務一：使用兩個燈泡在串聯或並聯的情況下，其明亮度的變化情況，去動手體驗燈泡明亮度在不同

電路組合的變化情況。請畫出設計之電路圖，用觀察燈泡明亮度的變化情況來寫下實驗結

果。 

任務二：延續上個任務，請先計算該電路的元件電壓、電流的理論值，再使用三用電表去測量，燈泡

在不同電路組合情況下，電壓電流變化情況，驗證電壓電流等相關定律。請用適當的表格，

將實驗數據結果表達，除證明理論外，討論此任務與任務一的關聯性。（*例如：燈泡明亮度

vs.電壓電流之大小關係。） 

任務三：在生活中使用多個燈泡，其燈泡亮度變化情況又為何呢？請將生活經驗與前面的兩個任務的

結果進行比較與討論。 

任務四：請問兩個步驟的實驗過程，在學習上分別有什麼目的？兩者綜合起來，可促成什麼學習意

義？ 

 任務一到四的安排順序是，首先藉由動手操作實體觀察串聯及並聯間的燈泡亮度變化，引起學生

思考兩者燈泡亮度差異的原因及相關抽象科學理論，接著用三用電表工具去量測電壓電流數值，用工

程方法來驗證此抽象科學理論，其燈泡亮度差異與何種工程數值相關，透過此歷程讓動手實作下的巨

觀經驗與抽象科學理論結合，進一步思考生活中常見的相關應用，最後再反思將其它相關的生活經驗

與抽象科學理論結合的學習意義，藉由此兩階段的 hands-on learning，把生活經驗與理論緊密結合。 

  於實驗開始之前，每人會拿到四顆小燈泡，其他相關配件於討論設計完電路圖後自取，每組運用

先備知識自行設計出電路圖。此外，透過老師進行三用電表使用之教學，讓學生在熟悉三用電標之構

造及使用方式後，再用所學完成實驗任務。實驗可由小組或個人的方式進行，透過合作討論，不只讓

學生完成實驗單的任務，也透過數學的方式驗證理論串並聯及克希荷夫電壓電流定律等理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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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 並聯 

  

▲表五：最簡單的串聯及並聯電路圖，並藉由比較燈泡明亮度，完成

實驗要求。 

 

三、運用科學知識去理解生活上的科技與工程應用 

 

【Q5】若家裡某個房間在同時間使用太多電氣設備，造成跳電現象，因而停電。請以電路原理解釋此

現象，並說明相關裝置的運作原理。 

Answer：用開關（無熔絲開關）來串連迴路，若電流超過負載，開關將自動跳開，造成斷路

（開路），形成跳電現象。 

 

 有了前面關於電器間並聯的背景，接著從家中電力系統帶入跳電及電路負載等知識，介紹無熔絲

開關與電器間的串接方式與運作原理，當電流超過負載時，無熔絲開關自動跳開造成斷路，以達到保

護電器之功能，並可於電路圖中帶入電流，清楚理解電流負載的知識。 

 

【Q6】延續上述情形，家中的其它地方是否也一定會因此而停電？為什麼呢？請從電路設計的角度解

釋，並用畫圖及文字與符號標示的方式來輔助說明。 

*家中的電力系統並非僅有一個迴路，是由許多迴路整合起來。 

*迴路之間是串聯 or 並聯？ 

     

▲圖十二：左圖為一簡單家庭配電圖，並於右圖中帶入數學觀念，解

釋電流負載的觀念。 

20A 

20A 

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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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Q5 的單一迴路到 Q6 的多重迴路，透過循序漸進的學習方式，讓學生一步一步了解家庭配電

的方式，接著在迴圈中加入數字計算（圖十二右圖），帶入電流負載的觀念，單一迴路總電流、多個

迴路總電流皆不能超過無熔絲開關所能接受的最大電流，藉此將數學的不等式，及其如何協助家庭電

力負載規劃及迴路設計，具體呈現及說明。讓學生了解在學習這些融合工程電路設計、物理電學科

學、及數學的不等式知識後，也能自己設計家庭配電線路。 

 

四、發展與應用 

 

【Q7】若有下列用電量的電器用品： 

A) 500 Watt  B) 1000 Watt   C) 900 Watt   D) 650Watt 

一個迴路的最大負載是 1600 Watt，需要是少設置幾個迴路來提供安全的電源給上述四個電器

（假設電器電壓皆 110V）？ 

你要如何分配它們至不同的迴路？有幾種分配方式？請分別畫圖並標示說明。 

Answer：兩個迴路，一種分配方式→500 + 1000；900 + 650 

 

若有下列用電量的電器用品： 

A) 600 Watt  B) 1200 Watt   C) 1100 Watt   D) 450Watt 

一個迴路的最大負載是 1600 Watt，需要是少設置幾個迴路來提供安全的電源給上述四個電器

（假設電器電壓皆 110V）？ 

你要如何分配它們至不同的迴路？有幾種分配方式？請分別畫圖並標示說明。 

Answer：三個迴路，兩種分配方式→600 + 450；1200；1100 

→600；1200；1100 + 450 

 

  Q7 的概念源自於家中電器配電原理，若相加會超過負載、所需電壓不同的電器不能放在同一迴

路內，這是設計家庭配電時應該注意的事，透過簡單數學讓學生了解其原理，可避免意外的發生，亦

可以讓學生意識到於課堂中的所學能幫助他們應對生活中的問題。 

  課程宗旨為符合 STEM 的教學系統，將理論知識與生活實務結合，從課程的一開始透過問題引起

學生的學習動機，接著介紹迴路、串並聯等科學理論背景知識，再用家用電路及燈泡實驗佐證理論，

並於實驗中運用三用電表等科技工具最後延伸帶出無熔絲開關及電力負載，透過簡單的數學不等式計

算及分析該電路所能承受的最大電流，解釋生活中跳電的原理，整個教學設計則包含工程設計裡

trade-off（取捨）、iteration（反覆）、multidisciplinary suboptimal（跨領域）等要素。藉由一連串的

STEM 教學，讓學生對於家用電路的串並聯能有由淺入深的認識，以達到學習目標。 

 

【Q8】綜合上面的所有題目，學習到那些電路知識與家庭電力的重要名詞？請一一描述。 

 

【Q9】延續上題，綜合這些知識，家庭電路的設計概念也因此而形成，有什麼類似的應用也是應用此

概念？例如從山頂滑雪到山底，位能轉換成動能，是能量守恆的概念，而此概念運用在燈泡電

路，是電池能轉光能（熱能）的能量守恆的概念。 

 

  Q8、Q9 的部分則是對於整個教學內容做統整性的結合，讓學生回顧課程中學到的新知識，建構



17 

 

完整的電路論，並從電路設計的概念延伸思考，生活中還有什麼類似的例子，再次將學習到的理論知

識帶入生活，以扣合生活經驗與理論知識間的相關性。 

  課程的最後，綜合前面所教的知識理論與生活經驗，回顧課程所學的重要名詞（迴路、克希荷夫

定律、串並聯、電流負載、無熔絲開關等），以及如何將這些理論推廣到生活中的實例，這些都是課

程目標之一。透過 STEM 的學習流程（介紹科學理論、用科技工具及數學方法解決問題，並用工程設

計的概念設計教學內容）、四個教學階層（從生活經驗帶出問題、介紹所需理論知識，用理論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延伸發展與應用），將家用電路的串並聯有條理的帶給學生，使學生不只對於電路不再

陌生，也能夠藉由生活經驗帶入，讓學生更願意接受電路相關知識，達到更好的學習功效。 

 

五、本研究所提出之生活經驗與其相對應的科學理論及工程與科技知識 

 生活經驗 科學理論及工程與科技知識 

Q1 電器規格 電壓（V）、電流（A） 

Q2 電器間連接方式 並聯 

Q3-1 電器如何從電力公司取電 封閉迴路的電路圖 

電力保存 

Q3-2 相關的電路原理 歐姆定律、迴路 

克希荷夫電壓定律 

Q4-1 電路原理中的元件的連接方式 串聯、並聯 

Q4-2 相關的電路原理 歐姆定律 

克希荷夫電壓、電流定律 

Q5 可以同時使用多少電器而不超

過負載 

並聯電路的總耗功率 

Q6 一般家中使用什麼安全機制來

避免電流超過負載的危險 

保險絲 

無熔絲開關 

Q7 家用電路配置 迴路 

電流負載、數學不等式 

▲表六：本研究中的提問將生活經驗與科學理論及工程與科技知識結合。 

 

