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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芬蘭2016年最新課程改革提倡的主題式學習（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為主要的教學方法論，加入技術型高中課程對於
產業導向的需求，目的在建置適合我國高職專業領域課程之產業導
向主題式教學模式及課程內容，並進行教學與課程實驗，探討此模
式對於學生主題式探究學習、問題解決態度、團隊合作、創意思考
及跨域整合的影響。本計畫為二年研究期程，分別為：(1)第一年
：研發以產業為導向之主題式教學模式與課程，並建置具信度及效
度的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指標及工具；(2)第二年：實施以產業為導向
之主題式教學實驗，並對學生學習成效及課程實踐進行評估。研究
方法以準實驗研究法為主，並輔以訪談法及觀察法。本計畫發展成
果包括發展一套適合技高學生之主題式教學模式、課程及評量工具
，且根據準實驗結果驗證，此教學法及課程內容對於培養技高學生
的探究學習、問題解決態度、創意思考及跨域整合等深度學習能力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可做為技高教師未來實施主題式教學法的可
行策略。

中文關鍵詞： 技術型高中專業領域課程、產業導向主題式教學、探究學習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pply Finland’s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pedagogy to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nd to
examine its influence on student performance, especially on
the deeper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was a two-
year project. For the first year, we developed a set of
industrial-oriented and phenomenon-based teaching model,
curriculum, and related assessment tools for evaluat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second year, we conducted a
quasi-experiment to explore how the innovative pedagogy
effected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s and skills on
inquiry-based learning, problem-solving, integrating,
creativity thinking, and team work ability. The major
method wa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The study finally produced a set of good
quality teaching model and curriculum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based on the industrial-oriented and phenomenon-
based pedagogy. In addition, the quasi-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w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tudents’ inquiry-based learning, problem-
solving, integrating, creativity thinking, and team work
ability. The findings would help teachers understand how to
conduct the industrial-oriented phenomenon-based teaching
model in the practical classrooms.

英文關鍵詞： industrial-oriented phenomenon-based teach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quiry-based learning



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以產業為導向之主題式教學在技術型高中 

專業領域課程的建構與實踐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7-2511-H-003 -041 -MY2 

執行期間：107年 08月 01日至 110年 01月 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計畫主持人：李懿芳 

共同主持人：李隆盛、廖興國 

計畫參與人員：朱繡延、邱欣榆、程博聖、林怡婷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 

 

壹、動機與目的 

面對未來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與產業結構，近年來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教育改革多以培育具

備適應未來社會生活能力的世界公民為主要目標（OECD, 2019）。在此波全球教育改革浪潮中，

芬蘭 2016 年課程改革提出以主題式教學（phenomenon-based teaching）為主軸，以培養主動積極、

具問題探究及學習能力等未來社會生存必要能力為目標，再度受到各界的關注（洪詠善，2016）。

芬蘭主題式教學以「主題」或稱「現象」（phenomenon）為本位，強調以學習者真實世界及生活中

遇到的現象作為學習主題，透過個人發掘生活周遭有趣的研究問題及教師從旁協助引導的歷程，

形成探究主題，再經由跨學科、跨領域的統整學習及同儕互助合作，從而搭建學習的鷹架，共同

完成任務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而培養跨領域學習及團隊合作等能力（FNAE, 2017; Silander, 

2015）。此教學取向不論對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方式而言均產生很大的改變，學生成為學習中心，

教師則扮演協助者的角色，由不同科目與領域教師共同備課與協同教學，希冀透過此教學模式翻

轉學生學習型態，期使學生達到深度學習與充分理解的目標，並進而成為具備思考與學習、互動

與表達、資訊素養、日常生活技能與參與未來社會能力的公民（FNAE, 2017）。 

上述芬蘭新課程對未來學生圖像的描繪與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理念相近。十二

年國教同時也強調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也著重於務實致用

與跨領域統整學習，整合同一職群內具有培育相近核心能力之科別，發展共同的課程內涵。詳言

之，技能領域課程由群內二個以上科別共同交集的技能所形成，打破過往職校偏向以「科」為主

的課程發展模式，提供跨科且多元的技能導向課程，為學生未來跨域或延展技能學習奠定基礎（李

懿芳、胡茹萍、田振榮，2017），此與芬蘭主題式教學對於跨學科學習的訴求相互呼應。 

此外，產業導向且務實致用向來是技職教育課程設計的核心理念，配合技術型高中課程對於

產學鏈結的期待，提出「以產業為導向之主題式教學」之教學法實驗，以芬蘭新課程主張的主題

式現象本位教學法為理念，強調由學習者所經驗的生活世界擴展到與專業領域學習有關的產業環

境，並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程對於技術型高中課程在生活情境鏈結、探究學習及跨域統整的重視，

