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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探究學習效果與創造力是工程教育重要的學習表現，而STEAM是國際
工程教育的趨勢，虛擬實境則是目前教育訓練最吸引人的科技應用
趨勢之一。本研究以三年的時間開發二套虛擬實境STEAM探究學習教
材，以了解虛擬實境技術的應用對於高中STEAM探究學習效果與創意
表現的影響，並推廣虛擬實境STEAM 探究學習模組。本研究的「結
構設計」教材內容係參考107 年課綱所訂定的生活科技科學習內容
進行編製。本研究應用虛擬實境及「體驗式學習」教學策略，以建
構一套適合於高中學習科技與工程領域知識與技能的探究學習流程
。研究對象是台北市立成功高級中學九年級的四個班級，共149位學
生（其中男女生比例相當）。研究中將以班級為單位，將研究對象
分派為實驗組和控制組二組。其中實驗組接受「虛擬實境+體驗式學
習」與「虛擬實境」教學，控制組則採取一般傳統的教學，進行為
期十週的實驗教學。然後，透過實證研究，比較不同的教學方式
（虛擬實境+體驗式學習、虛擬實境、傳統教學）對於二組學生在結
構設計學科知識、STEAM態度、創意表現與空間能力的表現差異。最
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建議，供未來高中生活科技科應
用虛擬實境實施體驗式學習及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中文關鍵詞： 虛擬實境、STEAM、體驗式學習、創意表現、結構設計

英 文 摘 要 ： Exploring learning effects and creativity is an important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while STEAM
is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virtual reality i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rend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is research
took three years to develop two sets of virtual reality
STEAM inquiry learning material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on high
school STEAM inquiry learning effects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to promote the virtual reality STEAM
inquiry learning module. The content of the "Structural
Design" learning activity in this study is compil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learning content of the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ject specified in the 107 national curriculum
outline. This research applies virtual reality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a
set of inquiry learning processes suitable for high school
learning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are four classes in the ninth
grade of Taipei City Chenggong Senior High School, with a
total of 149 students (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students
is equal). In the study, the class will be used as the
unit, 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mong the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epts "virtual reality +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virtual reality" teach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general traditional teaching
for ten week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n,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virtual reality + experiential
learning, virtual reality, traditional teaching) for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in structural design subject
knowledge, STEAM attitude,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spatial
ability. Finally,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high school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jects to implement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further research using virtual reality.

英文關鍵詞： Virtual reality, STEAM, Experiential learning, Creative
expression, Stru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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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應用對高中 STEAM探究學習效果與創意表現的影響－結構設計教學

模組研究 

三年期成果報告 

 

計畫所屬學門：應用科學教育學門 (學門代碼：SSS04) (重點代號：402.7及 405.3) 

本計畫符合科技部科教國合司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學門規畫重點研究項目中，應用科學教

育學門（學門代碼：SSS04）(二)工程教育之 STEM議題之研究(重點代號：402.7)，以及(五)

新興人機互動與數位科技於技術教育與工程教育的應用(重點代號：405.3)之重點項目。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探究學習效果與創造力是工程教育重要的學習表現 

近年來科技資訊技術快速發展讓各國愈趨重視工程與科技教育，其於現今市場狀態對國

家的經濟與科技發展甚為重要。 

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透過科技領域的設立，將強調科技與工程內涵、培養學生的

科技素養，透過運用科技工具、材料、資源，進而培養學生動手實作，以及設計與創造科技

工具及資訊系統的知能，同時也涵育創新設計、批判思考、問題解決、邏輯與運算思維等高

層次思考的能力。 

而課綱中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科的課程內容以創意設計與工程設計為核心，教材內容以產

品設計、機構設計、結構設計、電機電子機電整合設計為主要的內涵，透過「做、用、想」的

方式培養學生對於學習科學的興趣以及知識能力培養整合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以提升解決

問題的能力(如圖 1)(李隆盛、吳正己、游光昭、周麗瑞、葉家棟、盧秋珍、沈章平，2013)。 

因此十二國教新課綱中透過科技領域的設立，將科技與工程之內涵納入中學科技領域之

課程規畫，籍以強化中學學生的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學習的經驗，並可以協助高中學生加強其

對工程教育的興趣及了解。 

(二)STEAM是國際工程教育的趨勢 

工程與科技教育對於國家的經濟與科技發展甚為重要，加強國民工程與科技教育以因應

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挑戰，並增強國家經濟競爭力，乃是世界各國一致的共識。近年來，

美國意識到科技教育的不足會造成人才的短缺，因此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 NSB)提出了由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整合的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教育(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96)，並將在 2017年撥

款七十億美元用來支持聯邦政府的 STEM教育，以培養學生的 STEM能力，為國家培養素質

高的數學家、科學家、工程師及科技教育人才(White House., 2016)。另外，英國的官方調查發

現 43%的科技相關工作職缺將因 STEM能力不足，無法填滿職缺，於是積極從體制內及體制

外的教育積極推動 STEM 教育。例如 2011 年就撥款 4 億 5 千萬英鎊資助「千禧委員會」

（Millennium Commission）的 STEM教育(The Parliamentary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UK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 2015)。 

