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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新竹縣自 2018 年起率先參與「清華 STEAM 學校」之各項機制，本研究分
目的主要了解「清華 STEAM 學校」在新竹縣學校正式實施的現況，該部份藉由
一所已發展完成 STEAM 教學融入課程之學校合作-新竹縣東興國中進行之相關
研究與計畫執行，接著以訪談方式了解新竹縣中小學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
一年的過程中，發現的挑戰，該部份研究與兩所正要將 STEAM 教學融入課程之
學校合作-新竹縣六家國小和新竹縣二重國中。國立清華大學自 2018 年起啟動「清
華 STEAM 學校」(https://tsinghuasteam.org)之建構，
「清華 STEAM 學校」的核心
理念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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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華與林紀慧，2018)。
「清華 STEAM 學校」重視 K-12 學生藉由
以創客實作(maker practice)解決與理解日常生活問題，來獲得跨領域之學習經驗，
並且在這過程中培養其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與程式設計能力，以及逐
步提高學生的科學、科技、工程、藝術設計與數學素養 (Wang, Lim, Lavonen, &
Clark-Wilson, 2019)。
「清華 STEAM 學校」是一個學校聯盟的架構，所有認同「清
華 STEAM 學校」理念的 K-12 學校均可以參與，參與的學校教師一起發展課程，
而課程的主題必須與日常生活所遭遇或觀察到的問題之解決有關，並且須與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連結，課程內容須強調科學與數學概念之學習，並且以
科技、工程、藝術設計領域之知識與技能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而且所有發展完
成的課程需要完成試教與建立評量機制。基於此，「清華 STEAM 學校」的課程
與教學活動設計有一個共同的模式，初期採用 5E 學習環模式，共包含五個英文
字母為Ｅ開頭的教學階段：參與（Engagement ）、探索（Exploration）、解釋
（Explanation）
、精緻延伸（Elaboration）
、評鑑（Evaluation） (王子華與林紀慧，
2018)，後來依據教學實踐之經驗，於 2019 年起，改為 DDMT 教學模式，包含：
發現(Discover)、定義(Define)、模型與建模(Model & Modelling)與遷移(Transfer)
四個歷程(Wang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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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DDMT 教學模式
一、發現(Dis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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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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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計畫藉由三校推動 STEAM 課程發展之經驗，分別由學校教師
與行政端，以及學生學習成效端，了解新竹縣中小學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
之課程發展的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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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場域是位在新竹縣竹北市的都會型學校東興國中，該校為縣內之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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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與對象是七八年級混齡的 26 位的 STEAM 社
團學生，將其分為 5 組，其人數分配如表一所示。
表一 各組人數統計表
Ａ組
Ｂ組
Ｃ組
Ｄ組
Ｅ組

男

女

合計

4
6
5
5
4

0
0
0
1
1

4
6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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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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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SD

變異數分析
Source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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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5

1.80

5.805

總和

573.115

25

Ｄ

6

11.50

4.037

E

5

17.40

5.030

境
教
育
知
識
測
驗

p >.05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工具
(一) 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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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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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活動

研究前準備
•研究方向與問題確定
•施測組別選定
•相關文獻蒐集
•擬訂問卷題目

•採分組進行教學活動
•教學前進行教學前測
•教學活動共計六週十
二節課
•教學課後，隔天進行
問卷調查與學習後測
•「學生環境教育知識
和環境態度問卷」
•科學學習動機量表與
科學探究能力量表的
學習後測
•小組互評表
•團隊同儕自評表

資料分析
•完整蒐集學生測驗、
錄影與網路記錄資料
•開始進行分析與統整
出結論
•進行研究報告的撰寫

圖二 STEAM 教學研究流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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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T 教學模式包含科學探究、設計思考與創客實作的精神，可以提供鷹
架，讓教師可以發展出素養導向教學與跨領域教學，此外，
「清華 STEAM 學校」
也發展學生、教師與學校認證機制，以及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與師生跨國交流的機
制，詳細說明請見王子華與林紀慧(2018)和 Wang et al.(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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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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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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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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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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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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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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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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 教學設計進度表
教學單元
發展 1

教學時間

STEAM 課程介紹&分組

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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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2 科技資訊能力 Google classroom 雲端教室操作
發展 3 基礎科技能力培訓 MicroBit 專題練習
發展 4 分組設計及分組實作 Protype
發展 6 分組發表&回饋修正

2節
16 節
8節
4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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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的方式如下表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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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 編碼表
資料蒐集對象