六、實驗延伸思考 

（一）燈泡亮度與什麼物理量相關？ 

  在釐清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讓學生知道燈泡運作的原理與燈泡發亮的原因是什麼？如圖一燈

泡的結構所示，燈泡靠著加熱內部的燈絲（燃點高的鎢絲），使其達到高溫，再藉由熱輻射而產生可

見光。燈絲的加熱則是靠帶電粒子在燈絲內流動時，將電能藉由碰撞轉換為燈絲的熱能。因此，燈泡

的發亮是「燈泡是將電流所攜帶的電能轉換成光與熱」。由此可知，燈泡的亮度與流經燈絲的電能相

關。 

  在物理量的定義中，電流（I=Q/t）：單位時間通過電阻的電荷數；電壓（V=IR）：每個電荷通過

電阻時所消耗的能量；電功率（P=IV）：電阻每單位時間消耗的電量。因此在燈泡的工作範圍內，電

功率越大，燈泡也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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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燈泡的內部結構示意圖。 

 

（二）工作範圍的考量 

  在實驗進行中，由於學生未事先進行完整的電壓及電流理論值計算，可能會導致電器元件超過附

載而造成電路毀損，像是用三用電表測量電路電流時，若未預先進行理論值的計算，很可能在接上電

路後造成三用電表因流經超過最大電流之電量，而燒斷三用電表的保險絲。因此在設計串並聯電路圖

時，工作範圍的考量，不僅能保護電器元件避免超過負載，也能讓學生透過數學方法計算電路的物理

量，思考該電路設計是否為符合所使用的電路元件及量測設備的工作範圍。接續前面討論結果「燈泡

亮度與電功率相關」，此結論是建立在電流未超過燈泡負載的前提下，燈泡還能正常發亮，則電功率

越大，燈泡也會越亮。 

 

（三）將燈泡串聯及並聯設計在同一個電路圖中 

  在實驗進行中，透過自由設計電路的方式了解串聯及並聯的差異，大多數的學生將串聯及並聯分

別設計在兩個電路圖中（如表七的電路圖），為答案中最直觀且普遍的設計圖，藉由分別設計串聯及

並聯的電路圖，可同時呈現兩者電路並達到對應比較的效果。 

串聯 並聯 

  

▲表七：最簡單的串聯及並聯電路圖，並藉由比較燈泡明亮度，完成實驗要求。 

 

 表八的電路圖則是於一個電路中，藉由開關控制，將串聯及並聯的電路結合，並將燈泡數從四顆

改成三顆，體驗用開關來控制燈泡亮度及電壓電流變化情形。此電路設計可讓學生思考，如何透過開

關的輔助，將串聯及並聯同時設計在一個電路上，透過動態的觀察，比較串聯及並聯電路的燈泡差

異，再次驗證理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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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 並聯 

  

▲表八：僅使用三顆燈泡及開關，設計出將串聯及並聯的概念結合在

一起之電路圖。 

 

（四）三顆燈泡串聯又並聯 

  如表九，此電路圖為兩顆燈泡間並聯，再與一顆燈泡串聯，運用歐姆定律計算各個燈泡的電壓及

電流值後（如圖十四該組組員在白板上與老師討論分享），對照實際觀察的燈泡亮度，可成為另外一

道用理論知識驗證實際電路圖中燈泡亮度比較的例子。 

串並聯 

 

▲表九：用三顆燈泡呈現串並聯的電路圖。 

 

 

▲圖十四：設計出三顆燈泡之串並聯電路圖後，使用教室白板進行電

壓及電流之探討，預測燈泡間亮度的比較，並於實際操作中驗證歐姆

定律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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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兩位參與老師的實驗紀錄單，使用了照片合成的技術，將

實際拍攝的電路圖放入，清楚解釋電路結構。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此研究進行課程與教材設計，並於施作前測後進行教學，並於結束教學後，立即完成後測，如下

圖十六所示： 

 課程與教材設計 施作前測 進行教學 施作後測 
 

▲圖十六：此課程安排之流程圖。 

 

一、研究對象 

 

 研究的評估是在可動手實作的電腦實驗室中進行的。總共邀請了台灣北區中學生活科技 STEM 教

育計劃的 90 名在教師進行評估，進行 參、課程內容 描述的學習過程，採用 practice-based 的教師訓

練概念，獲得了這些教師對本研究所擬議學習模型的看法與回應。看法與回應是通過半開放式問卷調

查進行的，以使講師（作者之一）保持開放並對參與者提出的觀點做出反應。這提供了對參與者的想

法，信念和對擬議學習模型的關注的初步理解，以期對本研究模型的成效有初步了解。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採用混合研究方法（mixed-methods research），因為本研究所採用的創新教學設計的

實驗過程，進行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實驗比較活動，以比較兩種不同的教學方式的成效，並不一定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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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好的研究方法，因為教學實驗的 Hawthorn 效應，及教學實驗老師對創新教學方法的熱衷，都對實

驗進行有影響。此外，此教學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在於提供一個可作為比較的標準結果，以證明或區

別某種學習方法的優劣，其目的應是佐證或證明本研究所提的融合動手實作的四階層的創新教學的理

念及方法，與培養學生科技與工程核心概念是有其效益及可行的。因此，對於單一的學習方式及對象

的情況下，以混合研究方法（宋曜廷＆潘佩妤，2010）配合三角驗證資料的研究方法，來提供相關學

習成效的評估證明，成為此類教育研究的可行方法，而非傳統準實驗或類實驗所採用的，實驗組與控

制組的實驗比較活動（Kember，2003）。 

 故這項研究將使用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並行，接著資料分析採用三角混合互相比對的分析方法，

來研究上述研究問題（Creswell，Clark＆Gutmann，2003；Kim等，2015）。選擇此方法，是因為它既

可以利用定量方法又可以利用定性方法，並且用一種方法的優勢彌補了一種方法的不重疊缺點

（Creswell＆Clark，2007，p.62）。定量和定性數據將同時從多個來源收集：（a）通過學習活動前後的

調查，學生對他們的機械手臂參與和科技知識的報告，（b）學習活動的錄影，尤其是參與者如何進行

動手做的學習作品；以及（c）指導學生就他們的一般看法進行訪談。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間的優先級將

相等。資料分析期間將進行數據混合，以確認分析結果均和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發現一致。 

 多種評估方法和資料證據來源的三角分析方法，使用了多種評估技術及資料來源，適合於特定項

目的性質和預期結果。評估方法和資料證據來源除了學習成效評量及態度問卷調查外，亦包括學生反

饋問卷或訪談。訪談通常是半結構化的，以使學生對主要問題有所了解。學生反饋調查表大多是定制

設計的，專門針對特定的創新及其引入的原理（Kember，2003）。 

 關於評估與設計總結性評量的一個重點，是確定創新教學設計，處理了促使其發展的問題或實現

了為其提供依據的目標。這意味著研究主要是具有獨特的教學設計，因為其原理是針對單個教學項目

的，相關的評估的方法與過程就須特殊設計。一般而言，評估的目的將是建立合理懷疑之外的創新主

張，而不是如準實驗要求的絕對證據或因果關係。如果從多種來源評量來源，尋求實驗證明數據的多

種類型的三角評估，顯現出有一定程度的教學目標成果改善，那麼可以斷定該創新是有效的。由於採

用這種評估方式的項目，往往以超出合理懷疑水平的證據為目標，而不是絕對證據，因此，在引入類

似創新教學設計，以提高設計的可信度的項目之間，進行混合研究方法配合三角驗證資料是有其教育

研究上的意義。 

 因此在本研究而言，探究創新的教學設計，是否比傳統的教學設計更有效，這是不太有意義。太多

的變化和因素中的任一個，都會決定一種創新類型，是否有效地實現了選定的目標。如果某種類型的

創新，要成功實現特定的學習成果，那麼要問的是更有專門針對該創新應用的問題，此時實驗過程中

的設計變量或相關因素都很重要。在此論點下，接下來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如果要實現創新教學設計

