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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旨在透過智慧型機器人，提供原住民高中學生以合作學
習動手做的方式，來縮短偏遠地區原住民學生科學學習的落差，以
及培養學生具備現代國民應有的問題解決、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
三項關鍵能力。並且在課程發展上，除了考量原住民學生的文化背
景差異與學習型態外，本計畫採用「ARCS動機模式」的教學策略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計畫
的研究目的有三。第一，開發適合原住民高中智慧型機器人之課程
技術。第二，進行原住民高中的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評鑑
。第三，瞭解原住民高中生在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中，其
問題解決、批判思考與團隊合作之能力表現。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宜蘭縣南澳完全中學高中部的學生。在此課程
的開發期間，研究者持續地作課程評鑑，以作為課程內容與教學策
略的調整與改進。本計畫除了研究之外，亦配合總計畫辦理各項推
廣活動，包括原住民種子教師培訓與座談會、體驗營與夏令營等等
。此目的為將此計劃所發展出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推廣至其他鄰
近的原住民學校。

中文關鍵詞： ARCS動機模式、原住民學生、智慧型機器人課程、關鍵能力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was aimed to make up the science learning gap
for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living in remote rural area by
providing a series of cre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which the so-called “ARCS motivation model” teaching
strategy was adopted to develop an intelligent robot
curriculum suitable for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robot curriculum was
based upon the culture background of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in an attempt to promote their science learning
interest, and complex problem-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project were the students from
Nan-Oau Senior High School in Yi-Lan Count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course evaluation was
constantly performed through qualitative method as well as
quantitative metho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were also
utiliz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rategy.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part, this project
also supported the main project for all the promo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seminars and forums for indigenous
seed teachers, summer camps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rategy developed from this
project to other indigenous schools.

英文關鍵詞： ARCS Motivation Model, Indigenous Students, Intelligent
Robot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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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計畫旨在透過智慧型機器人，提供原住民高中學生以合作學

習動手做的方式，來縮短偏遠地區原住民學生科學學習的落差，以及培養學

生具備現代國民應有的問題解決、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三項關鍵能力。並

且在課程發展上，除了考量原住民學生的文化背景差異與學習型態外，本計

畫採用「ARCS 動機模式」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有三。第一，開發適合原住民高中智

慧型機器人之課程技術。第二，進行原住民高中的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

課程評鑑。第三，瞭解原住民高中生在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中，其

問題解決、批判思考與團隊合作之能力表現。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宜蘭縣南澳完全中學高中部的學生。在此課程

的開發期間，研究者持續地作課程評鑑，以作為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的調整

與改進。本計畫除了研究之外，亦配合總計畫辦理各項推廣活動，包括原住

民種子教師培訓與座談會、體驗營與夏令營等等。此目的為將此計劃所發展

出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推廣至其他鄰近的原住民學校。 

關鍵詞: ARCS 動機模式、原住民學生、智慧型機器人課程、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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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was aimed to make up the science learning gap for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living in remote rural area by providing a series of cre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which the so-called “ARCS motivation model” teaching 

strategy was adopted to develop an intelligent robot curriculum suitable for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robot 

curriculum was based upon the culture background of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in 

an attempt to promote their science learning interest, and complex 

problem-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project were the students from Nan-Oau Senior 

High School in Yi-Lan Count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course evaluation was constantly performed through qualitative method as well 

as quantitative metho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were also utiliz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rategy.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part, 

this project also supported the main project for all the promo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seminars and forums for indigenous seed teachers, summer camps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rategy developed from 

this project to other indigenous schools. 

Keywords: ARCS Motivation Model, Indigenous Students, Intelligent Robot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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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在民國 92 年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

希望提供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學習，以生活經驗為中心的多樣化教學，學生能夠重視探究

過程、激發創意與想法、活動有趣好玩的學習材料或情境，使學生樂於參與探究活動與增加學

習動機（教育部，2003）。此外，在 103 年公佈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強調學生

是主動自發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和引導學生發展自我及妥善開

展與他人、社會、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並協助學生應用與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

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此課程綱要的願景為「成就每

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因此課程設計要能兼顧學生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

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的喜悅與自信，以

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和創新的勇氣，及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4)。 

然而，由於國民基本教育由地方負責，偏鄉地區資源不足，因此偏鄉地區學生受到照顧明

顯比城市學生少很多，所以此城鄉差異造成科學學習落差是普遍存在於台灣偏鄉地區的問題。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於 95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原住民鄉鎮是科技學習落差很嚴重的地區，可知上

述城鄉差異問題在原住民學生比例偏高的學校更加嚴重。例如，以泰雅族原住民居民為數頗多

的宜蘭縣南澳鄉處於較偏遠交通不便的地區，不論在各項地方基礎建設、教學資源、與教育環

境的建置等，皆因諸多因素而被忽視或排後。因此，以宜蘭縣南澳鄉現有的情況而言，確實有

因學習機會不均等造成學習落差的事實存在。另外，教育部與國科會(現為科技部)於民國 92 年

制定的「科學教育白皮書」中提到科學教育是一項全民教育，涵概所有的國民；強調培養全民

的科學素養，發展每個人的創新、創造能力與關心、關懷態度的願景（科學教育白皮書，2003）。

因此，藉由提供科學學習的機會來縮短科學學習落差，以及培養學生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知

識、能力與素養，為政府提升偏鄉地區原住民學生科學素質與競爭力的關鍵作法之一。 

除了須正視上述原住民學生因教育機會不均等造成學習的落差之外，並應該關注原住民學

生因族群與文化差異而造成的學習困難(傅麗玉，2003，1999；譚光鼎，2000)。由於族群差異

因素影響，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大多低於一般地區漢族學生，且隨年級愈高而其差距愈大(譚光

