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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主旨：
本研究旨在探討 STEAM 課程在國中環境教育融入教學之研究〜以新竹縣清華 STEAM
學校為例。

貳、 研究背景：
環顧現今教育先進國家，如北歐芬蘭目前所強調的課程設計，都是採主題式統整教學，
依芬蘭 2014 年新課綱，為培養學生具橫向能力，芬蘭每所學校每位學生每學年⾄少需實施一
次「多學科學習模組」（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module）教學，課綱中指出（FNBE，
2016）：
Each school year, every school must have at least one clearly defined theme, project or course that combines the
content of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eals with the selected the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veral subjects. These
entities are called 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modules...

如上所述，學校每學年必須至少選擇一具有清楚定義的主題、方案或課程，並透過此主
題、方案或課程結合不同學科、引導學生從不同學科觀點來學習，且學生也必須一同參與課
程的設計，而「主題式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便是芬蘭學校採取的一種取徑
（approach），讓學生探索真實世界的各種現象，思考因應社會挑戰的可行辦法，從中學到
從容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重要能力。
這樣的課程強調以真實世界中的「現象」為學習課題，如：氣候變遷、城市規劃等，讓
學生有機會透過對「現象」的探索，培養對問題情境脈絡之深入理解，以及整合多領域／學
科知能的能力（FNAE, 2016）。
換句話說，在學科教學基礎下，芬蘭新課綱特色之一是更強調了學科之間聯繫。它鼓勵
學科教師之間不僅能在技術上合作，也要能共同開發出適合學生「跨科/域」的學習內容。當
然，這對於國中 7-9 年級師生顯然具較大挑戰性，實因此階段的分科更為細緻且由專任教師
授課，這樣的模式與臺灣當前國中課室教學是相同規制，實施起來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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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知識的教授，原本就不該是壁壘分明的學科教學，因為學生日常所遭遇到的生
活問題，也非是單一學科知識能力完成的，如果現今的職場教師，仍秉持以過去所學的知識
來教導現在的學生，去面對不可知的未來，這樣的教學成效，真的是頗令人擔憂的，也正因
為當前科學、科技人才不足、教學現場的學生學習動機不足、學習知識片段及整合性不足、
知識實用性不足等，這樣的現況下，就成為發展 STEM 的主要背景脈絡，2006 年 1 月美國在
國情咨文中提出「美國競爭力計畫」(ACI)，認為維持未來國家科技競爭力的關鍵是培養具有
STEM 素養的人才(Bush, 2006)。
正當世界各國的教育型態都轉型為培育「以學生為中心的素養能力」時；重視學生如何
學，如何活用知識於生活中，臺灣適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啟動，我們到底應該要做哪些
改變，才能幫助下一代，更有適應未來社會及實現自我的能力？
全球局勢瞬息萬變，科技進步一日千里，金融科技 Fintech、大數據、AI 人工智慧、工業
4.0、無人機及 AR 擴增實境..等，曾經是科幻電影的情節，如今都已來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對於缺乏天然資源的我國來說，透過教育培育人才乃為立國之本，在中小學等基本教育下經
由課程與教學的革新，以提供孩子在 21 世紀所需能力的學習空間，亦是厚植國力的基礎建
設。因此，包含對孩子在 21 世紀所需能力之概念的轉換、透過比較了解各國的最新做法、修
訂課程綱要、革新教學模式與翻轉學生學習型態等作為，我們的社會才有可能永續發展。是
故，如何培育「孩子們未來所需的能力」此一構想，值得深省反思(教育部，2017)。
美國著名未來學者傑里米·里夫金(Rifkin)的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版 ，論述了
由互聯網與再生性能源融合導引的新一波工業革命，其中在關於教育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提
到，現在興起的分散式合作教育方式，目的就是要讓學生意識到知識的社會性，這種創新的
觀點認為，智力不是可以繼承或累積的智慧，而是分佈在人們之間的一種共用的經歷，而這
種當前新的學習方法正反映了年輕一代在開放的學習空間和社群網站上學習和分享資訊想發
和經驗的方式，分散式合作學習可以讓 21 世紀的勞動者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做好準備，分
散式合作觀點首先認為學習是具有鮮明社會特性的經歷，我們透過參與社會上的活動而學習，
正如 Salomon(1993)提到的:「人與人互動產生的想法和個人思考產生的想法是一樣多，」這
樣的論點與清華 STEAM 的課程設計核心理念，不謀而和，而這樣的核心理念也是創客運動
的核心價值，互動分享而扁平式學習是基於一個對學習本質完全不同的定義，知識不再是客
觀獨立的」，而是我們對共同經歷的解釋，知識是一種社會建構，是在學習社群內所有成員
達成的共識，所以知識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並產生於他們共用的經歷。
因 STEM 是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科目透過實作及互動提升能力的架構，其目的就是
要培養及提升學生知識活用及創新的能力。因此，STEM 就成為世界各先進國家積極推動發
展的教改指標，近年來更延伸發展出 STEAM 架構，將藝術創作(Art)元素融入以平衡理性的
STEM 架構，被認為是能夠提升多元能力發展的完整架構 (Yakman, 2008)，因為人文藝術是
以人為本，探求「需求」。因此，亞洲國家多以 STEAM 為教育改革方向，南韓、新加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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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 2010 左右積極推動，中國在 2015 年「十三五」規畫計畫後將 STEAM 列為國家教育
的重要方針，而台灣則在 108 學年度落實在 12 年國教的新課綱中。
Ｂrown(1993)等人提到同輩之間的學習把重心從個人轉移到了相互依賴的團體上，學
習不再是存在於威權人物和每個學生之間獨立的經驗，而是同輩人之間共同的經驗新的學習
方式是跨學科教學和跨文化研究，從早期的學科相互獨立，界線分明，變成一個互相合作的
網路，參與者來自不同領域，以一種分散式的方式共用知識，讓學生具備跨學科的視角，這
也正是ＳＴＥＡＭ所一再強調的跨學科知識的運用，所以透過 STEAM 的理念設計出的相關
課程，就是冀望將五大領域的知識結合起來，補強不同學科間的隔閡，讓學生在不同的環境
及專案活動中，以「多重」管道的知識來源解決問題，而 STEM 是滿足需求與解決問題的方
法，而其中的 M/Math 數學則為 STEM 的基礎，也如大家所耳熟能詳的數學為科學之母。唯
有透過相關課程，將五大領域的知識結合起來，補強不同學科間的隔閡，讓學生在不同的環
境及專案活動中，以「多重」管道的知識來源解決問題，同時讓學生在數學邏輯的基礎下，
藉由動手建構工程與呈現藝術美學，來學習科學和技術的內涵。在跨學科領域的教學架構下，
學生可以把重心放在特定環境議題或生活問題上，而不被侷限於單一學科界線，學生可以練
習用不同的觀點切入思考，在多元發展下培養出跨界溝通的能力。
因 STEAM 包含：跨領域、動手做、生活應用、解決問題、五感學習，強調自我探索、
自主學習。是故當前台灣在正推行的自造運動對教育的影響力顯而易見，在教育部未來新課
綱中，「探究與實作」就是自然科學領域在素養導向脈絡下所設計的課程。顧名思義此課程
分成兩部分，就是「探究」和「實作」（Inquiry & Practice）。而最關鍵的「探究」才是素養
訴求的重心。而素養課程是以學生為主，從學生好奇的問題出發。領綱中明確指出最直接的
課程設計原則就是「問題導向教學」—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引導學生從「發現問
題」著手，有問題才有探究，沒有問題就沒有探究；實作是手段，探究才是目標。
因此，「探究與實作」這門課不像傳統課程是在教完後才開始找問題，而是在開始上課
時就要學習找問題。無論是觀察現象、蒐集資訊，都是要使發現的問題更聚焦、更明確；規
劃與研究、論證與建模都是要使問題更具體、更合理、更合乎邏輯；最後的表達分享則是要
讓問題剖析，闡述得更明白、易瞭解、有說服力，甚至能解決排除疑難。換句話說，「探究
與實作」就是要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探究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素養（陳竹亭，2017）。
十二年國教強調跨域整合課程與創新應用素養的涵化，此亦成為學校端積極建構符應十
二年國教新精神之校本課程(部訂課程+校訂課程)的課程發展與實踐方向之一。有鑒於此本校
積極參與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與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推動之 STEAM 課程實踐學校
行列，活用本縣所挹注之教育行政資源與國立清華大學在跨領域學習機會整合學術引領下，
企望為本校迎向數位新科技時代與課程改革紀元，為即將到來的 108 年新課綱奠定良好的發
展基礎。
未來的每一所學校都應發展出各自專長的核心特色，而本校為竹北區一所全新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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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再與其他竹北區學校一樣，採分科分領域教學，我們更應藉此機會連結東興圳在地資
源、符應產業脈動並藉此發展創新教學，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提供多元跨域的學習契
機，設計重問題解決導向式的 STEAM 課程，冀望能藉由本次機會，讓學校發展出專屬東興
國中的 STEAM 課程，而藉由這樣的課程設計，讓本校學生在日後遇到問題時，都能習以為
常地將跨域整合視為常態，培養本校畢業生，未來可以有機會更充滿自信準備的在求學之路
上大放異彩。

參、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1、 探討以校為本之 STEAM 跨域整合課程的微調因素與機制為何？
2、 探討以校為本之 STEAM 跨域整合課程在教與學之實施優劣分析？

肆、 文獻探討：
近年來各中小學校已紛紛將環境教育課程融入教學，而學校本身若已具有豐富的環境資
源，更有發展環境教育的有利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將環境教育理念融入 STEAM 之課
程的課程，因此有必要就環境教育課程的內涵與目的、相關學習理論進行分析，俾有助於本
研究的實際進行。本章針對環境教育、創客學及清華 STEAM 學校等三個小節逐一進行分析
與探討，最後進行小結。