本計畫擬以芬蘭主題式教學法理念與精神來規劃與實施一項教學實驗，以期瞭解芬蘭主題式教學

法運用在國內教學環境的可行性及其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計畫目的，羅列如下： 

1.發展技術型高中以探究導向之主題式現象本位教學的課程模式。 

2.探討此教學方法對學生之創造力、問題解決、團隊合作與探究能力之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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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芬蘭主題式現象本位教學理論基礎與設計 

一、現象本位教學理論基礎 

現象本位教學模式以「現象」（phenomenon）或稱「主題」為主，強調以學習者真實生活情境

中所遇到的現象做為學習主題，透過教師從旁協助，引導學生積極探究生活周遭有趣的現象與問

題，形成探究主題後，透過跨學科知識統整與同儕合作，搭建學習鷹架，規劃思考問題解決的策

略，並共同完成任務（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2017; Silander, 2015）。此教學取向以

學生為學習中心，強調教導學生學習的方法（how to learn）（Vitikka, 2015），鼓勵其主動探究與生

活經驗相關的主題。主要理論基礎為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 theory），並受探究學習（inquiry 

learning）與問題本位（problem-based learning）等理論影響（Silander, 2015; Symeonidis & Schwarz, 

2016），以下分述說明： 

（一）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為現象本位教學的主要理論基礎，主張學習者為知識與價值體系的主動建構者，建

構的知識須能適用於生活情境之中（Silander, 2015; Symeonidis & Schwarz, 2016）；換言之，建構

主義強調學習者中心，教學應和學習者的生活經驗連結，進而產生有意義的學習，是個體對生活

情境所感知的內容賦予意義的歷程。 

然而，這樣的歷程不僅是個人獨立完成，也可透過社會互動的方式，Vygotsky（1978）即提

出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認為知識是個體於社會、文化與環境中，不斷交互調整建

構而成，強調社會文化脈絡之重要性；學習者在認知發展歷程上，並非僅限於自我本身，也可能

因為與父母、教師或同儕等人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直觀知識；以社會文化學習概念所提出的「近

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來說明，指的是個體在「實際發展程度」至「潛在發

展程度」之間的差距；換言之，「潛在發展程度」是學習者於教師或同儕協助下，可能達成的學習

成就，也是學習者認知發展的最大潛力（Vygotsky, 1978）。因此，父母、教師或同儕之協助就如同

鷹架（scaffolding），有助於學習者向上發展（Taber, 2011; Vygotsky, 1978）。芬蘭現象本位教育深

受此理論之影響（Symeonidis & Schwarz, 2016），重視真實情境脈絡、強調學習者自我發展學習主

題與歷程，及與他人互動合作學習等觀點。 

（二）探究學習 

探究學習重視學習者尋求知識的歷程，是以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藉由探尋、資料蒐集、實

驗、討論與論證等活動來學習（Hodson & Hodson, 1998）。依據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4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探究是一種動態且多面向的問題解決歷程，學習者透過觀察真實生

活中的現象，經由探究的過程中獲得知識，透過此方式學習，模擬與科學家相同的思考活動（NRC, 

2000）。另外，美國科學促進發展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93）

指出，探究具有以下特徵：學習者須主動積極研究自然事物與現象，透過探究歷程獲得知識；培

養學習者面臨真實生活情境時，所需要具備的探究能力、科學概念及面對未知情況的積極態度等。

換言之，探究學習是動態的學習歷程，不只強調學習者實際操作與科學知識技能的驗證，也同時

強調社群間互動，透過師生間的互動，使學習者主動發掘問題，並學習解決問題，培養觀察探索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沈翠蓮，2015；曾崇賢、段曉林、靳知勤，2011；Alberta Learning, 2004）。 

芬蘭課程改革中，由赫爾辛基大學 Hakkarainen 教授與其研究團隊提出的進步式探究學習

（progressive inquiry），是芬蘭現象本位教學的核心理念之一（Symeonidis & Schwarz, 2016）。進

步式探究學習是透過科學探究方法建構及精進知識的歷程，主張在自主學習循環的過程中，鼓勵

學習者從現實生活情境中所遇到的問題開始發想，藉由觀察與對話中選擇，進而形成有興趣的問

題，再透過同儕合作、探索研究、跨域學習等方式，探尋可解釋之理論與方法，並與同儕分享學

習經驗，藉以轉化及調整學習的方式與內容，在此過程中持續進行試驗，以修正解決策略與假設

（李懿芳，2019；Hakkarainen, 2003; Rahikainen, Lallimo, & Hakkarainen, 2001）。此循環歷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進步式探究學習歷程 