鼎、劉美慧、游美恵，2008)。此乃由於學校的教學方法與教材、學生的學習方法與習慣係以漢

族文化為主導，原住民學生因未充分適應文化差異而容易在學習中受到挫折，導致學習動機低

落、學業成就偏低等。這會降低原住民學生升學機會與社會競爭力，及造成中途輟學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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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許多研究發現原住民的文化特質與漢族文化不同，會影響原住民學生的學習型態(譚光

鼎、劉美慧、游美恵，2008)，包括：一、原住民文化的抽象概念較少，因此原住民兒童傾向具

體的描述，較少抽象的表達；二、原住民學生偏好運用感官幫助學習，尤其是動態、視覺影像、

非正式及活潑的學習方式；三、原住民學生喜歡在團體中透過合作的學習方式，並樂於分享。

因此，依照「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理念，在課程設計上，應重視原住民學生的特

殊需求與文化背景差異，融入原住民文化於課程與教學活動上，改善教材內容，以提升原住民

學生的學習成就，始能進而提高其未來升學機會與競爭力。 

教育部也在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的課程

目標提到「激發開展創造潛能」，並進一步地在該分段能力指標強調要教導學生「過程技能」（教

育部，2003）。強調「課程的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的理念，培育學生具

備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研究結果顯示，若能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與妥善的引導，讓學生

在團體中以合作動手做機器人的方式，並融入問題導向的學習活動，可培養學生具備上述現代

國民所需的關鍵能力(田耐青，1999；李謀正，2006)。繼電腦與網際網路後，機器人將是下一

個超級科技新星(Gates, 2007)，且機器人為目前世界各國爭相發展的新興產業，我國、日本、韓

國等均將機器人列為重點發展之科技；而推廣機器人教育實為提升機器人產業的根本方法，並

藉由參與機器人競賽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激發創造力(國科會，2008)。在上一段提到，原

住民學生具有動態、視覺影像、非正式、活潑及團體分工合作的學習型態，因此此計畫引入智

慧型機器人作為原住民高中學生的學習工具，安排適用於原住民學生合作學習之教學設計，除

可達成縮短原鄉學生科學學習的落差外，更積極的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並期能提昇學

生的學習成效及培育未來原住民機器人科技人才之願景。 

在教學策略方面，本計畫將採用「ARCS 動機模式」的教學策略(Keller, 1983)。Keller 提出

的 ARCS 動機模式是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的系統化設計模式為基礎，是一套整合動機理論與相

關理論所提出的動機模式。ARCS 指的是 Attention（注意）、Relevance（相關）、Confidence（信

心）、Satisfaction（滿足）等四個要素，強調引起學生的動機必須配合運用此四個要素，才能達

到激勵學生學習的作用。許多研究顯示 ARCS 動機模式融入於課程與教學中能有效提升學生之

學習動機和成效（林哲宇，2009、柯文容，2011、黃啟順，2012）。本計畫即是運用 ARCS 動

機模式之四要素發展原住民高中智慧型機器人課程與教學活動，作為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教學

策略。 

綜合上述，本研究計畫引入智慧型機器人，提供原住民高中學生以合作學習動手做的方

式，來縮短偏遠地區原住民學生科學學習的落差，及培養學生具備現代國民應有的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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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批判思考等三項關鍵基本能力。並且在課程發展上，除了考量原住民學生的文化背

景差異與學習型態外，本計畫採用「ARCS 動機模式」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學習成效。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以宜蘭縣南澳鄉的一所原住民重點學校「宜蘭縣立南澳完全中學」的高中部學生

為研究對象，因此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開發適合原住民高中智慧型機器人之課程技術。 

(二) 進行原住民高中的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評鑑。 

(三) 瞭解原住民高中生在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中，其問題解決、批判思考與團隊

合作之能力表現。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計畫的重要性有以下幾點： 

(一) 本計畫將開發、完成適合原住民高中智慧型機器人之課程相關技術，可作為日後研發

原住民高中智慧型機器人課程之參考依據。 

(二) 本計畫經由課程實施的成就測驗、實作評量、學習意見調查表與個別訪談，可用以檢

驗實施此智慧型機器人課程對原住民高中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的影響，可作為後續及相關

研究之參考。 

(三) 探究原住民高中學生在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其問題解決之關

鍵能力表現情形。 

(四) 探究原住民高中學生在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其批判思考之關

鍵能力表現情形。 

(五) 探究原住民高中學生在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其團隊合作之關

鍵能力表現情形。 

 

參、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相關文獻分為六節加以探討，第一節為以原住民文化為基礎之學習型態的相關研

究；第二節為智慧型機器人課程之技術發展的相關研究；第三節為實驗學校開設課程與智慧型

機器人相關的內容範圍；第四節介紹「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第五節則

討論此整合型計畫欲培養原住民高中生及國中生具備二十一世紀應有的 5C 關鍵能力；第六節

為介紹「ARCS動機模式」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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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原住民文化為基礎之學習型態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有許多研究探討文化對學習的影響。由於學習是一種文化現象，學習的內容來自文

化內涵，是故不同的文化對於學習將會產生影響，包括學習動機、學習型態，因此少數民族學

生的文化差異，都會造成少數民族學生學習上的適應問題與學習困難，進而導致學業成就偏低

(譚光鼎，2005；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恵，2008)。 

Timm (1996) 舉了一個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測驗的例子，題目要求學生在斧頭、鏈鋸、鐵鎚

