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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學習者中心為理念，發展及推廣國民中學適用的數位科技
創新教學活動，透過(1)「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促進數學及科
學之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能力發展、(2)善用「雲端適性診斷與多元
補救教學」提升學習成效與、並藉由(3)「STEM跨領域統整教學」提
升數學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及問題解決能力。「數位科技創新多元
學習」主要重點在於導入閱讀策略、體驗式學習(生活案例反思觀察
建立抽象概念主動驗證)及適時融入數位科技，幫助學習者透過文本
閱讀初步認識新學習的內涵，達到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並建立先備
基礎之效果；然後，由生活案例探討開始，引導學習者進行反思性
觀察並綜合歸納學習心得逐步建立學科概念，再藉由給予問題解決
任務提供主動驗證所學及修正概念之機會，透過此體驗式學習的多
元學習歷程促進學習者對學習內涵的深入理解；在學習過程中並適
時融入數位科技，幫助學習者進行有效的溝通、互動、分享與表達
。再者，本計畫針對學習困難的學習者，則是透過「雲端適性診斷
與多元補救教學」診斷迷思概念並藉由多元內容的補教教學提升學
習成效。本計畫為幫助學生統整跨領域所學，透過「STEM跨領域統
整教學」促進學習領域間的知識應用與連結，提升學習成效、學習
動機及數學問題解決能力。

中文關鍵詞： 學習者中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適性診斷、補救教學、STEM跨領
域統整教學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follows the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of
learner-centric learning and consists of three main parts,
including (1) promo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tive
learning through technology-enhanced diversified learning,
(2) promoting learning performance using adaptive diagnosis
and diversified complementary learning, and (3) promo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for via STEM
activities. Firstly, the technology-enhanced diversified
learning project incorporat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 and
technology-enhanced diversified learning to build up
learners’ prior knowledge and bridge daily experience with
domain subject knowledge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ing
interactions and performance. Secondly, the adaptive
diagnosis and diversified complementary learning project
employed a cloud-based learning diagnosis system and
multimedia learning resources to help learners overcome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promote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inally, the STEM module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learning subjects, and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higher degre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英文關鍵詞： learner-centric, technology-infusion, adaptive diagnosis,
complementary learning, stem education



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促進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能力發展之科學教育培龍計畫 

(單一整合型計畫成果報告) 

 

子計畫一、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促進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 

一、 簡介 

本計畫秉持「學習者中心」以培養學習者適應二十一世紀終身學習與主動學習能力為目標，透過

建立學習基礎、培養學習興趣、養成終身學習習慣、並建立自信心，經由自主學習讓學習者懂得規劃

自己的學習、藉由合作問題解決促進學習者的合作與溝通、複雜問題解決、批判性思考及創造力表現

等能力的發展。學習者中心的教育方式是促進有效科學學習的重要方法，例如數學學習(Loch, 2012)、

生物學習(Tanner & Allen, 2005)、化學學習(Fedler & Brent, 1999)等。隨著數位科技的普及與創新，行

動科技成為校園內外實踐「學習者中心」及「做中學」教育理念的重要利器。透過行動科技的適時輔

助，能吸引學習者投入學習任務、促進主動學習並透過及時回饋促進學習理解、提升學習成效 

(Cromack, 2008; Galligan, Hobohm, & Loch, 2012; Neal & Davidson, 2008; Reins, 2007)。 

 

二、 文獻探討 

 本計畫以「學習者中心」觀點出發，發展促進自主學習之學習活動並依循體驗式學習四階段架

構進行學習活動設計與發展，依據學習需求規劃適切的數位科技應用，建立學習基礎、提升學習動

機、並促進學習成效。以下就本計畫體驗式學習之學習活動架構與數位科技應用等進行探討與說

明。 

 

(一) 以學習者為中心、體驗式學習為架構，促進生活經驗與學科抽象概念之連結 

Kolb 認為學習是一個循環性的過程，依循「學習循環」的步驟進行教學設計，將有助於學習者透

過「學習循環」的階段性歷程進行知識內化與外顯的認知轉換與學習(Kofman, 1992; Kolb, 1976; Schein, 

1993)。學習是經由經驗不斷轉換而創造知識的歷程，而知識是理解與經驗轉換的結果。學習者在學

習活動中獲得經驗，藉由反思其學習經驗以領悟到新的概念，最後在新的情境中驗證所習得概念的正

確性，並在解決問題的活動過程中形成新的經驗。換言之，Kolb (1984)的體驗式學習循環是將學習活

動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此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如圖 1 所示)，包括：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 

CE)、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 RO)、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C)及主動驗證(active 

experimentation, AE)四個循環性的知識發展階段。 

 

圖 1 體驗式學習循環 



 

「體驗式學習」透過具體經驗觀察與反思形成概念實作與驗證的階段性學習歷程，強調學

習者成功達成特定學習目標及有意義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理想所需由具體到抽象、由觀察到實作

之循環性知識轉換歷程的多元觀點(Kofman, 1992; Kolb,1976; Schein 1993)，符合科學學習得探索式教

育觀點。探索式教學策略一般是將科學學習活動區分為(1)提供學習者親身體驗科學現象的「探索階

段」(exploration)、(2)幫助學習者透過教材、同儕、及師生互動建立科學概念之「概念建立階段」(concept 

introduction)、以及(3)讓學習者將所建立之科學概念應用於新的問題情境之「概念應用階段」(concept 

application)的學習歷程與觀點，以有效促進學習者科學概念的發展(Brown & Abell, 2007; Hembree, 

1992; Kofman, 1992; Schein 1993)。許多體驗與探索學習歷程相關研究(Gerber, Cavallo, & Merrick, 2001; 

Guzzetti, Snyder, Glass & Gamas, 1993; McComas, 2017)也顯示，透過體驗與探索的學習歷程可以增進

較佳的科學學習成效、較佳的科學概念學習保留、改善科學學習的態度、改善學習者的科學推理能力

與歷程性科學技能等。Moscovici (1998)更發現，運用「體驗式學習歷程」做為教學發展模式時，可以

有效幫助教師整合重要的教學目標於學習活動設計，避免造成片斷知識或是將教學切割成零散且不連

貫活動的不當設計。 

 

本計畫學習活動以資訊科學為知識域，知識屬性以抽象概念居多，適合採用「體驗式學習模式」，

透過具體經驗、觀察與反思、形成概念、實作與驗證之學習歷程，促進學習者對於抽象概念的理解，

將有利於幫助學習者藉以達成有意義化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因此，本計畫學習活動依循體驗式

學習架構進行規劃與設計，透過生活案例的具體案例作為新概念的具體經驗，引導學生就具體經驗及

特定情境進行反思觀察，進一步引導學生統整學習內涵以建立學科之抽象概念，最後透過問題解決任

務進行學科概念之驗證與澄清。 

 

(二) 運算思維概念與數位遊戲設計學習 

Brennan 及 Resnick (2012)認為，運算思維包括：運算思維概念、運算思維實踐與運算思維洞察力，

其中(1)運算思維概念包含程式設計概念，例如:重複、選擇、循序結構(sequences, loops, parallelism, 

events, conditionals, operators, and data); (2)運算思維實踐包含除錯、專題整合(being incremental and 

iterative, testing and debugging, reusing and remixing, and abstracting and modularizing.); (3)運算思維洞察

力則是指程式設計表達、創造力連結、提問的能力/發現問題(expressing, connecting, questioning)。綜合

先前研究(Barr & Stephenson, 2011; Lee, Mauriello, Ahn & Bederson, 2014; Soleimani, Herro & Green, 2019)

之觀點，運算思維大致可區分出五個面向，包括：(1)問題解析(Problem decomposition)：將一個複雜問

題或任務拆解成更小或更容易被管控的部分；(2)模式識別(Pattern-recognition)覺察相似性和共同差異

後，能協助預測或採用快捷的方式。根據概況，能連繫其他相似現象中的行動或事件。學習者可以根

據概況簡單地預測行動或結果；(3)抽象化(Abstraction)：使用程序來封裝一組經常重複使用的指令，

以精簡化從實際到一般性原則的解決方案。隨後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將刪除不必要的訊息，著重在

理解和解決問題以即完成任務相關的概念；(4)演算法設計(Algoritms design)：透過演算法設計以建立

一系列能逐步執行的指令來完成問題解決的過程。針對問題建構出具有邏輯步驟的解決方案；以及(5)

模式類化(Pattern-generalization)：藉由過去的舊經驗以解決相似類型的問題，參與者能夠從中提取訊

息並討論策略。 

 

學習程式設計能夠促進邏輯能力、抽象思考和問題解決的發展，並且能運用在不同的領域

(Soloway & Spohrer, 2013)。但是，學習程式設計若缺乏適當的教學策略與工具，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會

遇到許多阻礙與認知負荷，且學習動力下降。Smeet (2005)認為「電腦遊戲設計」是非常好的學習環



境，能夠透過豐富的模擬環境和任務，讓學習者主動投入學習歷程。近年有研究發現，以學生為遊戲

設計者，透過數位遊戲設計進行學習，讓學生能透過製作遊戲的過程產生新知識的連結。然而，遊戲

設計必須考慮許多面向(Overmars, 2004)，因此學生除了能熟悉學習內容之外，也有助於提升其反思能

力(Kafai & Burke, 2015)。學生為遊戲設計者的學習活動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建構式學習方法(Baytak 

& Land, 2011)，在遊戲設計學習活動中，學生必須了解他們的學習內容和發展的能力以建構自己的行

為與思想，並用這些知識來進行學習任務(Barron & Darling-Hammond, 2008)。 

 

近年來，程式設計學習相關研究歸納，藉由數位遊戲設計的學習活動可以提供學生許多學習上的

優勢，包含：(1)改善高層次的思考能力，特別是在解決問題的能力(Yang & Chang, 2013)、(2)改善對於

學科內容的態度，更投入學習(Ke, 2014)、(3)提升目的性思考和增強反思能力(Bentley, 2015; Ke, 2014; 

Vos, van der Meijden & Denessen, 2011)、(4)增強內在動機，源自於享受有意義的作品(Ke, 2014)、(5)持

續的自我要求與決策，以排除障礙、克服困難、(6)提升基本能力及敘事能力(Bentley, 2015; Yang & Wu, 

2012; Thomas, Ge & Greene, 2011)、(7)提供程式設計初學者學習的機會(Denner, Werner, Campe, & Ortiz, 

2014)、及(8)遊戲設計過程中，可從遊戲設計軟體得到立即的回饋(Akcaoglu & Koehler, 2014)等。在程

式設計教學活動中，如能善用數位遊戲設計的學習活動與方法，應該可以為初學者帶來更積極且已有

效的程式設計學習效益。因此，本計畫以運算思維概念為架構，以數位遊戲設計為任務，在程式設計

專題創作過程運用「問題解析 (Problem Decomposition)模式識別 (Pattern-recognition)抽象化

(Abstraction)演算法設計(Algoritms design)模式類化(Pattern-generalization)」的運算思維概念流程，

期能更有效培養初學者程式設計的運算思維能力及創作表現。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來檢視所實施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之教育效益。108 年度實驗教學的目

標在於驗證不同類型鷹架支持(反思鷹架 vs. 範例鷹架)與先備知識高低(低先備知識 vs. 高先備知識)

對初學者運用 micro:bit 進行數位遊戲設計之運算思維程式設計專題創作的影響。學習者依循鷹架策

略及學習單任務目標所提供的引導，使用 micro:bit 進行程式設計，完成「快樂農夫 AIoT 農場」專題

創作。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國中八年級學生，研究樣本為新北市某國中八年級之學習者，所有班級均為常態編

班。參與樣本之學習者皆具備視覺化程式語言軟體基本操作經驗。在八年級中隨機抽選六班做為研究

樣本，男生 76 人、女生 71 人，總共 147 位參與者，年齡介於 13 至 15 歲之間。本研究以班級為單

位，隨機分派各班為「反思鷹架」及「範例鷹架」進行實驗教學活動。 

 