訪談題目編號及日期

A組1號
C組2號

第 1 題-1080612
第 2 題-1080619

舉例說明
A01-1-1080612
C02-2-1080619

（五）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之國中小訪談調查
1. 參與者與其編號
本研究訪談 8 名參與者，6 名參與者來自新竹縣六家國小，3 名參與者來自新竹
縣二重國中，兩校參與者均包含為行政教師與一般教師。
2. 訪談流程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方式進行，訪談日期自 108 年 6 月起至 7 月止，針對六家國小
和二重國中之行政端與教師端人員進行方談。
3. 資料收集與分析
訪談完畢之後先將訪談錄音彙整為逐字稿(參見附錄)，並將逐字稿內容整理出最
後結論。訪談學校名稱及參與者之代號請見下方表五：
表五 訪談編碼表
學校名稱(代號)

參與者

六家國小(6)
二重國中(2)

6A-6E
2A-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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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題目設計如下：
 行政端題目
1.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行政端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所遭遇之問題與解
決策略為何?
2. 那與支持和不支持的教師兩端溝通、協調上有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略
為何?
3. 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課程重組考量的重點為何?並會受到
哪些內外因素影響?


教師端題目
1.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教師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所遭遇之問題與解決
策略為何?
2. 那在與家長端進行溝通上有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略為何?
3. 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您在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活動中
做了哪些改變?正向與非預期的改變為何?困難點為何?
4. 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如何平衡領域知識的邏輯與統整，
及生活情境應用的能力為何?
5. 在教學的過程中，您會運用哪些方法引導小組完成學習任務?有無模擬
解決方案或解決問題的機會?和學生的溝通和合作的形式是為何?
6. 在活動過程中給學生找出問題到最後確定製作這個主題，花費的時間
總共多久?

參、
研究發現
主題一、新竹縣東興國中「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實施現況
本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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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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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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六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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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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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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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一般環境知識
中
學
生
自然環境科學知識
環
境
教
環境問題知識
育
知 環境行動策略的知
識
識
量
表
總得分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t
(前-後)

26

2.50

1.364

3.23

1.336

-3.453**

26

4.69

1.668

5.65

1.696

-3.248＊＊

26

4.35

1.958

5.31

1.828

-2.831

26

3.19

1.386

3.92

1.354

2.556＊

26

14.73

4.788

18.12

4.752

-5.413***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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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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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態度」之後測分數為提升，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如表七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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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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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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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環
境
態
度
問
卷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t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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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度

人數

環境污染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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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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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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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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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 學生訪談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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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九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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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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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度

人 前測
數 mean

後測
SD
14

mean

SD

t
(前-後)

自我效能（SE）

26

21.54

4.101

26.73

3.528

-5.707***

科 主動學習策略（ALS）26
學
學 科學學習價值（SLV）
26
習
動
非表現目標導向
26
機
（NPG）
量
表 成就目標（AG） 26

28.65

10.692

27.19

5.514

0.659

17.35

3.249

16.54

3.603

0.973

11.92

1.937

16.23

3.983

-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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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7

19.192

122.88

13.551

-1.714

總得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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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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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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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探
究

項度

人 前測
數 mean

認知

26

情意

26

後測
SD

mean

SD

t
(前-後)

18.31

4.541

20.73

2.864

-3.103**

27.96

8.012

32.73

4.181

-3.483**

15

能
力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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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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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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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 清華 STEAM 教學各組所提之方案列表
組別

圖示

科學概念

八年級人數

Ａ組

紅外線偵測
（光學）

３人

B組

紅外線偵測
（光學）

６

16

C組

紅外線偵測、
溫度感測
（光學、熱學）

1

D組

無

0

E組

紅外線偵測
（光學）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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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竹縣六家國小與二重國中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之意見調查
(一) 行政端訪談分析
1.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行政端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所遭遇之問題與解決
策略為何?
在推動 STEAM 課程會以符合學校的課程為目標，已逐年實施並加
深加廣的方式進行，遇到的問題是在師資培育的培訓上，由清華大學教
授以及校外教師來進行授課，以有興趣的教師做為種子教師來進行學
習。

行政端在推動 STEAM 學校的課程設計以較符合學校的課程 為目標，
以及在 108 課綱的開始實施方式為逐年實施，會用階段性的方式將課程
加深加廣。(受訪者 6A)
師資培育的培訓，由清華大學邱富源教授協助來讓校方對於 STEAM 課
程更有所了解，以及找校外的老師來教撰寫程式的課程，而校方內部也
會有設計課程的討論，讓老師們對於 STEAM 課程的推動也有一番的了
解。(受訪者 6B)
師資的培育是需要長時間從零到一的建置過程，由有興趣且樂意來參予
培訓的教師當作種子教師，而在選擇教師的條件為心態上比較開放的，
並能提供給孩子這樣學習機會的班級為優先。(受訪者 2A)
2.