與大砲中選一個與其他三個不屬同類型的圖片，答案為大砲，因為它不是工具。然而，大部分 

Hmong 族的學童選的答案是鐵鎚，因為另外三樣都是可以伐木或弄倒樹木的，而他們不會用鐵

鎚去伐木。兒童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學習到對於事物分類的知識，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兒童對於

事物多少有著不同的分類模式，但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答案就被認為是錯誤的，這就是造成少數

民族學童學習困難的原因之一。Swisher (1990) 曾以美國的印地安學童為研究對象，分析少

數民族學童的文化背景對學童學習型態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印地安人的價值觀排斥競爭，強

調團隊合作，因此，印地安學童較偏好合作式的學習而排斥競爭式的學習，與美國主流的白人

文化一向強調個人主義與互相競爭的學習型態大不相同。而且，在一般學校裡，教師的教學方

式往往與少數民族學童價值觀念和學習方式南轅北轍。由於這種文化的差異，當白人教師在期

待學童有所表現或回答問題時，印地安學童卻常表現出與學習環境不配合、不願與同儕競爭的

卻退行為，在此文化失調的學習情境下造成學習困擾與學習動機低落，進而造成低學業成就。

紐西蘭的少數民族很多，其中屬於原住民的族群稱為毛利人(Maori)。就毛利兒童與青少年學

生的教育而言，他們的學業成就呈現兩極化現象，且高低成就之間的差異愈來愈大。其中一個

主因由於早期原住民文化長期受到歧視，使得紐西蘭師資培育制度中缺少關於毛利人文化的課

程與師資，而白人教師常不知該如何處理教室裡的文化差異問題，或是如何協助毛利學童的學

習適應和學習困難。Corson (1993) 針對毛利社會的文化特質對毛利兒童學習型態影響的研究

發現毛利兒童喜歡做中學，而不是學習如何做，這也使得經驗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非常重要。

而且，學童的學習偏向採合作的方式甚於競爭，競爭只是為了趕上同學，而不是贏過他人。

Lomawaima (1995) 認為一般對於原住民的學習型態可歸納如下：(一) 合作式的學習型態比競

爭式的學習行為多；(二) 喜歡非正式的學習情境；(三) 偏重場地依賴型的學習型態。Browne 

(1990) 以大腦的學習機制與左右腦認知偏好的概念，來解釋文化背景對學習的影響。研究結

果顯示，原住民的生活情境為提供一種強調以右腦認知的文化特性，因此強化其偏重右腦思考

的學習型態。而右腦主導思考之學習者的學習特色包括：(一) 在使用的記憶形式方面，喜好

採用以圖畫、印象來儲存意義；(二) 就表達所學而言，因為較無法做良好的組織與統整，因

此較難以作充分的表達；(三) 在人際互動方面，偏好與教師建立一種較為非正式、個人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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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且喜歡模仿教師的行為，因此與教師作非正式的相處情境時，會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四) 

就學習氣氛方面，他們喜歡一種和同伴之間「同心協力」的感覺，傾向避免置身於「競爭」的

情境。相對地，偏好左腦思考的學生(如大部分的美國白人)較不易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對他

們而言，教師只是資訊的提供者，因此他們與教師的互動較為疏離、正式。而且，他們喜歡獨

立完成任務與作業，偏好具有競爭性的活動，並能從中獲得自我認同。 

國內也有不少研究發現原住民的文化特質與漢族文化不同，而此文化差異對學生的學習型

態與學業成就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蔡中涵 (1996) 認為原住民文化的抽象概念較少，傾向具

體式的描述而較少抽象的表達。然而漢族文化有許多的表達方式是使用符號來說明抽象概念，

這對原住民兒童來說會造成理解與學習上的困難。林慧貞 (1999) 指出原住民學生因其獨特的

文化特質而產生的學習型態有：(一) 習慣以視覺方式接受訊息，而非分解式的；(二) 以整體

的而非個體的方式理解事物；(三) 強調團體而非個人的表現；(四) 傾向右腦而非左腦的思

考。紀惠英 (1998) 針對泰雅族原住民兒童採實地觀察的研究，發現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泰

雅族兒童偏好自由、無拘無束的學習氣氛，動態、遊戲經驗的學習方式。高淑芳與何秀珠 (1997) 

的研究也指出原住民學童偏好以討論的方式學習、喜歡生動活潑的教材，而且在自然科的學習

上，學童偏好以「實驗」的方式進行。朱進財 (1991) 與劉錫麟 (1987) 也建議教師在教學時，

宜儘量配合原住民兒童的學習方式，多採用生動和生活化的實物或圖片進行教學，並提供多一

點實際動手操作的學習機會。紀惠英、劉錫麟 (2000) 以泰雅族兒童為對象，對原住民的學習

型態作了深入研究，發現泰雅族兒童屬於同儕學習型態，同學喜歡一起行動、寫作業、複習功

課，強調分享與合作的價值觀。而且，泰雅族兒童偏好動態和實作的學習情境。在教室的學習

過程中，喜好活動式學習，在具有實物操作、活動學習或運用較多肢體動作的學習情境中，能

夠明顯提高泰雅族兒童的學習動機。郭玉婷 (2001) 分析泰雅族青少年對自然學科的學習型

態，發現他們較排斥符號性、抽象性的教材，傾向以經驗規納方式學習知識。又由於泰雅族傳

統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的影響，偏好在輕鬆、幽默、無競爭、無壓力的氣氛下學習。 

從國內外原住民的研究和分析來看，原住民學生與學校主流文化間的差異對學生的學習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甚至造成學習困難與學業成就低落。在台灣，由於學校的教學方法與教材、