資料來源：Rahikainen, M., Lallimo, J., & Hakkarainen, K. (2001). Progressive inquiry in CSLE 

environment: Teacher guidance and students’ eng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helsinki.fi/science/networkedlearning/texts/rahikainenetal2001.pdf 

（三）問題本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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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本位學習也是影響現象本位教學的理論之一，此概念源自醫學教育，亦是一種以學習者

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強調由學習者透過解決真實生活問題之歷程，來對問題進行定義分析發展與

解決問題，並進而完成知識建構；透過這樣的學習歷程，培養學生對學習積極負責的態度，進而

發展出靈活的理解能力與終身學習技能（Hmelo-Silver, 2004; Symeonidis & Schwarz, 2016）。PBL

之理論基礎除了建構主義之外，還受到實用主義（pragmatism）、情境學習理論（situated learning）

與社會互賴理論（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影響，茲說明如下： 

PBL 受 Dewey 的實用主義影響甚深，主張教育性的經驗為教育活動之核心，而所謂經驗是由

學習者在現實生活中和其周遭事物、情境與事件不斷互動所組成，故提出知識是學習者在所處情

境中獲得充分了理解，並對其產生意義（Brooks & Brooks, 1993; Fogarty, 1997）。情境學習理論強

調知識所嵌入的情境能有效提供結構和意義，有助於學習者對知識的建構、及對社群文化有深刻

的瞭解（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此概念與 Dewey 主張知識情境化的本質相似（Rudolph, 

2000），影響 PBL 以真實情境做為課程組織與學習主體的脈絡。最後，社會互賴理論強調團隊成

員間雖有差異，但藉由成員的積極參與合作及互動下，能習得知識與達到問題解決；受此理念的

影響，PBL 主張合作學習，鼓勵學習者藉由經驗分享與同儕間相互學習（Evensen & Hmelo, 2000; 

Johnson, Johnson, & Holubec, 1994）。 

 

參、現象本位教與學之設計概念 

主題式教與學顧名思義是以現象為本位的教學與學習模式，強調以學生自己經驗或觀察而來

的現象為主，如歐盟、媒體和科技、環境、能源、芬蘭建國百年等，並在真實的情境脈絡中進行

學習；由於各主題所涉及的面向多元，並具有整體性及全方位的特性，需要學習者整合應用從各

領域或科目習得的知能，方能全面理解及解決問題（Silander, 2015）。此類跨領域學習模組在教學

與課程設計上，鼓勵由不同科目教師共同設計課程與協同教學，採取探究學習、問題本位及專題

計畫等教學方法，並輔以數位學習情境以引導學生學習（FNAE, 2017）。質言之，此方法整合多項

教學取向，以跨科教學並由學生自己決定學習主題為重點，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跨域整合能力。 

此教學設計理念可進一步從 Silander（2015）歸納的芬蘭主題式教學特性中檢視之。此五項特

性包括：全面性（holisticity）、真實性（authenticity）、脈絡性（contextuality）、問題本位探究學習

（problem-based inquiry learning）及學習過程（learning process）；細究各項意涵，「全面性」指提

供學生 360 度全方位的視野，從傳統的課程統整轉為探究真實世界的現象，教師採跨科目及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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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有系統且綜合探討發生在真實世界中的事件；「真實性」強調學習的方法、教材與媒介需與

知識運用的真實世界連結，因此課程主題以真實環境的現象或問題出發，學習後的結果也能運用

於生活情境；「脈絡性」指從事物存在的環境中進行學習，亦即學習的對象是從學習者所處的真實

脈絡中選擇，與生活情境緊密結合；「問題本位探究學習」指透過學習者主動提出疑問、嘗試解釋

或解決問題的歷程來建構知識；「學習過程」指學習本身是一個過程，學習者藉由自己發展學習任

務、方法與過程，及與他人合作學習的過程學會如何學習。 

綜上可知，現象本位教與學是以現象為本位的教學與學習模式，強調從學生自己經驗或觀察

而來的現象出發，在真實情境脈絡中學習；同時，強調整體性的觀察與學習，學習者需整合應用

從各領域或科目習得的知能，以全面理解及解決問題（李懿芳，2019；Silander, 2015）。此類跨領

域課程統整的教學，運用探究學習、問題本位及專題計畫等教學方法（FNAE, 2017），鼓勵學生自

己決定學習主題，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跨域能力。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團隊與技術型高中教師共同設計以產業為導向之主題式現象本位教學模式與課程設