第一節 環境教育之理念與內涵探討
自從美國於 1970 年實施環境教育法案後，世界各國及國際教育組織都開始大力推動環境
教育。期望透過教育來教導人們從內心思想價值改變，修正對待地球環境的行為，進而改善
環境問題。1972 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佈「我們共同的未來」提出「永續發展」的觀念，
在不犧牲未來世代的權益下，來達到我們的需求。1992 年地球高峰會提出「二十一世紀議程」
(Ageda 21)，使環境教育成為世界公民必備的通識 也是國際共負的責任 都是環境教育發展重
要的里程碑。
在全世界各地氣候異常的警訊下，1997 年 12 月 11 日，149 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在日本
東京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簽署通過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量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是首次以法律約束的形式限制發達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量的作為；2009 年 12 月 7 日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變遷高峰會更是受到全世界矚目的
環境會議，2010 年 5 月 18 日臺灣環境教育法正式通過，臺灣環境教育邁向新紀元；顯見環境
教育議題已成為全球到臺灣都廣受注目的重要議題，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當然更是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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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教育課程的發展脈絡
教育部 1998 年 9 月 30 日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1999 年 3 月公
布「九年一貫課程七大領域的課程綱要草案」，此草案將社會六大重要議題納入課程綱要中，
環境教育是其中的一項議題，這也是環境教育初次被納入正規教育的體制中；而在 2003 年開
始實施的國中小九年一貫課程中，則首度將「環境教育」列入六項重大議題之一，鼓勵教師
將環境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之中，其中更順應國際環境教育潮流，詳列了五項環境課程目標：
(一)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度、(二)環境知識概念內涵、(三)環境倫理價值觀、(四)環境行動技能、
(五)環境行動經驗。分段能力指標與主要內容皆根據五項目標再細分別類，讓學校實施環境
課程有所依循(教育部，2008)。
為了呼應時代脈絡與環保思潮、課程易於融入各學習領域、能力指標清晰易於解讀與轉
化，2008 年 5 月教育部正式公佈將於 100 學年實施的「環境教育課程綱要」，環境教育議題
也進行「微調」，修訂的重點包含 7 項(一)強調永續發展概念，符合社會與國際主流趨勢利；
(二)學習階段由三階段調整為四階段，並強調連貫性，使易於融入其他學習領域；(三)將不易
解讀指標明確化；(四)分項列舉各能力指標之補充說明，讓使用者易於掌握指標內涵；(五)增
加「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 (六)調整「環境教育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之對應表」；(七)提供融
入學習領域教學示例(高翠霞、張子超，2016)。
二、學校實施環境教育課程的原理與方式
學校環境教育之推動，旨在透過學校教育的過程，加強國民在學階段奠立環境相關的知
識、技能與倫理等的基本素養。在目標上，學校環境教育的實施，在於：(一)增進學生有關
環境的概念，培養愛護環境的知能與倫理、(二)增進教師及工作人員充實的環境知能，提昇
學校環境教學及校園環保工作成效。簡言之，學校推動環境教育，主要在增進學校教職員工
生對環境的認知與關愛，並落實校園與生活的環保（汪靜明，2000)。
學校環境教育之參與者，講求以分工合作方式，整合運用學校教學資源，動員各級單位
教職暨行政人員，並可廣泛透過學校家長會和教師會、及社區團體和專家學者等夥伴合作，
全面推廣學校環境教育活動，以落實學校環境教學及生活社區環保等層面。
行政院環保署自民國 81 年核定環境教育要項，落實執行環境基本法，希望建立環境保護
觀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為促使各界積極投入環境教育推動的行列，教育部發布「補助國
民中小學校外教學資源整合及獎勵支持系統作業要點」，並與環保署核定「加強學校環境教
育三年實施計畫」與「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處理原則」等以加強整合及建立環境教育
夥伴關係，促進學生與社會大眾執行生態、環境、與永續發展教育。期望透過學校進行環境
教學，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提升環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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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年來各級中小學逐漸建立落實環境教育的共識，也開始尋求環境團體的支援合作，
使學校的環境教育推動工作更具完整性。
三、學校環境教育課程的教學模式
環境教育的基本精神在於「教育過程」、「價值澄清」、「知識、態度與技能」、「解
決問題」等幾項特質。也就是說，環境教育本身是個教育過程，環境教育是在環境(in)、有關
環境(about)、為了環境(for)的教育。其目的在於價值澄清，教育的內涵包括了價值觀、知識、
態度、技能等，而具有解決問題的積極目的。
張子超(2001)具體的提及環境教育可採取以下兩種教學模式： (一)自然體驗戶外教學設計；
(二)以地區議題調查為導向的議題探索(issue investigation)教學設計。
綜合上述各學者看法，可知，如何透過各種教學方式，讓學生透過親身體驗的「在環境
中學習」，從認識環境「教導環境知識」到感受環境之美、喜愛環境，進而實踐「為了環境
的教育」，產生解決環境問題的負責任行動，才是學校實施環境教育課程最重要的目標。
四、環境教育課程與環境素養的相關性
1991 年國際環境教育計畫發行的通訊 Connect，以“全球環境倫理—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
＂（A Universal Environmental Ethic－The Ultimate Go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為主題，論
述環境倫理的重要性。文中指稱：「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在培養具有環境倫理信念的人，他
具備正確的環境態度和價值觀，並能做出理想的環境行為，所謂倫理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
道德，而環境倫理是人類與自然環境間的道德關係，也可以說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的倫理責任。
倫理的內涵包括信念、態度和價值觀」(楊冠政，2003)。
環境素養(Enviromental literacy)一詞最早為 Roth 所創用，在 1968 年 Roth 寫一篇文章反應
當時媒體對環境議題的評論，當時媒體認為環境污染是那些環境盲(enviromental illiterates)所造
成的，Roth 遂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辨識有環境素養的公民？在環境素養的組成要件中，
如何針對環境問題採取行動一直是環境教育最主要的目標之一。這些行動被稱為環境行動
(Environmental action)或負責任的環境行為(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許世璋，2003)。
1990 年 Marcinkowski 綜合文獻中學者對於環境素養的研究，提出了其所認為的環境素養
內涵(楊冠政，1997)。
(一)對環境的覺知與敏感性。
(二)尊敬自然環境的態度，關切人類對自然的影響。
(三)自然系統如何運作的知識，以及社會系統如何干擾自然系統。
(四)了解各種環境相關問題(地方的、地區的、國家的、國際的和全球的)。
(五)能使用初級的或次級的訊息來源，並基於事實或個人價值觀評量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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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心投入，負責的和主動的以求環境問題的解決。
(七)具有補救環境問題的策略知識。
(八)具有技能發展實施和評量單一策略和組合計劃以補救環境問題。
(九)主動參與各階層的工作以補救環境問題。
教育部 2003 年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環境教育議題的基本理念為「環境教
育的教育目標包含：環境覺知與敏感度、環境概念知識、環境價值觀與態度、環境行動技能
與環境行動經驗。而環境教育的實施原則包含：整體性、終身教育、科際整合、主動參與解
決問題、世界觀與鄉土觀的均衡、永續發展與國際合作」(教育部，2008)。
九年一貫課程的課程目標，包括人與自己，強調個體身心發展；人與社會，強調社會與
文化；人與自然，強調自然與環境等三個層面。環境教育的目標也明顯的包含人與自己、社
會及自然三個層面。環境教育藉由個人對環境問題所應負責任的覺知，積極正面環境態度的
養成，然後主動的參與環境行動，以瞭解並促進自我的發展；環境教育的內涵不僅侷限在自
然生態保育，人文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屬於環境教育的範疇，尤其是最近國際所關切的
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議題，更將環境教育的目標導向社會層面；至於人與自然的層面，明
顯的就是環境教育根本的關切。
由上可知，環境教育的目標包括認知、技能及情意三大領域，主要在於協助人們瞭解複
雜的環境問題及獲得改善環境所需的知識，建立正確積極的態度以及採取適當的行動來解決
環境問題。而為了使全國人民更加重視環境教育，教育部特別將環境教育列入六大議題之中，
並在 2000 年公布環境教育五大課程目標，而環境教育的課程目標在九年一貫課程中皆有相對
應之能力指標，可作為評量的依據，以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依據教育部 2006 年公佈之「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環境教育)修訂說明」，環境教育議題的教學目標，包
含教學設計者選擇可融入之能力指標時，可以從環境教育議題的五個主題軸「環境覺知與敏
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環境行動技能」以及「環境行動經
驗」等五個向度；環境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出具備環境素養的公民 (Hungerford & Peyton,
1976 ; Roth, 1992)。
其中「環境教育內容能力」即為環境素養，此為教師能真正影響學生之環境相關知能，
包含(1)環境覺知：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認識環境和相關問題，並敏銳的反應出來；(2)環境知
識：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了解環境及相關問題的基本性質，及人類的責任與角色，並強調針
對環境主題內容有概念性的了解；(3)環境態度：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建立社會價值觀，對環
境強烈關切和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意義和價值肯定；(4)環境技能：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獲得
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包含環保技巧、溝通及說服的能力、蒐集及分析環境教育議題的能力；
(5)環境行動：強調環境的參與，協助個人及社會團體發展與環境有關的責任感與迫切感，以
及保證將採取適切行為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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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的目標與內涵需互相搭配，以提升對環境的知識與技能，藉由教育環境中的知
識，培養人類對於環境的瞭解與思維邏輯；在環境中教育，培養人類對環境的覺知與關懷；
為環境而教育，是希望達到最終目標，培養人類對環境的責任感與正義感，以此形成環境教
育的基本概念。從環境教育的推廣單位來看，其中以自然資源和景觀為特色的國家公園，亦
適於為環境而教育、從環境中教育，以及教育有關環境等學習活動模式（汪靜明，1995）。
綜合上述，有關課程發展與課程理念等觀點，在課程設計與進行教學活動時，應適時融入環
境教育基本概念，使環境教育相關課程更具教育意義。因此，教師在課程設計上必須根據相
對應的環境教育能力指標，作為教學上之依歸，是故從事環境教育教學的教師必須對環境教
育的能力指標內涵及意義有所瞭解，利用環境教育能力指標敘寫教學目標，方能設計出適當
的環境教育課程與從事有效的環境教育教學。
本研究個案實施環境教育融入 STEAM 之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時，以九年一貫校本課程
為基礎，教學目標為「知識」、「技能」、「情意」，與美國環境素養評量小組提出的架構
相符合；研究個案學校在發展課程時，將在地的環境特色資源列為課程設計的背景條件，由
教師與社區共組團隊，進行社區資源調查，設計與生活結合的有意義教材，讓學生對週遭環
境產生感動，產生解決環境議題的行動，進而獲得主動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力。透過這樣的
歷程，因為接觸而了解，因為了解才懂得關懷，因為關懷而有行動；從教師到學生、甚至家
長、社區居民，是否會因此而對週遭環境更有感情，進而產生保護環境的責任感，提升環境
素養，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二節 STEAM 教育之意涵與相關探討
面對知識經濟的時代，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各國紛紛致力於基礎教育的改革，培養具創
造力、能學以致用的人才，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的風潮也在近幾年席捲全世界。
「創客」又稱為「自造者」，指具有創新能力者，將自己的興趣愛好，透過動手實踐將想
法產出。蘋果電腦創辦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在車庫中創造出第一台蘋果電腦，此
外，谷歌(Google)、惠普(HP)等科技公司，同樣發源於車庫，將創新想法，透過動手實踐，創
造出產品。
創客教育是將創客的精神實踐在教育中，其理念包含：創新思考、設計實作、合作分
享。而從學到想、想到做的過程，其基礎來自於對學科領域知識概念的掌握及整合運用的能
力。1986 年，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B)發表的《本科的科學、數學和工程教育》報告中就提
出科學、數學、工程和技術教育集成的綱領性建議，被視作是提倡 STEM 教育的開端(鐘柏昌、
張麗芳，2014)。2010 年，美國維吉尼亞科技大學學者格雷特·亞克門(Georgette Yakman)第一次
提出將Ａ(藝術)納入到 STEM 中，Ａ廣義上包括了美術、音樂、社會、語言等人文藝術學科
(魏曉東、於冰、於海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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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TEAM 教育之意涵
(一) STEAM 教育的核心概念
魏曉東、於冰與於海波(2017)認為 STEAM 教育框架將富有創造性的學習過程作為教育
核心，以學科整合的方式將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和藝術五門學科聯繫起來，強調了知識
與現實世界的相互聯繫，鼓勵學生自己動手去探索。高雲峰(2016)認為 STEAM 教育以整合的
教學方式培養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並能靈活應用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融合的 STEAM 教
育具備的核心特徵包含：跨學科、趣味性、體驗性、協作性、設計性等。張燕與葉天萍(2017)
認為 STEAM 的課堂常常是基於問題解決的探究學習、基於設計的學習。強調學生在看似雜
亂無章的學習情境中發展設計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宋莉(2017)認為 STEAM 教育主要是基於
項目的學習、基於問題的學習，讓學習者自己動手完成他們感興趣的項目，或者解決學習者
在工作、生活中面臨的問題，是一種新的教學或者學習方式，具有非常強的跨學科性、情境
性和技術性等特點。
綜合學者看法，STEAM 教育主要具有跨學科的教育模式、問題導向的學習方法、在真實
情境中應用、實踐取向的學習過程等特點，分述如下：
1.跨學科的教育模式
傳統教育將課程按學科做劃分，各學科彼此孤立，學生不易找到學科間彼此的聯繫，無
法對知識體系進行整體性的理解，導致學習零散化。STEAM 教育理念強調跨學科的教育模式，
但並非將多個學科進行簡單的整合，而是將學生在日常學習過程中零散的知識進行整合，並
在探究式的學習過程中使用這些知識，從而提高學習效果(任靜，2017)。
2.問題導向的學習方法
STEAM 教育以問題為導向，透過基於項目或基於問題的學習方式，教師設計專題，安
排複雜且真實的任務，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需學習團體合作、運用工具、統整不同學
科領域知識，從中獲得知識活用及解決問題的技能。
3.在真實情境中應用
STEM 教育注重學生學習與實際生活之間的聯繫，認為知識蘊含在真實的問題情境中(秦
瑾若、傅鋼善，2017)。學生在創意實作活動中，整合與應用科學、科技、工程、藝術人文、
數學等相關知識，從生活問題中，體驗探究、設計實作、以及成就創新，並且能將習得的知
能，又應用到實際的生活中(張玉山，2017)。
4.實踐取向的學習過程
STEM 教育重視學習過程，強調學生主動、積極參與到學習過程中，使學生通過觀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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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來獲得真實的學習體驗，在學習體驗中探究、反思與提高，實現理論知識與實踐技
能的有效銜接，促進知識的深層次建構(秦瑾若、傅鋼善，2017)。STEAM 教育連結學科知識
的學習與應用，重視實踐的學習過程。
(二) STEAM 教育相關探討
STEAM 教育已逐漸受到許多國家的重視，例如美國國際科技與工程教育學會(ITEEA)透
過設計活動的教育(Education by Design)、6E 學習(6ELearning byDeSIGN)的 STEM 課程，以及
NASA 所推動的機器人 STEAM 課程(Quigley, Herro, & Jamil, 2017)，以及南韓更大幅度推動
STEAM 教育(例如 Incheon 大 學 ) 提 出 車 輪 課 程 模 式 (Wheel Model, STEAM & HUG)(Kim,
2016)，其所達成的教學成效也令人讚嘆。
目前世界上有不少以 STEM 教育為主的教學活動與競賽，Casad（2012）在 STEM 的課
程中以機器人作為主要教材，Eguchi（2016）提到學校透過培養學生參加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
（Robo Cup Junior）來增加 STEM 學科的經驗，Sevil（2015）更是直接透過實驗指出 STEM 取
向的課程計畫對學生學習的成果具有顯著提升。在教師方面，Kim（2015）等人針對職前教師
以機器人為教材進行 STEM 教育，發現教師的各面向的投入程度大幅提升，影響了教師課程
設計的情感與認知，或許更能間接未來建構學生 STEM 學科基礎知識的可能性。
國內姚經政與林呈彥（2016）以 6E 學習(6ELearning byDeSIGN)的 STEM 課程進行樂
高機器人暑期營隊，教學結果顯示： (1)在主題式關卡的挑戰過程中，能達到差異化的教學，
能讓每位不童學習進度的學生不至於空閒下來。(2)主題式關卡相較於課間小關卡，學生解題
的動力提升。(3)在過程中嘗試以小老師制進行同儕互助，而成功解題的學員 ，不僅穩固強化
小老師的解題能力，發問的同學也更敢大膽提問，相得益彰 。(4)機器人的邏輯觀念是課程中
最重要的一環，由於國中生基礎能力與知識優於國小生，在多次舉辦的營隊 中，面對進階的
題目時，國中生較有自己解題的能力，國小生則是模仿解題成果為多數。
STEAM 教育轉變傳統以聽講為主的學習模式，以杜威的「做中學」為核心概念，以學
生興趣出發，藉由動手操作，連結知識與實作，將學習過程轉化為個體的經驗，提升學習成
效，STEAM 教學中，教師多擔任課程設計者的角色，於教學中引導學生運用跨學科的綜合知
識，以個人或團體合作方式完成任務，學生為參與者的角色。創客教育的教學中，鼓勵學生
各自將發想的創意實現為具體的產品，教師不需要預設需講授的知識，只需要從旁擔任支持
者的角色，尊重學生自主創作的過程，STEAM 教育注重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藝術領域
基礎能力的培養，讓學生在數學邏輯的基礎下，整合運用科學、技術知能，並以藝術美學的
涵養，建構工程作品，STEAM 教育結合創客教育的學習模式，是由學科素養的培養到創新能
力培養的轉變，傳統教學中，不同學科間彼此獨立，也影響學生對知識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
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往往束手無策，STEAM 教育打破學科的分界，要求跨學科的銜接、混合式
的學習方法，讓學生意識到學科間的關聯，以主題式的課程安排，提供學生統整運用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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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建立跨學科連接的橋樑，進而提高知識應用的能力，教育應以生活經驗連結，教育的
目的在促進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