STEM 教學模式本質為跨科際整合課程，為以科技情境與工程設計為主體，融入數學與

科學的概念以進行科技教育教學模組之發展，進而形成 STEM取向之科技與工程教育課程(羅

希哲、陳柏豪、石儒居、蔡華齡、蔡慧音, 2009)。基於完整能力養成與跨科整合學習的觀點，

STEAM成了更加整合的教育概念。例如南韓的教育部就提出 STEAM的教育規劃，其中也強

調人文學科(liberal arts)的整合(Jho, Hong, & Song, 2016)。因此，STEAM教育不僅達到跨科整

合的學習效果，發揮學習內容的實用價值，並且更有助於培養 STEAM 的專業人力，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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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質。 

(三)虛擬實境是目前教育訓練最吸引人的科技應用趨勢之一 

VR(虛擬實境)可不受地點、時間限制地重現學習或訓練環境及感受。其不僅可改善傳統

學習方法的限制，更藉著虛擬實境其互動與擬真之特性，加強了教育訓練內容訊息的傳達(許

嘉宏, 2005, p. 1)。是目前最吸引人的科技應用趨勢之一，常應用於醫學、科技和教育訓練等

方面。 

虛擬實境在教學方面可以設計情境式教學以模擬各種實作的情境(Ausburn & Ausburn, 

2004, p. 1)。具有高安全、低成本的特色，能提供臨場感、趣味性、沉浸效果、探索、操作性、

動態互動性和即時的視覺回饋(阮氏惠, 2010)，可以提供學習者探索和進行差異化教學，能夠

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E.-L. Lee et al., 2009, p. 833)，是一項很實用的教學工具。 

(四)本計畫將了解虛擬實境在高中準工程課程之教學設計及實施成效 

學生對於學習科學抽象概念，像是結構、力的合成與分解等相關抽象內容會感到比較多

的障礙，這些難以直接具象化的觀念模型往往造成學生在學習上的困難(Arnold &Millar, 1987；

Carlton, 1999；林靜雯、邱美虹，2009)。另外，傳統教學上利用橋樑結構實施結構的設計練習

時，有些教師會先利用義大利麵條以熱熔膠建立各種結構並進行測試以決定一組最堅固的結

構，然後再於紙面或電腦上設計設計橋樑的結構，並以膠水接合木棒以完成橋樑的結構，最

後再以各組的橋樑結構承載力進行測試或比賽。可以想見傳統的教學方式不但曠日費時，而

且無法排除製作過程中製作技巧等可能影響結構強度的因素，也可能因此降低了學生的學習

動力。 

因此，本計畫將著重針對高中生活科技課中的結構設計等準工程課程，透過 STEAM 模

式進行實作、使用、思考的歷程，讓學生透過橋樑及家具結構等主題，應用 VR 虛擬實境實

作活動協助學生統整知識與技能，以協助學生將抽象概念實體化的方式進行結構設計的教學，

培養學生結構設計能力以及空間概念，並透過教學實驗了解對於學生探究學習和創意表現的

成效。 

二、各分年研究目的 

本研究討論的議題主要將探討虛擬實境應用於高中 STEAM 探究學習效果與創意表現的

影響，以培養高中生對未來進入工程與科技領域的正確認知、態度與興趣。各分年主要的研

究目的如下： 

(一)第一年研究目的 

1.建構橋樑工程設計的概念知識。 

2.發展「橋樑結構」虛擬實境 STEAM探究學習模組。 

3.進行先導教學實驗，探討不同教學策略對於橋樑結構設計的教學成效。 

4.分析虛擬實境結構設計教學模組於高中 STEAM探究學習的融入模式。 

(二)第二年研究目的 

1.建構紙家具結構設計的概念知識。 

2.探討紙家具的形式。 

3.探討適合以紙箱作為材料的紙家具結構種類。 

4.探討如何利用瓦楞紙箱作為材料，透過簡單剪裁及凹折製作紙家具的方法。 

5.根據第一年先導實驗之結果與修正建議，發展「紙家具結構」虛擬實境 STEAM進階探究

學習模組。 

(三)第三年研究目的 

1.進行「紙家具結構」虛擬實境 STEAM進階探究學習模組正式教學實驗，探討不同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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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對於紙家具結構設計的教學成效。 

2.分析虛擬實境結構設計教學模組於高中 STEAM探究學習的融入模式。 

3.探討學生的探究學習效果（知識）和對於空間能力的影響。 

4.分析及檢討教學實驗結果後提出修正建議。 

5.將前二年發展的教學教案整合成一套高中 STEAM 虛擬實境結構設計教學模組，並製成

可商品化之教材包以利未來教師搭配使用。 

貳、研究方法 

一、第一年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應用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設計之目的為二：(1)規劃

橋樑工程設計教學活動；(2)改善橋樑結構設計課程過去在結構力學教學上過於抽象的問題。

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的實驗組藉由虛擬實境搭配輔助學習軟體規劃橋樑結構設計課程，