(二) 研究設計 

本研究程式設計專題以班級為單位，於原班級電腦課時段實施，為期八週，每週一節課，共計 180

分鐘。本研究自變項有二，分別為「鷹架策略」與「先備知識」。「鷹架策略」依任務目標屬性分為「反

思鷹架」：提供反思觀察學習單，幫助學習者從 CT 概念思考提示中覺察、分析、區辨抽象化概念及

應用範疇，強化反思高層次思考能力；及「範例鷹架」：提供演練範例學習單，幫助學習者從範例實

作的問題解決過程中理解抽象化概念，增進運算思維概念在程式設計專題創作之應用表現。學習者在

專題製作過程中，學習者依循問題解析(Problem decomposition)、模式識別(Pattern-recognition)、抽象

化(Abstraction)、演算法設計(Algorithm design)、及模式類化(Pattern-generalization)的運算思維問題解

決歷程，進行遊戲設計專題創作。各個運算思維歷程階段的活動內容與目標如下： 



1. 問題解析(Problem decomposition)：學習者依專題目標解析專題細部功能及所需使用的感測元件。 

2. 模式識別(Pattern-recognition)：透過鷹架支持策略促進學習者模式識別之效益，幫助學習者理解程

式抽象概念，並將運算思維概念融入程式設計專題創作。反思鷹架策提供 CT 概念提示，幫助學

習者覺察、反思與批判思考，提升反思能力；範例鷹架策略則是將學習任務細分成子任務，提供

範例與引導，幫助學習者循序漸進理解程式抽象概念。 

3. 抽象化(Abstraction)：透過鷹架策略幫助學習者進行程式概念的統整與抽象化，反思及摘要程式概

念，並將反思記錄填入學習單中。 

4. 演算法設計(Algorithm design)：引導學習者針對專題的功能需求進行演算法規劃與設計，並透過程

式設計將所規劃演算法實踐於專題創作之中。 

5. 模式類化(Pattern-generalization)：引導學習者檢視並修訂專題創作的程式結構(如：重複、選擇、定

義函數、事件…等)，透過反思與修訂強化程式概念的模式類畫能力，並增進學習者運算思維的

洞察力。 

 

本研究依變項包括：「運算思維概念」、「運算思維實踐」及「運算思維態度」。「運算思維概念」

是在實驗教學後，學習者對於運算思維概念的學習成效，包含程式設計概念，例如:重複、選擇、循序

結構，分為「micro:bit 知識理解」與「micro:bit 知識應用」；「運算思維實踐」是學習者有效運用運算

思維概念、進行除錯及實踐於專題創作的表現，分為八個面向：平行、互動、流程、邏輯、抽象、同

步、資料、創造。「運算思維態度」則是評量學習者在實驗教學後，對程式設計專題的態度表現。 

 

(三) 運算思維程式設計專題「快樂農夫 AIoT 農場」教學活動 

「快樂農夫 AIoT 農場」運算思維程式設計學習活動(如圖 3-1 所示)包含六個主題任務：任務 1「認

識 AI，IoT 與 AIoT」，動手實作 IoT 感測器、任務 2「分析 AIoT 農場」，規劃及分析快樂農夫的 AIoT

農場動作、任務 3「建構 AIoT 農場」，應用 IoT 感測器建構農場監控裝置、任務 4「監控 AIoT 農場」，

應用行動載具遠端監控農場生態、任務 5「分析 AIoT 數據」，分析農場數據、歸納並推論、任務 6「精

進 AIoT 農場」，設定 AI 自動判斷條件、設計自動執行程式並進行實測。 

  

圖 3-1 建構「快樂農夫 AIoT 農場」，設計 AI 生態自動監控與執行之程式 

 

(四) 「快樂農夫 AIoT 農場」micro:bit 運算思維程式設計專題創作之環境建置 

如圖 3-2 所示，本研究所使用之專題創作環境建置包含：(1)個人電腦、(2) micro:bit、(3) micro:bit 



IoT 物聯網套件、(4)紙本學習單、(5)平板電腦，以及(6)模擬農場的植物盆景。學習者透過學習單之引

導進行專題創作任務，過程中依學習單之任務指示進行 micro:bit 實作並將相關內容紀錄於學習單，

直到完成專題任務。 

   

圖 3-2「micro:bit」專題創作環境建置 

 

四、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學習成效分析分別就各實驗組在運算思維概念、運算思維實踐及運算思維態度之表現，

進行鷹架策略 x 先備知識之 2x2 變異數分析。初步僅作整體性之分析驗證，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一) 運算思維概念之分析 

本研究各組學習者運算思維概念表現之量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如 

表 4-1 所示。由運算思維概念表現之分析結果發現，(1)高先備知識學習者在運算思維概念的表現，

優於低先備知識學習者；而且，(2)範例鷹架學習者對運算思維概念之理解表現，優於反思鷹架學習者。

結果(1)顯示，就高先備知識學習者來說，清楚知道整體任務內容，當遇到積木指令使用上不清楚時，

透過鷹架策略(反思鷹架、範例鷹架)提示都可有效釐清指令屬性、指令功能及使用時機，可以有效地

將程式背後意義與實際操作的具體經驗結合，達到有意義的學習(Jarvis, Holford & Griffin, 2003)；但

由於低先備知識學習者對於程式概念的理解較弱，在對於積木指令的屬性與功能不清楚且程式解題方

法還無法掌握，可能因此造成低先備知識學習者較高的認知負荷(Brusso et al., 2012)，以致影響其運算

思維概念的表現。再者，結果(2)顯示，範例鷹架提供學習者按部就班實作的演練範例，可以更有效幫

助初學者透過成功的任務實作範例來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抽象化運算思維概念，因此表現優於著重於引

導思考運算思維概念的反思鷹架組學習者。 

 

表 4-1 運算思維概念表現之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顯著性 結果 

鷹架策略 顯著 反思鷹架組(M= 8.88) < 範例鷹架組(M= 9.62) 

先備知識 顯著 低先備知識組(M= 6.55) < 高先備知識組(M= 11.94) 

 

(二) 運算思維實踐之表現分析 

本研究運算思維實踐表現依專題創作的八個面向(包括：平行、互動、流程、邏輯、抽象、同步、

資料、及創造)進行評分，各組運算思維實踐整體表現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如 

(1) 個人電腦 

(2) microbit 

(6) 植物盆景 
(4) 學習單 

(5) 平板 (3) micro:bit 

IoT 物聯網套件 



表 4-2 所示。由分析結果發現，(1)高、低先備知識學習者在運算思維實踐有相近的適切表現；而

且，(2)範例鷹架組及反思鷹架組學習者在運算思維實踐也有相同之表現。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數位遊

戲設計專題創作學習活動所採用的運算思維概念架構、數位遊戲設計任務及學習單引導等設計等均能

適切、有效幫助各組學習者依循問題解析(problem decomposition)、模式識別(pattern-recognition)、抽

象化(abstraction)、演算法設計(algorithm design)、及模式類化(pattern-generalization)的運算思維問題解

決歷程，順利完成數位遊戲設計專題創作並達到相同的專題創作表現。換言之，不論是高、低先備知

識學習者或是反思鷹架及範例鷹架學習者，都可以透過學習單的階段性任務及引導，順利進行數位遊

戲設計任務的問題解析、模式識別、抽象化、演算法設計及模式類化等階段性任務、完成數位遊戲專

題創作並達到相同的運算思維實踐表現。此結果也顯示，運用 learning by doing 的做中學遊戲設計任

務，相較於運算思維概念的理解而言，更有助於低先備知識學習者透過數位遊戲設計實作任務，有效

進行問題解析、模式識別、抽象化、演算法設計及模式類化等階段性任務，並能達到與高先備知識學

習者相同的運算思維實踐表現。 

 

表 4-2 運算思維實踐之分析結果摘要 

變異來源 顯著性 分析結果 

鷹架策略 不顯著 反思鷹架組(M= 24.68) = 範例鷹架組(M= 24.85) 

先備知識 不顯著 低先備知識組(M= 24.22) = 高先備知識組(M=25.23) 

 

(三) 運算思維態度之分析 

本研究運算思維態度之評量面向包括：內在動機、外在動機、創造力、合作學習、邏輯思考、批

判思考、及問題解決等面向。各組運算思維態度的整體表現經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摘要如 

表 4-3 所示。由整體態度之分析結果顯示，(1)就先備知識而言，不論是高或低先備知識學習者都

展現出相同的正向運算思維態度；而且，(2)就鷹架策略來看，反思鷹架組展現出比範例鷹架組更為正

向的運算思維態度。此結果顯示，相較於按部就班的範例鷹架，反思鷹架提供反思觀察引導，更能幫

助學習者從 CT 概念提示中覺察、分析並區辨抽象概念與應用範疇，進而透過 micro:bit 程式設計實際

應用在快樂農夫 AIoT 農場的情境設計之中。換言之，由於反思鷹架能適切引導學習者主動探索農場

環境因素、分析環境因素，再到規劃建構農場，能幫助學習者更聚焦於深入思考如何規劃並解決任務，

激發學習者挑戰任務的動機，因而能展現出較高的運算思維態度表現。 

 

表 4-3 運算思維態度之結果摘要表 

變異來源 顯著性 分析結果 

鷹架策略 顯著 反思鷹架組(M= 3.76) > 範例鷹架組(M= 3.35) 

先備知識 不顯著 低先備知識組(M= 3.54) = 高先備知識組(M=3.57) 

 

五、 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初步分析結果可以歸納三項結論，(1)高先備知識及範例鷹架有利於幫助初學者達到較佳

的運算思維概念理解表現；(2)採用問題解決之運算思維概念架構(問題解析、模式識別、抽象化、演

算法設計及模式類化等)的數位遊戲設計學習活動，並透過 learning by doing 做中學的實作任務，有

利於幫助低先備知識學習者達到與高先備知識學習者相同的運算思維實踐表現；及(3)反思鷹架提供

初學者在進行數位遊戲設計專題實作的反思觀察引導，能增進抽象概念的深層思考與區辨，更能增進

學習動機與積極的學習態度。因此，依據上述研究發現可以歸納後續學習活動安排與設計之修訂，在



實施數位遊戲設計的實作專題之前，可以安排使用範例鷹架之運算思維概念訓練活動，幫助低先備知

識的初學者建立適切的運算思維概念，應能更有助於增進初學者(尤其是低先備知識初學者)透過數位

遊戲設計專題學習的運算思維概念及運算思維實踐之表現，並增進運算思維態度之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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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以適性診斷為核心策略之多元補救教學行動研究 

一、 簡介 

子計畫二旨在發展以適性診斷為核心策略之多元補救教學研究。第三年我們融合前二年所修正的

適性診斷教學模式，在課堂中導入具備整合適性診斷策略、學習歷程分析與自主學習理念之雲端適性

診斷補救教學系統，幫助教師掌握班級整體及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提供學習者自主學習進度及個別

化的智慧學習任務。此外，我們落實實施多元補救教學，透過課堂適性診斷教學、課後補救教學、及

低成就學習者(學習扶助對象)的個別化指導等三層次輔助，以進一步促進低成就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本計畫採準實驗研究設計，透過蒐集補救教學情境中學習者的學習單、適性測驗診斷報告、數學學習

動機、數學學習態度、以及對採用科技輔助補救教學系統之接受度等資料，分析並比較導入適性診斷

教學的實驗組學習者是否有較佳的學習表現；其次，108 年度並將前兩年接受本計畫輔導學生之高中

會考成績，納入整體學習成效比較分析之項目，以驗證本計畫適性診斷補救教學模式之長期效益；最

後，透過質性訪談綜合歸納教師及學生對參與本計畫之感想與回饋。 

 