預期學生的學習型態係以漢族文化為主導，原住民學生因不瞭解或不適應文化差異而容易在學

習中受到挫折，導致學習動機低落、學業成就偏低等。國內外都有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

美恵，2008；Gay, 2000)呼籲教師應經由融入原住民學生的文化、瞭解其學習型態，以改善教

師的教學策略，使教師的教學型態配合學生的學習型態，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 智慧型機器人課程之技術發展相關研究 

國際上有名的機器人足球賽 RoboCup (Robot Word Cup)曾提出：到西元 2050 年，一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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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主式的人形機器人足球隊應該能在國際足聯正式規則的比賽中，戰勝該年度的人類世界杯

冠軍隊伍。這個夢想也宣告了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學今後數十年的重大挑戰。就目前的科技技術

而言，需要整合電子電機、資訊、控制、通訊、機械等等技術，這個目標似乎很遙遠。但是，

歷史告訴我們，萊特兄弟的第一架飛機到阿波羅計畫，成功的將人類送上月球只花了 50 年；

從發明數字計算機到深藍擊敗人類國際象棋世界冠軍也只花了 50 年。因此，建立人形機器人

足球隊推估應該也需要相當的時間及研發人才的投入才有那麼一天的到來，但真到了那一天，

也宣告了機器人走入家庭，真正地分擔了人類無法勝任的工作。當然，要實現這樣夢想，有賴

國際科技界人才的投入與經驗技術的累積。比爾蓋茲在 2007 年預言：機器人學將成為下一個

熱門領域，其影響不遜於過去 30年間個人電腦改變了我們生活與工作型態(Gates, 2007)。由

此可知，及早培養中小學生創意思考及科技研究性向，可為未來機器人人才奠立良好的基礎。 

機器人學是許多獨立學科的複雜整合，也因為它來源的多樣性，造就了豐富的內容(Beer, 

Hillel & Drushel,1999；Kim & Jeon, 2006)。機器人近幾年應用在電腦科學領域教學中，尤

其程式設計、人工智慧與軟體工程(Devid & Igor, 2002；Goldweber, Congdon, Fagin, Hwang, 

& Klassner, 2001)，最主要的原因是機器人教具已經提供完整的硬體組裝套件，友善的開發

系統整合環境，學習者只要具備一些動力機械背景能力，可以利用套件元件組裝想要的機器人

型式，例如二輪、三輪、四輪機器人、二足機器人、或動物樣式的機器人。除此之外，在開發

階段，學習者不用面對微處理機的組合語言，可選擇高階電腦語言(如 Basic 語言、C 語言等)

或圖形模組進行程式設計，無形中已經讓機器人的教育可以從研究所教育階段延伸至高中職、

國中小階段，最主要的原因是拜友善的系統整合環境所賜，目前市面上可供為教學用途的機器

人有許多種類，例如主要為 Kheperas、Pioneers、LEGO Mindstorms 與 Robotinno 等(Chu, 

Goldman, & Sklar, 2005；Kay, 2003；Hohl, Tellez, Michel, & Ijspeert, 2006；Innovati, 

2007)。但教師運用在教學領域的選擇上必需考慮資源(協力廠、開發環境)的多寡與完整性、

使用上是否方便，以及是否可培育程式設計等的相關邏輯概念。例如，目前機器人在國內的國

中小學教育使用較多的是 LEGO Mindstorms 機器人，它是 Papert 在 1990 與丹麥玩具製造商

樂高合作設計的積木式機器人。微軟(Microsoft)公司也從 2006年開始贊助機器人在電腦科學

領域的教學(Blank, 2006)。同年，美國國家儀器(NI)公司的 LabVIEW 圖形化程式設計平台也

特開始支援 LEGO Mindstorms NXT 機器人的開發設計。更甚者，微軟於 2008年提出 Microsoft 

Robotics Studio (1.5) 開發使用平台，支援 LEGO Mindstorms 機器人圖形介面程式設計，希

望領航機器人教育發展(台灣微軟，2008)。 

機器人對教學成效有正面影響的研究相當多，以下作一些整理。Dagdilelis, Sartatzemi, 

& Kagani (2005) 認為學習者實際與機器人接觸的經驗中學習，能夠明顯提升學習興趣，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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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學生。Barnes（2002）認為使用 LEGO Mindstorms 的好處包括初學者不需要瞭解內部硬

體構造就可以操作，LEGO Mindstorms 是看得見、摸的到的實體，可以直接手動操作，提供立

即的回饋，且外形具有吸引力。而且 LEGO Mindstorms的圖形化的程式設計環境，利用圖形方

塊代表指令與結構語法，使用者按照期望的動作與判斷條件將圖形連結，即可形成具有邏輯關

係的程式，大大的降低程式設計學習的門檻，而將注意力用在設計及發展演算法上面（Calloni 

& Bagert, 1994; Carlisle, Wilson, Humphries, & Hadfield, 2005; Crews & Ziegler, 1998; 

Gross & Powers, 2005）。黃世隆 (2004)為探討機器人對高中生程式設計學習的提升成效，採

行動研究法進行，以計算機概論課程為教學單元，針對高中一年級 79 位學生進行研究，結果

發現：多數學生認為有助於提升程式設計的學習興趣及成就感；研究者也深刻了解教學上的團

隊合作，以及觀察學生學習、獲得學習回饋的重要，並對於程式設計教學的目標有更深的體會。

許雅慧(2005)為探討機器人對高中生程式設計學習的成效，採準實驗研究法，35位高一生為實

驗組接受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35 位高一生為控制組接受 VB 程式設計課程，結果發現：LEGO 