而控制組則採用實體教具規劃課程，以觀察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橋樑結構設計的概念知識學習

上是否存在差異，並瞭解何種教學策略對學生在橋樑結構設計的概念知識學習上是最有助益，

進而幫助學生設計與製作出結構完善的橋樑。 

綜上所述，第一年橋樑結構教學實驗設計的教學目標如下： 

1.學習者能夠描述各種橋樑的型態。 

2.學習者能夠描述橋樑構成的方式。 

3.學習者能夠了解結構設計的內涵。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教學實驗實施於台北市某市立高中，並採立意抽樣的方式，選擇該校高中一年

級，並有選修生活科技課程的四個班級，其中一班 38 人，另外三個班級各 37 人，共計 149

人進行實驗。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應用虛擬實境與傳統教學模式，並搭配不同的輔助學習軟體或教具於高中橋樑結

構設計教學活動，以探討高一學生在結構設計概念知識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規劃了學習

單與課程反思單作為探討的依據。 

二、第二年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評估大眾對紙家具的看法與接受度 

為了得知使用者對於紙箱家具的看法，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調查了使用者的偏好。問卷

樣本數為 571份，男女比約為 3:5，年齡層中 12～25歲偏多（37.7％）。 

(二)實驗法－評估紙箱再利用於製作紙家具之適用性與結構外觀的設計 

本研究分別針對紙家具的「結構設計」、「尺寸設計」及「耐用性與承載能力」進行實驗。 

1.結構設計實驗 

(1)實驗目的：思考各種可能性，設計出多種不同的結構。 

(2)實驗方法：運用腦力激盪法，羅列紙箱可以做成哪些產品，並挑選可行性與吸引力較

高的方案進行細項思考與建模，針對模型的優缺點後再進行檢討與改善，最終以紙箱做出成

品。 

2.尺寸設計實驗 

(1)實驗目的：使用工適學，構思出符合人因工程的結構設計。 

(2)實驗方法與設計：參考需要的人體計測資料，設計符合人體工學的産品尺寸，並以符

合最大群體的消費者為首要目標。 

3.産品耐用性與承載能力測驗 

(1)實驗目的：為了解紙家具是否具耐用性與適用性，故參考人因工程與家具測試系統，

模擬企業測試系統機具的運作方式，所設計之實驗。 

(2)實驗前準備：透過上述研究法與文獻探討，選定紙箱規格並産出紙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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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設計：雖參考各國與各企業之家具測試系統，但因應材料特性，本研究以耐用度

為實驗主軸，防水及防燒等不在此實驗考量當中。 

(三)問卷調查法－評估紙家具的功能和使用者意見 

為評估本研究所設計之紙家具是否兼具功能性與美觀，並了解使用者對該紙家具的接受

程度，故進行問卷調查。填寫問卷前，會先請受測者動手組裝某一樣紙家具，並實際使用之，

再透過問卷詢問受測者對本研究之紙家具的看法。本研究針對受測者的問卷結果做以下分析： 

1.受測者基本資料：住房情況、搬遷頻率。 

2.紙箱使用狀況分析：紙箱取得時機、處理方式。 

3.紙箱製作紙家具調查分析：製作難易度、對製作時間長短的感受。 

4.紙家具功能性分析：安全感、舒適度、尺寸適合度、方便性、整體實用性。 

5.紙家具外觀喜好度調查分析：造型、顏色、材質、整體外觀偏好。 

6.紙家具使用意見調查：對於使用本研究之紙家具的意願。 

(二)研究對象 

我們透過網路問卷調查了使用者的偏好，問卷樣本數為 571份，男女比約為 3:5，年齡層

中 12～25歲佔 37.7％。 

(三)研究工具 

(1)使用者對紙家具的看法與接受度調查問卷。 

(2)問卷調查法－評估紙家具的功能和使用者意見 

三、第三年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計畫主要負責「結構設計」課程的教材開發、教學實驗和教材推廣。本計畫以教學方

式（虛擬實境+電腦輔助學習軟體、一般傳統教學）為自變項，以探究學習效果（結構設計概

念）、探究能力、設計能力、學習滿意度為依變項，以比較不同的教學方式在各依變項的差異

情形。 

本研究應用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於紙家具結構設計教學活動設計之目的為二：(1)規

劃紙家具設計教學活動；(2)改善紙家具結構設計課程過去在結構力學教學上過於抽象的問題。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實驗組藉由虛擬實境搭配輔助學習軟體規劃紙家具結構設

計課程，而控制組則採用實體教具規劃課程，以觀察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紙家具結構設計的概

念知識學習上是否存在差異，並瞭解何種教學策略對學生在紙家具結構設計的概念知識學習

上是最有助益，並幫助學生設計與製作出結構完善的家具。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教學目標如下： 

1.學習者能夠描述各種家具的型態。 

2.學習者能夠描述紙家具構成的方式。 

3.學習者能夠了解紙家具結構設計的內涵。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教學實驗實施於台南市某國立高中，並採立意抽樣的方式，選擇該校高中一年