二、 文獻探討 

適性化教學係指能依據學習者的狀態或個別差異，調整教學的內容或呈現的方式，以符合學習者

的個別需求(黃國禎、蘇俊銘、陳年興，2015)。為了因應學習者的個別差異，適性化教學必須蒐集許

多可以描述學習者特質的參數，例如學習者的能力、性向、習慣、興趣、迷思概念或學習困難等，接

著經由教學專家針對這些學習者的紀錄與資料進行分析與診斷，再依據學習特性設計出適合個別學習

的教材與活動。本研究以適性診斷為教學活動的核心策略，輔以差異化教學的多層次學習支持理念，

形成本研究實施數學補救教學之理論基礎。 

 

(一) 數學補救教學與多層次學習支持 

數學學習的本質在於發展抽象思考的邏輯能力，通常需藉助具體操作的經驗做為溝通、認知與學

習的媒介，再透過解題範例的演練學習問題解決的方法(NCTM, 2000；袁媛、楊子賢 2012)。田育昆、

林志成(2014)即指出低成就的學習者，在課堂教學中普遍缺乏獲得適合其學習狀況的診斷性回饋，而

現階段學校教育的補救教學模式，大多以額外留校的時間從事作業與考試例題的練習與演練，並無法

提供低成就學習者足夠的學習診斷。 

補救教學所關注的對象為學習低成就學生，然而造成學習低成就學生的成因則相當複雜，可能是

個人內在因素(如智力、感官、行為、情緒)，也可能是外在環境因素(如弱勢家庭、文化不利、教學不

當)(洪儷瑜，2001)。是以學習低成就學生於課堂教學中，可能由於個人感官情緒之不適應、或各種內

外在因素造成的先備知識不足，普遍有學習動機低落、低度學習參與、或注意力未能集中等困擾。因

此，補救教學的教學策略，應重視低成就學習者的個別差異，透過學習分析與診斷，找到學習者的個

別化需求，才能提供學習者最適切的教學指引與輔助。 

隨著資訊網路與學習科技的進步，適性化教學中蒐集學習者資訊與專家分析診斷的功能，已經能

透過如專家系統、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的演算法則設計，有效率的自動化診斷學習者的需求，而逐

漸發展出能輔助教學的適性診斷測驗系統(Ting, & Kuo, 2016；Tseng, Su, Hwang, Hwang, Tsai, & Tsai, 

2009；王信介、王曉瑜、郭伯臣、施淑娟，2013)。因此，對補救教學而言，導入適性測驗工具的診斷

與輔助，應能有效協助教師快速掌握學習者的學習概況，亦能提供學習者依自己的理解情形調整自己

的學習速度。 



洪儷瑜(2016)從多層次的學習支持(multi-level learning support)角度，提出臺灣應推動補救教學的

分層負責機制，才能真正落實補救教學的成效。所謂分層負責的補救教學機制，除了在政策執行與推

動上，依行政權責所分派之組織分工外，直接改善現有課堂上單一進度之工業生產化教學模式，運用

數位平台以及學習分析方法，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差異化教學，才能真正有效提升學科的學習成效。 

甄曉蘭、侯秋玲(2014)與洪儷瑜(2016)均指出，差異化教學與補救教學之目的均在於調整教學以

提供適合不同程度學習者學習的內容。常見的分層機制為將教學對象區分為第一層的課堂差異化教學

輔導，以推動有效的教學為目標；第二層則是抽離式的小組補救教學，提供單元基礎能力的補救教學；

以及第三層的個別化教學，提供一對一且量身設計的教材內容。藉由此分層教學策略，才能有效協助

學生跨越補救教學之門檻，並進而提升其學習品質。 

 

(二) 導入適性診斷教學策略的補救教學 

適性診斷的原理與方法是建立在以知識結構分析為主的題庫測驗系統(何榮桂，1991)。從文獻探

討發現，適性診斷測驗系統的建置流程通常先由多位學科專家進行學科單元的知識探討與分析，依據

單元知識的概念架構編製測驗題庫，再建立概念、錯誤類型與試題節點之間的因果關係，組成完整的

知識網路與試題結構。其次，將所編試題進行目標對象的施測，並記錄施測過程的答題選項、鑑別度、

難易度、以及學習者錯誤概念與試題的連結等，以收集適性診斷推論所需的證據，接著透過施測資料

專家判讀出概念與錯誤類型的關聯，獲得概念與錯誤類型節點的機率分布，以建立完整的適性判斷法

則。最後階段再經由資料科學的交互驗證法(Cross-Validation, CV)，將資料分成若干部分，以統計與數

據分析的方式來驗證原始適性推論法則之成效，再微調而成。 

余民寧(2006)認為適性診斷在補救教學上最基本且主要的應用是診斷學習者的錯誤類型與迷思

概念。由相關文獻探討可知，利用適性診斷測驗分析學生所具有的錯誤類型，除可避免人為的偏見、

節省大量人工判斷時間，最重要的還是能夠協助教師精準的診斷出學生的錯誤類型與概念。因此，將

適性診斷應用於低成就學習者的學習輔導，在教育實務上已有相當多的實證研究支持(劉育隆、曾筱

倩、郭伯臣，2006；施淑娟，2006；林垣圻，2006；白曉珊、劉育隆、郭伯臣、施慶麟，2006；江啟

明，2010；黃珮瑜、施淑娟，2010；劉育隆，2012)。 

洪儷瑜(2014b)認為透過教室內差異化的教學策略，能提供不同需求的學習者克服其學習困難，其

具體作法可從教材、教法、分組、評量、資源與支援等面向，擬訂各種執行策略。許添明與葉珍玲(2015)

則認為建置學生學習輔導機制，為學校層級執行補救教學的首要任務。並且指出補救教學的學習輔導

機制包含：學習診斷、教材選編與調整、支援系統整合、學習成效檢核與追蹤輔導等四項任務。 

因此，本研究以適性診斷為教學活動的核心策略，輔以差異化教學的多層次學習支持理念，形成

本研究實施數學補救教學之理論基礎。本年度具體的研究目的為： 

1. 研發適合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習者之多元適性診斷教學策略 

2. 依據前兩年之實驗研究結果與持續檢討修正本年度補救教學之實施模式 

3. 實施以適性診斷教學為核心之多元彈性補救教學實驗研究。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二因子準實驗研究設計，探討不同補救教學策略(對照組 vs. 實驗組)與學習成就(高學習

成就 vs. 低學習成就)對數學學習成效、數學學習動機、數學學習態度及科技使用態度之影響。此外，

並將學生參與高中會考成績納入分析比較。 

 



(一) 研究對象 

本計畫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某國中七、八、九年級的學生，第三年(108 學年度)參與計畫之學生兩學

期累計共 18 班 478 位，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以及九年級下學期應屆畢業學生因準備會考之故，

請假、缺課致無法完整參與實驗之人數較多，因此本年度資料統計僅採計至上學期末為止，實際統計

分析樣本為九個班級共 239 位學生，年齡介於 14 至 16 歲之間。本研究依教學模式分為教師適性化教

學與系統互動教學之「實驗組」、以及單獨使用雲端診斷系統互動教學之「對照組」。本研究另依學習

者前一學年六次數學段考成績之平均為基準，前 35%的學習者為高成就組，後 35%的學習者為低成

就組，剔除各項研究工具填答不完全者 13 位，有效樣本共 117 人，實際各組人數如表 3-1 所示。 

表3-1 實驗教學分組及各組人數分配表 

組別 

學習成就 
實驗組 對照組 合計 

高學習成就組 29 29 58 

低學習成就組 29 30 59 

合計 58 59 117 

 

 

(二)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二因子準實驗研究設計，整體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本計畫以適性化教學策略及學習成就分組為變項之二因子實驗研究設計 

 

(三) 依據前兩年研究成果發展多元彈性之適性化教學模式 

綜合歸納本計畫前兩年之研究成果發現：數學學習高成就的學習者，不論是課堂上的適性診斷教

學或是課後的平台自主學習，在教學策略的選擇與學習任務的派送上，宜保留高成就學習者的學習彈

性，避免過多的引導與學習任務，反而造成高成就學習者的學習干擾。對於數學學習低成就的學習者

而言，由於累積多年的學習成就落差，必須以適性診斷為核心策略，搭配多層次的補救教學(包含課

堂上的適性診斷教學、低成就學習者的課後補救教學、學習扶助學習者的差異化任務練習等)，才能

落實多元彈性的適性診斷教學需求。 

雲端適性診斷補救教學  

實驗組：適性化教學+系統互動教學 

控制組：系統互動教學 

學習成就  

高成就組 (前 35%) 

低成就組 (後 35%) 

自變項 依變項 

數學學習成就 

數學學習動機 

數學學習態度 

雲端系統使用態度 

升高中會考成績 



 
圖 3-2 實驗組採用多元彈性的適性化教學策略 

 

  

圖 3-3 實驗組採用多元彈性適性化教學策略之實施情形 

 

(四) 雲端適性診斷平台之各項教學功能 

  

圖 3-4 具適性診斷與智慧配題之補救教學功能 圖 3-5 提供多媒體解題互動之自主學習功能 

 

 
圖 3-6 適性診斷系統提供學習者測驗後之整體知識概念精熟度報告 



四、 結果與討論 

(一) 數學學習成就：實驗組顯著優於對照組、高成就組顯著優於低成就組 

數學學習成就分析主要是以二因子共變數分析，檢視不同的補救教學策略及學習成就分組，在後

測(第三次段考成績)的學習表現上是否達顯著差異。ANCOVA 分析結果適性診斷補救教學策略分組

與高、低學習成就分組間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異，但補救教學策略及學習成就分組之主效果皆達顯

著差異。主效果分析結果發現：(1)導入適性化補救教學策略之實驗組(M=58.03)表現顯著比單純使用

系統互動教學之對照組為優(M=51.34)；(2)數學學習高成就組(M=80.33)之表現亦顯著優於低成就組

(M=29.42)。 

表 4-1 數學學習成效二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面向 變異來源 顯著性 分析結果 

交互作用 教學策略分組*高低成就分組 不顯著 無交互作用 

主效果 
適性診斷補救教學策略 顯著 實驗組 > 對照組 

高低學習成就分組 顯著 高成就組 > 低成就組 

整體結果討論：不管是採用適性補救教學策略之實驗組，或是僅使用平台互動教學功能之對照組，

高成就學習者之數學學習成就均顯著優於低成就學習者，此結果與多數有關先備知識之文獻相符，高

成就學習者普遍具有較佳的主客觀學習條件，且通常已發展出相對成熟的學習策略，因而在學習表現

上有較佳的成效(Clarke, Ayres, & Sweller, 2005; McNamara, & Kintsch, 1996; Chen, Wong, & Wang, 2014)。

然而更有意義的是本計畫在低成就組別中，導入適性診斷個別化教學策略之實驗組，其學習成效顯著

優於對照組，可見本研究所採用之多元彈性補救教學策略，確實有助於提升低成就學習者的數學學習

成就。 

 

(二) 數學學習動機 

1. 補救教學策略及成就分組無交互作用、高成就組在多向度有較高動機 

數學學習動機分析主要在檢視不同的補救教學策略及學習成就分組，在自我效能、主動學習策略、

數學學習價值、表現目標導向、成就目標與學習環境誘因之動機分向度上是否達顯著差異。經二因子

多變量分析結果得知：補救教學策略分組✽高低成就分組對數學學習動機的所有向度，多變量變異數

分析均未達顯著差異，顯示補救教學策略分組與高低學習成就分組在學習動機的六個向度上均無交互

作用存在。而在進一步的主效果分析結果中發現，高低學習成就分組對自我效能、主動學習策略、數

學學習價值、成就目標等向度之影響達顯著差異，經比較平均數後得知高學習成就組之動機表現均優

於低學習成就組。 

比較高低學習成就分組之學習動機表現差異發現：高成就組比低成就組有較高的自我效能、較主

動的學習策略、較正面的學習價值觀、與較強烈的成就目標動機等。這與過往的研究相符，數學低成

就的學習者，普遍存在學習動機較為薄弱的現象(曾柏瑜，2008；林玉雲，2017；林素微，2018)，以

致高學習成就組別的學習者，通常在學習動機上會具有較為正向的表現。 

 