計，參考 Short、Harste 與 Burke（1996）、單文經、侯秋玲（2008）探究歷程及楊秀停、王國華

（2007）探究式教學之實施步驟，並結合芬蘭主題式教學理念，發展適用於技術型高中專業課程

的教學活動，提供主題讓學習者在真實生活情境中，透過觀察、探索、資料蒐集、實驗、討論與

驗證等歷程，與同儕合作以解決問題。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準實驗設計(不等組前後測)、觀察法、

訪談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某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以立意抽樣遴選

該校機械群三個班之學生（總計 94 位學生），學生以 2-3 人為一組，進行主題探究之專題製作課

程。 

二、教學模式設計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研究者與技術型高中教師共同設計以產業為導向之主題式現

象本位教學模式與課程設計（如圖 2），發展產業人力需求之專業整合技術能力，教學設計以探究

導向之主題式現象本位教學為主，發展適用於技術型高中專業實習課程的教學活動，提供主題讓

學習者在真實生活情境中，透過觀察、探索、資料蒐集、實驗、討論與驗證等歷程，與同儕合作

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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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域整合 

課程內容整合科學（S）、科技（T）、機械製造（E）、藝術（A）與數學（M）等學科知識，

使學生透過專題製作課程，結合過去所學之知識及技能 

（二）結合生活情境探究學習 

以解決生活情境中「遺失或尋找鑰匙」的問題，引導學習者根據生活經驗探究，針對情境對

象、用途與收納方式等，討論與製作專題成品。 

（三）激發創意思考 

以多功能鑰匙收納箱為主題，激發學習者創意，從生活情境中思考鑰匙收納外之附加用途，

且同時考量成品之造型及擺放位置，充分發揮多元功用。 

（四）發揮團隊合作解決問題 

課程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學習者須考量成品造型用途、材料成本、時間、加工技術等因素，

透過團隊分工討論發揮個體之專業知能，以解決製作歷程中之限制與問題，共同完成主題作品之

製作。 

 

 

 

 

 

 

 

 

 

 

 

圖 2  探究導向之主題式現象本位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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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設計程序 

（一）教學時數：每周 3 節，共 10 週 30 節。 

（二）教學對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三年級學生。 

（三）教學目標：本教學活動設計係採取小組合作、培養學生探究學習、跨域整合、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創意思考能力。 

（四）教學主題：多功能鑰匙收納箱設計與製作，欲解決生活情境中「遺失或尋找鑰匙」的問題。 

本研究教學活動設計程序內容如表 1、教師與學生活動安排如表 2： 

 

表 1 

探究導向之主題式現象本位教學模式設計程序之重點 

程序 設計程序重點 運用在主題實作的設計 

1.主題探尋 觀察對話選擇 了解主題實作的意義與學習活動任務 

2.資料收集與紀錄 
跨媒介蒐集資料 

過程記錄 

新的學習方法--主題式現象本位之探究學習 

觀察現象、自主探究、蒐集、分享、討論相關資

料、文獻 

3.構想與規劃 
提出解決問題的構想 

針對構想擬訂計畫 

研擬解決問題、專題構想、工作流程、繪製成品

草圖 

運用跨域知能構思解決問題方案 

4.計畫分析與修正 
構想分享與師生回饋 

統整與修正 

專題計畫報告、分享與修正 

電腦繪製成品圖 

5.實作與驗證 
構想製作與試誤 

檢視構想規劃 

根據計畫準備材料、加工、試誤、製作成品 

注意安全與環境衛生 

6.轉化與呈現 
統整與歸納 

發表與分享成果 

專題成品組裝、功能測試、外觀外型美化處理 

主題實作成品分享及成果報告 

7.反思與行動 

反省與思考 

獲得新知 

探究與解決新的問題 

分析實作成品之成本及功能 

思考改善及改良成品之可行方案 

學習成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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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象本位教學活動各程序之教師與學生活動安排 