級，並有選修生活科技課程的六個班級，其中三班為實驗組，共 114人，另外三班為控制組，

共 114人，共計 228人進行實驗。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應用虛擬實境與傳統教學模式，並搭配不同的輔助學習軟體或教具於高中紙家具

結構設計教學活動，欲探討高一學生在結構設計概念知識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規劃了學

習單與課程反思單，以作為探討的依據。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以下幾項： 

1.課程滿意度量表(線上問卷)，網址：https://goo.gl/forms/CPCPoCuzEoaCKz8A3 

2.探究能力量表(線上問卷)，網址：https://goo.gl/forms/ce6cy6dbnp5OYP7d2 

3.工程設計自我效能量表(線上問卷)，網址：https://goo.gl/forms/stON4GslSWCq7XNc2 

4.學習歷程檔案(紙本) 

https://goo.gl/forms/CPCPoCuzEoaCKz8A3
https://goo.gl/forms/ce6cy6dbnp5OYP7d2
https://goo.gl/forms/stON4GslSWCq7XN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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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第一年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在實施橋樑結構設計教學後，統整每週課程的學習單、實施三週課程後的反思單

以及研究者的教學紀錄，並根據學習單的評分結果進行平均數、標準差以及 t 檢定之統計分

析，同時對照學習單各活動所採用的教學設備、學生填寫的反思單與研究者的教學紀錄提出

各概念知識之學習成效。 

以下就本課程的各項概念知識學習結果討論教學中所使用的虛擬實境設備、輔助學習軟

體/教具之教學效果。 

(一)概念 1：引起學習動機 

本研究規劃引起學習動機之目的為引起學生對該課程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使學生迅速投

入並初步瞭解課程主題，而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引起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且實驗組的表現比控制組好。實驗組相較於控制組所採用的教學設備較能維持學生的興趣，

此外，實驗組藉由 zSpace與 Bridge Constructor FREE的教學活動安排使學生更能全面的認識

當週課程主題─結構型態，如：何謂結構、結構設計的要點、各種結構種類等，再者，由於

Bridge Constructor FREE 遊戲軟體為三者軟硬體設備中最具挑戰性，因此 Bridge Constructor 

FREE最能激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概念 2：結構的定義與內涵 

本研究規劃結構的定義與內涵之目的為讓學生瞭解結構的定義與應用、結構設計的要點、

結構的勁度與材料的強度、各種結構種類，以建構學生對結構的概念知識，而根據研究結果

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結構的定義與內涵上有顯著差異，且實驗組的表現比控制組好（如

表 3）。由於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教學方式有所差異，因此使得在該概念知識的回答上實驗組表

現較控制組好，且實驗組對於結構的認識較控制組深入，考量到的面向也較多元，像是包含

組成方式、承重、力的傳遞等，而控制組則較侷限於組成方式。 

(三)概念 3：認識各種橋樑結構型態 

本研究規劃認識各種橋樑結構型態之目的為讓學生將課程知識應用到生活上，學生除了

能夠在課堂上學習結構的定義與內涵、橋樑結構型態等，亦能聯想到在生活中各地區的橋樑

是屬於何種結構型態，而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認識各種橋樑結構型態並無

顯著差異。雖然實驗組與控制組採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來進行各種橋樑結構型態的教學，但由

於該概念知識題目的設計上，著重於讓學生「分享」在生活中遇過的或喜歡的橋樑結構型態，

因此兩組在認識各種橋樑結構型態上並無顯著差異。 

(四)概念 4：設計橋樑的概念 

本研究規劃設計橋樑的概念之目的為讓學生在進入當週課程主題─結構力學與力學分析

前，能夠先釐清設計橋樑需考量的要素，以達到複習前一週課程的目的，再進一步讓學生體

悟到力學分析在設計橋樑時的重要性，因為力學將會影響到橋樑是否能夠穩固、承重，而根

據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設計橋樑的概念上有顯著差異，且實驗組的表現比控制

組佳。雖然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當週課程實施前，教師皆有複習前一週課程知識，然實驗組與

控制組採行不同工具探究概念知識，且部分控制組的學生對教師教授的概念知識存在誤解，

以致於兩組學生在設計橋樑的概念上有顯著差異。 

(五)概念 5：桁架受力分析 

本研究規劃桁架受力分析之目的為讓學生在進入橋樑力學分析前，先建立基本桁架力學

分析的概念，透過由簡入深的方式，如：內力、外力、反力的判斷、簡易的力學分析，以減緩

學生的認知負荷，而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設計橋樑的概念上無顯著差異，

但控制組的表現卻優於實驗組。由於桁架受力分析課程內容過於深入、抽象，且教師只透過

投影片進行教學，以致於學生須花費一些時間吸收、理解，因此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桁架受力

分析上並無顯著差異，然由於教師在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課程所提供的教材在細膩度上有些差

異，使得控制組在該概念知識學習上優於實驗組。 

(六)概念 6：不同橋樑桿件抗拉與抗壓情形分析 

本研究規劃不同橋樑桿件抗拉與抗壓情形分析之目的為讓學生學習橋樑力學分析，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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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橋樑設計與製作上，使學生能製作出承重能力不錯的橋樑，而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實驗