第三節

清華 STEAM 學校理念與內涵

當世界各國開始關注到 STEAM 教育所帶來的教學新風潮，可以明顯改變長久僵化的教
學現況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例：國際科技與工程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ors Association,ITEEA）所推動的 6E 設計學習模式(6E Learning byDeSIG)做為
主要教學策略（Roger, 2015），引導學生透過系統化的教學步驟，以累積整合科學概念與科
技實作活動的經驗；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
所推動的機器人 STEAM 課程(Quigley, Herro, & Jamil, 2017)；以及南韓學者 Kim（2016）所發
展出以傳統科學內容為基礎的 STEAM 教育車輪課程模式 (Wheel Model)等，每一種設計模式
都讓世界各國為之驚嘆。
但 Wang, Lim, Lavonen, & Clark-Wilson（2019）中卻也發現近年來發展 STEAM 課
程的學者專家開始都意識到的相同教學窘境，就是實作製造和制定 STEAM 課程設計各種方
面可能產生了窄化現象，而影響未來 STEAM 課程的發展性。於是自 2018 年起王子華教授和
林紀慧教授倡導和推廣清華 STEAM 學校（Tsing Hua STEAM School），試圖解決此一教學窄
化的困境。
一、

清華 STEAM 學校的理念
清華 STEAM 學校的目標是「推廣 STEAM 教育，使其適用於新的台灣 K-12 年課程指

引，為所有學生提供平等機會接受優質的 STEAM 教育，以達到跨學科人才培養和就業的目
標。」基於培養學習者具備自主學習動機，跨域整合探究能力的教學目標，課程是在解決或
連接日常生活問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且符合不同年級學生需要學習的科學和數學概念，
同時引入了包括技術，工程和藝術設計在內的元素，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和動機，教學
活動主旨在培養學生積極關注日常生活問題的態度，培養學生發現和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能
力。發展規劃出的課程需能應用於教學現場之實踐，因此，需要建立適切的評估機制。
二、

清華 STEAM 學校教學設計的規劃內涵
學者王子華與林紀慧(2018)提出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發展模式，課程發展模式主要採用

「5E 學習環(5E learning cycle) (Trowbridge & Bybee, 1990)」，及美國 Stanford 史丹佛大學之
「d.school」以及知名設計公司 IDEO 執行長 Tim Brown 所提出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的理念，共包含五個教學階段：「參與」、「探索」、「解釋」、「精緻延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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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個階段都有其教學活動重點，課程之教學活動設計必須以科學或數學概念之學習為核心，
以科技、藝術設計與工程為引起學習興趣與動機之元素，教學設計是以解決或是連結日常生
活問題的相關議題為核心，據以發展課程，並回應各年段學生應學習之科學與數學概念，同
時將科技、工程與藝術設計元素導入，提高學習者學習成效與動機。其教學活動基本架構，

如下圖１所示 ，而其教學規劃如下所述：
圖１：「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教學活動設計(5E)基本架構
E1：「參與」階段：包含基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教學情境營造、引起動機與引導學生
參與核心問題之探究。
E2：「探索」階段：包含聚焦核心問題的探索與問題之定義，以及腦力激盪想出各
種問題可能解決方案。
E3：「解釋」階段：包含各種解決方案的具體規劃與向同儕說明理由。
E4：「精緻延伸」階段：包含最適當解決方案之決定、方案實作以實際解決問題（「參
與」與「探索」階段的問題），以及遷移以解決相似問題。
E5：「評鑑」階段：則包含方案與問題解決成果的多元評量等。
這樣的 5E 教學模式於 2018 年新竹縣 STEAM 教育課程師資培訓課程進行推廣，之後國立
清華大學王子華教授與藍繼輝先生（Turner Lam）在 2019 年首次提出了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
之 DDMT 教學模式，DDMT 教學模式可以參考 Wang、Lim、Lavonen 與 Clark-Wilson (2019)的
介紹，後經由林紀慧院長及清華 STEAM 學校推廣委員會進行多次討論微調與修正後，修定
發展成為現今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設計的 DDＭＴ教學模式，教學活動包括四個階段，包括
發現，定義，建模以及遷移，如圖 2 所示，而每個階段都有其教學活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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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教學活動設計（DDMT）基本架構
DDMT 模式所設計出的課程前提是需可在學校之正式課程時間中進行，且課程是在解決
或連接日常生活問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課程設計需符合不同年級學生需習得之科學
和數學概念，同時引入了包括技術，工程和藝術設計在內的元素，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效率
和動機。設計出的課程更需應用於教學實踐，故需建立完善之評估機制。
DDMT 課程教學模式規劃內涵如下：
(一)發現(discover)：
教師營造學習環境，讓學習者觀察與理解日常生活現象，並嘗試引導學習者運用科技收
集所需數據或參考資料，找出存在於現象中的待解決問題。
(二)定義(define)：
延續前階段找出之待解決問題以及所蒐集到的相關資訊，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出問題解
決的條件，以及相關的 STEAM 學科概念，並嘗試設計各種問題解決方案(idea)。
(三)模型與建模(model & modelling)：
延續前階段問題解決方案之設計，教師引導學習者以小組為單位，各組提出自己之問題
解決模型(即包含文字、圖示、圖例、方程式等之企劃書)，並將問題解決模型與 STEAM 學科
概念連結，並藉由公開分享、討論與論證來調整原始提出之問題解決模型。各組說明完問題
解決模型後，各組可以選擇相對適當的問題解決模型進行實作或是進行更多實驗驗證，並藉
此逐步調整問題解決模型，最後各組確立最終的問題解決模型，以及完成成品。
(四)遷移(transfer)：
各組將前階段確立之問題解決模型與完成成品，公開發表與他組分享。接著，嘗試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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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遷移應用至不同的情境中，修改原模型以符合新的情境，並進行效益評估。