節次 程序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1 主題探尋 

1.運用教學活動單，說明單元主

題的內容與學習目標。 

2.解說鑰匙收納箱的設計範例(實

體或圖片)與製造方式，並說明

本活動之任務。 

1.聆聽老師說明，瞭解鑰匙收納箱設

計與製作的內容與學習活動目標。 

2.觀察探尋生活情境中與主題有關的

問題。 

3.記錄觀察與探尋之發現，和老師同

學討論，提出主題發想。 

2 
資料收集與

紀錄 

1.說明探究導向之主題式現象本

位學習的意義與學習方法。 

2.引導小組資料收集，觀察與紀

錄小組互動情形。 

1.進行合作學習分組，2-3 人一組。 

2.運用主題探究與小組合作方法，探

究問題及蒐集相關資料。 

3.根據探究結果，研擬主題構想。 

3 構想與規劃 

1.說明專題計畫的內容項目及撰

寫要求格式。 

2.引導及協助各組完成專題計畫

書之撰寫。 

1.分組討論鑰匙收納箱的設計構想，

提出可能運用的不同領域知能，並繪

製草圖。 

2.分工合作，積極參與討論，貢獻自

己的構想，完成專題計畫草案。 

4 
計畫分析與

修正 

1.聆聽各組分享並分析優缺點。 

2.協助各組完成專題計畫修正。 

3.協助各組繪製專題設計圖。 

1.與全班分享主題構想、所需跨域知

能及資源、專題計畫內容初稿。 

2.與老師及同學討論製作方法及可行

性，並做適當的調整與修正。 

3.將設計草圖轉換為正式之電腦繪

圖。 

5-7 實作與驗證 

1.說明實習工場及機械設備安全

操作與注意事項。 

2.協助各組製作成品及進行驗證 

3.指導各組正確使用機械設備。 

1.準備材料，按照工作流程製作主題成

品。 

2.成品試誤、檢驗與修正。  

3.遵守機器設備的使用規則。 

8-9 轉化與呈現 

1.協助與指導各組確認成品功

能。 

2.指導各組成品外觀的美化處

理。 

3.聆聽各組專題計畫成果報告，

提供修訂意見。 

1.依照設計構想，自評成品的功能並改

善。 

2.依照設計塗裝及美化成品。 

3.包裝與行銷作品，提高作品的附加

價值。 

4.透過簡報及成品實物展示分享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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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 程序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10 
反思與行

動 

1.指導各組計算成品成本及效

益。 

2.引導各組思考可行的替代方案

與改進策略。 

3.撰寫成果報告及評量學習成

果。 

1.詳列各項材料、耗材費用，計算成

本。 

2.思考及評估製作流程、加工技術、

成品效能及習得知能，據此研提改善

方案。 

3.撰寫成果報告、完成同儕評量。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準實驗研究為主，輔以訪談及觀察等質性資料收集。量化研究工具包括探究能力量

表、問題解決態度量表、團隊合作量表及創造性思考量表；質性研究工具包括：訪談大綱、學習

單（專題製作的五道金鑰）、專題工作步驟紀錄表、觀察紀錄表等，說明如下： 

（一）探究能力量表 

本研究之「探究能力量表」修編自楊秀停、王國華（2007）以 Novak 和 Gowin（1984）所發

展出來的學生探究能力自評量表（SIASS），原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 0.84，並經授課教

師及具備 STEM 相關領域專家之檢視修正，以提升量表之表面及內容效度，據此發展出學生探究

能力量表前、後測問卷。前測針對學生過去實習課之探究能力進行自我評測，後測則針對學生本

次教學實驗之專題製作課程；量表分為五個向度：理解問題、想法紀錄、資料收集、轉化資料、

知識主張，共 13 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1 至 5 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二）問題解決態度量表 

本研究修編自 Heppner 與 Petersen（1982）之問題解決態度量表，原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 0.90，以該量表翻譯修編成符合本研究教學實驗性質之題項，由授課教師及具備 STEM 相關

領域專家之檢視修正，形成正式問卷，並進行前、後測。量表分為三個構面：問題解決自信、趨

避型態、自我控制，共 19 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1 至 5 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三）團隊合作量表 

本研究參考依據 Rousseau 與 Savoie（2006）所提出之團隊合作能力架構，由授課教師及具備

STEM 相關領域專家編修成符合本教學實驗性質之題項，以提升量表之表面及內容效度，發展出

團隊合作問卷，並進行前、後測。量表分為三個構面：協調能力、合作能力、資訊分享能力，共

13 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1 至 5 代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四）創造性思考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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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威廉斯創造力測驗（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簡稱 CAP）（林幸台、王木榮，

1994），以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評量學生之認知創造力，共 12 題，六種向度分數：流暢力、開

放性、變通力、獨創力、精密性、標題，以了解學生之創造思考力，並進行前、後測。 

本量表由兩位評分者分別進行前測與後測之評分，由於不同評分者的判分標準可能會影響測

量的信度，故須檢驗評分者信度。以兩位評分者所評之六個向度原始分數進行評分者信度分析，

而所得之評分者信度係數（如表 3 及表 4）。學者 DeVellis（1991）認為，係數介於 0.65 至 0.70 為

最小可接受值，0.70 至 0.80 為相當好，0.80 至 0.90 代表非常好；因此本量表兩位評分者的評分

信度係數落在 0.70 至 0.90，表示具有良好的評分者信度。 

 

表 3 

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前測評分者一致性係數(n=32) 

 流暢力 開放性 變通力 獨創力 精密性 標題 

係數 .708 .828 .702 .887 .833 .801 

表 4 

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後測評分者一致性係數(n=32) 