2. 低學習成就組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策略後學習動機顯著提升 

我們再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檢驗高、低成就分組之數學學習動機前、後測間之差異，結果顯示：(1)

高學習成就組別之學習者在導入適性診斷補救教學前後，各個向度之數學學習動機均未達顯著差異；



(2)而低學習成就組之學習者，在實施適性診斷補救教學後，其數學學習價值(前測 2.61、後測 2.84，

顯著值.018)及學習環境誘因(前測 2.66、後測 2.95，顯著值.049)兩向度之數學學習動機有顯著的提升。 

整體結果討論：由於本年度已是第三年導入適性診斷補救教學策略及輔助平台，學習者已逐漸熟

悉教學流程及平台的相關功能與回饋機制，故不同實驗組別之學習者在學習動機的各個向度上並無顯

著差異。然而，若比較低成就學習者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前後之動機表現差異時則會發現，低成就學

習者之數學學習價值及學習環境誘因等動機向度，顯著比實施適性化補救教學前有所提高。 

 

(三) 數學學習態度 

1. 補救教學策略及成就分組無交互作用、高成就組在多向度有較正向態度 

數學學習態度分析主要在檢視不同的補救教學策略及學習成就分組，在數學學習態度各分向度上

是否達顯著差異。經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得知：補救教學策略分組✽高低成就分組對數學學

習態度的所有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表示補救教學策略分組與高、低學習成就分組在學習態度上並無

交互作用存在。而在主效果檢定結果中，學習成就分組對數學學習信心、數學喜好度、數學學習焦慮、

數學學習過程與數學學習方法等面向之影響有達顯著差異，經比較平均數後得知高學習成就組之動機

表現均優於低學習成就組。 

比較高低學習成就分組之學習態度表現差異時發現：學習者在數學學習信心與數學有用性這兩個

向度之表現，平均分數與其它態度面向比較相對較低，這與近年來台灣學生在國際數學學科能力檢測

(如 PISA、TIMMS)的結果相符。整體而言高成就組比低成就組有較高的自我效能、較主動的學習策

略、較正面的學習價值觀、與較強烈的成就目標動機等態度，但對數學有用性來說，高低成就學習者

間並無差異，且都持比較負向的態度。 

 

2. 低學習成就組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策略後學習態度有正向提升 

接著，我們再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檢驗高、低成就分組之數學學習態度前後測間之差異，結果顯示：

(1)高學習成就組別之學習者在導入適性診斷教學前後，各個向度之數學學習態度均未達顯著差異；(2)

而低學習成就組之學習者，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策略後，數學學習信心(前測 2.59、後測 3.05，顯著

值.041)、數學學習喜好度(前測 2.64、後測 3.10，顯著值.026)、及數學有用性(前測 2.68、後測 3.14，

顯著值.048)、等三向度之數學學習態度有顯著的提升。 

整體而言：不同實驗組別之學習者在學習態度的各個分向度上並無顯著差異；然而，比較低成就

學習者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前後之態度表現差異時，我們很高興的發現，低成就學習者在數學學習信

心及數學學習喜好度及數學有用性等態度向度，有相當顯著的正面態度。研究者合理推論，實施適性

化及多元彈性的補救教學，能有助於改善低成就學習者原本較負面的數學學習態度。 

 

(四) 雲端系統使用態度 

1. 補救教學策略及成就分組無交互作用、高成就組有較正向的科技使用態度 

由於本研究對兩組補救教學策略學習者均提供適性診斷補救教學平台之輔助，因此科技使用態度

分析主要在檢視不同的補救教學策略及學習成就分組，在科技易用性、科技有效性及科技後續使用意

願等向度上是否達顯著差異。經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得知：補救教學策略分組✽高低成就分

組對所有科技使用態度向度皆未達顯著差異，故無交互作用；而在主效果檢定結果中，學習成就分組

則對科技易用性、科技有效性及科技後續使用意願等向度之影響有達顯著差異，經比較平均數後得知



高學習成就組之科技使用態度均優於低學習成就組。 

 

2. 低學習成就組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策略後科技使用態度有正向提升 

接著，我們再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檢驗高、低成就分組之科技使用態度前後測間之差異，結果顯示：

(1)高學習成就組別之學習者在導入適性診斷教學前後，各個向度之科技使用態度均未達顯著差異；(2)

而低學習成就組之學習者，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策略後，在科技有效性(前測 2.84、後測 3.27，顯著

值.026)、及科技後續使用意願(前測 3.02、後測 3.74，顯著值.018)向度上有非常顯著的提升。 

整體而言：不同實驗組別之學習者在科技使用態度的易用性、有效性及使用意願上並無顯著差異；

然而，比較低成就學習者在實施適性診斷教學前後之科技使用態度時，我們發現，低成就學習者在有

效性與後續使用意願上，有相當明顯的正向改變。事實上，這樣的現象與我們後續針對教師與學生的

質性訪談中，易獲得類似的結果。研究者合理推論，以雲端適性診斷平台來輔助多元彈性的補救教學，

對於低成就學習者而言有相當高的接受度，且能獲得學習者持續使用的正面態度。 

 

(五) 會考成績分析 

本計畫合作學校108年全校參與國中會考之應屆畢業學生人數共543人，其中參與本計畫以雲端

適性診斷系統作為科技輔助學習平台之學生計有82人(約佔15.1%)。本計畫蒐集所有參與會考學生之

數學成績，依A++(7分)、A+(6分)、A(5分)、B++(4分)、B+(3分)、B(2分)、C(1分)方式計分，探討是

否參與本計畫接受雲端適性診斷輔助對會考數學成績之影響為何。 

 

表4-2 本計畫合作學校會考數學成績分組人數、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會考成績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培龍計畫組  82 3.02 1.89 

一般學生組 461 3.00 1.81 

合      計 543 3.01 1.82 

 

1. 實施適性診斷教學策略有效降低數學低成就學生人數比例 

由兩組學生在七等第(A++到C)的人數分布情形可知：培龍計畫的補救教學輔導能將低分組(B+, 

B, C)的人數比例降低，意即透過培龍計畫的平台與教師輔導，能減少會考數學學習表現不佳的人

數，達到教育部所設定的減C目標。 

 

表4-3 培龍計畫學生與一般學生之會考數學成績各等第人數及百分比分布情形 

  
A++ A+ A B++ B+ B C 

合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培龍 7 8.0 4 4.5 6 6.8 13 14.8 10 11.4 21 23.9 21 23.9 82 

一般 28 6.1 24 5.2 48 10.4 66 14.3 67 14.5 112 24.3 116 25.2 461 

全校 35 6.4 28 5.1 54 9.8 79 14.4 77 14.0 133 24.2 137 25.0 543 

 



 

圖4-1 參與本計畫之學生與一般學生之會考數學成績在各等第的人數分布比較圖 

 

2. 是否參與培龍計畫之數學會考成績未達顯著差異但各項指標顯示有進步 

本計畫合作學校參與培龍計畫之學生與非計畫學生之會考數學成績，經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後得

知：兩組學生之會考數學成績表現並未達顯著差異(t 值.092，顯著值.927)。由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採標準參照方式計分，試務中心並未提供考生之原始成績，以公布之七等第級分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

來分析兩組學生在會考表現之差異，要達顯著差異並不容易，本計畫後續以合作學校之學習扶助表

現及參與師生之訪談來佐證低成就學習者之轉變。 

 

(六) 合作學校學習扶助學生通過比例增加 

現行補救教學的學力檢測是以教育部的「國民中小學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測驗」為工具，每年

五月以各年級定期成績考核的後30%學生必須參與檢測為原則，並以施測結果未達60分之學生需接

受補救教學之輔導；而接受補救教學之學生必須在當年度12月時再接受成長測驗之考核，以確認是

否需要持續接受補救教學輔導。 

表4-4為本計畫各年級參與學生未通過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測驗之人數與比率，與全年級之未通

過率及人數比較表。由此表可知：前一年度接受培龍計畫適性診斷補救教學之學習者，在後續成長

測驗的追蹤評量中，七、八年級的未通過率分別由26.37%進步到17.58%、24.72%進步到13.48%，相

較於全年級之未通過情形(22.63%、21.37%)，均明顯有較佳的表現。 

 

表4-4 培龍計畫參與學生之學習扶助評量(科技化評量)未通過人數及比率對照表 

未通過率 

測驗類別 

全年級 

未通過率 

全年級 

未通過人數 

培龍 

未通過率 

培龍 

未通過人數 

5 月篩選測驗 
七年級 25.82% 126 26.37% 24 

八年級 24.48% 129 24.72% 22 

12 月成長測驗 

七年級 26.84% 131 - - 

八年級 22.63% 110 17.58% 16 

九年級 21.37% 112 13.48% 12 

 

(七) 參與教師及學生之訪談與回饋 

本研究除了量化的實驗研究數據蒐集外，並於教學實驗末期安排計畫參與之教師與學生接受訪

談，以下綜合歸納合作教師對於適性診斷補救教學策略之建議與回饋、以及接受多元彈性適性診斷

教學之學生對於本研究所採用之補救教學模式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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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部分 

1. 有效降低教師課堂負擔、毋須重複解說相同的概念與題型 

 我覺得雲端系統平台對老師來講，等於是老師的一個分身。它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

對學生做一些指導的動作(吳老師) 

 系統測驗後會給予學生回饋，他可以知道說：我在這個單元裡面，那幾個知識點不夠，自己

需要加強，老師比較容易掌握學生的需求是什麼(羅老師) 

2. 從系統平台中掌握學生學習概況、聚焦答對率較低之概念進行補強 

 這個系統有一個老師的後台，從後台可以看到「學生的表現情形」，它會分析這些學情，所以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學習落後的學生是哪些？不懂的概念是什麼？(曾老師) 

 它會針對每一題去做答對率的分析，我可以找幾個答對率比較低的對全班做檢討(羅老師) 

 它會針對學生錯題進行分析，我的作法通常就是針對錯題最多的那五題拿來檢討(曾老師) 

3. 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習者會主動學習並相互討論 

 學生使用這套系統最大的改變是:平常叫他們寫紙筆測驗他們都不太願意，可是將他們帶到電

腦教室說我們做雲端系統，他們都做得很開心！(曾老師) 

 學生對紙本測驗已經覺得麻木，我覺得提供這個線上平台，能有效引起學生動機(羅老師) 

 評量完之後，低成就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學習的速度重複看，或是速度放慢的來看，加強自

己不足的地方(羅老師) 

學生部分 

1. 雲端系統提供多元題型的學習機會、能提供隨時隨地有效的複習 

 因為這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學的系統，網路這種東西基本上不會受到時間或是地點的限制，它

提供隨時都可以學數學的機會(STF02) 

 使用雲端系統學習對我來說最大的幫助是它每一題所附的題解，因為它題解會很明確地告訴

我要怎麼做，不必大費周章地去問老師或問同學(STM01) 

 練習的次數變很多，因為只要打開電腦就可以去搜尋得到想要的那個(題目) (STF05) 

 在家裡，有時候想要學習就可以上這個雲端學習系統學習，就比較方便，而且也有更多元的

題型可以練習(STM07) 

2. 系統能記錄不熟悉的題型、在完成練習後給予詳解複習 

 可以把我們自己不會的題目搞清楚，因為在寫考卷的時候我們常常就是不會這題，但又不敢

問別人，然後就裝懂，到最後還是不會。用這個(雲端系統)就是可以先把自己不會的記錄下

來，寫完之後就可以把影片點出來，然後把它全部理解(STF01) 

 會記錄我不會的題目，我會在考前上網練習，然後遇到不會的地方也有詳解可以看(STF03) 

 平常不懂不敢問老師，用這個(系統)會自動記錄做錯的題目，等有空的時間再來複習(STM04) 