組與控制組在設計橋樑的概念上有顯著差異，且實驗組的表現比控制組佳。由於實驗組採用

WPBD進行橋樑力學分析，而WPBD在力學分析上比起智高結構積木相對便利，可直接幫助

學生將各個桿件的受力情形分析呈現出來，因此實驗組學生並不需要像控制組需自行分析桿

件受力情形，而在WPBD發揮了輔助學習的狀況下，使得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不同橋樑桿件抗

拉與抗壓情形分析上有顯著差異。 

(七)概念 7：正確選擇橋樑設計桿件 

本研究規劃正確選擇橋樑設計桿件之目的為讓學生瞭解材料抗拉與抗壓的強度，以利於

學生在製作橋樑時材料的選擇，進而強化橋樑的承重能力，而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與

控制組在設計橋樑的概念上有顯著差異，且控制組的表現比實驗組佳。由於實驗組的學生對

於輔助學習軟體─WPBD的介面尚未熟悉，且透過WPBD理解材料抗拉與抗壓的強度過於抽

象，以致於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正確選擇橋樑設計桿件上有顯著差異，且控制組的表現優於實

驗組。 

二、第二年結果與討論 

(一)適合以郵局紙箱作為材料的紙家具 

紙家具可以依據功能及形式分為收納系列、承載系列、壁掛系列、桌上系列等四個系列，

其中適合以郵局紙箱作為材料的紙家具如下所述： 

1.收納系列 

(1)書櫃、鞋櫃：由於完整的書櫃、鞋櫃體積太過龐大，故較適合發展為組裝式並以一個

紙箱做成一個組裝元件。 

(2)收納箱：紙箱未加工時已經具備收納箱的功能，我們認為較有發展潛力的方向即為設

計組裝式的收納箱。 

2.承載系列 

(1)凳子：考量到體積與形狀相仿、功能需求單一且製作步驟較少，故凳子為適合以一個

紙箱作為材料發展的紙家具。 

(2)椅子：相較於凳子多了椅背的造型與功能，設計與製作上的難度都高出凳子許多，故

椅子相較於凳子較不適合以一個紙箱作為材料。 

(3)桌子：一般常見的桌子的體積過大，可能較不適合，但若是以懶人桌、床上桌的形式

製作，會較符合一個紙箱所能夠達到的設計。 

(4)床：床的體積太過龐大且需要的承重面積大，因此不適合以一個紙箱作為原料製作。 

3.壁掛系列 

(1)鑰匙箱、櫥櫃：若需增加「壁掛」的功能在紙箱家具上，勢必需要其他媒材(如膠、釘

子等)，與本研究的設計理念不合。 

4.桌上系列 

(1)閱讀架：承重的需求相對於承載系列而言較為小，且體積與紙箱大小相近，適合以一

個紙箱做為材料製作。 

(2)桌曆：若要以紙箱作為材料製作的話，萬年曆的實用性相較於年曆、月曆或日曆來說

會更加適合。 

(3)手機架：結構單純，適合以一個紙箱製作多個手機架。 

(二)適合紙箱家具的結構 

為找出適合紙箱家具的結構有哪些，經本研究觀察並分析市面上不同形式的紙家具所使

用的接合結構，再透過建模歸納出合適的承重結構，其結果如下： 

1.適合紙箱家具的接合結構 

市面現有紙家具使用的接合方式包括：插榫接、十字搭接、槽接、凹折、接著劑、鉚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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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榫接片等。研究者進一步將紙家具各部位所應用的接合結構，發現紙家具最常使用的接合