 流暢力 開放性 變通力 獨創力 精密性 標題 

係數 .803 .726 .728 .786 .761 .773 

（五）質性資料收集工具 

   1.訪談大綱 

本訪談大綱之問題內容，主要是針對學生製作多功能鑰匙箱之歷程及研究變項進行設

計：包括專題主題與生活經驗之連結、成品製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法、組別分工

的狀況、於專題製作中所運用及學到的知識與技能、關於作品的創新做法、參與此次課程的

收穫及建議等面向，由授課教師挑選學生 4~5 位及 2 個組別（各 3 人）進行個人及小組訪

談，以了解學生對本課程教學設計及參與情形之感知。 

  2.學習活動單—專題製作的五道金鑰 

本課程結合專題主題「鑰匙箱」設計開啟 5 道鎖的方式，製作成學習活動單《專題製作

的五道金鑰》，以小組為單位引導學生回答問題，並於專題製作歷程中針對各項問題進行思

考，從觀察、策略規劃、所要用到之知識技能、遭遇問題及解決問題等思考歷程做紀錄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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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3.專題工作步驟紀錄表 

針對本課程設計專題工作步驟紀錄表，提供各組敘寫每次的工作日誌，紀錄項目包含：

各次工作日進行之任務進度、使用材料、工具或設備、應用到的知識與技能、遇到的問題及

解決方法。透過工作步驟紀錄表，引導學生進行任務分工與步驟紀錄，同時進行歷程思考，

以達專題製作課程設計之教學目的，促使學生能學以致用，將其所學整合應用至主題作品。 

  4.觀察紀錄表 

研究者運用觀察紀錄表紀錄各週教學進度、學習重點、觀察師生與生生間於實作中互動

情況與當週的實作狀況總結，藉此掌握教學實驗課程的進度狀況，並與課程教師討論所觀察

到的實作狀況或問題，以提供研究結果參考。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現象本位教學模式結合技術型高中專題製作課程，教師指導學生以小組合作方式

進行多功能鑰匙箱專題成品製作，以期瞭解該教學方法運用在技高專業領域課程之可行性，並針

對學生之探究能力、問題解決態度、團隊合作、創意思考能力等，分析結果如下： 

一、探究能力 

探究能力之前測平均分數（M=3.90）與後測平均分數（M=4.21），相依樣本 t 檢定之 t(31)值為

2.47，顯著性為 .019，達 p < .05 之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之教學實驗，對學生之探究能力有顯著

的影響，整體探究能力有顯著提升。 

表 5 

探究能力前、後測 t檢定 

變項 
前測 後測 

t 值 顯著性 
M SD M SD 

探究能力 3.90 0.59 4.21 0.62 2.47 .019* 

* p<.05 

從小組學習單與訪談資料中，綜整多數學生所觀察到之生活中鑰匙收納的問題，包括：「出門

時找不到鑰匙」、「沒有固定放置鑰匙的地方」、「鑰匙太多容易搞混」，學生從這些問題中形成本次

專題實作之目標，以解決問題並提升探究學習能力；且學生藉由親身經驗，發想生活中欲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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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收納之問題： 

「生活經驗就是要主題發想，就是鑰匙收納的部分。我很常把鑰匙弄丟了。所以我才會把統整放

在一起。」（學生 A） 

「在生活中，我時常在家中找不到鑰匙，我就很想製作一座具有明顯外型的鑰匙箱。」（學生 C） 

「比如說我們回家會找不到可以放置鑰匙的地方，那我們就會以這個地方來去做發想；還會有出

門時所需要的工作，可以結合在這個多變箱裡面。」（學生 D） 

「就是早上可能匆匆忙忙的，你可能一著急就忘記一些東西。覺得這個設計是希望你不再忘東忘

西，你可能隨手出門就會隨手拿。」（學生 H） 

「我是想要解決鑰匙找不到，或是出門前不用再看著鐵門的倒影，去整理自己的衣服，直接看真

正的鏡子去整理自己的衣服這樣子。還有掛東西的部分的話就是雨傘可能掛在櫃子上直接滑下

來，就因為這個鑰匙櫃剛剛好專門放雨傘的地方，所以一舉兩得。」（學生 G） 

 

二、問題解決態度 

就學生問題解決態度來看，該變項前測平均分數（M=3.61）與後測平均分數（M=3.90），相

依樣本檢定之 t(31)值為 3.18，顯著性為 .003，達 p < .01 之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之教學實驗對學