Mindstorms有助於高階程式設計；LEGO Mindstorms有助學生理解程式設計觀念。高惠玲(2007)

為探討機器人創新教學對高職資訊科專業實習的教學成效，採實驗研究法，以自編機器人創新

教學，針對高職資訊科三年級 33位學生進行 12週教學，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威廉斯創造性思

考活動的開放性分數顯著優於控制組，及實驗組學生在實業學習成就顯著優於控制組。Turbak 

& Berg(2002)為探討機械人設計工作室課程對大學通識教育的成效，以自編機器人課程，讓 150

位不具程式設計、機械製作經驗的學生進行學習，結果發現：課程有助於引起具有不同背景及

興趣的學生加入；課程可促使學生們積極投入動手做的設計及完成專案；學生可有創意地表達

自己的創意與想法。 

LEGO Mindstorms NXT 機器人對高中職以上的學生而言，可能無法完全滿足他們對機械機

構概念、物理觀念、感測器應用、邏輯思考、程式設計等學習上的需求。因此，在這個高瞻計

畫的實施上將採用台灣利基科技公司自行開發的 ArduCar輪形機器人、八軸智慧型人形機器人

與 16 軸智慧型人形機器人(利基科技，2007)。這三種機器人，由淺而深剛好滿足高中三年資

訊課程之所需。 

(三) 實驗學校開設課程與智慧型機器人相關的內容範圍 

本計畫以宜蘭縣南澳鄉「宜蘭縣立南澳完全中學」的高中部學生為對象，特別是以資訊應

用學程的學生為主，但也鼓勵其他學生參與。根據「宜蘭縣立南澳高中 105 學年度學生手冊」，

其課程設計有以下幾點原則: 

1. 課程設計兼顧學生升大學、四技二專與就業需求。 

2. 配合高中高職新定課程趨勢，綜合高中課程中彈性設立選修科目，課程分為十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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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國語文、外國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術、生活、健康與體育、全民國防教育、

專門科目等課程。 

3. 考慮學生未來畢業出路，綜合高中學生修習之課程包含學術導向課程、專門導向課程，

具學術性向者修習學術導向課程，其職業性向者修習專門導向課程，而性向未定者可跨修學術

與專門兩種課程。 

4. 開設課程、科目依循統整試探、試探分化、分化專精之順序。一年級以共同科目為主;

二年級兼重共同科目和專精科目;三年級以學術導向或職業導向的專精科目為主。 

5. 發揮性向試探與延遲分化之功能，學生可於二年級再決定選擇高中或高職課程。學生

依其性向、能力、自己意願、參考家長意見及學校建議，自行選擇課程(選修制)。 

6. 因應學校特殊情形，各科選修人數大約五人即可開班。 

其開設的專門學程有學術自然、學術社會、餐飲服務、觀光事務、與資訊應用等五個學程。

其中資訊應用學程的學習內容為：傳授有關商業與資訊應用之基本知識及實用技術，培養資料

收集、處理、分析及操作商業資訊系統之應用能力，加強資訊軟體應用與網頁製作技術，鼓勵

學生參與校內外技能證照考試與跨校活動(如均質化)，培養團隊合作之精神，遵守網路禮節及

網路倫理。而資訊應用學程跟智慧型機器人相關的課程有：計算機概論 I、計算機概論 II、計

算機概論 III、計算機概論 IV、程式設計 I、程式設計 II、硬體裝修與專題製作等八個科目。 

(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 

教育部在民國 103 年 11月公佈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強調課程目標應結合

核心素養加以發展，並考量各學習階段特性予以達成，以期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

「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達全人教育之理想。「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

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

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下圖所示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內涵，最內圈是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

習者」，分為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

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

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

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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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 

 

1. 自主行動：強調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能選擇適當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考以解

決問題，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學習者在社會情境中，能自我管理，並採取適切行動，提升

身心素質，裨益自我精進。 

2. 溝通互動：強調學習者應能廣泛運用各種工具，有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這些工具包括

物質工具和社會文化工具，前者如人造物（教具、學習工具、文具、玩具、載具等）、科技（含

輔助科技）與資訊等，後者如語言（口語、手語）、文字及數學符號等。工具不是被動的媒介，

而是人我與環境間正向互動的管道。此外，藝術也是重要的溝通工具，國民應具備藝術涵養與

生活美感，並善用這些工具。 

3. 社會參與：強調學習者在彼此緊密連結的地球村中，需要學習處理社會的多元性，以參

與行動與他人建立適切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每個人都需要以參與方式培養與他人或群體互

動的素養，以提升人類整體生活品質。社會參與既是一種社會素養，也是一種公民意識。 

依學生個體身心發展狀況，各階段教育訂有不同核心素養之具體內涵。下表為高中教育階

段的核心素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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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內涵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4) 

 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 

三大面向九

大項目 

項目說明 高中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

內涵 

Ａ

自

主

行

動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

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

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

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

追求至善。 

提升各項身心健全發展素

質，發展個人潛能， 探索自

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規

劃生涯，並透過自我精進與超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

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

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

生命問題。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的

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

問題。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試探

與發展多元專業知能、充實生活經

驗，發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

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的

素養，並以創新的態度與作為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Ｂ

溝

通

互

動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具 備 理 解 及 使 用 語言、文字、

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 

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並能了

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

作上。 

具備掌握各類符號表達的能

力，以進行經驗、思想、價值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理心與

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

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讀的素

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

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媒

體之素養，進行各類媒體識讀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

與媒體倫理的議題。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

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省

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

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

與能力。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

鑑賞的能力，體會藝術創作與

社會、歷史、文化之間的互動

關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

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

建構與分享。 

Ｃ

社

會

參

與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具 備 道 德 實 踐 的 素養，從個人

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

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

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

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

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

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良好

品德、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

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

共事務。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

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並

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1.php?Lang=zh-tw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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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