3. 增加自主學習與練習的機會、提升解題的自信心 

 對我最大的改變是練習解題的時間，因為它會在一個地方顯示時間的倒數，會讓我有時間上

的壓力，所以在考試的時後就寫數學就不會變得那麼緊張、那麼急迫(STM04) 

 就是系統會依你的程度去分配你所需要練習的題目，不會一下子丟給你很難的題目，你會比

較有信心(STM06) 

 有比較多的題型可以練習，比較不會卡在原本那些已經都學過的題目，考試會比較有信心

(ST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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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STEM 跨領域統整教學提升數學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數學問題解決能力 

一、 前言 

本計畫根據第一年設計思考模式結合 STEAM 實作電動車課程及第二年差異化教學結合 STEAM

實作投籃車課程的實驗結果與分析發現，學生對於動手做的課程都擁有很高的興趣與動機，並且希望

有機會可以再接觸更多相關課程。從低成就學生發現，透過動手做實踐想法的方式，確立學生們對於

知識的瞭解及願意投入的動力，雖然說距離一般成就或高成就學生尚有差距，但比起過去，願意花更

多時間及心力投入。 

本計畫第三年延續之前研究成果，以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國中課綱為基礎，根據課綱提到的「運

輸科技」、「能源與動力」、「運算思維」等主題進行課程設計，規畫 STEAM 電動船教案，並以國中九

年級同學為教學實驗對象，帶領學生透過問題解決策略加上創造力技法，實踐出專屬電動船。國中九

年級同學已經接受過手工具、電動工具、電腦繪圖、數位加工、程式設計、機電控制的基礎課程訓練，

對於工具的使用及應用相當熟練。 

根據初步研究成果，透過 PBL 教學策略結合創造力技法實施 STEAM 實作課程，對於學生的成

效有良好顯著效果，未來可將此一教學模式持續推廣，幫助學生進行學習。除此之外，本計畫也配合

總計畫推廣活動，至花蓮縣五所偏鄉地區國中，舉辦自造電動車工作坊，透過教材包及電動車基本知

識，帶領學生動手實作組裝車體、設計車體，並透過競賽、口頭分享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二、 文獻探討 

(一) STEAM 教育(STEAM Education) 

STEM 領域中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與數學(Mathematics)之間存在

著相輔相成的關係。近年來除了科學與科技教育的發展之外，也越來越重視關於人文藝術的發展，因

此加入了藝術(Art)於跨領域課程中，其中涵蓋設計、音樂、創意…等層面，利用藝術涵養、能力的培

養及創造力解決方式，學生在學習上不只是強調知識，也可以加強認知以及設計的面向 (Kuo, Tseng, 

& Yang, 2019; Harris & de Bruin, 2017)。 

另外，藉由不同學科知識的整合、發展應用、態度培養、動手做、學習解決問題方式，達到有效

提升學生的認知、情意、技能領域的發展，根據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所提到的核心素養及能力培養

符合(教育部，2019)，STEAM 教育是有助於學生在技術探究的參與能力以及對技術的態度(簡佑宏、

朱柏穎、簡爾君，2017；Lin, Hsiao, Williams, & Chen, 2019; Hsiao, Chen, Lin, Zhuo, & Lin, 2019)。 

動手做實作長期以來被認為可以促使學生學習成功的關鍵之一，學生在做中學、學中做過程，能

夠反覆練習、驗證，透過經驗的累積，不斷學習知識與技能(Satterthwait, 2010)。有別於傳統的單向講

授課程，現在的課程應該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進行教學與學習，Dewey (1926)提到知識內容與現實世

界的狀況、問題結合，增加知識的實用性，讓知識不再是拋棄式的學期結束就忘記，而是可以應用於

生活日常之中(Watson & Watson, 2013)，因此透過動手實作的手段，學生經由知識的學習實踐於實作

中，可能面臨環境問題、步驟順序問題、工具使用、如何實踐想法...等，過程中從錯誤中學習到系統

性思考，對於學習成就較低落或學習障礙的學生，也能有良好幫助(黃玉枝，2013；Arangala, 2013; 

Stohlmann, Moore, & Roehrig, 2012)。 

但動手做實作課程，如僅限於自然科學或是工程教育，容易與真實世界產生脫節，對於學生來說，

動手做科學實驗或橋梁穩定度…等議題，需要面對許多複雜且抽象的問題，容易失去興趣與學習動機

(Kim & Park, 2012)。STEAM 教學可提高學習者學習成效，許多研究證實藝術融入課程可以強化跨學

科教育之學習成效(簡佑宏、朱柏穎、簡爾君，2017；Hetland, 2013)將工程教育與人類對美學的想像與

創新進行整合，藉以創造出在功能與價值上能夠突破傳統的創新事物(Ghanbari, 2015；Watson & Watson, 



2013)。 

如同前述，動手實作可以幫助學生將知識與技能結合，並有效提升態度等情意的表現，但如何在

教學過程中評估學生學習成果，透過專題製作的作品理解學生是否學會、是否了解、實作的表現狀況

如何，變為相當重要。學習者在實作過程中，創意設計能力會影響作品的創新(Ding & Chen, 2013)，

也可以透過創意培養學生以嶄新的角度發展問題解決能力(Siu, 2012)。因此本研究採用 Besemer 與 

Trefiger(1981)提出一套創意作品評分矩陣(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 CPAM)，透過各種分項評

估並評判作品的各項屬性，其後經過多次調整與驗證(Besemer & O'Quin, 1999)，此一 CPAM 評量指標

已被多方研究使用，遍及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實作作品評分，包括工程教育、科學教育、3D 建模設

計…等實作的領域。 

根據上述關於 STEAM 教育、實作、實作評量等相關文獻，本計畫將以 PBL 教學策略結合 STEAM

課程帶領學生進行學習，探討學生經由教學策略後的學習表現及實作表現。 

 

(二) 專題導向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專題導向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種解決特定主題促使學生學習的方式。PBL 融

入課程中，有四個優點：(1) PBL 起源於建構主義，過程中讓學生積極參與，由學生自行協調與建構

出來的學習空間(Graham,2010；Makrakis & Kostoulas-Makrakis, 2016)；(2)透過解析問題與討論，讓學

生在過程中培養批判性以及高層次思考；(3)在討論過程中強化認知能力，透過反思問題，培養自主學

習的能力；(4)將問題與真實世界結合，有助於學生將知識應用於生活中(Brundiers, Wiek, & Redman, 

2010；Dobson & Tomkinson, 2012；Sipos, Battisti, & Grimm, 2008)。 

PBL 的課程大致上可分為五個步驟：(1)目標設定，確認並呈現問題，在課堂給予必要的指引活動

及發展評量工具。(2)呈現問題，學生透過課堂的講解獲得重要概念，亦能確認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建立過去未學過的知識。(3)分組討論，在進行教學活動中，教師會觀察並引導學生討論，或者是透過

作業練習等活動，提升教學成效，增進學生的高層次能力。(4)觀察討論，教師觀察學生的學習以及討

論狀況，適當引導學生解決整個學習的過程中碰到的困難。(5)提出建議，透過總結以及提出建議，讓

學生清楚了解如何解決問題的架構。 

根據上述，本研究將以 PBL 的五個步驟設計教學課程，老師將 STEAM 課程內容分拆為五步驟，

並且搭配創造力技法引導學生找尋答案、思考解決方案，最後透過小組合作完成專題製作的任務。 

 

(三) 創造力 

創造力，意指發明或製造出前所未有的事物。在教學課程中的應用大多透過教師引導，帶領學生

突破現有的邏輯思維，重新定義問題、產生新想法、分析內容並採用合理的方式計畫、重新設計製作

(Sternberg, 2001；Treffinger, Isaksen, & Stead-Dorval, 2000)。十二年國教課綱、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

世界各國教育政策及白皮書皆有提到，面對未來瞬息萬變的社會及環境，我們應該培養學生擁有帶著

走的能力，而創造力為其中一項，創造性解決問題的技能和原創性等能力為目前現有課程缺乏但卻又

十分重要的(Bakhshi, Downing, Osborne, & Schneider, 2017)。 

Williams (1972)認為創造力有三個面向：能力、動機、技術。其中「能力」涵蓋流暢力、便通力、

獨創力、精密力；「動機」涵蓋冒險心、好奇心、想像心、挑戰心；「動機」代表創新的行為、表達的

技巧。依此三項構面，人的認知能力與情意特質能使創造力順其自然地被運用，並表現於技能，進而

有創新的產出。因此，創造力不僅是觀念、想法等內在知識，亦能由實作過程或是最後的成品，發現

創造能力被發揮的跡象。 

Williams 在 1972 年時提出一套《創造力發展計畫全書》，其中詳細地闡述如何在教學上運用教材

與創意教學技法施展創造性教學，並依不同層次整理出 18 種創意教學技法，如表 1-1。 



表 1-1 18 種創造力技法 

教學策略 定義 

矛盾法 Paradoxes 發現一般觀念未必正確；發現各種相對的敘述或現象。 

歸因法 Attributes 發現事物的屬性；指出約定成俗的象徵；發現性質並歸類。 

類比法 Analogies 比較各種類似的情況；發現事物的相似處，並與另一事物作比擬。 

辨別法 Discrepancies 
發現知識領域不足的空隙或缺陷；找出遺落的環節；發現知識領域中未

知的部分。 

激發法 Provocative questioning 
多方面的追求事物的新意義；引發探索知識的動機；探索並發現新知與

新發明。 

變異法 Example of change 演示事物的本質並提出改進；提供各種選擇、修正及替代的機會。 

習慣改變法 Example of habit 確定習慣思考的作用；改變陳舊的觀念及方式，增進對事物的敏感性。 

重組法 Organized random search 
製造出新的結構並重新組合；創立新的結構；在凌亂無序的情況發現並

組織出新的方法。 

探索法 Skills of search 
探求前人處理事物的方式(歷史研究法)；確立新事物的地位與意義(描述

研究法)；建立實驗的情境，並觀察結果(實驗研究法)。 

容忍曖昧法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提供各種具有挑戰性的情境，讓學生思考各種可能的情況；提出各種開

放的情境，鼓勵學生發散思考。 

直觀表達法 Intuitive expression 透過感官對事物的感覺，表達感情的技巧；啟發對事物直覺的敏感性。 

發展法 Adjustment to development 在工作中積極發展，非被動的適應；引導發展多種選擇性或可能性。 

創造過程分析 

Study creative people and process 
分析優秀富有創造力的人物特質，學習觀察、精密思考及解決問題過程。 

情境評鑑法 Evaluate situations 依照事物的結果來決定可能性；檢驗原先對事物的猜測是否正確。 

創造閱讀技巧 

Creative reading skill 
培養運用閱讀獲得知識的心智能力。 

創造傾聽技巧 

Creative listening skill 
傾聽兩個事物交互影響的訊息。 

創造寫作技巧 

Creative writing skill 
學習從寫作中產生新觀念的技巧。 

視像法 

Visualization skill 

具體地表達各種觀念；具體地說明思想和表達情感；透過圖解來描述經

驗。 

改寫自：陳英豪、吳鐵雄、簡真真(1982)。創意思考與情意的教學。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 

 

透過創造思考教學，可以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潛能(陳可欣、戴汝卉、吳清麟、陳學志，2014；Calkin, 

2018；Gardiner, 2017)。創造性教學中許多教學活動，能提供學生不同的想像空間，激發學生不同的思

考(邱發忠、陳學志、林耀南、涂莉苹，2012；Perry & Karpova, 2017)。本計畫將結合 PBL 教學策略，

以 18 種創意教學技法融入課程中，帶領學生發想、設計、製作。 

 