的結果，應如何規劃及實踐教學環境及內容。對此類問題的任何答案，都可能以建議的形式出現，這

需要教學者的明智的選擇與調整，以適應各類教學情境下的具體情況，而不是明確標準化的準則（宋

曜廷＆潘佩妤，2010）。 

 因此通過多種方法，獲得的來自各種實驗資料來源的實驗方法，其優勢在於，它們確實為後續在

推廣相關的創新教育設計微調，提供了教學過程的形成性證據，這至少與以顯示有效性為目的而獲得

的總結性評量數據一樣重要。不過，尋找有關如何最好地實施創新教學設計的要素的指標，應該是非

常有價值。因而當類似主題的項目，合併以得出共同的建議時，在教育研究上有其貢獻。 

 

三、研究工具 

 

 對於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設計的看法的問卷，是以下列四個面向來了解，而本研究的教材設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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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這四個面向來發展四層次的教學歷程，故如前面 貳、教材教案 所描述的，此四層次的教學理論

設計分別是： 

 

1. 學習內容若與學習者是有關的，例如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應可引起其學習動機。 

2. 若學習內容能讓學習者感受到對其有幫助，或有價值，應可引起其學習動機。 

3. 教學內容應建構在學生過去的經驗與知識之上，讓學生能對新的知識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4. 學習內容亦應包括理論知識，讓學生能將所學習到的，廣泛應用到其它類似問題。 

 

 此問卷統計採用李克特量表，其五等選項的認同程度從低到高分別為「1. 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 中立」、「4. 同意」以及「5. 非常同意」。此研究之研究方法選用李克特量表作為

統計數據的工具，除了因為其被廣泛應用於前後測測驗及統計問卷，一點到五點的數值統計也能使研

究結果更具專業性及說服力，以統計分析的結果更加肯定此研究之目標：佐證此四階層之教學理念。 

 而關於後測的內容，除了再度了解參與教師，對上述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設計的看法外，針對本

研究的活動內容，採開放式問題，了解其看法。題目依序為描述一項其最喜愛的學習內容，並請說明

為什麼喜歡該內容，並描述其相關的科技知識。接著描述一項讓參與教師最想運用在自己課堂的學習

內容，並請說明為什麼選擇該內容，及想要傳授什麼科技知識。此外針對此次動手做的學習活動，和

參與教師所知道的許多動手做學習活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及優缺點為何。 

最後針對參與教師對此四階段的教學提案，整體看法，及其對此四階段的教學提案，在教學施實上，

認為會面臨的挑戰 分別提出個人見解。 

 

*前後測的問卷題目如附錄 Appendix I 。 

 

四個面向的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設計 

1. 有趣 

2. 有幫助(有價值) 

3. 建構在學生過去的經驗知識上 

4. 能將所學習到的知識，廣泛應用到其他類似

問題(Learning Transfer) 

 

活動前 
參與教師對於此四面向在一般課程的看法 

參與教師對於此四面向在科技教育的看法 

 

活動後 參與教師對於此四面向在科技教育的看法 

 

 

 

▲圖十七：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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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層 

測驗與家庭電力有關之基礎事實性知識 

設計重點： 

1. 為引起學生的學習經驗 

2. 學生是否擁有供電與耗電的概念 

設計目的： 

1. 為探索性工作創造個人動機 

2. 將主題與日常生活做連結 

  

第二階層 

欲了解學生於物理課上所學之基礎電路知識 

設計重點： 

1. 教導學生理解電路封閉的概念 

2. 引入簡單電路 

3. 如何將物理知識應用於 STEM 的

問題中 

設計目的： 

1. 提高學生對如何將電能傳遞給

他們使用的器具的好奇心 

  

第三階層 

測驗學生能否將物理課所學之電路知識與家庭電路知識做連結 

設計重點： 

1. 串並聯電路的概念 

2. 延長線上使用太多高耗電量的電

器用品會產生什麼樣的風險 

 

設計目的： 

1. 將所學串並聯知識應用到家用

電路中 

2. 了解生活中不同的電路根據使

用目的不同，而有不相同的接

線方式 

  

第四階層 

教導學生如何透過物理課中的電路知識解釋家庭電路狀況 

設計重點： 

1. 電力安全 

2. 電流負載 

設計目的： 

1. 學生應該意識到他們學到的東

西可以幫助他們應對生活問題 

2. 使學生回想類似的經歷，並根

據他們的理解找到答案 

 

▲圖十八：本研究教材教案的學習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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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方法 

 

 對於半開放的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是通過 descriptive In vivo coding 描述性編碼，對新興主題及

其統計數據的調查回答進行了定性分析。使用 In Vivo coding 編碼技術產生回答內容的主題

(Theme) 。它是定性數據分析的一種形式，著重於參與者的實際口頭表達。儘管體內編碼可能是這種

編碼形式的最常用名稱，但它也稱為逐字編碼，文字編碼和自然編碼（Saldaña，2016）。該調查旨在

使講師保持開放並響應參與者提出的觀點。這提供了對參與者的想法，信念和對擬議的動手學習的關

注的初步理解。結果，一些訪談還討論了受訓教師遇到的機會和障礙。這項研究的作者對參與者對每

個問題的回答進行了審查。雖然對受訓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以構建他們的回答的結構提供了最初的鬆散

類別，但還生成了體內代碼。體內代碼可確保概念盡可能與參與者自己的單詞或使用自己的術語保持

一致。在此過程中出現了暫定類別，並記錄在備忘錄中。根據類別，將參與者的回答編碼到每個類別

中並進行統計分析。此外，還引用了一些答復以及定量結果，以深入了解所解決的問題。這些分類和

編碼結果由另一位獨立研究者證明是正確的，以確保其可靠性。通過討論，澄清並解決了令人困惑的

觀點或分歧。 

 本計畫的兩名研究人員閱讀並編碼了回復。作為編碼過程的歸納性質，描述性編碼將回復內容概

括為一個單詞或短短語，以標識回覆內容的主要焦點（Saldaña，2016）。在為每個回覆內容生成描述性

代碼後，研究人員開會將代碼組織，並記錄在備忘錄中的臨時主題。主題是通過將相似的代碼，按頻

率和類型分組而生成的；然後重新檢查每個主題中的代碼，並生成綜合性的新主題，以表示每個代碼

組中思想的廣度（Kopcha et al.，2017）。主題中使用的術語盡可能地反映了參與者自己的術語（Girvan

等，2016；King，2008），並突出了參與者的聲音。忠實反映參與者自己對問題所賦予的意義。最終的

代碼和主題是透過研究人員間建立共識的過程（Baxter＆Jack，2008）確定的，研究成員們一起閱讀回

覆內容及其編碼，並就與參與者回覆內容相關的代碼，主題和描述達成協議。這些分類和編碼結果由

另一位獨立研究者確認，以確保其可靠性。通過討論，澄清並解決了令人困惑的觀點或分歧。 

 

肆、研究結果 

 

一、對學習理論與教學設計的統計分析 

 

 針對本研究所規劃的教學活動，其所主要涵蓋的四項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之設計，如下： 

1. 學習內容若與學習者是有關的，例如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應可引起其學習動機。 

2. 若學習內容能讓學習者感受到對其有幫助，或有價值，應可引起其學習動機。 

3. 教學內容應建構在學生過去的經驗與知識之上，讓學生能對新的知識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4. 學習內容亦應包括理論知識，讓學生能將所學習到的，廣泛應用到其它類似問題。 

 初步了解參與此教師訓練的在職老師對其看法與態度，量表採用 5 點李克特量表設計（5-point 

Likert scale）。該量表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欲了解教師對此四項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之設計的看法

為何。第二部分則是對於現行生活科技課程，在此四個面向的執行情況之看法。 

 此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有二，其一為參與教師對於學科教學設計與生科教學設計之描述性統計比