第四節 小結
翻轉教學是一種近年來一直被提起的教學模式，藉由翻轉教育的 STEAM 課程學習不單
只是協助學生建構 STEAM 5 大精神包含：跨領域、動手做、生活應用、解決問題、五感學習。
此種教學模式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行有效的學習，在臺灣的教育環境裡，培育「以
學生為中心的素養能力」時，如何實施完整有效的翻轉教學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讓學
習者進行有效的學習，則為本研究的核心目地之一，本研究以此模式設計課程，並藉由現場
實際教學活動，來驗證此教學模式之學習成效，呈現實徵性研究之成果。
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告訴我，我會忘記；給我看，我或許記得；
讓我參與，我會了解。」STEAM 教翻轉了傳統的學習方式，帶給孩子不僅是技能的學習，更
重視創意的發想、邏輯運算思維的培養、跨學科的知識整合、面對問題的解決策略、動手實
踐的能力。以 STEAM 教育為本，在紮實的學科基礎的培養下，連結想到做，在做中學，在
學中創的學習模式，培育能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活學活用的人才，也符合教育部
12 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核心素養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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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背景資料
本研究場域與對象分述如下:
（一）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是位在新竹縣竹北市的都會型學校東興國中，本校為縣內之新設學校，全校
目前四十一班，學生總人數約一千一百位，教職員一百一十位，屬縣內中大型學校，在首任
校長謝鳳香女士及教學團隊辛勤耕耘之下，以發展國際教育、科學教育及閱讀教育為主軸，
冀望每位孩子都能在適性發展、多元創新的教學場域中，達到全人教育具備國際視野的目標。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新竹縣立某所國中的七八年級混齡的 26 位的 STEAM 社團學生，將其分為
5 組，其人數分配如表二所示。
表二
各組人數統計表
男

女

合計

Ａ組

4

0

4

Ｂ組

6

0

6

Ｃ組

5

0

5

Ｄ組

5

1

6

Ｄ組

4

1

5

由於學生參與社團的分組方式是依據電腦亂數分配所形成的常態分組法，為確保 5 個組
的學生在進行 STEAM 課程前，其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和環境態度問卷表現並無差異存在，
先研究收集這 26 位學生在進行 STEAM 課程前的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問卷表現，並進行分
組，以確保分組後的學生在實施 STEAM 自主設置學習環境教學前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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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組學生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問卷之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科

組

人

目

別

數

環

M

SD

變異數分析
source

SS

Df

MS

F值

p值

1.722

.183

Ａ

4

16.5

4.272

組間

141.532

4

35.383

Ｂ

6

16.33

3.445

組內

431.583

21

20.552

育

Ｃ

5

1.80

5.805

總和

573.115

25

知

Ｄ

6

11.50

4.037

E

5

17.40

5.030

境
教

識
測
驗
p >.05

第二節

研究流程設計與工具

(一)研究流程
本案之研究流程主要分成課程發展與課程實踐兩個面向：
壹、STEAM 教育課程發展
本案原採取新竹縣 STEAM 教育課程發展是以王子華、林紀慧(2018)的清華 STEAM 學校
課程發展模式為主的「5E 模式(5E modle)」，本研究所設計之 STEAM 教育教學教案格式引
用來源，採用 2019 年 8 月份的版本來設計呈現，為研究者參與 107 年度新竹縣「清華
STEAM 認證學校」教師認證工作坊，由國立清華大學王子華教授與藍繼輝先生（Turner Lam）
提出，Wang、Lim、Lavonen 與 Clark-Wilson (2019)共同發表介紹於 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中的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之 DDMT 教案標準格式架構，
如附件七、附件八。本研究於 107 學年度下學期進行規劃及與評量機制。
貳、STEAM 教育課程實踐
根據本研究之架構與方向，研究執行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步驟一：本校參與 STEAM 課程發展與實踐之師資團隊的組成
徵選出參與新竹縣清華 STEAM 學校之師資，本校參與人員包含研究者與本校行政
首長謝鳳香校長、訓育組陳韋君組長、資訊組施權城組長、視覺專任教師林仁雯老
師及生活科技專任教師范吟傑，另有校內各領域召集人協同參與此計畫，期能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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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利於校本課程之全面推動，由於結合數學、視覺藝術、資訊、自然及科技領域等
跨領域創客教學團隊研發的整合式校本課程模組，期望培養本校學生以「科學為
本」、「數學為用」、「科技為輔」及「解決問題為依歸」的美學生活實踐。
步驟二：學生感興趣之日常生活議題或問題調查
為實施 STEAM 社團教學活動，了解學生對於那些日常生活上的環境議題或問題感
興趣，藉此發掘以學校為本之 STEAM 課程主題。
步驟三：學生感興趣生活議題與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學習重點相關分析針對學生感興趣
之生活上的環境議題或問題調查結果，進行與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之學習重點
的相關分析，(張玉山，2018)由於如果我們是從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角度切
入就會發現，從人的需要及想要為出發點，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從「同理心」、
「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測試」的歷程，達到以人為
本、跨域團隊合作、做中學習、同理心、快速原型製作與修正等目標，不也正是 12
年國教「自動好」的自主、互動、共好精神，也整合 STEAM 的跨科學習，也能將
所學應用到實際的情境，達到素養提升的目的。因此，STEAM 課程的重要性包括：
(一)與現實世界的聯繫；(二)注重學習的過程；(三)強調實作；(四)結合藝術與人文
的學習；(五)培養問題解決的設計思考能力。
步驟四：STEAM 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增能
執行本專案之人員參與新竹縣清華 STEAM 學校之師資培訓，然後再回到校內進行
STEAM 課程的實踐，研究發展行程如表四，並撰寫參與師資培訓心得日誌。
步驟五：STEAM 課程微調與課堂實踐
於校內進行 STEAM 課程實踐的微幅調整，並敘明調整的原因和理由，例如學校環
境、學生背景或學習特質等因素。
步驟六：研究資料蒐集
蒐集學生參與 STEAM 課程的實踐歷程與學習成果之紀錄，研究人員並進行實踐省
思日誌的撰寫。
步驟七：研究報告撰寫
分析資料並撰寫研究報告。
表四
研究發展行程
107~108
年
步驟一

8
月

9
月

■

■

10
月

11
月

12
月

步驟二

■

步驟三

■

■

■

步驟四

■

■

■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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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步驟五
■

步驟六

■

■

■

■

■

■

■

■

■

■

■

■

■

■

■

■

步驟七

■

(三) 教學研究架構
將採個案研究法，以國中七八年級 STEAM 教育社的 26 名學生，分為 A 組(N=4)、B 組
(N=6)、C 組(N=5)、D 組(N=6)、E 組(N=5)共 5 組作為研究對象，以 STEAM 課程設計模式進
行教學活動，學生在「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的紙筆測驗、團隊同儕自評表，以自我檢視
組內評定所規劃的分工合作學習策略證據驗證，小組互評表以檢視各組之人工創作的製品，
另搭配科學學習動機量表與科學探究能力量表驗證 STEAM 教學環境下的學習差異。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小組自行規劃的分工合作學習策略模式，依變項為「國中學生環境教
育知識問卷」、「科學學習動機量表」及「科學探究能力量表」。研究架構如圖二：
STEAM 分組自學活動模式
A 組(N=4)、B 組(N=6)、C 組(N=5)、D 組(N=6)、E 組(N=5)

國 中 學 生 環 科 學 學 習 動 科學探究能力 學 習 歷 個案訪談

小組互 團 隊 同 儕

境 教 育 知 識 機量表

評表

量表

程影片

自評表

和環境態度
問卷
圖二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所涉及的變項共分為三類，包括自變項、依變項和控制變項，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自變項：
即為實驗變項，指不同的小組分工自學模式。