三、 配合第二年教學活動進行大規模教學實驗：STEAM 電動船教學實驗 

(一) 研究架構 

本年度計畫於桃園市建國國中實施教學實驗計畫，因配合學校特色課程發展及校務發展，本計畫

採準實驗設計，共分為三組進行教學實驗。透過 STEAM 實作課程，瞭解學生在使用不同教學策略，

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表現是否有所影響。 

本計畫課程為 10 週，每週 45 分鐘，課程內容包含國中七年級至九年級，數學、物理、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等領域課程內容，並以 Arduino 及感測器作為核心，帶領學生實踐對於電動船的想法。 

本計畫共分為兩組進行教學實驗，實驗組使用威廉斯創意教學技法加入 PBL 課程，對比對照組

所產生的差異，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對象 

本計畫研究對象為桃園市建國國中 9 年級 366 位學生，共 12 個班級參與。教學者為該校三位生

活科技教師及本計畫研究團隊成員，共計四位。參與學生，皆在九年級上學期學習過基本的 Arduino

電子元件認識課程，在知識方面則學習過國中理化的力與運動、浮力等單元；數學則學過重心、基本

測量等單元。 

 

表 3-1 研究對象分配表 

組別 實驗處理 人數 

實驗組 PBL 加入創意教學技法之 STEAM 實作課程 60 

對照組 PBL 結合 STEAM 實作課程 30 

總計  90 

 

(三) 研究工具 

1. STEAM 知識測驗 

STEAM 知識測驗內容以科學、科技、工程、藝術與數學為基礎設計，其中包括 Arduino 電子元

件、科學原理…等，共 20 題。施測題目共 20 題，其中包含科學原理之題目 4 題；科技使用之題目 4

題；工程設計程序之題目 4 題；設計能力之題目 4 題；數學概念之題目 4 題，題目為研究者與多位具

有相關經驗之專家討論修改，具有內容效度。 

 

2. 創造力量表 

Williams 在 1972 年提出發展了一套創造力組合測驗(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可用為

評量創造力之工具。國內學者林幸台與王木榮將其修訂完成為威廉斯創造力測驗(1994)。威廉斯創造

力測驗分為三個部分:「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

向評定量表」。為配合研究對象的考量，僅取「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其信度分析分述如下：(1) 評

分者間信度：各分項之一致性係數界於.878 至.992 之間。(2)評分部分：本量表共有 50 題，完全符合

3 分，部分符合 2 分，完全不符 1 分，最高 150 分，其中含有 10 題反向題，學生得到之分數越高，

代表其創作水平越高。 

 

3. 創意作品評分矩陣(Creative Product Assessment Matrix, CPAM) 

採用 Besemer 與 Trefiger 在 1981 年發展的創意作品評分矩陣(Creative Product Assessment Matrix, 

CPAM)當作實作能力標準，CPAM 可以分為三個向度：創新性(Novelty)、解決方案(Resolution)以及製



作與統合(Elaboration & Synthesis)。「創意作品評分矩陣」三大向度，且每個向度底下將再細分共有九

個次指標定義且規劃適用於本研究之作品評分標準，如表 3-8 所示。每個指標將有 1-5 分進行評分，

1 分為表現極差至 5 分為表現極佳，九個指標加總後即為學生的實作能力總分，評分指標如表 3-2 所

示。 

表 3-2 創意作品評分矩陣 CPAM 評量指標 

向度 指標 評分依據與標準 

創新性 

(Novelty) 

1.1 原創性 (Original) 
作品是否具有原創性，並非僅透過觀摩、複製、改編、衍伸等方

式製作出來之成品。 

1.2 驚奇性 (Surprise) 作品呈現出乎意料之外的想法。 

解決方法 

(Resolution) 

2.1 價值性 (Valuable) 作品設計架構是否具有持續向上發展的價值？ 

2.2 邏輯性 (Logical) 作品設計是否符合邏輯性？ 

2.3 有用性 (Useful) 作品是否運用到電子元件？ 

2.4 可理解性 (Understandable) 將作品展示出來時是否可讓人容易理解？是否可以正確使用？ 

製作與統合 

(Elaboration & 

Synthesis) 

3.1 基本品質 (Organic) 作品是否可以正常運作，不需要中斷或需要額外的幫助？ 

3.2 精緻程度 (Elegance) 作品組裝可否精簡且正確？ 

3.3 良好手藝 (Well-crafted) 作品外觀是否具有設計感？ 

 

(四) 教學活動設計 

本計畫教學內容涵蓋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等內容，帶領學生實作過程中，會使用到雷

射切割機、3D 列印機等，讓學生製作自己的作品，也會結合電腦繪圖軟體讓學生設計適切的外型，

在編寫以及設定 Arduino 控制板時也會依照電動船的特性加以調整。本計畫根據各知識節點，繪製知

識結構圖，其中包含事實性知識、規範性及價值性知識，並根據各領域特性進行歸納，電動船課程知

識點如下： 

 

圖 3-2 電動船知識結構圖 

 

電動船課程的教學共分為三個階段：(1)科學知識建立；(2)根據所學知識，小組同學開始繪製電

動船設計圖；(3)教師及輔助工具、教學策略引導協助學生討論、修改設計、測試。教學階段及教學目

標如表 3-3 所示、各實驗組及教學階段流程如圖 3-3 所示： 



 

表 3-3 電動船課程活動設計及教學目標 

課程

主題 

週次與 

課程目標 
課程活動 

PBL 

教學階段 
圖片說明 

第一

階段 

科學

原理

介紹 

第一週：課程

介紹與說明 

引起學生興趣，講解電動船會

使用到的科學知識。 
目標呈現 

 

第二週：科學

原理介紹 

講解浮力原理、牛頓運動定

律、電學原理與初步認識

Arduino 零件。 

呈現問

題、分組

討論、觀

察討論  

第三週：電動

船元件介紹

以及設計 

進行第一次電動船草圖設計

並發表，教師會給予建議。 

觀察討

論、提出

建議 

 

第二

階段 

電動

船設

計原

理 

第四週：講解

Arduino 零件

與程式 

講解 Arduino 的零件構造，以

及電動船的程式設計。 
目標呈現 

 

第五週：講解

船隻的設計

原理 

講解船隻的設計原理，介紹本

課程的三種不同的船隻與差

異，並請讓學生開始設計正式

的電動船設計圖。 

呈現問

題、分組

討論、觀

察討論 

 

第六週：電動

船設計 

請學生發表正式的設計圖，並

依據學生的設計給予電動船

零件包。 

觀察討

論、提出

建議 

 



第三

階段 

電動

船實

作 

第七週：電動

船設計與實

作 

學生實作電動船，並記錄過程

中的問題。 
目標呈現 

 

第八週：電動

船設計與實

作 

學生實作電動船，並記錄過程

中的問題。 

呈現問題、

分組討論、

觀察討論 

 

第九週：電動

船設計與實

作 

請學生發表電動船實作成品。 
觀察討論、

提出建議 

 

電動

船比

賽 

第十週：期末

作品競賽 
學生進行電動船比賽。  

 

 
 

 

 

圖 3-3 電動船教學流程 

  



(五) 初步研究成果 

1. STEAM 知識 

本研究希望了解不同教學模式是否提升學生的 STEAM 知識，對於兩組之 STEAM 知識之前、後

測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兩組學生以不同教學模式教學實驗後，學生 STEAM 知識均有顯著

提升，分析結果如下表 3-5。 

 

表 3-5 不同教學模式組內 STEAM 知識學習成效 t 檢定 

組別 人數 前測 後測 進步分數 標準誤 t p 

實驗組 60 54.42 63.83 9.41 1.45 -6.52 .00 

對照組 30 52.17 58.50 6.33 2.50 -2.53 .02 

 

根據上述初步結果推測，實驗組使用 PBL 教學策略在 STEAM 實作課程後，學生的 STEAM 知

識有顯著的提升，教學活動中，學習船的科學與設計原理、Arduino 機電整合概念以及專題製作，過

程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之外，也透過自主探索學生深度思考課程當中所學習的知識，應用於最後專

題製作的電動船作品上。經由實作來增加經驗、實踐所學，並且在實作的過程中不斷嘗試錯誤與改良，

使得學生在 STEAM 知識填答上有顯著的提升。 

 

2. 創造力 

本研究之創造力採用 Willians 於 1972 年所開發的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其中分為 4 個分項，共 50

題，滿分為 150 分。為了解透過不同教學模式後對創造力的影響，學生前後測之平均分數及標準差，

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創造力前後測之敘述統計 

組別 樣本數 前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60 人 
前測 108.40 12.10 

後測 106.43 11.27 

對照組 30 人 
前測 110.67 13.28 

後測 109.77 14.02 

 

表 3-7 不同教學模式之創造力各分項之平均分數及標準差 

組別  
冒險性 好奇心 想像力 挑戰性 

M SD M SD M SD M SD 

實驗組 
前測 26.25 3.08 28.50 4.27 26.60 4.23 27.05 3.12 

後測 25.48 2.69 27.88 3.97 26.67 3.66 26.40 3.49 

對照組 
前測 26.63 3.71 29.17 4.50 26.20 4.58 28.67 3.41 

後測 25.90 3.83 28.93 3.92 26.87 4.49 28.07 4.08 

 

根據初步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教學模式對創造力具有顯著影響，藉由不同的教學模式對於學

生的創造力情意技能，呈現兩組不一的情況。推斷可能是因為創造力情意技能屬於內在動機，較難在



短時間內變動。而本計畫課程使用 PBL 教學策略，學生融入學習情境，提升其學習的有效性。讓學

生有耳目一新的感官體驗，因此可以提高學生的好奇心且達到顯著 

 

3. CPAM 實作成績 

實作能力評分方式分為創新性、解決方案以及製作與統合三大項度，共有九個分項，各分項滿分

為 5 分，總分為 45 分。不同教學模式在實作能力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3-8 所示： 

 

表 3-8 不同教學模式在實作能力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實作能力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總分 
實驗組 28.09 4.35 

對照組 24.82 4.76 

原創性 
實驗組 3.25 .58 

對照組 3.06 .56 

驚奇性 
實驗組 3.19 .57 

對照組 2.88 .64 

價值性 
實驗組 3.16 .44 

對照組 2.75 .65 

邏輯性 
實驗組 3.09 .33 

對照組 2.88 .35 

有用性 
實驗組 3.19 .48 

對照組 2.86 .35 

可理解性 
實驗組 3.06 .40 

對照組 2.94 .42 

基本品質 
實驗組 3.16 .70 

對照組 2.56 .90 

精緻程度 
實驗組 3.06 .87 

對照組 2.44 .82 

良好手藝 
實驗組 2.94 .70 

對照組 2.44 .86 

 

根據初步結果討論及推測，在學生實作過程，討論的素材多元，來源可能是本身知識、新聞資料、

網路資料等等，對於船體構造，外觀、運動的形式，觀看設計圖的時候可以藉由精準的比例尺以及外

觀合理推斷出電動船的設計樣式，充分的知道電動船的設計是否合理，即使討論過程中出現偏差，其

他組員也會幫助修正，更甚者可以將其意見轉化成可行的意見再重新加入作品當中，這也無形當中增

加了作品的豐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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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促進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能力發展之科學教育培龍計畫 

(單一整合型計畫成果報告) 

108 年度創新教學活動成果暨三年成果彙整 

 

本計畫以學習者中心為理念，發展及推廣國民中學適用的數位科技創新教學活動，透過(1)「數位

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促進數學及科學之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能力發展、(2)善用「雲端適性診斷與多

元補救教學」提升學習成效與、並藉由(3)「STEM 跨領域統整教學」提升數學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及

問題解決能力。「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主要重點在於導入閱讀策略、體驗式學習(生活案例 反思

觀察 建立抽象概念 主動驗證)及適時融入數位科技，幫助學習者透過文本閱讀初步認識新學習的

內涵，達到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並建立先備基礎之效果；然後，由生活案例探討開始，引導學習者進