隊合作的素養。 

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與

欣賞多元文化，積極關心全球議題及

國際情勢，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

需要，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

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

具備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

全球議題或國際情勢，具備國

際移動力。 

本子計畫引入智慧型機器人，提供原住民高中學生以合作學習動手做的方式，來縮短偏遠

地區原住民學生科學學習的落差，及培養學生具備現代國民應有的問題解決、團隊合作、批判

思考等三項關鍵能力。 

(五) 5C關鍵能力介紹 

本高瞻計畫是一個完全中學端與大學端共同攜手的三年期整合型計畫(如下圖所示)，以

ARCS動機模式進行原住民南澳完全中學泰雅文創、智慧型機器人與資訊科技課程發展與教學為

宗旨，培養原住民高中生及國中生具備二十一世紀應有的 5C 關鍵能力：問題解決（Complex 

problem solving）、創造思考（ Creativity）、溝通表達（ 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

（Collaboration）及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此 5C關鍵能力量表取自於教育部資訊

教育行動學習推動計畫網頁 

(http://mlearning.uchampsys.com.tw/ncku_survey/index.php/ncku.html#comp)。 

 

 

本整合型計畫之研究架構圖 

http://mlearning.uchampsys.com.tw/ncku_survey/index.php/ncku.html#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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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整合型計畫採用的 5C 關鍵能力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的學習重點(如下表所

示)。在國中階段，本整合型計畫培養學生團隊合作、溝通表達與創造思考三項關鍵能力；在

高中階段，則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三項關鍵能力。 

 

5C 關鍵能力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對應表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 

三大面向九大項目 

5C關鍵能力 

Ａ

自

主

行

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批判思考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批判思考 

問題解決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問題解決 

創造思考 

Ｂ

溝

通

互

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批判思考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創造思考 

Ｃ

社

會

參

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批判思考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創造思考 

溝通表達 

 

(六) 「ARCS動機模式」的教學策略 

學習動機是學生參與學習與追求知識的原動力，教學者若能充分了解並掌握學習動機的策

略，將有助於提升學習的成果，而學習動機理論中首推 John Keller 的 ARCS 動機模式對教學

設計最為完善，這套理論是 Keller 以激勵學生動機的系統化設計模式為基礎，整合動機理論

與相關理論所提出的(陳素娟，2013)。Keller 在 1983 年所提的 ARCS，分別指的是注意

（Attention）、相關（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滿足（Satisfaction）四個要素，

強調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必須配合此四要素的運用，才能達到激勵學生學習的作用

(Keller,1983,1987)。對照下表，此模式的過程是「先引起你對一件事的注意和興趣」，再讓

你發現「這件事和你切身相關」，接著又覺得「你有能力和信心去處理它」最後你得到了「完

成這件事後的成就感與滿足」（陳素娟，2013）。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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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動機模式四要素 

組成要素 說明 教學時需考慮的事項 

引起注意 

(Attention) 

吸引學生的注意和興

趣，及刺激學生好奇心 

設計教材與活動時，讓學生覺得這個東西值得學

習 

切身相關 

(Relevance) 

能滿足學生個人需要和

目標，讓學生產生積極的

學習態度 

設計教材前應先分析學生的學習風格、學習特

性、先備知識與文化背景作為參考，除了能幫助

學生主動連結過去的學習經驗外，還能避免和學

生的自身經驗相去太遠無法產生關連性而喪失

學習動力 

建立信心 

(Confidence) 

協助學生創造正向的期

望，相信成功操之在我 

設計符合學生能力的課程，協助每個人獲得成

功，確保其繼續學習的信心 

感到滿足 

(Satisfaction) 

因成就而得到內在或外

在的鼓勵，產生繼續學習

的欲望 

進行教學設計時，盡量提供情境化的學習，讓學

習者得以學以致用，使之獲得滿足感 

本研究計畫在發展原住民高中智慧型機器人的課程與教學活動時，在提供實際動手做的情

境化學習環境中，運用上述 ARCS 動機模式的四要素，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持續學習的欲

望。 

 

肆、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計畫以宜蘭縣南澳鄉「宜蘭縣立南澳完全中學」的高中部學生為對象，特別是以資

訊應用學程的學生為主，但也鼓勵其他學生參與。此所學校的學生族群組成中，以泰雅族學生

佔多數，且學校位處地點也較為偏遠，學生們所獲得的學習資源亦相較都會區學校少，所以期

望透過此整合型高瞻計畫，能給此所學校學生更多元的學習資源，增加學生競爭優勢。此外，

本整合型計畫底下之子計畫四將會建置融合泰雅文創、智慧型機器人與資訊科技課程之整合資

源平台，提供總計畫與其他子計畫上傳教材與教學資源，以利總計畫作推廣用，而推廣的對象

為原住民高中端、國中端師生，及對原住民文化、智慧型機器人、資訊科技教育等跨領域整合

教育有興趣的大眾。 

(二) 研究方法及執行進度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係根據文獻探討蒐集國內外相關之文獻與資料，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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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與研究規劃之依據，主要採用質性研究，以文本分析法、田野調查法、專家焦點團體訪談法、