較；其二為單組前後測設計，參與教師經過融入上述四個面向之串並聯教學與實作教學後，實施後測

了解教師對於此理論及教學活動設計之認同度。四個面向之問卷調查內容及實施過程如圖十七、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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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與此次串並聯電路教學活動並協助填寫問卷之在職教師共 57 位，將沒有參與前測或後測的教

師，以及部分題目未填寫的資料列為無效問卷，篩選出之有效問卷共 30 份。在 30 位教師中，有 28

位教師近三年來主要教學科目為 STEM 相關之學科，另 2 位主要教學科目為英文以及家政科教師。年

資低於 10 年的參與教師佔總人數 33.3%，共 10 人；介於 11 年至 20 年間之教師佔 40%，共 12 人；

而年資高於 21 年之教師佔總人數的 26.7%，共 8 人。顯示調查對象主要為資深的中學 STEM 相關科

目教師。 

 關於學科之教學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設計，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七，參與研究之 96.7%的教

師認同學習內容與學習者有相關，應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3.3%的教師抱持著不同意的看法；

90%的教師同意學習者若感受學習內容對其有幫助，可引起學生之學習動機，亦有 10%的教師持中立

態度；而教學內容若是建構於學生的經驗與知識之上，93.3%的教師同意學生能夠對於新知識產生有

意義的連結，6.7%的教師表示中立；86.6%的教師認同學習內容應包括理論知識，才能使所學應用於

相似問題，而 13.3%的教師亦表中立態度。結果顯示老師們對於本研究所提的學科學習理論與教學設

計，均抱持認同的看法，唯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應可引起其學習動機。」有一位老師不認

同，而第四項的學習轉移「讓學生能將所學習到的，廣泛應用到其它類似問題」 ，平均數為最低

(4.2)，此項目有四位老師持中立的看法。 

 

 

 

平均數 

(標準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學習內容若與學習

者是有關的，例如

日常生活中發生的

事情，應可引起其

學習動機。 

4.43 

(0.68) 

0 

(0%) 

1 

(3.3%) 

0 

(0%) 

14 

(46.7%) 

15 

(50%) 

2. 若學習內容能讓學

習者感受到對其有

幫助，或有價值，

應可引起其學習動

機。 

4.5 

(0.68) 

0 

(0%) 

0 

(0%) 

3 

(10%) 

9 

(30%) 

18 

(60%) 

3. 教學內容應建構在

學生過去的經驗與

知識之上，讓學生

能對新的知識產生

有意義的連結。 

4.27 

(0.58) 

0 

(0%) 

0 

(0%) 

2 

(6.7%) 

18 

(60%) 

10 

(33.3%) 

4. 學習內容亦應包括

理論知識，讓學生

能將所學習到的，

廣泛應用到其它類

似問題。 

4.2 

(0.66) 

0 

(0%) 

0 

(0%) 

4 

(13.3%) 

16 

(53.3%) 

10 

(33.3%) 

總計 4.35 

(0.49) 
     

▲表七：參與教師對於學科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設計的看法（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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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家庭電力與電路串並聯之教學前，參與教師對於目前所知之生活科技課程內容的看法，描述

性統計分析如表八。63.3%之教師認為目前生活科技學習內容對學生而言是有趣的，而 36.7%的教師

則抱持中立看法；針對目前生活科技學習內容，有 66.6%的教師認同對學生而言是有價值的，但

33.3%的教師表示中立；80%的教師認為現行生活科技之學習內容對於學生的生活有相關，20%的教

師則表示中立想法；86.6%的教師同意目前的學習內容包括理論知識，能夠應用於其他領域，13.3%的

教師亦抱持中立看法。表示教師多認同現有之生科學習內容能夠與生活連結，並能將學習轉移至不同

領域，但對於現行生活課程的有趣性及價值性，比起學習內容與生活的相關性及其學習轉移性的中立

人數較多。 

 

 

 

平均數 

(標準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而言是有趣的。 

3.73 

(0.64) 

0 

(0%) 

0 

(0%) 

11 

(36.7%) 

16 

(53.3%) 

3 

(10%) 

2.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而言是有價值的。 

3.8 

(0.66) 

0 

(0%) 

0 

(0%) 

10 

(33.3%) 

16 

(53.3%) 

4 

(13.3%) 

3.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的生活知識而言是

有相關性的。 

4.07 

(0.69) 

0 

(0%) 

0 

(0%) 

6 

(20%) 

16 

(53.3%) 

8 

(26.7%) 

4. 學習內容包括理論

知識，讓學生應用

到其它領域，解決

更多類似問題。 

4.1 

(0.61) 

0 

(0%) 

0 

(0%) 

4 

(13.3%) 

19 

(63.3%) 

7 

(23.3%) 

總計 3.93 

(0.5) 
     

▲表八：教學前教師對於目前生活科技課程授課內容之看法（N=30） 

 

進行家庭電力與電路串並聯教學後，參與教師針對此教學內容的看法，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九。56.7%的教師同意此教學內容對於學生而言是有趣的，40%的教師抱持中立態度，3.3%的教師不

同意此想法；86.7%的教師認同此串並聯教學對於學生是有價值的，13.3%的教師抱持中立看法；

93.3%的教師認為此教學對於學生的生活知識有相關，6.7%的教師則表示中立；66.6%的教師同意此

串並聯活動包含理論知識，能夠幫助學生運用於其他領域，26.7%的教師抱持中立的想法；6.7%的教

師不同意此看法。亦即多數教師認同家庭電力串並聯之教學能夠符合本研究之學習理論的展現，對於

此學習內容之於有趣性，有較多教師抱持中立想法，平均數亦最低（3.7）。 

 

 

 

平均數 

(標準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而言是有趣的。 

3.7 

(0.79) 

0 

(0%) 

1 

(3.3%) 

12 

(40%) 

12 

(40%) 

5 

(16.7%) 

2.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而言是有價值的。 

4.27 

(0.69) 

0 

(0%) 

0 

(0%) 

4 

(13.3%) 

14 

(46.7%) 

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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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的生活知識而言是

有相關性的。 

4.43 

(0.63) 

0 

(0%) 

0 

(0%) 

2 

(6.7%) 

13 

(43.3%) 

15 

(50%) 

4. 學習內容包括理論

知識，讓學生應用

到其它領域，解決

更多類似問題。 

3.73 

(0.79) 

0 

(0%) 

2 

(6.7%) 

8 

(26.7%) 

16 

(53.3%) 

4 

(13.3%) 

總計 4.03 

(0.59) 
     

▲表九：教學後教師對於家庭電力與電路串並聯教學授課內容之看法（N=30） 

 

 表十為參與教師經過此次家庭電力與電路串並聯教學之前，以及教學後，針對生活科技課程的看

法，經過單一樣本重複量測 t 檢定後的統計結果，結果顯示參與教師認為此學習內容的有趣性，與過

去的生科學習內容並無顯著差異（t(29) = -0.226, p > .05），但學習內容的價值性平均自 3.8 上升為 4.27

（t(29) = 3.500, p < .01），呈現顯著差異；對於學習內容與學生生活的相關性亦從 4.07 提升為 4.43

（t(29) =2.083, p < .05），呈現顯著差異，而對於學習內容包含理論知識，能夠運用於其他領域，教師

的看法自 4.1 下降為 3.73（t(29) = -2.257, p < .05），亦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教師對於此活動之看法

雖有小幅提升，但整體而言並無顯著差異（t(29) =0.944, p > .05）。代表參與教師認同本次課程的學習

內容之於學生的價值，且與生活相關；但課程的趣味性與現行生活課程並無改變，且該理論知識能夠

創造的學習遷移較現行生活課程有限。 

 

 

前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 

前測 

平均差 

(標準差) 

T 值 a p 值 

1.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而言是有趣的。 

3.73 

(0.64) 

3.7 

(0.79) 

-0.33 

(0.81) 
T= -0.226 .823 

2.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而言是有價值的。 

3.8 

(0.66) 

4.27 

(0.69) 

0.47 

(0.73) 
T = 3.500 .002** 

3.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

的生活知識而言是

有相關性的。 

4.07 

(0.69) 