行反思性觀察並綜合歸納學習心得逐步建立學科概念，再藉由給予問題解決任務提供主動驗證所學及

修正概念之機會，透過此體驗式學習的多元學習歷程促進學習者對學習內涵的深入理解；在學習過程

中並適時融入數位科技，幫助學習者進行有效的溝通、互動、分享與表達。再者，本計畫針對學習困

難的學習者，則是透過「雲端適性診斷與多元補救教學」診斷迷思概念並藉由多元內容的補教教學提

升學習成效。本計畫為幫助學生統整跨領域所學，透過「STEM 跨領域統整教學」促進學習領域間的

知識應用與連結，提升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數學問題解決能力。 

 

 本計畫 108 年度創新教學活動成果與三年累計成果依子計畫順序分別說明如下： 

 

 

子計畫一、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促進學習動機與主動學習能力發展 

 

本計畫秉持「學習者中心」的理念，透過將學習主控權還給學習者，並藉由體驗式學習之「具體

經驗」、「觀察反思」、「形成概念」、及「主動驗證」做為學習活動的歷程與架構，促進學習者有效將

生活經驗與學科概念相連結。在學習過程中，並適時融入 5C 學習活動 (團隊合作、溝通表達、批判

思考、複雜問題解決、及創造等)及導入數位科技應用，促進學習溝通與互動，提升學生對學習內容的

理解與連結，幫助新學習單元知識概念的有意義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

有自主學習與思考的時間及機會，以期能發展學習興趣、激發學習動機，培養主動學習習慣與二十一

世紀關鍵能力。本計畫並透過實驗教學活動，實地驗證本計畫所發展之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活動的

效益，以期能客觀檢視學習者的學習表現，做為修訂學習活動設計之參考。108 年度各主要執行策略

與實施成果彙整如下： 

 

一、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活動之發展與實施成果： 

本計畫主要執行策略包括：(1)實施文本閱讀活動，建立學習者對於新學習單元之先備學習基

礎並促進學習動機、(2)發展及實施體驗式學習及 5C 學習活動，促進生活經驗與抽象概念連結、

培養 21 世紀能力，及(3)發展及實施數位科技應用案例，促進學習互動及溝通、提升學習效益。

本計畫預計每年度發展及試行 12 份學習活動教案，做為教學觀摩、觀課及推廣活動之範例。本

年度(108 年度)共發展及實施 13 個學習活動，106-108 年度共累積 39 個學習活動。各學習活動教



案內容均明確標示文本閱讀、體驗式及 5C 學習活動，以及數位科技應用之實施步驟與要領，並

透過教學觀摩說明活動設計理念及架構、實際演示課堂進行之方式。 

 

二、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之理念推廣成果： 

本計畫為強化教師以學習者中心理念之學習活動設計與科技應用知能，預計每年辦理 2 場次

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之教育訓練工作坊。本年度(108 年度)共計辦理 5 場次實作型工作坊，就

閱讀理解策略運用、體驗式學習活動發展、5C 關鍵能力活動規畫、數位科技應用等關鍵知能進

行理論觀點介紹、案例分享及學習活動實作，幫助種子教師發展「學習者中心」之學習活動並提

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之應用能力。 

 

三、教學觀摩分享及交流經驗成果： 

本計畫定期召開與學校團隊教師之工作會議、舉辦教學觀摩分享及交流經驗、並適時訪視學

校團隊運作與學習活動設計等，就學習者中心之文本閱讀、體驗式學習、5C 關鍵能力、數位科

技應用等在課程與教學方法方面進行溝通並建立共同願景；並定期透過教案觀摩進行研討與回饋，

幫助參與計畫之種子教師及學校團隊強化學習者中心學習活動發展能力並建立有效之學習活動

發展模式與教學案例。本年度預計辦理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之工作會議、教學觀摩與觀課活動

6 場次，本年度(108 年度)共辦理 13 場次，106-108 年度共計辦理 29 場。 

 

四、本計畫預計辦理創新學習成果分享與外部專家評鑑 2 場次，就學習者中心之文本閱讀、體驗式

學習、5C 關鍵能力、數位科技應用等在課程與教學方法方面進行成果分享及推廣計畫理念。本

年度(108 年度)共辦理創新學習成果分享 4 場次，進行數位科技創新教學模式成果分享。 

 

四、本計畫預計 108 年度參與學生累計達 900 人以上，本年度(108 年度)實際參與教學活動之學生人

數達 2724 人次，參與推廣活動教師人數 314 人。106-108 年度共累計參與計畫教學活動學生 4816

人次，參與推廣活動教師共 901 人次。 

 

五、計畫推動所遭遇之困難與建議： 

本計畫為單一整合型計畫，在實施與推動上大致可以歸納績效指標及經費額度二項限制： 

(1) 雖然本計畫大多數的預期績效指標均已達成，但少部分指標之數值(如：子計畫二之通過補救

教學人數比例 75%)則因計畫經費額限制實施規模、需配合學校課程實施時程、合作學校本身

規模，以及學生實際生態等因素之限制，並無法順利克服。此狀況仍會影響到求好心切的種

子教師們及子計畫主持人的心理感受。因此，建議後續在訂定計畫績效指標時，應可考慮採

用多指標或階段性指標(如：25%、50%、75% 等)以激勵參與教師們追求更卓越表現的鬥志，

並有利客觀檢視計畫之實質進展情形。 

 

(2) 本計畫因經費額度有限(原申請經費三分之一)，但仍需如單一整合型計畫預期規劃分三個子

計畫執行計畫內容(平均每個子計畫可用額度少於 50 萬元)，扣除管理費與協助計畫執行的人

事成本後經費有限，較欠缺合作學校與種子教師招募及創新教學活動推廣所需的經費需求，

大多得仰賴計畫主持人們既有人脈與合作學校關係勉力達成績效指標，此狀況較不利合作學

校與種子教師之積極參與，也影響計畫結束後之持續教學創新發展與推動。建議如因經費額

度限制與縮減，應容許適度調整計畫執行內容與規模，以利建立良性的計畫落實與持續推動

之環境。 



 

 

本計畫 108 年度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活動相關實施情形如下活動案例及說明： 

 

一、學習活動案例： 

1. 「比特猴接香蕉」micro:bit 程式設計專題學習活動 / 臺北市龍安國小 郭家禎

  

學生使用 makecode 進行 micro:bit 程式設計，藉由設計「比特猴接香蕉」遊戲的學習活動促進運算思維概念之

學習 

 

2. 「快樂農夫 AIoT 農場」程式設計專題學習活動 / 新北市中正國中 王麗君 

  

學生使用 makecode 進行 micro:bit 的 AIoT 程式設計，整合運用傳感器偵測農場植物周遭的陽光、溫度及

濕度，並透過程式設計控制自動灑水灌溉。 

 



3. 「太空入侵者」App Inventor 遊戲程式設計 / 新北市新莊高中 徐碩亨 

  

學生使用 App Inventor 進行「太空入侵者」遊戲之程式設計及程式驗證與除錯 

 

4. 「猴子接香蕉」micro:bit 程式設計專題 / 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豐佳燕 

  

學生使用 makecode 進行「猴子接香蕉」micro:bit 程式設計，藉由操作 micro:bit 互動遊戲來驗證所設計的遊戲

程式之正確性 

 

 

 

 

 

 

 

 



 

二、教育訓練及創新教學相關推廣活動案例： 

 

1. 用 mBot 體驗 STEAM 及 AI 互動程式設計推廣研習@新屋高中 2019/11/15 

 

  
參與研習活動教師學習使用 mBot 進行 STEAM 及 AI 互動的程式設計創新教學模式 

 

2. 程小奔 AI 工作坊@苗栗自造中心 2019/11/26 

  
參與研習活動教師學習透過程式設計控制程小奔 AI 機器人並完成循線行進的挑戰任務 

 

 

3. mBot AIoT 互動程式設計推廣研習@雲林縣東仁國中 2020/07/03 

 
參與研習活動教師學習透過程式設計控制 mBot 機器車進行挑戰任務 

 



 

4. micro:bit 在資訊科技運算思維教學應用@桃園楊梅高中 2020/06/30 

  
參與研習活動教師學習 micro:bit 程式設計及相關介面控制 

 

 

5. Epson 及日本廠商代表參訪並體驗本計畫數位科技創新教學之設計 2019/11/25 

 

  
Epson 及日本廠商代表實地體驗本計畫數位科技創新教學之 AR 互動設計 

 
 

 

 

 

  



子計畫二、以適性診斷為核心策略之多元補救教學行動研究 

 

本計畫為以適性診斷為核心策略之多元補救教學行動研究，乃基於改善補救教學的困境及挑戰，

擬以適性診斷機制為核心策略，將普通教育階段的補救教學實施策略訂定為：研發適合低數學學習成

就學生之適性診斷教學策略、發展以適性診斷測驗為核心之數學補救教學、以及以行動研究法搭配合

作學校之資深教師，透過實務教學與教學反思的循環歷程來逐步調整補救教學策略，期能從課程設計、

教學記錄、學生回饋與教學反思等方式，發掘補救教學實施之盲點，尋求教學實務的改進，以提升補

救教學品質，達到降低學習低成就人數比例與解決學習落差的問題。 

 

本計畫第三年沿用前二年所發展及修訂的適性診斷教學模式，在課堂中導入具備整合適性診斷策

略、學習歷程分析與教學設計理念之雲端適性診斷補救教學系統，幫助教師了解班級整體及個別學生

的學習狀況，並提供學習者自我學習進度及個別化的補救學習任務。本計畫並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之教

學實驗，蒐集補救教學情境中學習者的學習單、適性測驗診斷結果、數學學習動機、數學學習態度、

及對採用科技輔助補救教學系統之接受度等數據，分析並比較導入適性診斷教學的實驗組學習者是否

有較佳的學習表現，以驗證並修訂本計畫數學科適性診斷補救教學之應用模式。 

 

如圖 2-1 所示，本計畫參與者在電腦教室使用個人電腦進行適性診斷教學；如圖 2-2 所示，適性

診斷系統依據學習者學習表現提供適性化的學習建議。 

  

圖 2-1 參與者使用雲端診斷系統進行適性學習與錯題檢討 圖 2-2 適性診斷系統提供學習弱點之診斷資訊及建議 

 

本計畫預計參與學生三年累計達 900 人以上，本年度(108 年度)共有九班參與，學生人數 478 人，

106-108 年度累計參與學生達 1158 人。再者，本計畫預計 106-108 年度參與實驗教學的學生累計至少

75%以上(675 人)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測驗成績達平均值以上，106-108 年度學生學習表現達平均值

以上累計 658 人，目標達成率為 97.5%。本計畫未能達成「75%參與者補救教學評量測驗成績達平均

值以上」之可能原因有三：(1)由於實驗教學實施時程受限之緣故，如 108 年度僅能以第二次段考成績

來評估學習表現，補救教學時程較短，僅為第一次至第二次段考，故影響補教教學表現；(2)參與實驗

教學的學習者會考成績大多低於全國平均值, 數學基礎較差，雖補救教學表現未達目標值但整體學習

表現皆有進步，仍感欣慰；及(3)參與者低學習成就的主因多為家庭背景因素，較難短時間從認知學習

與補救教學層面獲得改善，對這樣的學習低落者可能需要有更全面向的考量與處置方案。 

 

  



子計畫三、STEM 跨領域統整教學提升數學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數學問題解決能力 

 

本計畫為幫助學生統整跨領域所學，透過「STEM 跨領域統整教學」促進學習領域間的知識應用

與連結，提升數學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及數學問題解決能力。本計畫配合總計畫執行，規劃為期三年

之研究計畫，第三年合作學校為桃園市建國國中，針對國中階段低學習成就學生，與該校教師共同發

展以數學為核心的 STEM 跨領域統整教學活動及適用於 STEM 跨領域統整教學活動之評量工具，並

進行行動研究，讓低學習成就學生得以將生活經驗運用至數學學習中，再透過與科學、科技及工程技

術等將想法具體呈現，藉此提升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及問題解決能力。本計畫第三年的目標包括：(一)