二、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有「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和環境態度問卷」、「科學學習動機量表」及
「科學探究能力量表」等三個變項及質性資料的學習歷程影片、小組互評表、團隊同儕自
評表及個案訪談紀錄。
三、控制變項：
為儘可能排除不必要干擾因素，本研究的控制變項有二，茲分別敘述如下：
1. 本研究之前測、後測、追蹤測的實施程序均依照相關規定進行，以求各組的受試情境
相同。前測、後測的測驗評分均由研究者自行評閱，以避免評分者變項對施測結果造
成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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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研究各組所使用之錄影設備皆由研究者提供同一款式攝影機進行攝影，故錄製效果
一致。
本研究四個組別皆進行前測、實驗處理、後測三個階段。
(三)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主要分為三階段：研究前準備、教學活動、資料分析。
第一階段：
研究方向與問題確定後，選定施測的組別，接著進行相關的文獻收集，著手擬訂「國中
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和環境態度問卷」題目，並將社團學生依「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和環境
態度問卷」分成五組進行活動。
第二階段：
研究採分組進行 STEAM 教學活動，由各組自行規畫設計製作流程並進行攝影。在教學
活動前先進行教學前測（進行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和環境態度問卷、科學探究能力量表、
科學學習動機量表）。教學時，透過攝影機拍攝各組學生自行進行錄製創作人工物的過程，
以便分析資料之用。
教學活動共計六週十二節課，另在完成 STEAM 主題教學課後，隔天進行中「學生環境
教育知識和環境態度問卷」、科學學習動機量表、科學探究能力量表的學習後測及小組互評
表、團隊同儕自評表如附件三、附件四、附件五、附件六、附件七。
第三階段：
完整收集學生測驗、錄影與網路記錄的資料，開始進行分析與統整出結論，進行研究報
告的撰寫。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案採清華 STEAM 學校 DDMT 模式進行教學設計，為求檢證預期成效，採用之
研究工具如下：
1、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量表
本研究將環境教育知識（Environmental Education Knowledge）的內涵分為一般環境知
識、自然環境科學知識、環境問題的知識、環境行動策略的知識與技能等四大類，其中涵蓋
水源、空氣、土壤、資源、氣候、環境永續、環境議題、環境行動技能等類別。本研究所稱
之「環境教育知識」的操作型定義，以龔心怡(2015)所設計之「環境教育知識量表」做為檢
視學習成效之用，此量表共分四大議題「一般環境知識」(1~6 題)、「自然環境科學知識」
(7~15 題)、「環境問題知識」(16~26 題)、「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27~32 題)共 32 題，主要
在探知國中 STEAM 教育社國中學生對環境教育知識的理解程度;採選擇式題型，每題有 4 個
選項，其中一個為正確答案，三個錯誤選項。各題答對者給 1 分，若答錯或未答，均以零分
記。學生在環境知識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其環境知識愈豐富，每次施測時間為四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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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中學生環境態度問卷
環境態度包括個人對環境議題的關懷情感、價值信念、行動動機等，同時也是一種隱含
對環境強烈的關切感和主動參與環境保護與改進的動機。本研究的環境態度主要是要調查國
中生對環境問題所持的態度，因此，將環境態度分為：「環境污染態度」、「生態保育態
度」、「資源問題態度」、「環境永續態度」、「環境問題態度」、「環境技能態度」等六
個層面，以瞭解學生的環境態度意向。以龔心怡(2015)所設計之「環境態度量表」做為檢視
學生環境教育素養能力之用，「環境態度量表」共計六個層面，分別是「環境污染態度」
(1~5 題)、「生態保育態度」(6~10 題)、「資源問題態度」(11~13 題)、「環境永續態度」
(14~20 題)、「環境問題態度」(21~24 題)、「環境技能態度」(25~28 題)，其試卷原始信度 α
係數分別為 0.63、0.64、0.59、0.70、0.66、0.67 整份量表 0.89。每一題的中位數為 3 分，當
每一層面平均分數高於 3 分，表示國中學生環境態度較積極正向，當每一層面平均分數小於
3 分，則表示國中學生環境態度較不積極正向，每次施測時間為四十五分鐘。
3、科學學習動機量表
採 Tuan, Chin 和 Shieh（2005）發展出的學生科學動機量表，包含了自我效能（SE）、
主動學習策略（ALS）、科學學習價值（SLV）、非表現目標導向（NPG）、成就目標（AG）
以及學習環境誘因（LES）等六個向度，具體描述如下：(1)自我效能：學生學習理化相關知
識時，對自己學習理化能力的把握以及面對未來學習任務時的信心。(2)主動學習策略：學生
學習理化時，能採取主動學習的策略，將新經歷到的學習體認與以往的經驗或知識加以連結，
從而建構出新的知識以及形成問題的解決策略。(3)科學學習價值：學生在探究學習的過程中，
能夠體會科學的價值、對科學知識的應用以及了解探究的重要性，並且體認到科學是一種解
決問題的方法與思考方式。(4)非表現目標導向：學生認知到學習科學的主要目的，不是為了
能比同儕有更好的表現或是能夠吸引教師的注意力，而是以自我內在的滿足為主。(5)成就目
標：學生進行科學活動時，藉由對於科學概念的驗證以及問題解決技巧上的熟練，能夠依此
在師生及同儕互動中進行分享，並且在知識共構的過程中獲得認同來滿足自己的成就感。(6)
學習環境誘因：探討學生在學習理化的過程中，課程內容、學習任務的挑戰性以及教師所營
造的課室氣氛對其學習意願的影響。
本量表共分為六個分量表，有「自我效能」（SE, 1~7 題），「主動學習策略」（ALS,
8~15 題），「科學學習價值」（SLV,16~20 題），「表現目標導向」（PG,21~24 題），「成
就目標」（AG,25~29 題），以及「學習環境誘因」（LES,30~35 題）。其中為檢視學生的內
在動機將表現目標導向的題目進行反向計分，在本文中稱為「非表現目標導向，NPG」。全
量表共計 35 題，採用李克特五點量表，學生根據自己在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學習的感受情形作
答「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發生」、「很少發生」以及「幾乎沒有」等五種答
案，依序得 5、4、3、2、1 分，其中第 2、3、4、5、6、7、21、22、23、24 題為反向題。此
份動機問卷的原始 α 值為 0.89，各向度 α 值介於 0.70 至 0.89，在本研究中，整體問卷的 α 值
為 0.90，各向度 α 值分別為 SE（00.66）、ALS（0.96）、SLV（0.93）、NPG（0.95）、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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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以及 LES（0.95），其中 SE 在本樣本中雖偏低，但是 Cuieford（1965）認為 α 值高
於 0.35 其信度可以接受，顯示此份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水準，「科學學習動機量表」，則是
了解學生對科學學習的情意相關測驗，施測時間各為二十分鐘。
4、科學探究能力量表
研究者依教學需求，從過去發表過之國內關於科學探究的碩博士論文中，採用黃淑卿
(2004)所發表之論文「利用探究教學提昇國一學生科學探究能力之行動研究」之問卷進行施
測，本問卷採李克特五點量表來計分，依照出現頻率作答：1.幾乎沒有－出現機會約在20%以
下；2.很少－出現機會約在20%~40%之間；3.有時候－出現機會約在40%~60%之間；4.經常
－出現機會在60%~80%之間；5.總是如此－出現機會在80%以上。本量表共23 題，包含了兩
個向度，在「過程技能方面」則是依照 NRC（2000）所提出學生在進行科學探究活動時，所
應包含的相關探究能力並參考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美國國家課程標準，並依研究的實
際狀況修訂設計。分成認知（1-5 題）、情意（6-13 題）、技能（14-23 題）三部份。此外，
這23 題之原始專家效度考驗，由該校同領域教師做內容效度審閱，給予寶貴意見，經綜合其
建議，再與指導教授討論加以修訂完成，故適用於本研究中進行施測。「科學探究能力量表」
主要內容為瞭解學生科學探究的實作能力，施測時間為四十五分鐘。
此外，「小組互評表」、「小組組內自評表」及「創作人工物的過程 」影片分享，另做
為實驗研究分析之參考。
(五)教學設計
本研究以「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和環境態度問卷」(龔心怡，2015)作為課程內容的核
心重點，在教學過程中導入環境教育議題的教學引導，並帶學生實際踏查校園周邊環境及新
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體驗先民的智慧，藉此融入在地元素。在 107 學年度下學期進行教學
活動，共包含五個發展活動，如下表五所示：
表五
教學設計進度表
教學單元

教學時間

發展 1 STEAM 課程介紹&分組

2節

發展 2 科技資訊能力 Google classroom 雲端教室操作

2節

發展 3 基礎科技能力培訓 MicroBit 專題練習

16 節

發展 4 分組設計及分組實作 Protype

8節

發展 6 分組發表&回饋修正

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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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於 STEAM 教學前、教學後測結束後，進行資料蒐集，包括「國中學生環境教育
知識和環境態度問卷」、「科學學習動機量表」、「科學探究能力量表」、「小組互評表」、
「小組組內自評表」及「個案訪談」。前三項數據資料，是以 SPSS 20.0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
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個案訪談」部分，由研究者針對表現明顯不同之學生進行進行質性資
料的分析，將文件蒐集資料、訪談資料等，加以編碼整理，以方便記錄與解讀分析，編碼的
方式如下表 六所示。「小組互評表」、「團隊同儕自評表」則為輔助參考之用，最後綜合研
究資料進行歸納，整理研究結果結論，進行研究案之撰寫。
表六 編碼表
資料蒐集對象

訪談題目編號及日期

舉例說明

A組1號

第 1 題-1080612

A01-1-1080612

C組2號

第 2 題-1080619

C02-2-1080619

陸、本研究執行情形
第一節 新竹縣清華 STEAM 學校之師資培訓
一、「新竹縣清華 STEAM 學校」-清華 STEAM 教師認證研習
研究團隊成員黃 OO 與范 OO，為積極精進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能力，利用假日參加清
華大學辦理七次共 42 小時的師資培訓，以及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所辦理之 Micro：
bit 感測程式撰寫增能工作坊 12 小時，並返校進行至少 18 小時的課堂教學，以結合「設計思
考」、「探究學習」與「自造教育」之 STEAM 課程模式，再納入本校學生關注事物與學校
教育環境特色，開發出具 STEAM 課程主題，由清華大學所規劃之「新竹縣清華 STEAM 學
校」教師認證研習系列活動，認證研習課程主題如表七所示；多元化的認證研習課程，如圖
三所示，讓參與的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受益良多，課程設計能力精進顯著，此外，本研究團隊
成員不僅全數完成相關認證作業，順利取得證書外，由本團隊所共同設計實踐之 STEAM 教
學活動-「唉『壓』！怎麼『坐』才好」，並於 107 學年度新竹縣清華 STEAM 學校成果發表
會上進行主題課程分享，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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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教師認證研習課程主題表
辦理場次

課程主題名稱

第1場

清華 STEAM 學校理念、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 I

第2場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 II

第3場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發展理論與實務 III

第4場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實施前討論

第5場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試教演示討論 I

第6場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試教演示討論 II

第7場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試教演示討論 III

多元化的上課講授活動，讓研究團隊成員教學能力精進顯著，如圖三所示，

圖三 多樣化之教師認證研習增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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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 STEAM 教師認證合照

主題課程成果分享報導

圖四 清華 STEAM 教師認證儀式暨成果發表
此外，團隊成員黃 OO 更主動發展跨域整合的 STEAM 教學教案設計，參與【清華
STEAM 學校】K-12 STEAM 教案徵選及發表活動，以聲音的降噪為主題，榮獲優等之佳績，
如圖五所示。

圖五 教案徵選發表及授獎活動
二、【清華 STEAM 學校】STEAM 教育工作坊
研究團隊成員黃 OO 亦利用周末假期，主動參與 STEAM 教育工作坊，以期提升執行
STEAM 課堂教學活動之能力，所參與活動如下
(一)寒假培訓活動
課程目標：因應 108 年新課綱之實施，培訓教師發展 K-12 STEAM 教育相關課程之研發能力。
1、Micro:Bit 基礎教學與操作實務。
2、Micro:Bit 進階應用：藉由微型電腦開發板及外接感應器的進階應用。
3、「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發展與實作應用：Micro:Bit 連結學科相關知識，探討生活
中會遇到的問題，並逐步設計出跨領域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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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資訊

授課講師 Turner Lam 老師精采的演說

(二)周末培訓活動
課程目標：「清華 STEAM 學校」的核心精神為「STEAM 教育常態化，可以在學校正式課程
中實施，所有學生都有均等機會可以獲得高品質 STEAM 教育，以達成跨域人才在地培育與
在地就業發展的目標」。本次 STEAM 教育專題予探究工作坊，目的為讓無科技相關背景的
教師，藉由教授的教學，由淺入深了解科技教材的操作。並在了解如何操作後，由授課教授
引導現場教師們如何與課程結合。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資訊