4.43 

(0.63) 

0.37 

(0.96) 
T = 2.083 .046* 

4. 學習內容包括理論

知識，讓學生應用

到其它領域，解決

更多類似問題。 

4.1 

(0.61) 

3.73 

(0.79) 

-0.37 

(0.89) 
T = -2.257 .032* 

總平均 3.93 

(0.5) 

4.03 

(0.59) 

1.08 

(0.63) 
T= 0.944 .353 

註：a單一樣本重複量測 t 檢定，*p < .05，**p < .01。 

▲表十：單一樣本重複量測 t 檢定後的統計結果（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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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本研究以創新教學設計，安排四步驟的教學過程，從家中常見壁掛式插頭開始，提及電壓、電流

規格，透過生活與理論的結合引起學習動機，接著教授學生電路相關知識，並帶入簡單電路，接著從

一個電器到多個電器，讓學生透過小組的動手實作，體驗串聯及並聯的燈泡亮度差異，並使用三用電

表及理論計算，驗證觀察到的現象與理論是否相符。最後帶到家中的用電安全，讓學生使用先前學習

到的電路知識回答並意識到電流負載的議題。此研究亦使用問題導向式學習，及混合研究方法與三角

驗證，使用前測及後測的統計數據，在老師們親自體驗次課程教法之後，給予課程回饋，分析並佐證

四階層的教學理念。 

 研究結果顯示，部分參與老師認為次教學提案能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有 3 位認為次教學提案可

在生活上應用，例如認為實作過程中可發現問題，再加以改良、變更設計，擬出家庭安全注意事項。

而認為此教案能「讓學習者反思」的 7 人中，參與老師認為讓學生從生活經驗連接到相關知識，再刺

激學生思考；也有老師認為此四步驟教學提案是強迫學生思考的教學法，但是教師須有強大教學經

驗，才能早以預知學生會遇見的問題。另一方面，有老師認為此教學提案適合跨領域發展（STEM），

包括認為因為此教學提案包括許多研習概念、生活議題，適合跨領域發展，能依「提問→設備操作→

應用提案→延伸應用」的方式導入；另外一位則認為漸進式的加深加廣課程內容把 STEM 融入，讓學

習不只是簡單的動手做和課程內容。此兩名受訪者提到 STEM 和跨領域概念，並提出教學提案的實踐

應包含此兩種教學方式，並作為在學教師遵循的示例。以上部分受訪者提供的回答，呼應了本研究所

提出的教案中實施的預期教育方法與學習理論，並為本研究的價值提供了初步的支持，以促使參與者

在課堂上學習並採納這些學習理論。 

 

 

 

說明：本研究部分內容已發表於研討會 

丁玉良* & 張惠婷（2020）動手做的 STEM 生活科技家庭電力課程的教材發展，第九屆工程、技術與

科技教育學術研討會，2020/05/15，台中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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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活動前之問卷調查： 

 

(對於下列問題，請分別填寫或圈選你(妳)對它們的的看法，謝謝) 

 

你(妳)的服務年資 _______    最近三年的主要教學科目(可依序多填)_____ _________ ______ 

 

 

一、對於學習理論與教學活動設計的看法 

 

【  】Q1: 學習內容若與學習者是有關的，例如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應可引起其學習動機。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2: 若學習內容能讓學習者感受到對其有幫助，或有價值，應可引起其學習動機。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3: 教學內容應建構在學生過去的經驗與知識之上，讓學生能對新的知識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4: 學習內容亦應包括理論知識，讓學生能將所學習到的，廣泛應用到其它類似問題。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二、對於目前所知道的生活科技課程授課內容，你(妳)的看法為何？ 

 

【  】Q1: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而言是有趣的。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2: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而言是有價值的。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3: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的生活知識而言是有相關性的。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4: 學習內容包括理論知識，讓學生應用到其它領域，解決更多類似問題。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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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之問卷調查 請對四階段的教學提案，回答問題及提出個人見解  

 

一、對於此次所介紹的家庭電力與電路串並聯的生活科技課程授課內容，你(妳)的看法為何? 

【  】Q1: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而言是有趣的。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2: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而言是有價值的。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3: 學習內容若對學生的生活知識而言是有相關性的。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Q4: 學習內容包括理論知識，讓學生應用到其它領域，解決更多類似問題。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1. 在此次學習活動過程，請描述一項讓你(妳)最喜愛的學習內容，並請說明你(妳)為什麼喜歡該內

容，並描述其相關的科技知識？ 

 

 

 

2. 在學習活動過程，請描述一項讓你(妳)最想運用在自己課堂的學習內容，並請說明你(妳)為什麼選

擇該內容，及想要傳授什麼科技知識？ 

 

 

 

3. 此次動手做的學習活動，和你(妳)所知道的許多動手做學習活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優缺點為

何？ 

 

 

 

4. 你對此四階段的教學提案，整體看法是什麼? 

 

 

 

5. 此四階段的教學提案，在教學施實上，你認為會面臨的挑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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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家庭電力與電路知識 學習單 

姓名__________ 

 

Q1：除了冷氣外，家庭裡一般電氣用品，它們的電氣規格會有哪些？單位呢？規格分別是多少呢？ 

（例如書桌的規格有長寬高及重量等，單位是公分 CM 及公斤，規格分別是 60x100x60 及 30。) 

 

Q2：為什麼各種一般電氣用品的電流規格的數值不一定，而電壓是相同的？此和什麼電路設計的連接

方式有關？也就是說電源送至各電源插座，是靠什麼樣的電路（線）連接方式呢？請畫出示意的電路

圖並以文字輔助說明。 

 

Q3：以下圖。左邊是提供電源的電池，右邊是家庭電器用品的燈泡。 

   

為描述電源如何提供電力給消耗電源的電器用品。 

3-1. 請利用上圖畫出最簡單的完整電源電路的組成。 

3-2. 並請盡量寫出相關的電路的原理或定律，以及你所知道的現象。（例如玩翹翹板時，它符合槓桿

原理） 

 

Q4 延續上題 

4-1. 若組成的電器用品有兩個燈泡，有哪幾種連接方式使他們運作呢？請畫圖輔助說明。 

4-2. 並請盡量寫出相關的原理或定律。 

 

Q5：若家裡某個房間在同時間使用太多電氣設備，造成跳電現象，因而停電。請以電路原理解釋此現

象，並說明相關裝置的運作原理。 

 

Q6：延續上述情形，家中的其它地方是否也一定會因此而停電？為什麼呢？請從電路設計的角度解

釋，並用畫圖及文字與符號標示的方式來輔助說明。 

*家中的電力系統並非僅有一個迴路，是由許多迴路整合起來。 

*迴路之間是串聯 or 並聯？ 

 

Q7：若有下列用電量的電器用品：A) 500 Watt  B) 1000 Watt   C) 900 Watt   D) 650Watt 

一個迴路的最大負載是 1600 Watt，需要是少設置幾個迴路來提供安全的電源給上述四個電器（假設

電器電壓皆 110V）？  

 

若有下列用電量的電器用品：A) 600 Watt  B) 1200 Watt   C) 1100 Watt   D) 450Watt 

一個迴路的最大負載是 1600 Watt，需要是少設置幾個迴路來提供安全的電源給上述四個電器（假設

電器電壓皆 1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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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綜合上面的所有題目，家庭電路的設計概念也因此而形成，有什麼類似的應用也是應用此概念？

例如從山頂滑雪到山底，位能轉換成動能，是能量守恆的概念，而此概念運用在燈泡電路，是電池能

轉光能（熱能）的能量守恆的概念。 

 

家庭電力生活經驗與實務 電路理論知識或技術 兩者的關係及如何進行教學說明 

   

   

   

   

   

 

Q9：延續上題，綜合這些理論知識，家庭電路的設計概念也因此而形成，你認為這些學到的知識與概

念，從知識轉移的角度來看，可以在什麼領域進行什麼應用？  

 



33 

 

陸、參考資料： 

 

丁玉良(2019) 工程設計探索 STEM 與動手實作的應有教育認識。國家文官學院，T&D 飛訊第 258 期

（發行日期：108 年 9 月 1 日） 

https://www.nacs.gov.tw/Epaper_Send.aspx?s=EFE570E7CD987F5D 

 

宋曜廷 & 潘佩妤. (2010). 混合研究在教育研究的應用.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Akella, D. (2010). Learning together: Kolb's experiential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6(1), 100-112. 