研發適合低學習成就學生之 STEM 跨領域統整教材、(二)針對低學習成就學生之特性研發適用於

STEM 跨領域統整課程之評量方式及工具、及(三)進行先導教學實驗並根據實證研究結果提出修正建

議。本子計畫預計參與計畫推廣實驗學生三年累計達 900 人以上，本年度(108 年度)共 12 班學生參

與，參與學生數為 366 人，106-108 年度累計參與學生約為 626 人。本計畫 108 年度 STEM 創新教學

活動相關實施情形如下案例及說明： 

 

 

1. STEAM 電動船教學 / 黃啟彥、蔡宏為 @桃園市建國國中 

  

學習者使用 ezSpace 學習電動船組件設計 

 

 

2. 學生參與 STEM 跨領域統整課程 

  

學生體驗電動船運作並學習電阻設計 



 

 

學生試做電動船及操作自己設計的電子元件 

 

3. 推廣活動@花蓮縣國中工作坊 109/7/21-23 

參與學校：花蓮縣美崙國中、玉東國中、萬榮國中、富源國中、富北國中 

參與人數：60 位國中生； 30 位大學生講師(協助實作活動)。 

工作坊主題：自造電動四驅車 

 

   
校長開場簡介及課程內容介紹 

 

   
互動搶答 

 



    
學生動手實作 

 

    
學生分享設計理念 

 

 

  



106-108 年度計畫 KPI 達成統計： 

子計畫一 KPI 

108

年度

達成

值 

106-108 

年度累

計達成 
效益說明/活動/教案明細 

發展及推廣文本

閱讀學習活動累

計達 38 單元(教

案) 

36 13 38 

本年度(108 年度)己發展及推廣文本、體驗式及 5C、及學習者中心之

數位科技應用案例各 13 份，每份教案均包含上述 3 個學習活動，條列

如下： 

編號/教案名稱/教師/學生/年級學/實施及推廣學校 

1.「比特猴接香蕉」micro:bit 程式設計/郭家禎/四上/臺北市龍安國小 

2. AR 創新教育-尋找消失遺跡/莊英發/五上/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3.「勇者降臨」AR 玩科學/彭敏華/四上/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4. AR/VR 創新教學-變種兔子三角測量/王政凱/十二下/新北市立新莊高

中 

5.「太空入侵者」App Inventor 遊戲程式設計/徐碩亨/十下/新北市立新

莊高中 

6. City meet CT~遊戲翻轉城市/豐佳燕/六上-六下/臺北市北市大附小 

7. 英語智慧城鄉情境學習活動/高鬱婷/七上/臺北市興雅國中  

8. 拯救失落的星球/徐玉書/九上/新北市錦和高中國中部 

9. micro bit 孫悟空歷劫五行山/朱宛萱/五上/臺北市龍安國小 

10. mBot 消防車出動/方羿雲/八上/新北市中正國中 

11. X 戰警機密任務/張嘉心/九上/臺北市興雅國中  

12. 快樂農夫 A IoT 農場/王麗君/八上/新北市中正國中 

13. 猴子接香蕉/豐佳燕/六下/臺北市/北市附小 

發展及推廣體驗

式及 5C 學習活

動累計達 38 單

元 

36 13 38 

發展及推廣學習

者中心之數位科

技應用案例累計

達 38 單元 

36 13 38 

辦理數位科技創

新多元學習之教

育訓練工作坊 17

場次 

2 5 17 

本年度(108 年度)辦理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教育訓練工作坊 5 場次，

條列如下:  

1. 曙光中學-用 HaloCode 體驗 AIoT 人工智慧物聯網自造程式設計

(20190921) 

2. 玉成國小-用 mBot 體驗人工智慧 AI 互動程式設(20191108) 

3. 新興高中- mBot 機器人與 STEM (20191116) 

4. 新埔國中-用 mBot 體驗人工智慧 AI 互動程式設(20191126) 

5. 介壽國中-用 mBot 體驗 AI 與 IoT 互動程式設計(20190715-16)  

辦理數位科技創

新多元學習之教

學觀摩與觀課活

動 13 場次 

6 13 29 

本年度(108 年度)己辦理 13 場次數位科技創新多元學習之教學觀摩與

觀課活動。 

1. 中正國中-公開觀課 (20190504) 

2. 北市附小- ESUT 跑跑走•線上實境解謎趣 (20190630) 

3. 延和國中- makeblock app 行動學習體驗 mBot 在 STEAM 與 AI 互動 

(20191004) 

4. 江翠國中-用 Scratch 玩 Micro:bit 體驗 STEAM 創意程式設計 

(20191005) 

5. 中正國中-用 Micro:bit 體驗環境 Iot 物聯網 (20191015) 

6. 新屋高中-用 mBot 體驗 STEAM 與 AI 互動程式設計 (20191115) 

7. 苗栗科技中心-程小奔 AI 工作坊 (20191126) 

8. 新興高中-用 mBot 體驗 AI, IoT 與 STEAM 互動程式設計(20200418) 

9. 中正國中-用 Halocode 學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20200512) 

10. 青山國中-用 micro:bit 玩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20200602) 

11. 中正國中-用 micro:bit 體驗 AIoT 人工智慧物聯網 (20200613) 

12. 中正國中-用 mBot 體驗 AI 與 IoT 互動程式設計 (20200623) 

13. 雲林縣國教輔導團新興科技應用-用 mBot 體驗 STEAM,  人工智

慧 AI 與物聯網 IOT 互動程式設計 (20200703) 



辦理本計畫創新

學習成果分享與

外部專家評鑑 11 

場次 

2 4 11 

本年度(108 年度)己辦理創新學習成果分享 4 場次，進行數位元科技創

新教學模式成果分享。 

1.  EPSON 與日本廠商參觀 AR 創新教學成果(20191030) 

2.  EPSON 與日本廠商參訪並錄製 AR 創新教學歷程(20191125) 

3. 自造教育及科技領域教學教案設計競賽(教育部) (20191221-22) 

4. 楊梅高中-micro:bit 在資訊科技運算思維教學應用(20200630) 

 

參與計畫推廣實

驗學生累計達

900 人以上 

900 2724 4816 

本年度(108 年度)參與計畫推廣實驗學生約 2724 人，教師人數約 314

人。106-108 年度參與計畫推廣實驗學生約 4816 人次、教師約 901 人

次。 

參與計畫推廣實

驗學生學習表現

達平均值以上累

計達 675 人

(75%)以上 

75% 57% 658 

本年度(108 年度)因實驗研究於第一次段考與第二次段考期間實施，故

以參與本計畫數學科補救教學七、八、九年級學生 108 學年度第二次

段考成績平均來評估學習表現。七、八、九年級參與學生 478 人，上

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及格人數 111 人，下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及格人

數 160 人，本年度第二次段考成績及格人數共 271 人學習表現達平均

值以上為 57%，學生學習表現未達目標之 75%。初步分析原因為(1)參

與實驗學生會考成績大多低於全國平均值，整體而言雖未達目標值但

學習成效皆有進步，及(2)學生學習低成就的主因為家庭背景因素，較

難從認知學習與補救教學層面獲得改善。 

子計畫二 KPI 

108

年度

達成

值 

106-108

年度累

積值 

效益說明/活動/教案明細 

1. 研發適合低數

學學習成就學生

之適性診斷教學

策略 

 

2. 進行導入適性

診斷教學策略之

數學補救教學行

動研究。 

 

3. 提出適用於適

性診斷教學策略

之修正建議 

1 1 3 

1. 檢討改進之方式: 

本計畫透過定期召開社群會議，透過文獻分析、共同備課、共同研讀

與經驗分享等方法，將原有文獻所歸納之補救教學模式進行檢討改

進。 

 

2. 修正適性診斷教學策略: 

經檢討後本計畫將原補救教學模式修正為本計畫之以適性診斷為教學

策略之執行模式，並以此模式進行實驗教學。兩種模式如下: 

原補救教學模式:課堂教學→測驗評量→診斷分析→概念補救導入雲端

適性診斷:課堂教學→適性測驗→個別診斷→自主學習 

 

3. 導入雲端適性診斷效益: 

(1)課堂教學階段:基礎概念之澄清。 

(2)適性測驗階段:導入具系統智慧配題之補救教學測驗系統，進行學生

個別差異進行診斷測驗，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3)個別診斷階段:系統針對學生學習概念精熟情形提出個別概念精熟報

告，提供教師擬訂不同程度學生之補救教學進度與活動。 

(4)自主學習階段:學生透過系統提供多媒體式的互動教學，強化不懂與

較不精熟概念的自主學習，並可隨時進行自我診斷測驗的適性補救教

學。 

子計畫三 KPI 

108

年度

達成

值 

106-108

年度累

積值 

效益說明/活動/教案明細 

1. 研發適合低數

學學習成就學生

之 STEM 跨領

域統整教材 

 

1 1 3 

1. STEM 跨領域統整教材設計: 

本年度(108 年度)，本計畫與合作學校教師共同開發課程，教學內容以

真實世界問題設計教學情境，並融入 STEM 的四個領域知識建立課程

架構。教材內容以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國中課綱為基礎，根據課綱的

「運輸科技」、「能源與動力」、「運算思維」等主題進行課程設

計，實施 STEAM 電動船課程。使用雷射切割機、3D 列印機等，讓學



2. 研發適用於

STEM 跨領域統

整課程之評量方

式及工具 

 

3. 進行先導教學

實驗，並根據實

證研究結果提出

修正建議 

生製作自己的作品，也會結合電腦繪圖軟體讓學生設計適切的外型，

在編寫以及設定 Arduino 控制板時也會依照電動船的特性加以調整。 

 

2. STEM 跨領域統整課程評量方式及工具: 

本年度(108 年度)，本計畫以多元化評量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設計適

合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工具發展模式及學習動機及實作能力之評估工

具。完成之問卷經信、效度考驗後將於各教學階段使用。 

(1) 學習成效之形成性評量:以 STEM 成效自編測驗進行評估。 

(2) 學習成效之總結性評量：使用教育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3) 問題解決能力:依據本計畫教學內容及實施對象之特殊性進行測驗

試題發展自編問卷。 

3. STEM 跨領域統整課程先導實驗: 

本年度(108 年度)，本計畫採準實驗之研究設計，探討學生之 STEM 

知識、數學學習動機、問題解決能力等。先導實驗採單一組實驗設

計，於合作學校內選取 366 位學生，進行教學活動（包含前後測 12

週），此階段實驗目的在於測試 STEM 跨領域統整課程中教師的教學

引導及學生的實作學習是否能互相良好配合，並發現實際執行教學上

的問題加以修正。 

 

 

 

附加產出 
108 年度

達成值 

106-108

年度累計

達成 

效益說明 

2.人才培育與合作 

博碩士班學生

培育人數 
10 23 

朱宛萱、張嘉心、徐玉書、方羿云、童婉婷、賴俊

維、李柏勳、盛心瑜、張仲僕、蔡宏為 

合作學校數 5 5 
新北市中正國中、新北市錦和高中國中部、臺北市

南門國中、臺北市大觀國中、桃園市建國國中 

參與教師數 11 11 
王麗君、陳萩紋、羅心妤、吳孟仁、曾佳怡、楊啟

明、施如怡、吳伶蓉、黃啟彥、傅惠君、林呈彥 

研發團隊養成 2 2 

1-1. 師大 ILT 團隊(7 人)陳明溥老師、王麗君老師、

朱宛萱、張嘉心、徐玉書、方羿雲、王政凱 

1-2. 北教大數學團隊(5 人) 顏榮泉老師、陳萩紋老

師、羅心妤老師、吳孟仁老師、曾佳怡老師 

2. 師大 STEM 團隊(12 人)蕭顯勝老師、楊啟明老

師、施如怡老師、黃啟彥老師、傅惠君老師、林呈

彥老師、童婉婷、賴俊維、李柏勳、盛心瑜、張仲

僕、蔡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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