授課講師 Turner Lam 老師精采的演說

第二節 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與執行情況
一、團隊成員共備設計理念緊扣「清華 STEAM 學校」設計的核心以學習者中心的教學活動
本校為新竹縣環境教育中心學校，因此，非常重視如何有效提升本校學生的環境教育素
養，落實環境教育的核心訴求，由於環境教育被認為有六個核心的學習要素：「自然資源保
育」、「環境管理」、「生態原理」、「互動與互賴」、「環境倫理」、「永續性」。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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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強調的在真實環境中進行教育（in environment）；因此，教育本校全體師生有關於環境
的知識、態度、技能（about environment）；並且為了實踐永續環境而進行教育（for
environment）。同時讓師生都瞭解環境問題沒有國界，世界各國都必須共同面對。
環境教育就是以個人或社區群體為目標的教學，幫助其在社會中遇到環境問題時能夠
瞭解環境問題的知識、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並有能力去解決這些問題。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指出，在社會中傳遞對自然的尊重並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環境教育尤其重要。教科
文組織並強調通過保護環境、消除貧困、盡量減少不平等和推動可持續發展，是環境教育能
在保護未來全球社會中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QOL）
二、清華 STEAM 各階段教學活動之課堂學習的風景

STEAM 社團雲端教室

學生踏查校園周邊所觀察到環境情況

學生以錄影方式上傳所發現到的環境問題

核心問題之課堂討論活動

學生發表所觀察到的環境問題

聚焦問題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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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２

問題定義

方案規劃

方案引導

方案提出（聲波與光學之科學概念）

模型提出

模型提出

模型選擇

模型實作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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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評估-（光學之科學概念）作品講解

效益評估--小組評量表

效益評估--作品說明書

效益評估--團隊同儕自評表

T

柒、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聚焦於學生在課堂學習活動的實踐能力，由自身的感受及需要與想要為出發點，
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從「同理心」、「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
際測試」的歷程，達到以人為本、跨域團隊合作、做中學習、同理心、快速原型製作與修正
等目標，正好也符應 12 年國教「自動好」的自主、互動、共好精神，因此，整合 STEAM 的
跨科學習，也能將所學應用到實際的情境，達到素養提升的目的。
本研究共有五位不同學科老師及 26 位學生參與，為了解本研究執行之成效，採量化問卷
進行，以研究對象教學前、後測問卷作為數據，再以成對樣本 T 考驗進行分析比較。
一、清華 STEAM 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模式，在「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量
表」的 T 考驗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可看出清華 STEAM 教學對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認
知能力的提升具正向的評價。
由「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量表」各自進行前、後測 t 檢定結果，分析發現學生在環境
教育知識量表的表現，各分項度及總分數都是提升，甚至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如表八所示，
我們發現在「一般環境知識」的後測平均得分 2.50 分(**p＝0.002<.01)；其次「自然環境科學
知識」的後測平均得分 5.65 分(**p＝0.003<.01)；而「環境問題知識」的後測平均得分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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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p＝0.009<.01) ；「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的後測平均得分 3.92 分(*p＝0.017<.05)，各項
度都達顯著水準，學生在環境教育知識量表之後測總得分平均 18.12 分(***p＝0.000<.001)。
表八
清華 STEAM 教學前後學生在「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量表」之 T 考驗分析表
科
目

議題

人數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t
(前-後)

國
中

一般環境知識

26

2.50

1.364

3.23

1.336

-3.453**

自然環境科學知識

26

4.69

1.668

5.65

1.696

-3.248＊＊

環境問題知識

26

4.35

1.958

5.31

1.828

-2.831＊*

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

26

3.19

1.386

3.92

1.354

2.556＊

總得分

26

14.73

4.788

18.12

4.752

-5.413***

學
生
環
境
教
育
知
識
量
表
*p<0.05；**p<0.01；***p<0.00

由此可知，透過有效的教學設計活動，讓學生在師生之間、同儕之間與自主學習的動力
因素影響，學生的確有主動的參與學習的歷程，這種積極主動的表現也促進了學生在環境知
識認知方面的有效建構正確知識，讓學生更有參與感和成就感，授課教師也感受到學生，明
顯增加課堂參與度與學習熱情。
二、清華 STEAM 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模式，在「國中學生環境態度問卷」
的 T 考驗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從質性資料的分析，仍可看出清華 STEAM 教學對國中
學生環境態度問卷情意能力的提升是具有正向的評價。
由「國中學生環境態度問卷」各自進行前、後測 t 檢定結果，分析發現學生在國中學生
環境態度問卷的表現，各分項度的改變，僅「環境污染態度」、「環境技能態度」之後測分
數為提升，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如表九所示，但我們卻發現在「資源問題態度」、
「環境永續態度」、「環境問題態度」的後測分數不僅退步，已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分析
各項度的後測得分數，「環境污染態度」的後測平均得分 19.65 分(p＝0.125>.05)；「生態保
育態度」的後測平均得分 21.38 分(p＝0.678>.05)；「資源問題態度」的後測平均得分 8.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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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01)；「環境永續態度」的後測平均得分 22.42 分(**p＝0.001<.01)；「環境問題
態度」的後測平均得分 14.50 分(*p＝0.011<.05)；「環境技能態度」的後測平均得分 20.73 分
(p＝0.183>.05)。
表九
清華 STEAM 教學前後學生在「國中學生環境態度問卷」之 T 考驗分析表
科
目
國
中

項度

人數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t
(前-後)

環境污染態度

26

18.96

2.289

19.65

1.832

-1.588

生態保育態度

26

21.54

3.911

21.38

3.499

0.420

資源問題態度

26

9.50

2.025

8.50

1.068

2.850＊*

環境永續態度

26

24.04

3.821

22.42

3.775

3.726**

環境問題態度

26

15.31

2.112

14.50

1.881

2.751＊

環境技能態度

26

19.85

3.641

20.73

2.070

-1.371

學
生
環
境
態
度
問
卷

*p<0.05；**p<0.01；***p<0.00

由此可知，要透過清華 STEAM 的教學設計活動，讓學生在對各層面的環境態度有所改
變是不容易發生的，是故政府在積極推動永續發展的環境教育行動策略下，不論是在生態的
保育上、永續發展的綠色校園等運動，各級學校所設立之環境教育學習中心也要以建立安全
與永續發展之校園為目標，進而形塑學生對環境教育的關切與正向態度。唯有良好的境教環
境氛圍之下，才能有真正發展出學生對環境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學生對周圍環境的認知，
進而採取行動以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加強學生正確的環境價值觀與正向的環境態度，並引導
學生善待自身生存的環境與建立正當的環境保護行為，是推廣環境教育相當重要的課題。
另研究團隊在與學生的焦點訪談過程，可以看出學生對環境態度的「環境污染態度」、
「生態保育態度」、「資源問題態度」、「環境永續態度」、「環境問題態度」、「環境技
能態度」等六個層面向度大多有相當正面的感受。列舉學生訪談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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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對於學習環境教育的素養，採小組合作的方式有沒有幫助你學習?
若有是怎麼幫助你學習?
學生編碼代號

訪談紀錄

A01-3-1080612

我覺得這樣的教學方式可以讓我更了解環境教育的素養。

B02-3-1080612

我覺得還不錯，可以讓同學協助幫我們不會的那些問題。

B03-3-1080612

我覺得社團用平板上課，不懂可以直接上網查資料，很方便，不用只是
被動地等待。

C05-3-1080612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很好可以一直討論問題，能讓我更快學會。

D01-3-1080612

我很喜歡這樣的分組上課來自學環境教育的素養

D02-3-1080612

喜歡!很不錯的上課方式。

E01-3-1080612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可以用平板學習，它讓我學的更快更好。

三、清華 STEAM 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模式，在「科學學習動機量表」的 T
考驗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從質性資料的分析，仍可看出清華 STEAM 教學對國中學生
科學學習動機量表之情意能力的提升是具有正向的評價。
由「科學學習動機量表」各自進行前、後測 t 檢定結果，分析發現學生在「科學學習動
機量表」的表現，後測總得分雖然有提升，但未達統計的差異，分析各分項度的改變，僅
「自我效能（SE）」、「非表現目標導向（NPG）」及「成就目標（AG）」之後測分數為
提升，且「自我效能（SE）」及「非表現目標導向（NPG）」更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如表
十所示，但我們卻發現在「主動學習策略（ALS）」、「科學學習價值（SLV）」、「成就
目標（AG）」及「學習環境誘因（LES）」的後測分數雖然是退步，但也未達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分析各項度的後測得分數，「自我效能（SE）」的後測平均得分 26.73 分(***p＝
0.000<.001)；「主動學習策略（ALS）」的後測平均得分 27.19 分(p＝0.516>.05)；「科學學
習價值（SLV）」的後測平均得分 16.54 分(p＝0.340>.05) ；「非表現目標導向（NPG）」的
後測平均得分 16.23 分(***p＝0.000<.001) ；「成就目標（AG）」的後測平均得分 17.00 分(p
＝0.567>.05) ；「學習環境誘因（LES）」的後測平均得分 19.19 分(p＝0.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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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清華 STEAM 教學前後學生在「科學學習動機量表」之 T 考驗分析表
科
目

科

人

前測

後測

數

mean

SD

mean

SD

t
(前-後)

自我效能（SE）

26

21.54

4.101

26.73

3.528

-5.707***

主動學習策略（ALS）

26

28.65

10.692

27.19

5.514

0.659

科學學習價值（SLV）

26

17.35

3.249

16.54

3.603

0.973

非表現目標導向（NPG） 26

11.92

1.937

16.23

3.983

-4.676***

項度

學
學
習
動
機
量
表

成就目標（AG）

26

16.50

3.302

17.00

3.020

-0.580

學習環境誘因（LES）

26

19.81

3.688

19.19

5.299

0.520

總得分

26

115.77

19.192

122.88

13.551

-1.714

*p<0.05；**p<0.01；***p<0.00
由此可知，透過清華 STEAM 教學設計活動，學生的科學學習動機的改變，真的不易僅
靠單次的 STEAM 教學活度設計就能造成差異，但自主學習的主動學習策略，卻是可以反應
出來，這一點也正符應了 Gojak（2012）指出，在課堂中，即使教師不再是主要角色，教師
仍需要藉由觀察學習者及提供回饋，進而反思自己的教學情況，以便不斷地自我精進，才有
機會提升學生的科學學習動機。但由於本研究時間不夠長，因此，無法在短期內看到學生科
學學習動機有明顯改善。

四、清華 STEAM 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模式，在「科學探究能力量表」的 T
考驗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可看出清華 STEAM 教學對國中學生科學探究能力量表過程技
能之能力提升具有正向的評價。
由「科學探究能力量表」各自進行前、後測 t 檢定結果，分析發現學生在「科學探究能
力量表」的表現，後測總得分有顯著提升，且達統計的差異，如表十一所示，分析「過程技
能方面」之各項度的後測得分數，「認知」的後測平均得分 20.73 分(**p＝0.005<.01)；「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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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的 後 測 平 均 得 分 32.73 分 (p ＝ 0.002<.01) ； 「 技 能 」 的 後 測 平 均 得 分 36.85 分 (p ＝
0.006<.01) 。
表十一
清華 STEAM 教學前後學生在「科學探究能力量表」之 T 考驗分析表
科
目
科

人

前測

後測

數

mean

SD

mean

SD

t
(前-後)