 

Antonio, L. A., Chang, M. J., Hakuta, K., Kenny, D. A., Levin, S., & Milem, J, F. (2004). Effects of racial 

diversity on complex thinking i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8), 507-510. 

 

Apedoe, X. S., Reynolds, B., Ellefson, M. R., & Schunn, C. D. (2008). Bringing engineering design into high 

school science classrooms: The heating/cooling unit.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17(5), 454-

465. 

 

Applaining, J., & Van Eck, R. N. (201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value-expectancy STEM 

assessment scale for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M Education, 5(24), 1-

16. 

 

Baxter, P., & Jack, S. (2008). Qualit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stud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novice researchers.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3(4), 544–559. 

 

Beyond binary choices: Integrating individual and social creativ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63(4), 482-512. 

 

Cohen, R., Eylon, B. S., & Ganiel, U. (1983). Potential difference and current in simple electric circuits: A 

study of students’ concept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51, 407–412. 

 

Conradi, B., Lerch, V., Hommer, M., Kowalski, R., Vletsou, I., & Hussmann, H. (2011). Flow of electrons: an 

augmented workspace for learning physical computing experientially. In Proceedings of the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active Tabletops and Surfaces (pp. 182-191). ACM. 

 

Creswell, J. W., Clark, V. L. P., & Gutmann, M. (2003). Advanced mixed method research design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pp. 209-240). 

Thousand Oaks, CA: Sage. 

 

Davis, E. A. (2003). Prompting Middle School Science Students for Productive Reflection: Generic and 

Directed Prompts.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12, 91–142. 

https://www.nacs.gov.tw/Epaper_Send.aspx?s=EFE570E7CD987F5D


34 

 

 

Dewey, J. (2007).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Teddington: Echo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6). 

 

Dupin, J., & Johsua, S. (1987). Conceptions of French pupils concerning electric circuits: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4, 791–806. 

 

Eccles, J. S., & Wigfield, A. (2002). Motivational beliefs, values, and goal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109-132. 

 

Field, A. (2009). Discovering statistics using SPSS (3rd ed.). Thousand Oaks: Sage. 

 

Fischer, G., Giaccardi, E., Eden, H., Sugimoto, M., & Ye, Y. (2005).  

 

Foley, A. E., Herts, J. B., Borgonovi, F., Guerriero S., Levin, S. C., & Beilock, S. L. (2017). The math anxiety-

performance link: A global phenomen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 52-58. 

 

Fuller, R., Brownlee, R., & Baker, D. (1937). First principles of physics. New York: Norwood Press. 

 

Gabel, D. (1999).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chem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 look to the future.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76, 548-554. 

 

Girvan, C., Conneely, C., & Tangney, B. (2016). Extend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58, 129-139. 

 

Guzey, S. S., Harwell, M., & Moore, T. (2014).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asses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Hu, L.,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 1-55. 

 

Johnson, A. M., Butcher, K. R., Ozogul, G., & Reisslein, M. (2014). Introductory circuit analysis learning from 

abstract and contextualized circuit representations: Effects of diagram labels.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57(3), 160-168. 

 

Kember, D. (2003). To control or not to control: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experimental designs are appropriate 

for evaluating teaching innov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8(1), 

89-101. 

 

Kim, C., Kim, D., Yuan, J., Hill, R. B., Doshi, P., & Thai, C. N. (2015). Robotics to promote elementary 



35 

 

education pre-service teachers' STEM engagement,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mputers & Education, 91, 14-31. 

 

King, A. (2008). In vivo coding.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473-474.  

 

Kirschner, P. A., Sweller, J., & Clark, R. E. (2006). Why minimal guidance during instruction does not work: 

An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constructivist, discovery, problem-based, experiential, and inquiry-based teach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1(2), 75-86. 

 

Kolb, D.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rentice-Hall. 

 

Kopcha, T. J., McGregor, J., Shin, S., Qian, Y., Choi, J., Hill, R., ... & Choi, I. (2017). Developing an Integrative 

STEM Curriculum for Robotics Education Through Educational Design Research. Journal of Formative Design 

in Learning, 1(1), 31-44. 

 

Liégeois, L., Chasseigne, G. E., Papin, S., & Mullet, E. (2003). Improv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otential difference in simple electric circui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5(9), 1129-1145. 

 

Marsh, H. W., Hau, K.-T., & Wen, Z. (2004). In search of golden rules: Comment on hypothesis-testing 

approaches to setting cutoff values for fit indexes and dangers in overgeneralizing Hu and Bentler’s 

(1999) Finding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1, 320-341. 

 

Mayer, R. (2004). Should there be a three-strikes rule against pure discovery learning? The case for guided 

methods of instr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 14–19. 

 

Moreno, R., Ozogul, G., & Reisslein, M. (2011). Teaching wi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visual representations: 

Effects on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problem representations, and learning percep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03(1), 32. 

 

Mulhall, P., McKittrick, B., & Gunstone, R. (2001). A perspective on the resolution of confusions in the teaching 

of electricity.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31(4), 575-587. 

 

Ord, J., & Leather, M. (2011). The substance beneath the label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importance of John 

Dewey for outdoor educators. Journal of Outdoor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5(2), 13. 

 

Quintana, C., Zhang, M., & Krajcik, J. (2005). A framework for supporting metacognitive aspects of online 

inquiry through software-based scaffold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0(4), 235-244. 

 

Saldaña, J. (2016). The coding manual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r, L. S., & Griesemer, J. R. (1989).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3), 387–



36 

 

420. 

 

Streiner, D. L. (2003). Starting at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coefficient alpha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80(1), 99–103. 

 

Tabachnick, B. G., & Fidell, L. S. (2012).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6th ed.). New York, NY: Pearson 

Education, Inc. 

 

Tarciso Borges, A., & Gilbert, J. K. (1999). Mental models of electri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1(1), 95-117. 

 

Unfried, A., Faber, M., Stanhope, D. S., & Wiebe, E. (2015).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S-STEM).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1-18. 

 

Wigfield, A, & Eccles, J. S. (2000). 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1), 68-81. https://doi.org/10.1006/ceps.1999.1015. 

 

Woodward, H. (1998). Reflective journals and portfolios: Learning through assessmen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3, 415–426. 



 1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09 月 08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第二屆國際認知城市會議（IC3 2019）是多媒體，通信，教育和系統領域的國際會議之一。 IC3

自 2018 年首次在日本舉辦;它提供一個論壇，用於介紹認知引用的最新研究成果。今年的 IC3

由京都大學（日本），中華民國計算機學會（台灣）和 IET 台北本地網絡（台灣）主辦。為期

四天的會議將於 9月 3日至 6日在日本京都大學舉行。IC3 2019將提供一個開放平台，以交流

彼此在認知城市和其他相關領域的主題研究成果和經驗。本次會議展示了一個完整概念的最新

進展，突出了認知城市中先進理論，系統和應用的趨勢。 

 

會議主題包括：認知城市理論，建模和模擬、與認知城市相關的人工智能理論和技術、智能基礎

設施、認知經濟發展、認知城市的安全，安全和隱私、認知應急管理、認知環境和政策制定、認

知的移動性和運輸、認知城市的物聯網、認知城市的大數據、認知建築、滿足特殊需求的認知城

市、認知城市的應用、認知城市教育、及認知城市的醫療保健。是個內容主題非常多元的研討會，

而計畫主持人專注於認知教育的議題。此外接受和發表的論文將在第二屆國際認知城市會議（IC3）

會議論文集上發表，並發佈到 Springer計算機科學講義（LNCS卷在 ISI會議論文集引文索引，

Scopus，EI工程索引，Google 學術搜索， DBL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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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網路首頁) 

 

 
 