生之問題解決態度有顯著的影響，整體問題解決態度有顯著提升。 

表 6 

問題解決態度前、後測 t檢定 

變項 
前測 後測 

t 值 顯著性 
M SD M SD 

問題解決態度 3.61 0.48 3.90 0.57 3.18 .003** 

** p<.01 

從小組學習單與訪談資料可得知，學生除了解決生活中親身經歷的問題外，在專題製作過程

中，各組也遇到許多製作上的困難與問題，且學生透過「試驗」、「資料蒐集」、「小組討論」、「尋

求師長協助」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學生遇到製作上的困難時，會透過不斷試驗、嘗試錯誤，去解決問題： 

「解決的方案是說，如果這個尺寸今天的差異有點大的話，那我們就是在進行，切那個凹槽或者

在組裝切木頭的那時候，我們會切的比較少一點，然後再慢慢的去量那個尺寸，就是嘗試錯誤的

概念。」（學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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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遇到問題時，會請師長協助或提供建議，如施工或較專業領域的問題：或是經由小組成

員討論及蒐集相關資料，以解決所遭遇到的問題： 

「當我遇到問題時，我會與小組成員討論，若還是不行的話，我會去科裡詢問老師或者是上網尋

找文獻資料，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法。」（學生 C） 

「我遇到問題的時候會看鑄造學，因為我們，我們的專題裡面有砂磨，所以以我們就可以去找她

裡面會有，很多資料可以讓你去找尋。」、「有些做工上的問題會詢問老師，請老師提供建議。」

（學生 D） 

「像我們有做一個斜板，那個斜板的長度很難計算，然後大小我們也很難抓。我們就問了很多老

師、製圖老師或者是機械製造還有負責專題的老師。老師就會告訴我解決方法，然後也會幫助我

們蠻多的。」（學生 A） 

且亦有學生認為，此次的課程能夠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我覺得可以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是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其實不管是設計上然後製作上還

有報告。就是會遇到很多問題，就是你需要有辦法解決。」（學生 E） 

此研究發現，呼應 Yuberti、Latifah、Anugrah、Saregar、Misbah 和 Jermsittiparsert（2019）透

過「情境及問題導向學習模式」（context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進行之教學結果，其在

學習中要求學生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為主體，能有效促進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由此可知，採

用探究式學習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並創造有意義的學習過程（Widowati, 

Nurohman, & Anjarsari, 2017）。 

三、團隊合作能力 

學生團隊合作變項之前測平均分數（M=3.93）與後測平均分數（M=4.14），後測分數雖然高

於前測，但相依樣本檢定之 t(31)值為 1.39，顯著性為 0.176，未達 p > .05 之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

之教學實驗，對學生之團隊合作能力而言，沒有達到顯著的影響；整體團隊合作能力沒有顯著提

升。 

表 7 

團隊合作能力前、後測 t檢定 

變項 
前測 後測 

t 值 顯著性 
M SD M SD 

團隊合作能力 3.93 0.63 4.14 0.66 1.39 .176 

在訪談結果中，許多學員表示這次專題實作課程可以培養團隊合作及與同儕溝通的能力，此

為最大的收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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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就是跟同學溝通能力」（學生 A） 

「收穫最大的話應該是團體向心力或溝通的能力，還有合作的能力」（學生 B） 

「我覺得可以培養，就是分工合作的能力吧。因為每個步驟可以分工、合作去完成，我覺得這是

一件好事情，也是培養你未來出去社會可以跟別人一起合作的能力。」（學生 D） 

「學習了解到分工的重要」（學生 G、F） 

相關研究指出，以過程為導向之引導式探究學習的教學，能夠提升學生在溝通及團隊合作方

面的技能，促進同儕之間的關係（Hu, Kussmaul, Knaeble, Mayfield, & Yadav, 2016），故透過類似

的主題式探究教學方法，或能有效提升學生之團隊合作能力。 

 

四、創意思考能力 

學生之創意思考能力前測平均分數為（M=50.89）與後測平均分數（M=58.90），相依樣本檢

定之 t(31)值為 2.35，顯著性為 .025，達 p < .05 之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之教學實驗，對學生之創

造思考能力有顯著的影響，整體創造思考能力有顯著提升。 

表 8 

創意思考能力前、後測 t檢定 

變項 
前測 後測 

t 值 顯著性 
M SD M SD 

創意思考能力 50.89 16.21 58.90 12.99 2.35 .025* 

* p<.05 

從訪談結果發現，許多學員表示設計及創意思考方面，是此次專題製作課程能夠習得的能力，

且是印象深刻及喜歡的部分： 

「畫圖的時候就是在想的時候有用到腦，然後感覺喜歡的，有自己設計的感覺，有自己的創意這

樣。」、「我覺得培養我的動腦想像力，就是要想出一個專題，之後還想一個主題，一定要動到很

多腦的部分」（學生 A） 

「我覺得應該是說在設計的部分一開始設計部分的話，是那個分幣的部分，因為我看到之前的一

個日本的舊式型拉霸機。然後就是投錢進去，他會直接自動幫忙分好幣。然後，我想說可以跟我

們的組員討論，看看說可以一起製作。」（學生 B） 

「我學習到了創新思考，結合動手做的能力。」（學生 C） 

「應該是構思吧，因為我是選手，所以進度上有一點落後；我們一開始構思其實很簡單，但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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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設計的時候，就多加了很多東西上去，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學生 D） 