觀察法、訪談與問卷調查法蒐集學生對教學反應的質性資料 (訪談大綱、課堂觀察檢核表、學

習單與學習意見調查表等)和研究者的自我反省資料 (教師教學省思表) 作為持續改進教材設

計與教學策略之參考。另外，在每一個教學單元進行前實施前測(pretest)，以瞭解學生的先

備知識與技能；在每一個教學單元結束時實施後測(posttest)，用來評量學生學習進度以及提

供回饋給教師作教學修正。以下分年說明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 

第一年 

研究方法 

本計畫第一年為課程正式實施前的準備階段，除了文獻分析外，最主要的工作是深入原鄉，

深度瞭解研究對象的文化背景、生活環境與習慣、科學學習型態與現況。目的是考量原住民學

生的文化背景差異與學習行為模式，發展一套適合原住民學生程度及背景知識的教材及教學方

法，以促進及培養原住民學生對科學學習的興趣與能力。因此，在第一年進行的研究包括文獻

探討分析、文本分析、學習者分析、田野調查、及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在作文獻探討分析時，廣泛地蒐集和研究主題相關的國內外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書籍、

雜誌、政府或民間發表的技術報告與調查數據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在進行文本分析方面，主

要分析資訊應用學程課程之相關能力指標與原鄉部落學校採用教科書之教材內容與範圍。至於

學習者分析，則實地訪談部落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以瞭解原住民高中學生的先備知識、學

習環境與學習型態。進行田野調查時，使用訪談法、觀察法，針對當地原住民教師、耆老、學

生及家長，深度了解原住民學生的文化差異(母文化與學校的主流文化間之差異)與生活型態。

接著，邀請學者專家及部落學校教師，舉辦第一次專家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根據第

一次專家訪談結果，發展與修正適合原住民高中學生相關之資訊應用學程相關課程內容、教學

活動與評量工具後，再舉辦第二次專家焦點團體訪談，進行專家內容效度檢核，確實做到以原

住民文化為基礎、符合原住民學生程度與需求的教學內容。在初步確認課程後，接著進行試教；

再根據試教結果 (學生訪談大綱、課堂觀察檢核表、學習單、學習意見調查表與教學省思表) 反

思，再次地修正教材內容及評量工具作為第二年課程實施之用。 

本研究資料的蒐集主要為透過訪談、觀察、專家焦點團體訪談、及其他相關資料(如觀察照

片、學生學習活動成品等)，屬於質的資料。在資料整理與分析中，本研究對於持續增加納入

的資料，採行一種持續的資料分析法，將觀察紀錄、訪談的對象及屬性、不同的文件進行不同

的編碼，而編碼乃採用「持續比較法」，收集資料，找出關鍵論點，然後不斷的比較並加以歸

類，不斷的比較同一類別中是否相似，並決定是否需要歸納至其他類別或是新增一個新的類

別，若相似即予以歸併。在信效度方面，本研究的質性資料採用三角交叉法 (trian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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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反覆地校正所蒐集到的資料來驗證資料；前後測的信效度則採重測信度與專家效度。 

 

第一年研究流程圖 

第二年 

研究方法 

計畫第二年開始，乃使用第一年規劃的課程與評量工具於正式教學上。在課程實施上，部

落教師實際教學與評量，以達成本計畫師資培育及課程生根學校的目的。如前所述，本計畫主

要採質性研究，以學習者分析、田野調查、測驗卷、訪談大綱、課堂觀察檢核表、學習單、學

習意見調查表與教師教學省思表作為改進教材設計與教學策略的參考。第二年的研究流程圖如

文本分析與學習者分析 

田野調查 

發展教材內容、評量工具 

第二次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資料整理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與學術論文 

第一次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種子教師培訓、課程試教 

試教評量與反省 

修正課程內容與評量工具 

文獻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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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所示，除了持續進行研究所需的文獻探討與文本分析外，在學習者分析方面，仍與部落耆

老、學校科學教師、學生及家長，保持密切互動，以能夠深入瞭解原住民文化。同時，藉由與

當地部落教師、家長與居民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可奠定本研究團隊與部落間的學習夥伴關

係。在智慧型機器人課程開始實施前，進行前測以瞭解學生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在課程結束

時，利用後測評估學習成效。同時，教師再根據前後測資料與其他資料(如學習意見調查表)作

課程內容與評量工具修正的參考。 

 

第二年研究流程圖 

 

第三年 

研究方法 

計畫實施到第三年，學生對智慧型機器人相關的技能如程式設計，有了相當程度的熟悉。

也因此，在課程規劃方面也較具有多樣性與挑戰性，期望強化他們對資訊應用相關課程學習的

興趣、批判思考、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的關鍵能力，並能夠應用在生活中。這一年課程規劃的

原住民學生學習者分析 

輪形與人形智慧型機器人課程

實施 

後測 

資料整理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與學術論文 

前測 

智慧型機器人課程與評量工具

修正 

文獻探討與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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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特色為最後讓學生實際參加全國性的機器人競賽，藉由這些競賽可提升學生的邏輯思考與

問題解決的能力。這一年的研究流程圖如下。 

 

第三年研究流程圖 

學習者分析 

16軸人形智慧型機器人課程 

後測 

資料整理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與學術論文 

前測 

學生參加全國二足機器人競賽 

文獻探討與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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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一) 參加全國性機器人競賽驗收成果 

於第二年下學期開始實際參加【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TIRC)】，除了作為課程評鑑外，

也期望藉由參與這些競賽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邏輯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在藉由輪形機器人