結構依序是凹折、十字搭接與插榫接。本研究於發展各種自創紙家具的形式時，發現為減少

加工困難度，也都是使用這三種接合結構，故我們認為「凹折」、「十字搭接」與「插榫接」是

製作紙箱家具最適合的接合結構。 

2.適合紙箱家具的承重結構 

為了解適合紙箱家具的承重結構，我們利用槓片逐漸加壓，觀察本研究所研發之紙箱家

具的變形情形。根據實驗結果，本研究發現目前的承載類紙箱家具都能承重 120 公斤重而不

致損壞。故本研究認為「利用垂直壓力的施力模式將力直接傳導或分散至地面」是最適合紙

箱家具的承重結構，且對於需要承載人體體重的椅凳類紙箱家具而言，若沒有使用此種結構，

就很容易變形或傾斜。而其他如收納類、桌上系列等紙箱家具，僅須妥善利用基本的接合結

構即可維持結構穩定。 

(三)透過簡單加工將紙箱製成紙家具的方法 

1.瓦楞紙的加工方法 

加工方法會因「材料特性」與「加工需求」而有不同，材料特性包含瓦楞紙的結構與瓦

楞方向，故可以加工方向分為「順瓦楞方向」、「垂直瓦楞方向」及「斜瓦楞方向」三種，而加

工需求分為「切斷」、「向內凹折」與「向外凹折」三種。 

2.可透過簡單加工完成之紙箱家具 

經分析後本研究共設計出 5種形式的紙箱加具共 11個，且其可透過簡單加工製作而成。 

(四)設計以紙箱家具作為教材並符合 108課綱內涵的教案 

本研究在研發出幾種紙箱凳子後，發現紙家具適合用來當作 108 課綱中七年級結構教學

的教材，其原因如下：(1)紙箱的材質限制非常多，對結構設計的要求也較大，較能讓學生體

會到結構的重要性。(2)現有結構教案多以橋樑、建築為主，教無法貼近學生生活，學生做出

成品後在生活中也無法應用，若是能以自己設計的結構做成家具，學生的學習勢必會有更深

的體會。(3)紙箱是非常容易取得的材料，教師不必再購買材料去做結構的教學。基於前述理

由，本研究認為紙箱家具適合應用於七年級的結構教學。 

三、第三年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已經完成紙家具結構教材的設計，教學實驗部分亦已於 109年 5月 31日完成紙家

具結構設計作品的承重測試，並進行學後能力的後測，各項研究資料回收後利用統計軟體進

行處理與分析，以探討不同教學策略對於紙家具結構設計的教學成效。 

肆、結論與建議 

一、第一年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1)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有助於建構橋樑設計

概念，(2)zSpace與 Bridge Constuction FREE有助於引起學習動機，(3)WPBD有助於建立橋樑

結構力學分析的概念，(4)智高結構積木可以幫助學生理解結構受力情形，有助於選擇正確的

橋樑桿件。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針對虛擬實境教材的研發、橋樑結構設計課程教學策

略、設計橋樑結構教學活動等提出相關建議，希望對於我國中等教育階段科技領域之「工程

設計」核心課程教學有所助益。 

本研究利用虛擬實境、輔助學習軟體與教具實施橋樑結構設計教學，並在分析完學習單、

課程反思單與研究者教學觀察的紀錄後，提出以下結論。 

(一)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有助於建構橋樑設計概念 

本研究實施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的目的即是欲建立學生橋樑工程設計的概念，因此本

研究將課程規劃為 7 個概念，分別為：引起學習動機、結構的定義與內涵、認識各種橋樑結

構型態、設計橋樑的概念、桁架受力分析、不同橋樑桿件抗拉與抗壓情形分析、正確選擇橋

樑設計桿件，透過 7 個概念知識的學習以建立學生橋樑設計的概念，並探討使用不同教學策

略下的學習成效。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除了「認識各種橋樑結構型態」與「桁架受力分

析」的概念無顯著外，其餘五個概念皆顯著，且其中有四個概念知識實驗組的表現優於控制

組，分別為「引起學習動機」、「結構的定義與內涵」、「設計橋樑的概念」與「不同橋樑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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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拉與抗壓情形分析」，顯然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融入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教實體教具

有更好的學習成效，再者，在整體的表現上，從活動學習單一、二的分析結果可發現，實驗

組在該課程的學習效果上優於控制組。由此可見，結構力學分析課程的規劃，須透過不同教

學策略才能夠幫助學生建立設計橋樑的概念、分析橋樑各桿件受力情形，以及根據橋樑受力

結果選擇合適的桿件材料等知識，以利於學生未來在橋樑設計與製作時，能設計出一座結構

穩固橋樑。 

(二)zSpace與 Bridge Constuction FREE有助於引起學習動機 

本研究採用 zSpace與 Bridge Constuction FREE的目的是為了讓實驗組學生在操作虛擬實

境設備與進行橋樑建造遊戲競賽中引起學習動機，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教學成效： 

1.虛擬實境設備有助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中的引起學習動機。 

2.虛擬實境設備相較於過去 3D建模軟體來說，橋樑模型具有遠近之分且更為真實，因此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3.虛擬實境教材開發不易，開發者須對於 3D建模、模擬的開發技術非常純熟，因此目前的

虛擬實境課程較侷限於橋樑 3D模型的展示。 

4.由於 zSpace為一項新穎的虛擬實境設備，學生認為在操作上並不容易，且有少部分學生

在操作過程感到暈眩不適。 

5.由於 Bridge Constructor FREE遊戲內容具有挑戰性，因此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6.由於 Bridge Constructor FREE遊戲在進行橋樑建造時，提供玩家選材、承重、成本等遊戲

元素，因此有助於學生建構橋樑結構設計的基本概念。 

(三)WPBD有助於建立橋樑結構力學分析的概念 

本研究採用WPBD的目的是為了讓實驗組學生能夠在橋樑結構設計課程中，學習橋樑結

構力學分析以及材料抗拉與抗壓之強度，以助於學生在設計與製作橋樑時，能正確選擇橋樑

桿件以強化橋樑的承重能力，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教學成效： 

1.WPBD能夠有效地進行橋樑結構力學分析，並能夠瞭解每根桿件的受力情形(拉力或壓力)，

進而根據分析結果更換材料的材質與尺寸，因此有助於實現工程設計流程。 

2.由於WPBD以模擬的方式進行橋樑承重分析及瞭解各桿件受力情形，因此在學生無法實

際觸摸到橋樑桿的情況下，使得學生只能以較抽象的方式思考材料抗拉與抗壓的強度，以

致於不利於正確選擇橋樑設計桿件的教學。 

(四)智高結構積木有助於學生正確選擇不同受力的橋樑桿件 

本研究採用實體教具的目的是為了讓控制組學生能夠在橋樑結構設計課程中引起學習動

機，並學習橋樑結構力學分析以及材料抗拉與抗壓之強度，以助於學生在設計與製作橋樑時，

能正確選擇橋樑桿件以強化橋樑的承重能力，因此本研究在教學上安排一項實體教具─智高

結構積木，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教學成效： 

1.智高結構積木的模型組裝雖然具有挑戰性，因此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但由於組裝與拆