認知

26

18.31

4.541

20.73

2.864

-3.103**

情意

26

27.96

8.012

32.73

4.181

-3.483**

技能

26

31.88

8.715

36.85

4.315

-3.030**

總得分

26

78.15

20.386

90.31

10.480

-3.300**

項度

學
探
究
能
力
量
表

*p<0.05；**p<0.01；***p<0.00

由此可知，透過有效的清華 STEAM 教學設計活動，讓學生自己親自動手做過，才知道
真正看到問題，學生的操作技能才會熟練，日後遇到生活上的大小問題，才會勇於動手解決，
如此也才符合未來跨學科統整的 STEAM 人材需求，成為改變現況的創客，提升生活品質，
正好與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告訴我，我會忘記；給我看，我或許記
得；讓我參與，我會了解。」不謀而合。
五、清華 STEAM 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設計模式，顯示各組學生皆能結合科學概
念進行方案及產品設計，可看出清華 STEAM 教學對國中學生跨域整合之能力有提升。
藉由上課教師的科學概念引導，從學生所提方案及產品設計之原型，發現有八年級學生
組成的組別，都能將八上所學得之科學知識如聲波、光學及熱學等，應用於方案設計與產品
設計之原型，顯示學生能在清華 STEAM 教學模式下，活用課堂所學知識，並跨域整合的進
行方案及產品製作，如表十二、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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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清華 STEAM 教學各組所提之方案列表
組別

圖示

科學概念

紅外線偵測

Ａ組

（光學）

紅外線偵測

B組

（光學）

八年級人數

３人

６

紅外線偵測、
C組

溫度感測

1

（光學、熱學）

D組

無

紅外線偵測

E組

（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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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建議
一、 採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混齡社團教學活動，能有效提升教學的核心概念之認知能力
學生在 STEAM 教學活動下，以學生為主體進行主題式的任務學習，在任務中展開探索，
但並非放任由學生自己學習，教師的角色為引導者或支持者，在活動中教師透過形成性評量，
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進步，及時給予指導，並針對人造物產品的實作成果進行總結性評
量，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透過多元評量機制，檢核學習的有效性。是故學習成效必然有
顯著的提升。
二、 採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混齡社團教學活動，對於提升學生的情意能力具有正向助益
學生在 STEAM 教學活動下的學習是正向的，小組集體學習可以營造正向學習環境，學
生的思考可以隨著教學的真實情境，而愈加主動；學生間、師生間的互動相較於傳統課室講
述式教學，較為頻繁；學生的學習態度是較正向積極的。也就是個人對學習的態度是會明顯
影響其興趣的，正如張春興（2007）所提到的興趣與態度經常密不可分，態度（attitude）就
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態度改變興趣
也會隨之變化。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以學生感興趣的話題、事物，發展為 STEAM 課程的
主題，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選擇學生有興趣的載體，比如 Scratch 課程具備遊戲設計、音樂
創作及動畫製作的功能；3D 列印讓學生體驗將創意製作為產品的感動；機器人課程體驗動手
組裝的樂趣；VR 實境突破時空，體驗在虛擬實境中互動學習。在課程的編排上，以趣味、活
動式的方式進行，不僅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能激發創造的熱情。
三、 採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混齡社團教學活動，能明顯提升學生的技能操作能力
由於學生在 STEAM 教學活動下是進行小組分工合作，在探究教學模式下，學生能逐漸
型塑提升學生的探究能力，同樣的清華 STEAM 教學，由於小組集體探究結合 5E 學習環，所
以同樣可以提升學生的探究實作能力，特別是技能部分，對於觀察紀錄、發現問題、收集資
料、統整歸納、發表分享、設計成品等都有更好的發展。
四、採清華 STEAM 課程設計混齡社團教學活動，能明顯提升學生跨域整合及運算思維能力
由於學生在 STEAM 教學活動下是進行小組分工合作，在有八年級學生的組別，可以明
顯發現其設計方案及製作的產品原型，皆能與過去課堂所學之科學知識進行連結，真正能達
到 STEAM 教學核心理念。
由於清華 STEAM 課程是以人為本、跨域團隊合作、做中學習、同理心、快速原型製作

35

與修正等目標，所以也符應 12 年國教「自動好」的自主、互動、共好精神，因此，整合
STEAM 的跨科學習，也能將所學應用到實際的情境，達到素養提升的目的。
根據本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對有意進行清華 STEAM 課程教學之教師以及後續研究
建議如下：
一、

可建置追蹤學生探究實作習慣如何養成
研究者認為遇到問題詳細觀察紀錄、收集資料、設計驗證等探究習慣的養成對於學生來

說特別重要，一旦學生有探究的習慣，不管學生面對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設法弄清楚，本研
究觀察發現學生探究能力的影響甚大，研究時間過短，如果未來的研究可以追蹤學生探究習
慣的養成，可藉此來使探究導向的教學引導更趨完善。
二、研究如何引導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提昇探究及實作能力
在本研究中雖然有觀察到師生和同儕互動的情形，但是卻未深入探討不同學習風格的學
生在此教學設計中的個別學習情形，如能深入研究怎樣引導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提昇其探究
實作能力，對於日後教育現場的教學者如何協助學生進行跨域整合的探究學習將會有很大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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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境教育知識量表

＊填答說明：下列各題是一些有關環境知識的問題，每一題均為單選題，只能有一個答
案，請您仔細閱讀題目後，依照自己的認知來回答。答案請寫在題前的(
)內。
＊填答範例：
例: ( 2 )地球能量主要來自：(1)月球 (2)太陽 (3)北極星 (4)火星 。
【開始作答】
(
)1.下列何者不是「人口」快速增加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1)會造成各種資源過度利用的情形
(2)逐漸趨近各類生物的數目，致使環境生態更趨平衡
(3)都市人口密集使資源消耗快速，因而加速都市的老化
(4)使經濟及工業過度開發，造成許多野生動植物瀕臨絕種。
(

)2.目前台灣地區的能源何項敘述是正確的？
(1)蘊藏量貧乏，完全需仰賴進口 (2)蘊藏量極少，大多需仰賴進口
(3)蘊藏量足夠，少數需仰賴進口 (4) 蘊藏量豐富，不需仰賴進口。

(

)3.「毒性化學物質」經食物鏈進入人體危害健康，是因何作用造成？
(1)優養化 (2)物理性濃縮 (3)化學性濃縮 (4)生物性濃縮 。

(

)4.下列何種化學物質為自來水中之致癌物質？
(1)氨氮物質 (2)甲烷 (3)三鹵甲烷 (4)鈣鎂離子。

(

)5.目前台灣地區家庭產生的垃圾中，水的含量較歐美國家為：
(1)高 (2)低 (3)一樣 (4)不一定。

(

)6.環境中的「毒性化學物質」經食物鏈的循環反應進入人體，是由於何種作用所造
成的？
(1)慢性毒性 (2)環境蓄積 (3)生物累積 (4)生物多樣性。

(

)7.下列何者是屬於再生能源的一種？
(1) 太陽能 (2)石油 (3)煤炭 (4)天然氣。

(

)8.燃燒塑膠製品會產生號稱「世紀之毒」的有毒氣體為何？
(1)五氯氛 (2)一氧化碳 (3)戴奧辛 (4)二氧化硫。

(

)9.空氣陰晴的變化，是否會影響空氣的品質？
(1)不會 (2)會 (3)不知道 (4)視地區而定 (5)不知道。

(

)10.可以阻擋隔離太陽光中，有害人體的紫外線物質是哪一種氣體？
(1) 氮氣 (2)二氧化碳 (3)氧氣 (4)臭氧。

(

)11.那種現象會使得海水溫度上升，造成海洋（漁業）資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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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溫室效應 (2)聖嬰現象 (3)蝴蝶效應 (4)臭氧層破洞。
(

)12.下列何者不是「熱帶雨林」的功能？
(1) 有生物寶庫與地球之肺之稱
(2) 能夠做好水土的保持
(3) 擁有特別肥沃的土壤 (4) 可找到許多不同的動植物物種。

(

)13.濕地之所以候鳥特別多的原因，是因為：
(1)有豐富的水源 (2)豐富的生態，提供食物來源
(3)沒有人類補殺 (4)環境優美適合侯鳥棲息。

(

)14.有關「酸雨」，下列敘述何者較不恰當？
(1)pH 值低於 5.0 的雨水稱為酸雨
(2)酸雨會影響森林的生長，有「綠色的瘟疫」之稱
(3)是人類大量砍伐森林造成的
(4)酸雨會因氣流的傳送而影響鄰近國家。

(

)15.下列何者是造成酸雨的成份之一？
(1)一氧化碳 (2)三氧化二鐵 (3)二氧化碳 (4)二氧化硫。

(

)16.燃燒廢輪胎主要會造成哪種污染？
(1)空氣污染 (2)土壤污染 (3)水源污染 (4)垃圾污染。

(

)17.台灣農田曾發生會導致「痛痛病」產生的重金屬污染稻米事件，請問該項重金
屬為何？
(1)鎘 (2)銀 (3)鉛 (4)銅。
)18.有關「水資源」的概念，下列何者正確？
(1)世界水資源日為四月二十二日
(2)人類所能使用的淡水資源，約佔地球總水量的 0.76﹪
(3)台灣地區雨量豐沛，故無缺水之虞 (4)台灣地區用水量最多的是農業用水。

(

(

)19.有關「水汙染」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1)水質優養化是由於水中含有大量的磷和氮
(2)我國水中汙染物占比例最高的是家庭用水
(3)水俁病是由汞所引起的
(4)綠牡蠣事件由銅所引起的。

(

)20.台灣的都市中，水污染的主要來源是：
(1)工廠廢水 (2)營業廢水 (3)家庭廢水 (4)雨水。

(

(

)21.有關「輻射」方面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1)發明原子彈後，人類才遭受輻射之汙染
(2) 醫療方面可以用 X 光照射，檢查甲狀腺功能
(3)核能電廠之核廢料可以分高放射性廢料和低放射性廢料
(4)輻射塵會造成當地水和土壤汙染，並不會危害鄰近地方。
)22.破壞地球臭氧層的最大元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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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鹵甲烷 (2)氟氯碳化物 (3)二氧化碳 (4)碳氫化合物。
(

)23.關於「臭氧層」的敘述，何者較為適當？
(1)臭氧大部分集中在對流層 (2)能夠吸收太陽光之紅外線，並轉換為熱能
(3)破壞臭氧層的主要元兇是氟氯碳化物 (4)臭氧層遭受破壞只會對動物造成影響 。

(

)24.在「溫室效應」氣體中，以二氧化碳當比較標準時，何者作用強度最大？
(1)一氧化二氮 (2)甲烷 (3)臭氧 (4)氟氯碳化物。

(

)25.各國為降低「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於 1997 年簽署哪項協議？
(1)巴塞爾公約 (2)蒙特婁議定書 (3)京都議定書 (4)斯德哥爾摩公約。