計畫主持人丁玉良老師所報告的時段是 0904（週三）1520-1700會議室 A.子議程 H1 IC3-M08  

(session of presentation)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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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的論文報告時間為第三位，共有四篇論文報告，但是第一篇的作者並未出席，故大

家有充分時間交流討論並最後合影留念。計畫主持人與其他論文作者均有接受與會人員之詢

問與回答報告。這個場次其他報告者是台灣學者的論文。在會議中分享認知概念與科技應用

上之意義。經過此番討論分享，主持人深刻感到交流討論的重要性。最後該會議與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Conference 2019共同舉辦。

 

會議照片如下： 

 

 

計畫主持人丁玉良老師在會議建築物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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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報告大樓四樓入口的歡迎海報 

 
計畫主持人丁玉良老師報告論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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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丁玉良老師報告 

 

 
計畫主持人丁玉良老師在報告會場回答會議主持人的問題 

 

 
計畫主持人丁玉良老師接受會議主持人的發表證書 

 

 
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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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此行能夠接觸認識到來研究生與學者，對個人而言，獲益良多。尤其在如何應用新科技輔助認知

科學及技術之學習的發展下，不斷地推陳出新。其中討論到利用科技增進認知教育及學習這方面，

透過研討會是提供一個互動的論壇中，研究人員，教授，研究生，所共同感興趣的。 

 

透過本次研討會將幫助計畫主持人更深入充實有意義的認知教育及學習領域學術討論和合

作，以及課程及課程綱要等提供新的思維和未來的研究方向和發展。此外，本次研討會亦以分

享認知教育及學習，使用策略和應用，以及制訂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研究合作。這些都是非常新

的研究議題，可作為對計畫主持人在構思未來計畫時，有許多啟發與幫助。 

 

 

三、 發表論文全文(如附件) 

 

四、 建議 
 

參與此次盛會，由認知教育及學習主題以及各種簡短報告，可瞭解目前認知教育及學習趨勢，

也包含學者專家研究的課題。感謝科技部及學校提供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補助，計畫主持人在

此次會議獲得許多認知教育及學習的寶貴經驗，不但將自己科技部的 STEM 工程教育研究成果

作公開之發表，並與認知教育及學習的專家學者教授們，討論研究課題等，此行收穫豐碩。尤

其是藉由參加此研討會，擴大視野並瞭解認知教育及學習專家學家的看法，引發不同層面的思

考。激發新的認知教育及學習研究內容。對計畫主持人在如何創新具認知內涵的 STEM 教育，

及未來研究的發展，有正面的助益。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手冊及論文摘要。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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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kling the challenge of hands-on learning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 

Yu-Liang Ting1* and Yaming Tai2 

1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yting@ntnu.edu.tw 

Abstract. Hands-on learning has been advocated by many educators to promot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provide concrete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end-product of hands-on work is also treated as the main learning goal and adopted to gauge 

students’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industrial automation of robotics and adv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st doubt on 

such education rationale.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addressed the challenge of hands-on learning and 

summarize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to provide supports for teachers. Students’ high-level cognition ability and capability 

in grasping core concepts and the concepts themselves are claimed to be the undeniable value of learning, especially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hopes to contribute to teacher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ands-on learning and adopt such 

pedagogy accordingly. 

Keywords: Hands-on learning; Cognition; Pedagogy;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1 Introduction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experience-based learning thought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was interesting, 

valuable, meaningful, motivating and fun [1]. However, ideas that are developed without having any 

prior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re not necessarily wrong but can be described as preconceptions. When 

constructing preconceptions and determining the causes of events, people reason using obvious variables 

rather than considering nonobvious variables and reason linearly rather than systemically [2]. For 

example, when thinking about pressure and being asked why a balloon partially deflates when driving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coast, students reason using obvious agents, such as a hole in the balloon, 

rather than reasoning using differentials in air pressure between two regions. Kariotoglou and Psillos [3] 

noted that the effects of pressure are often not obvious and undetectable. When students are not aware 

that pressure is a possible option in their causal reasoning, they may turn to concrete, though incorrect, 

obvious causes to explain pressure-related situations [2]. 

Experience-based learning refers to constructing knowledge from learners’ own experiences, in which 

learners’ participation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Hands-on activities help students analyze 

their own learning experience through reflection, evalu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draw ideas 

from the current experience considering their prior experience [4]. Experiencing many individual 

activities does not ensure tha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concepts that allow them to explain how 

a similar phenomenon will occur in a wide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Dewey [5] cautioned us that “No experience having a meaning is possible without having some element 

of thought.” For example, sticking a finger into flames is not an experience. It is experience only when 

such movement is connected with pain, which people undergo as a consequence, and its meaning is a 

burn [6]. The results of actions instead of the physical actions are key to meaningful learning [7,8]. What 

matters most in an experience for learning is its meaning for the people. People cognitively analyze their 

experiences and then derive their own personal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se experiences. The 

processes of experiencing and reflecting are part of the same augmentative process that constructs 

meaning [6,9]. 

The emphasis on the use of physical artifacts results from a desire to make learning concrete and 

meaningful but such benefits are not simply because of the physicality but rather how well the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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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ideas to the real world. Therefore, the factor that ensures ideas are concrete is how meaningfully 

connected to prior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Furthermore, instead of behavioral activity (e.g., 

hands-on activity), the type of activity that most effectively promotes meaningful learning is cognitive 

activity (e.g., selecting, organizing, and integrating knowledge). Instead of depending solely on learning 

through action, the most genuine approach to learning is learning by thinking [10]. Methods that rely on 

action should be judged not with respect to the amount of action involved but rather the degree to which 

these activities promote appropriate cognitive processing. 
Kolb et al. [11] suggested that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is an appropriate method for acquiring knowledge: “Learning is 

the process whereby knowledge is created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His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illustrates how learners construct and refine their knowledge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A related supporting argument is 

embodied cognition research,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people form metaphoric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conceptual abstractions [12,13].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embodied representation may be retained longer in memory as 

a result of reciprocal encoding of the information [12, 14]. Hence,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after having a concrete 

experience, individuals should reflect on their observations, form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s regard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se observations, and test these newly formed concepts through active experimentation. That is, 

phenomenological primitives may not be enough for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ideas and explanations about how the 

world works [15]. 

 

2 Examples in electric circuit 

 

When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a battery, bulb, and some wires to prepare a working circuit, they 

develop thoughts about the circuit that may not be accurate from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Students may 

not be aware that the circuit they made encompasses bipolar circuit elements, the circulation of current 

in a cycle,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a closed circui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ypically generate linear 

representations instead of loop-based representations of circuits [16]. In addition, current flow and 

polarity are two of the most prevalent misconceptions i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simple circuitry [17]. 

Osborne [16] argued that students must first understand about electric current to conduct the following 

tasks: (1) use simple circuits to examine conductivity of an electric element; (2) place an ammeter at any 

position in a series current; (3) understand why a circuit will not work unless it is complete; and (4) 

understand about series and parallel circuits. 

Laboratory activities are essential for familiarizing students with the required basic skills and knowledge. 

Related physical manipulatives (circuit breadboard and electric elements) are useful for prompting 

learners to engage in physical movement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developing robust understanding and 

trainings, but physical manipulatives are limited in their ability to display abstract concepts and guide 

students through a meaningfu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Successful cases may refer to [18], investigating 

how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circuits may be learned using digitally augmented exhibit devices within 

an informal scientific learning experience. Their device featured two metal spheres on a table, with one 

connected by a wire to a battery and the other connected to a light bulb. When the student grasped the 

metal spheres, the circuit was completed and the bulb on the table glowed. The lit bulb triggered the 

projection of an animated flow of electricity on the student’s hands, arms, and shoulders, thus showing 

the complete loop and visualizing the flow of electricity through the completed circuit. If the student 

released their hold on the spheres, the circuit was broken and the visualization disappeared. The 

phenomenological primitives enabled students to form theories from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device, 

and understand how the human body functioned as a conductor to form a loop of the completed circuit 

[18]. Students can then identify all the primary components of a complete circuit, and indicate in a 

scientific manner about the flow of current from the battery to the bu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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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ysical fidelity versus cognitive fidelity (Concrete versus abstract) 

 

Gavish et al. [19] raised the notion of physical fidelity versus cognitive fidelity to contrast the 

importance of balancing the use of physical and virtual learning artifacts in engineering courses. The 

physical fidelity claims that the simulator should replicate the real-world task to the greatest degree. In 

contrast, the cognitive fidelity states that the simulator should engage the trainee in the type of cognitive 

activities required in the real-world task, without needing to duplicate the physical elements of the task 

[19]. This study created two figures (Fig. 1 & 2) to illustrate examples in electric circuit. 