卸模型較為費時，因此學生的興趣會逐漸下降。 

2.智高結構積木的模型組裝有助於結構穩固程度的測試。 

3.智高結構積木可讓學生嘗試組裝各種橋樑結構型態，以認識橋樑結構的組成，然卻步利於

橋樑結構力學分析，學生需自行分析才能夠瞭解每根桿件的受力情形(拉力或壓力)。 

4.智高結構積木提供各種尺寸的零件與繩索，使學生能以較具體的方式思考材料抗拉與抗

壓的強度，因此有利於正確選擇橋樑設計桿件的教學。 

由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科技領域草案強調工程設計的重要性，因此在橋樑

結構設計教學活動的規劃上，結構力學分析課程將不可或缺，此外，為使學生能夠學習橋樑

結構設計課程的概念知識，以助於日後學生在橋樑的設計發想與製作，所以本研究認為在橋

樑結構設計概念知識課程上應規劃結構型態與橋樑結構、結構力學與力學分析二個部分進行

教學，且本研究根據教學成效發現不同的課程概念搭配不同的教學輔助工具，將有助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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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達成。因此，本研究針對虛擬實境、輔助學習軟體與實體教具應用於橋樑結構設計教

學活動提出以下建議： 

(一)善用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不管是建立橋樑結構的基本概念或是結構力學分析的概念，若能融

入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將能夠使學生的學習成效表現更為突出。由於虛擬實境與輔助

學習軟體有助於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建立設計橋樑的基本概念，以及橋樑桿件抗拉與抗

壓的分析，進而瞭解桿件材料對橋樑結構穩固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若橋樑結構設計教

學活動能夠融入虛擬實境與輔助學習軟體，將有利於學生學習橋樑結構設計的概念知識，並

有助於培養學生在橋樑設計與製作的能力。 

(二)開發多元的虛擬實境教材並適當地應用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 

根據研究結論顯示，虛擬實境設備有助於引起學生在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中的學習動

機與興趣，主要在於虛擬實境設備之於學生為項新穎的設備，能夠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而促使

學生使用該設備，然由於虛擬實境教材開發不易，因此本研究認為若要有效地將虛擬實境設

備融入到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研究者必須先培養虛擬實境開發技術，如：學習 3D建模、

程式語言等，以全面發揮虛擬實境融入感、互動性及想像力的特性，使課程內容更加多元，

像是能夠增加虛擬結構力學模擬課程。 

(三)採用合適的教學策略使輔助學習軟體有效地應用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 

Bridge Constructor FREE 為一項遊戲軟體，但由於該軟體設計的核心是讓學生能夠從遊

戲中建構橋樑設計須考量的要素，因此遊戲元素包含選材、承重、成本等概念，有助於學生

建立橋樑設計的基本知識。而WPBD的開發原先即為幫助學生建立並體驗工程設計流程，因

此學生能夠在該軟體中學習工程設計的相關歷程，如：設計各種橋樑型態、橋樑桿件的選擇、

承重測試等，而根據研究結論發現，學生透過WPBD能夠有效地進行各種橋樑結構的力學分

析。根據研究結論顯示，以上兩款輔助學習軟體─Bridge Constructor FREE與WPBD均有助

於提升學生在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中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以及橋樑結構力學分析，因此未

來教師若欲實施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時，將可善用 Bridge Constructor FREE與WPBD於橋

樑結構力學分析教學中，而該教學同時又能滿足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在生活科技課程中所強調