「我覺得是設計，就是設計的時候，要想很多東西。」（學生 E） 

相關研究指出，現象本位教學對學生的創造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之提升，有顯著影響

（Valanne, Al Dhaheri, Kylmalahti, 2016）。透過探究教學，融入有趣的主題，需要透過許多機會讓

學童產生想法、制定計畫以解決問題，透過各式各樣的形式表達想法，能有效增強學生的創造力

思考（Michalopoulou, 2014）。 

五、跨域整合 

透過本研究所發展之現象本位教學方法結合高職專業領域課程，學生應用並整合過去所學

STEAM 相關知識、技能來解決問題，並完成最終專題成品，由於各組製作方法與解決鑰匙收納

的問題的方式不同，故工作任務亦有不同。 

以一組學生之工作任務所運用到之 STEAM 知識、技能為例（如表 9），該專題依據螺旋原理，

創新設計出燈塔外形的鑰匙收納箱，利用木工、澆鑄鋁等鑄造方法，且燈塔上方加上燈泡，結合

照明的功能，達到跨領域的知識、技能結合。 

表 9 

STEAM 跨領域整合之應用 

任務 S T E A M 

1.成品設計圖繪製 

重心 

力與力矩 

螺旋原理 

運動對 

硬化劑 

電流 

串聯 

通路 

斷路 

螺桿 

螺帽 

手工鋸 

銼刀 

螺絲攻 

圓鋸機 

砂輪機 

線鋸機 

砂帶機 

砂輪機 

鑽床 

銑床 

高週波感應電爐 

製圖設計 

應用幾何 

澆鑄鋁 

視覺藝術 

設計應用 

美學 

面積 

體積 

數值運算 

單位轉換 

幾何學 

2.螺桿處理 

3.收納三角盒製作 

(三角板裁切、鑽洞、螺帽與

木片連接)  

4.五角形底座-木模製作 

5.五角形底座-砂模製作 

6.五角形底座-加工鑄件 

7.組合工件(收納三角盒、五

角形底座、燈泡電路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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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以產業為導向之現象本位主題式教學適用於技術型高中專業領域課程 

本研究以現象本位之主題式，建構技術型高中專業領域專題製作課程，依據產業專業技術人

力所需求的能力發展課程與教學活動，課程內涵除了專業知能的培養外，也能發展出學生在未來

生活及工作世界所需的能力，包含問題解決、創意思考、團隊合作等。教師透過生活中的實際問

題，引導學生進行製作，學生得應用過去所學，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製作出專題製作成品。此

課程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技能，透過探究式學習的方法，引導學生發現問題，並發揮創意進行討

論並思考解決問題，由學習者所經驗的生活世界擴展到與專業領域學習有關的產業環境，所發展

出之教學模式，可提供未來發展相關之課程與教學參考。 

二、本教學設計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探究學習、問題解決態度、創意思考及跨域整合之能力 

此課程設計以「遺失或尋找鑰匙」為生活情境問題，讓學生根據過往經驗，進行多功能鑰匙

收納箱設計與製作。研究結果顯示藉由現象本位主題式教學方法，學生的探究學習能力、創意思

考能力、問題解決態度、團隊合作能力、跨域整合能力接能夠得到有效的提升。學生能依據生活

情境去探尋所欲解決之生活上的問題，並透過小組合作，進行創意思考討論其專題成品可能須具

備的功能，於製作過程中整合 STEAM 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在專題製作過程中遭遇問題並解決問

題，培養問題解決的態度。 

三、建議增加課程實驗的時間及參加人數 

本課程實驗設計為 10 周，每周 3 小時合計 30 小時之課程與教學活動，但由於學生是第一

次上專題製作課程，更未有探究式學習的經驗，因此需要安排時間讓學生理解專題製作課程的

任務與自主探究式學習的方法，因此在課程實驗前建議讓學生具備者些先備知識。此外，本次

課程實驗僅有一班學生參與，若經費與時間許可，建議安排更多班級與學生參與，亦可規劃實

驗組與控制組，以利進行更深入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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