(

)26.下列哪種氣體是因為「溫室效應」的原因，而加以管制？
(1)二氧化碳 (2)氮氣 (3)一氧化碳 (4)臭氧 。

(

)27.下列何者不是節約用水的方法？
(1)使用地下水 (2)使用省水馬桶

(3)水重複使用

(4)廢水再利用 。

(

)28.在台灣的垃圾分類中「水銀電池、燈管」是屬於：
(1)資源垃圾 (2)可燃性垃圾 (3)一般垃圾 (4)有害垃圾 。

(

)29.汽車應使用那種油，以減少空氣污染？
(1)柴油 (2)無鉛汽油 (3)高級汽油 (4)含鉛汽油。

(

)30.實施垃圾分類，最主要的目的是什麼：
(1)比較容易焚化處理 (2)減少清潔隊員的工作量
(3)方便進行堆肥處理 (4)資源回收再利用、垃圾減量 。

(

)31.請問目前您所處的縣市垃圾費徵收方式為：
(1)不徵收 (2)隨水費徵收 (3)隨瓦斯費徵收 (4)隨袋徵收 。

(

)32.「廢棄物」的處理原則不包括下列哪一項：
(1)資源化 (2)減量化
(3)安定化
(4)簡易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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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境態度量表

＊填答說明：下列各題是一些有關環境態度的問題，請您仔細閱讀題目後，依據自己的
真實感受、想法或立場來回答，每一題都要勾選，且一題只有一個答案。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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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意

□

例：我認為自然資源是非常重要的
【開始作答】
1. 我關心空氣污染對人類所造成的影響
2.我認為對於製造環境污染的人或工廠，應該給予
重罰
3. 我認為為了增加農作物的產量，使用大量化學肥
料和農藥是有必要的
4. 我認為水庫周圍應該劃定水源保護區，限制土地
開發行為
5.我認為像汽車、摩托車甚至是飛機等交通工具，
雖然讓生活便利，卻會對環境造成空氣污染的影響
6.我認為有些工廠趁下大雨河水暴漲時或利用夜間
排放工廠廢水，這是不道德的行為
7. 我認為人類應保護自然而不破壞自然
8. 我認為政府應該設立生態保護區，以維護自然生
態環境
9. 我認為人類過度干預大自然的運作，會引致災難
性的後果
10. 我認為在山坡地種植檳榔或高冷蔬菜、水果、
茶葉等會破壞生態，造成土石流失
11. 我認為為了後代子孫，我們應該重視資源的保
育
12. 我認為植物和動物存在的主要目的在於供給人
類利用
13. 我認為爲了創造財富，破壞自然環境是無可避
免的
14. 儘管太陽能熱水器很貴，為了節約能源，我認
為值得裝設
15. 我認為地球上人類的人口數量已經逐漸接近地
球所能負荷的極限
16. 我認為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做好環境保護也
很重要

非
常
不
同
意

17. 我覺得為了人類的生存，我們必須與自然和諧
共處
18. 我覺得人類已經嚴重地破壞環境
19.我覺得不需要鼓勵大眾適應自然環境，因為我
們有能力改造自然 以配合我們的需求
20. 我認為各種生物生存的機會均等，必須維持生
態系統的多樣性與完整性
21. 我認為地球日益嚴重的溫室效應，將會改變地
球的氣候
22. 我認為熱帶雨林如果被大量的砍伐、破壞，地
球的生態系統將會失去平衡
23. 我認為人類製造的垃圾愈來愈多，為了解決垃
圾問題，最好興建更多的垃圾場
24. 我認為圖畫或寫字時，要將紙張雙面使用
25. 我認為發現環境污染事件時，應立即向有關單
位檢舉
26. 我認為學校推動資源回收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但我認為對環境保護意義不大
27. 我認為為了珍惜地球資源，保護環境，我願意
學習有關保護環境的知識及技能
28. 我認為做好垃圾分類工作，可以幫助我們減輕
對環境的污染，降低社會處理垃圾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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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中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探究能力問卷
學校名稱：________縣________國中
填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班級：___年____班 座號：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 性別：___
本問卷主要想了解同學的探究能力，沒有標準答案，也不列入計分標準，請認真詳實回答，在最適合
的答案上勾起來，有不明瞭的部分可以發問。因為你的分享對老師的教學有莫大的幫助，老師相信對你自己
也有助益，請務必真實回答哦，謝謝你的協助！
請依照出現頻率作答：1.幾乎沒有－出現機會約在 20%以下；2.很少－出現機會約在 20%~40%之間；3.
有時候－出現機會約在 40%~60%之間；4.經常－出現機會在 60%~80%之間；5.總是如此－出現機會在 80%
以上。（勾選）
幾
乎
沒
有

1. 我知道進行實驗探究的原理
2. 我了解實驗進行的目的
3. 我了解實驗內容之科學概念
4. 我經由實驗結果得到新知識
5. 我知道實驗中的安全守則
6. 我可以從實驗觀察、操作中得到樂趣
7. 我實驗活動中細心思考
8. 我喜歡發問，探討問題
9. 我能體認科學求真求實的精神
10.我有解決問題的信心和毅力
11.我樂意和同學互助合作
12.我樂意和同學溝通分享
13.我有繼續探究的意願
14.遇到問題會去找資料解答或解決
15.我能運用表格或圖形來紀錄
16.我能將結果發表分享
17.我會撰寫實驗報告
18.我和教師、同學能討論溝通
19.我能遵守並注意實驗探究時的安全
20.我會自己形成問題
21.我能應用學過的理論或知識來分析現象、資料
22.我會自行設計實驗探究來解決或解答問題
23.我設計實驗時知道什麼是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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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很
少

有
時
候

經
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
是
如
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四

同儕作品方案說明互評(M-模型與建模)
同儕作品方案說明互評 量表
評判同學

班級：

座號：

姓名：

說明：每一組的 STEAM 專題作品提案說明，包括『專題作品內容的呈現』及「美觀造型」二部分。
組

別﹕

作品名稱﹕
評 估 項 目

分數
(5 分最高

1 分最低)

專題內容

1 2 3 4 5

造型設計美感

1 2 3 4

總分：

組

評

語

評

語

5

別﹕

作品名稱﹕
分數
(5 分最高

1 分最低)

專題內容

1 2 3 4 5

造型設計美感

1 2 3 4 5

總分：

建議：

別﹕

作品名稱﹕
評 估 項 目

分數
(5 分最高

1 分最低)

專題內容

1 2 3 4 5

造型設計美感

1 2 3 4 5

總分：

語

建議：

評 估 項 目

組

評

建議：

修改自
w3.tkgsh.tn.edu.tw/project/study_list/05 同儕互評量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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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同儕互評表((T-遷移)

附件五

團隊-同儕互評表
組

別：________________ 組

評分者姓名：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_______

1. 請就本次小組成員（自行填入姓名）
，說明每一位組員擔任職務、分工負責
之工作項目。
組員
項目
座號
職務

組長

分工說明

2. 請以下表對你自己以及組內的每一位組員，在此次分組作業之參與、表現與
貢獻度上，就表中敘述項目表示你的同意程度。
（-5 代表「極不同意」
，0 代
表「中立」
，5 代表「極度同意」
）
-5
├

-4
┼

-3
┼

極
不
同
意

-2
┼

-1
┼

0
┼
中
立

組員
項目

自己

出席每次討論
準時完成任務
工作認真負責
提供專業意見
擔任重要工作
表現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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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
┼

5
┤
極
度
同
意

1. 如總分為 100 分，及格為 60 分，請為自己與其他組員打分數
組員

自己

分數
組員
分數
2. 請選出對此報告貢獻最多的兩人（可包括自己或無）
：

3. 請選出對此報告貢獻最少的兩人（可包括自己或無）
：

4. 如有其他意見或對本課程之建議，請說明：

修改自：https://www2.pccu.edu.tw/crjadv/form/tea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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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焦點訪談所使用的題綱內容
1.這學期 STEAM 社團的上課方式給你感覺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2.這種不同對於你課堂的學習是幫助或是阻礙?為什麼?
3.對於學習環境教育的素養，採小組合作的方式有沒有幫助你學習? 若有是怎麼幫助你學習?
4.分組合作完成老師交付的任務，在合作的過程中是否有遇到困難? 若有困難點在哪?
5.學習任務執行後的發表分享，大家的感覺是什麼?會不會覺得困難? 若有困難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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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清華 STEAM 學校 DDMT 課程設計規劃 (第一階段)
【主題： 】
課程設計基礎盤點

1、

設計者
項 目

實施年級

教學對象
內容

實踐轉化

學習表現

核心素養

背景脈絡

評
量
指
標
︵
學
習
表

1

現
任
務
︶

2、

課程設計思考

項目

內容

實踐轉化

S（Science）T（Technology）E（Engineering）STEAM A（Art）Idea
M（Mathematics）-

背
景
知
識
提

STEAM
背景
知識

S 科學向度：
T 技術向度：
E 工程向度：
A 藝術向度：
M 數學向度：

2

課程架
構

3、
項
目
核
心
任
務
材
料
準
備
情
境
營
造

1、

認知向度

2、

情意向度

3、

技能向度

STEM+A 第一階段情境營造
內容

實踐轉化

3

附件八

清華 STEAM 學校 DDMT 課程實踐說明
【主題： 】
一、 課程地圖

二、 課程實踐案例
教學者：○○○、○○○、○○○

DDMT 階段活動說明

教
學
活
動

發現
(D)

探究性問題與討論

教學步驟定義: 營造學習環境，讓學
習者觀察與理解日常生活現象，並
嘗試引導學習者運用科技收集所需
數據或參考資料，找出存在於現象
中的待解決問題。
一、情境布置
二、引起動機
三、核心問題
4

教學對象：○○國(中小)(

)年(

實踐實例與課堂評量

)班

教學步驟定義: 延續前階段找出之待
解決問題以及所蒐集到的相關資
訊，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出問題解
決的條件，並據此進行腦力激盪，
嘗試設計各種問題解決方案
定義 (idea)。
(D)
一、問題定義
二、概念定義
三、方案規劃

5

教學步驟定義: 延續前階段問題解決
方案之設計，教師引導學習者以小
組為單位，各組提出自己之問題解
決模型(即包含文字、圖示、圖例、
方程式等之企劃書)，並將問題解決
模型與 STEAM 學科概念連結，並藉
由公開分享、討論與論證來調整原
始提出之問題解決模型。各組說明
完問題解決模型後，各組可以選擇
模型 相對適當的問題解決模型進行實作
與建 或是進行更多實驗認證，並藉此逐
模 步調整問題解決模型，最後各組確
(M) 立最終的問題解決模型，以及完成
成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模型提出
概念連結
模型選擇
模型實作
模型調整
模型建立

6

教學步驟定義: 各組將前階段確立之
問題解決模型與完成成品，公開發
表與他組分享。接著，嘗試將模型
遷移應用至不同的情境中，修改原
模型以符合新的情境，並進行效益
遷移
評估。
(T)

一、模型分享
二、模型遷移
三、效益評估

延伸學習
家長陪同

活
動
內
容

自主學習
相關閱讀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