的「工程設計」，然為了能夠有效地將WPBD融入至課程中，教師可採用練習教學法講授WPBD

軟體操作，以幫助學生熟悉WPBD的介面與各項功能。 

(四)掌握教學活動數量使實體教具有效地應用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 

根據研究結論顯示，實體教具─智高結構積木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且能有效地

幫助學生在橋樑設計時選擇適當的桿件材料，以強化橋樑的結構。未來若教師欲使用智高結

構積木應用於橋樑結構設計教學活動，應掌握教學活動的數量，像是只規劃幾種簡單的結構

組裝，如：正方形、三角形等，或安排少量且簡單的橋樑模型組裝活動，讓學生組裝完畢後，

能夠比較不同結構的穩定性以及思考如何進一步強化結構。其次，教師可善用實體教具能實

際「摸的到」的特性，講授材料抗拉與抗壓的強度之課程，將有助於提升學生在橋樑設計與

製作時，正確選擇合適橋樑桿件的能力。 

二、第二年結論與建議 

(一)凳子與矮桌等小型家具適合以郵局紙箱作為材料。 

要製作以「紙箱」做為材料的紙家具，最大的限制就是材料的大小。在收納系列、桌椅

系列、壁掛系列與桌上系列四種紙家具的類別中，桌椅系列與桌上系列最適合以郵局紙箱為

材料製作紙箱家具，因為郵局大型紙箱的規格有個特點，即高度恰好與人乘坐的高度相似，

故凳子類的家具最適合以大型紙箱來製作，而若要製作桌子，高度與桌面大小都有些不足，

但透過加工降低高度後，仍可當作床上桌等矮桌使用。而桌上系列因體積相對紙箱較小，故

只要有需求，並選擇適合的紙箱規格，便很有機會做出實品，且因材料足夠，更容易結合不

同的功能或想法，做出更有創造力與多元的成品。 

(二)適合以紙箱作為材料的紙家具接合結構以「凹折、十字搭接與插榫接」為主，承重結構

則以能「利用垂直壓力的施力模式將力直接傳導或分散至地面」的設計為主。 

因應紙箱的材料特性，如瓦楞紙的厚度與硬度、紙材的結構、紙箱本身的凹折痕跡與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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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方向等因素，並考慮加工方式的難易、複雜與耗時程度，所以使用紙箱作為材料時，最合

適的接合結構為凹折、十字搭接與插榫接。 

而對瓦楞紙而言，同樣的施力大小，對紙板施以「垂直壓力」的承重效果最好，否則紙

板可能因分力產生的力矩而變形，導致紙家具的承重效果變差，嚴重時會致使紙家具損壞無

法使用。 

(三)透過設計圖及加工方法的引導，可以方便使用者以瓦楞紙箱製作紙家具。 

要使大眾能以簡單的剪裁及凹折做出紙家具，需有設計圖與加工方法的引導。其設計圖

需符合設計原則：(1)盡量維持形狀的對稱(2)盡量使用垂直壓力的施力方式將力分散至地面(3)

盡量減少加工，避免破壞材料本身的結構。而加工方法的訂定需考慮大眾較易取得的裁切工

具為何，本研究整理三個加工方向－順瓦楞方向、垂直瓦楞方向及斜瓦楞方向，與三個加工

需求－切斷、向內凹折及向外凹折，兩兩搭配後的加工情境，提出適合美工刀等切割用具的

紙箱加工方法。 

透過本研究提出之紙箱家具設計圖與加工方法，使用者將能以少量的加工與時間製作出

紙家具 

(四)本研究所提出的教案有助於 108課綱的教學 

因應 108 新課綱中生活科技科的結構教學需求，本研究以紙箱家具為核心設計之教案有

助於結構教學的創新，讓學生能從中學習力的概念、接合結構、承重結構與結構的重要性，

並能運用所學與創意設計出實用的紙家具；也提供教師新的教學題材，激發新的可能性。 

三、第三年結論與建議 

依據第三年的研究結果，本研究主要提出以下具體的結論： 

(1)虛擬實境融入 6E教學策略的「紙家具結構」虛擬實境 STEAM進階探究學習模組有助

於培養高中生的探究式學習效果。(2)虛擬實境融入 6E 教學策略的「紙家具結構」虛擬實境

STEAM進階探究學習模組有助於培養高中生的空間能力。依據前述的研究結論，本研究建議

未來可以參考本研究所設計的虛擬實境教學模式，協助學生將抽象概念實體化的方式進行結

構設計的教學，將有助於學生理解抽象的結構概念，並增進結構的學習效果。 

四、計畫成果的推廣 

本計畫以三年的時間發展虛擬實境教材、進行實驗研究以及推廣，除了希望加強 VR 教

材在教學方面的應用以外，並能了解高中學生使用虛擬教材在結構設計能力和空間能力的學

習成效，以對應高中學生升入大學的準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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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仍主要以不同的科目進行教學，學生較無法了解
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關聯性，對於培養知識統整性應用與思
考能力皆成效不彰，因此未來的課程發展趨勢，必定需整
合不同課程間的教學。畢竟教學的最終目標是要使學生能
自主地解決各種問題，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本計
畫以橋樑的結構設計為例，提出一個STEM教學設計的實例
，提供給老師們參考。此外，也提到在發展STEM教學活動
之同時，參考6E模式（投入、探索、解釋、工程件模、豐
富、評鑑）及工程設計程序進行流程安排。本計畫的實施
經驗有助於了解虛擬實境於中學階段的課程設計，包括虛
擬實境教學的設計及成效、STEM課程規劃以及6E教學模式
對於學生探究學習的影響。另外，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可以
提供辦理師資增能活動的參考，透過虛擬實境及教學輔具
的輔助，有助於老師理解結構的空間構成及製作程序以及
未來在結構概念的教學，進一步可以指導學生將各種結構
應用於設計生活中適用的產品，有助於中學階段生活科技
課程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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