 

 

 
 

Fig. 1 Abstract (left) and concrete (right) representations of circuit elements (ref: Johnson et al., 2014) 

 

 
Fig. 2 Abstract electric circuit diagram (left) and concrete circuit connections on breadboard of the 

seven-segment display 

 

When students are novices in a domain, their early encounters with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to be 

learned should be tailored to activate and build on their prior knowledge [20]. Novices may easily 

interpret contextualized representations because these relate to their everyday experiences, for example, 

the light bulb and battery. Because novices can more readily recognize everyday electrical components, 

contextualized representations may promote effective organization of incoming information by 

triggering prior knowledge, thereby increasing learning. These contextualized representations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construct a meaningful model of the learning content. Once this meaning is 

established, then students should find it easier to advance toward thinking about how the electrical 

principles learned can be used to solve the specific problem [20, 21]. Even if the instructional goal is to 

develop abstract knowledge in a domain, abstractions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grasped by novices 

through experience with perceptually rich, concret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s [20, 22]. Moreover, 

realistic graphics may promote motivation because they are interesting and evocativ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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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concrete representations may have the cognitive advantage of relying less on knowledge 

conventions and the motivational advantage of being more interesting, they have limited referential 

flexibility. Specifically, the knowledge contained in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s has limited portability and 

transfer [20, 23]. Concrete visual representations divert novice students’ attention to irrelevant problem 

information.  Realistic visual representations unintentionally focus students’ attention on superficial 

information at the expense of information tha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learning content [20, 23].  That 

is, abstract representations may be more effective in leading learners to pay attention to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underlying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rather than perceptually salient information that 

changes from topic to topic [24].  The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robust knowledge structures that are transferable across various topics.  In contrast, contextualized 

(authentic) representations may distract learners with perceptually salient, but conceptually irrelevant 

superficial problem features that change from topic to topic [24].   

Throughout the progression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instruction, the 

notion of physical fidelity versus cognitive fidelity received more support from the work of Bruner [25], 

who described knowledge in terms of three levels of representation: enactive, iconic and symbolic.  

These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implicitly indicate the stages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 sequential 

graduation progressing from working with hands-on physical materials to reasoning with iconic and 

ultimately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7]. These literatures addressing the effects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representations on how a novice learner approach the subject content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learning design of hands-on learning, in which versatile representations and physical artifacts should be 

provided and may co-exist.  Varying the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and virtual learning artifacts along the 

dynamic cognitive process of learning, teaching could change the nature and lower the complexity of 

learning tasks by showing the content and tasks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aking invisible become 

observable. An engineering work in a laboratory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an authentic one by helping 

students relate the task to the real world and create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them [26]. 

 

 

4 Hands-on with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for cognition 

 

Regarding the force and motion of friction and inertia with moving objects,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use 

their experiences as the basis and explore this concept, teaching can begin with street gymnastics, 

including running up to a building, launching themselves upward with one foot on the wall, then flipping 

backward to land on their feet [27]. By illustrating the urban phenomenon that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and can be genuinely intrigued by, teachers may demand students to provide fully elaborated 

explanations and construct the related core concepts from this perspective. 

Another example is the Gas Laws involving a railroad tanker car that imploded after being steam 

cleaned [27].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natural phenomenon and its underlying causal 

explanation, the explanatory model for this puzzling phenomenon combines the observable (hot steam, 

rapid implosion after seconds, a not-quite-complete crushing, etc.) and the unobservable (molecules of 

different types moving at different speeds, collisions with the walls of the tanker, energy being 

transferred, etc.) to create such types of evidence-grounded scenarios and storyline that contextualized 

science values. The phenomenon being explained could be approached with first-hand experiences that 

students engage in, or a puzzling situation for which students will primarily use their intuition or 

phenomenological primitives to expla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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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proposed two examples, illustrating the incurrence of proactively cognitive activity in 

hands-on work for stud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eaching 

potentiometer in electric circuit. In the textbook, the potentiometer is introduced as a zigzag line symbol 

that students have never encountered in their earlier life experiences. Students cannot conceptualize the 

role that potentiometers can play in a circuit. However, the potentiometer exists in some electrical 

appliances. One suggested teaching method is to display the use of the potentiometer while varying the 

resistance of a lamp, and then adjusting the lamp’s brightness. Students enjoyed interacting with real 

artifacts and visualizing phenomena augmented with the artifacts in tasks that were achievable for them. 

The related concepts may then be accessible to students. 

The second one is teaching the law of the lever in physics in Fig. 3, showing the three levels of 

representation in illustrating the law. This may refer to Mayer’s multimedia learning theory. However, 

Mayer focused only on multimedia, without mentioning the senses used during hands-on learning, such 

as the haptic. As displayed in Fig. 3, a student uses his bare hands to operate the pliers and acquires a 

sense of force; he can change the holding position of the plier handles to consolidate his haptic 

experience with the theory of the law of the lever. This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provision of 

concrete experience (macro-representation) in Kolb’s phase of reflection. The learning design in each 

phase of Kolb’s model should focus on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which is not to be confined to the types 

of instructional representation provided by teachers. 

 
Fig. 3 Hands-on learning of the law of the lever in physics 

 

Finally, in the phase of hands-on learn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versatile types of representations be 

fully utilized to help students achieve the learning goal. For example, the technology of augmented 

reality overlaying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n a physical artifact in a hands-on activity helps students 

focus on and acquire the targeted skills and science information. 

 

 

5 Discussions & conclusions 

 

Supporting students in creating evidence-based explanations instead of merely comprehending or 

reproducing textbook explanations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ly coherent perceptions of 

theories [28] and the spontaneous use of these theories in related contexts [27, 29]. Students are 

requested to draw on research, readings, and ideas before selecting an explanatory theory. The students’ 

theories emerge from a chain of reasoning that links hands-on experience, observations and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sources that they have had first-hand and concrete experienc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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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sed teaching is to base on students’ responses to shape further instruction.  Students’ 

responses include (1) students’ partial understandings, (2) students’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3) 

everyday language they use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and (4) everyday experiences they 

spontaneously use to make sense of the phenomenon [27].  The teaching is to synthesize what students 

think they currently know and what they want and need to know and offer them initial causal hypotheses 

about the phenomenon [27]. The teaching is designed to base on the scientific phenomena which 

students have certain experiences and raise puzzles to make students value and construct the learning 

content in resolving the puzzles.  The teaching also adapts to students’ responses to help them construct 

and value the knowledge. That is, the puzzling questions aim to lay instructional foundation for adaptive 

instruction. 

Students’ dail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had to be used as legitimate resources for learning [30, 31]. 

Instructors who decide to change their teaching must step out of the comfortable role of a lecturer 

passively disseminating and lecturing content to students and instead learn to actively guide students as 

they ask questions, engage in logical reaso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nd discuss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processes with their classmates [32]. Instructional change is a challenge for many teachers who were 

taught with the traditional lecture method and thus may not know how to actively engage or manage 

students and their cognitive process of learning effectively during interactive classroom activities.  

It is difficult to persuade teachers to adopt forms of teaching incorporating active student engagement, 

even though student-centred forms of teaching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33]. 

In addition, teachers may have an “expert blind spot” and not recognize how different the student’s 

approach is from their own; this blind spot can impede effective instruction [34]. Hence changing 

teachers’ concepts is the first step in improving teaching.  Conceptions of teaching influenc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which impact upon students’ approaches to learning, and in turn affect learning 

outcomes [33]. Teacher professional placement should engage teachers in a hands-on and 

student-focused learning practice and that such training allows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to experience 

how the pedagogy and subject content are conveyed coh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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