初步瞭解了 Arduino軟體、感測器與各種模組的使用後，接著進一步讓學生組裝簡單八軸智慧

型人形機器人，讓學生開始學習利用動作編輯器與撰寫程式讓八軸智慧型人形機器人作動作。

剛開始從練習作一個簡單的體操，再由淺而深的作高難度的複雜跳舞動作。 

同樣地，在第三年的課程結束前，也會鼓勵參與計畫的學生實際參加【全國二足機器人競

賽】與【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TIRC)】，藉由這些競賽作為課程評鑑的依據及提升學生團隊

合作、邏輯思考、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等能力。南澳高中參與計畫的學生自行組隊參加【全國

二足機器人競賽】的「跳舞比賽」獲得第二名，以及在【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TIRC)】的「人

形與輪形機器人綜合應用競賽」中，包辦了前二名及獲得三名佳作，成績相當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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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高瞻計畫的南澳高中學生於第三年參加比賽的得獎獎狀 

(二) 建立中學與大學夥伴 

此計畫需要中學與大學端緊密地配合，建立良好夥伴關係，無論是教師的教學面或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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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層面，需要不斷地溝通及修正，才能使計畫順利執行。首先，由中學安排泰雅文創相關課

程，大學設計智慧型機器人課程，接著透過不斷的討論與修正，共同開發 ARCS 動機模式的泰

雅文創智慧型機器人課程；接著，透過課程的進行，進一步掌握泰雅中學生對於科技的理解，

以及結合文化之情形，加以調整教師教學方式以及課程內容，使其更符合原有之研究目的。因

此不論是教學現場抑或是研究團隊，兩者之間的關係必須是緊密聯繫，互相支撐與配合的，此

外，大學端亦協助中學發展課後評量，以評估學生學習與課程辦理之成效。 

 

 

 

 

 

 

中學與大學的夥伴關係 

 

(三) ARCS 動機模式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 

學生，在課程一開始，對於機器人與程式撰寫表現的興趣缺缺，且對於要撰寫程式的課程

感到排斥，擔心學不會或是聽不懂，因此剛開始參與課程時，老師感覺學生們缺乏學習動機。

但在老師一步一步帶著學生組裝成成品，並透過簡易樹狀圖的方式，學生手上的作品就可以開

始自行運作的過程，學生開始對於學習內容產生了學習興趣與信心，甚至在下課時間，也依舊

在修繕作品或是調整程式，展現出對於自己作品的執著以及學習的成果。而在問卷調查中，也

可以看到學生對於態度的改變： 

 

學生學習態度調查 

題目 同意百分比 普通 不同意百分比 

1.這堂課之前對機器人和程式有興趣 82.6% 13% 4.4% 

2.老師講解概念時我會聆聽與操作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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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之後對機器人和程式設計有更深入

的瞭解 
95.7% 4.3% 0% 

4.我跟我的組員合作無間 91.3% 8.7% 0% 

5.我參與機器人的程式撰寫 91.3% 8.7% 0% 

6.未來會想要持續接觸機器人或程式語言

的課程 
87% 13% 0% 

7.有問題我會主動詢問 82.6% 17.4% 0% 

8.我有完成課堂中的任務 87% 13% 0% 

9.課程內容對我是有幫助的 87% 13% 0% 

 

(四) 結合泰雅文化與智慧型機器人的成果展現 

南澳高中參與計畫的學生自行組隊參加【全國二足機器人競賽】的「跳舞比賽」獲得第二

名，以及在【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TIRC)】的「人形與輪形機器人綜合應用競賽」中，包辦

了前二名及獲得三名佳作，成績相當亮眼。 

 

 

 

   

 

學生組隊參加比賽照片 

 

(五) 結論與建議 

國內外有許多研究探討文化對學習的影響。由於學習是一種文化現象，學習的內容來自文

化內涵，是故不同的文化對於學習將會產生影響，包括學習動機、學習型態，因此少數民族學

生的文化差異，都會造成少數民族學生學習上的適應問題與學習困難，進而導致學業成就偏

低，根據這三年執行的機器人課程我們發現，學生對於動手設計展現較高的興趣與積極度，先

由學生設計機器人，再教他們如何讓自己設計的機器人動起來，經由這樣的課程順序，到後來

有許多學生對於機械與程式概念的敏感度有越來越好的趨勢，表現出來的學習興趣是逐步增加

的。雖然原住民學生對機器人的學習資源或是生活上的刺激遠遠不足市區的學生，但經由本次

的計畫，讓學生瞭解到機器人的基本知識外，也建立了原住民學生對於機器人學習與程式設計

的興趣，進而培養出相關人才，另外也透過比賽，建立其信心，鼓勵學生未來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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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具有獨特的文化背景，但在其他文化刺激上卻明顯不足，以往的作法提供額外

的協助，例如考試加分、學費減免等方式，但是此類的輔助措施，容易造成依賴性與大眾的負

面觀感，形成惡性循環。影響原住民學生學習的因素很多，如原生家庭的環境、教養方式、學

習環境與師資、同儕影響等等。要改善其學習環境及未來與社會接軌的就業能力，需要從根本

的學習環境、學習興趣、學習態度等加以改善，而許多研究也認為即使學生的文化有差異，但

只要透過合適的教學方法及適當的教材與教學活動，仍能提昇學習興趣與成效。如此透過本計

畫內容，使用智慧型機器人，由淺而深的設計課程與教學活動以提昇學生的科學學習動機與興

趣，縮短原住民部落地區與都市間的學習落差。本計畫投入三年的課程發展以及培育相關種子

教師，即是希望透過長時間以及多數的人才培育，可以延續推廣 ARCS 動機模式融入原住民

高中泰雅文創與智慧型機器人課程開發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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