那與支持和不支持的教師兩端溝通、協調上有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略為
何?
目前行政端與教師端大多都是以支持的態度，若有影響到原課程的
進度，此時，需要兩端之間的溝通和協調。但兩端基本上也都會站在提
供學生基本學習機會的立場上去考量。

在推動的過程中，目前行政端與教師端都是以支持的態度，課程都有透
過課發會討論，而在進入課程的實施，會先以先導團隊類似種子教師，
先實施課程，最後在未來的目標是讓全體的教師一同參與此課程。(受
訪者 6A)
而對於現有課程的影響，如果不會影響教師課程上的進度，基本上教師
端也都會是支持的，如果有影響到課程進度，這時，就需要兩端之間的
溝通與協調，基本上也都會站在提供學生基本學習機會的立場上去考量，
所以教師端還是會願意支持此課程的實施。(受訪者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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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課程重組考量的重點為何?並會受到
哪些內外因素影響?
STEAM 課程是一種綜合的能力，重點為與各領域做連結，但在做
連結前，將 STEAM 課程的精神融入到各領域，讓老師與學生對於
STEAM 課程的接受程度更清楚也更了解。內外的因素是教師們對於
STEAM 課程專業知識的不足，需要額外去進修。

課程重組考量的重點，第一是師資培育，以現有課程發展科學科技以及
資訊部分，人力都是足夠的。第二是九年一貫課程的銜接，為了學生在
未來在國中上科技課程時能夠銜接，所以我們傾向同時實施，而非逐年
實施。(受訪者 6A)
在課程考量的部分，STEAM 課程是一種綜合的能力，所以要如何與各
領域做連結，像是高年級主要以自然科、資訊科、藝術領域做結合，則
低年級是與生活課程做結合，在推動的過程中看看有沒有機會與其他領
域做結合，像是國語科、數學科、體育科等等，把 STEAM 課程的精神
融入到各領域，讓教師與學生對於 STEAM 課程的接受程度更清楚也更
了解。(受訪者 6C)
內在因素最主要是我們老師們對於 STEAM 課程專業知識的不足，需要
去進修，因為我們沒有推動過相關課程，比如說我們了解什麼是 STEAM、
機器人、樂高，但要如何實際融入在班級內讓學生有效學習，我覺得這
是老師們要多在訓練的。(受訪者 6E)
而正進入 STEAM 課程，將會在 108 年後寫入到課程發展裡面，從做小
專題開始，慢慢從這方面著手，也將會規畫到校定課程當中，來做全面
性的實施，則會受到內外因素之影響，最主就是溝通以及教師的接納度
與支持度，還有教師是否有足夠時間去備課，那如果教師願意一同參與，
其實在行政端上都是願意給予最大的支持。(受訪者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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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端訪談分析
1.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教師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所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
略為何?
在推動 STEAM 課程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與課程的銜接與配合，因
為需要多點時間去思考和討論課程的內容，此課程可以融入課程計畫或
作成校訂課程，也需要各領域和各年級的老師們一同參與課程。

在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以及與課程的銜接，因為
是中間加入 STEAM 課程，所以老師們在設計一些課程的時候需要多點
的思考和討論，也需要花額外時間來設計課程，那如果要設計課程的話
又會與教師自己有關聯，則學生在學習上就會產生了問題，因為學生沒
有很完整的學習過程，導致在學習上很陌生，學生也需要多點的時間，
因為變得他們要花更多時間去收集和找尋資料，所以此課程可以做成校
定課程，但不會只有一、兩位教師來做起，可能需要各領域和各年級的
老師們一同的參與，使課程內容的豐富度提高。(受訪者 2C)
2.

那在與家長端進行溝通上有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略為何?
在推動 STEAM 課程，家長最擔心的就師會影響原課程的進度，教
師可以運用班親會與家長進行說明，也說明未來此課程也可以朝向科展
的方式進行，增加家長的支持度與參與度。

在國中階段因有升學的壓力，教師在事先在班親會上與家長進行說明，
會在課程中執行 STEAM 課程，如果有需用到額外的時間也會先與家長
告知，家長們也認為沒有影響到原課程的進度時，就較沒有意見，以及
教師也會與家長說明 STEAM 課程在未來可以朝向科展的方式進行，此
時，也讓家長們的支持度提升了許多。(受訪者 2B)
基本上家長都會尊重學生的想法，因為我們使用的時間都不同，有時候
是早上、中午午休，有些家長會問那學生這樣下午會不會想睡覺，但其
實學生自己也會去想做，主要真的不會去影響學生的學業狀況，其實我
相信家長是蠻樂見老師額外給學生做一些東西，有些家長還是蠻希望學
生去學習老師非課程上的課程，並試著去做看看。(受訪者 2C)

3.

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您在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活動中做
了哪些改變?正向與非預期的改變為何?困難點為何?
在 STEAM 課程讓學生從被動化為主動的學習，相對過程雖然要花
更多的時間，但教師的等待是值得的，教師過程中可適時的引導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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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困難點為學生的熱忱是否能一直保持著，讓學生在學習上能有始
有終。

一般來說學生的主動性比較低，當然每一位學生的狀況還是不同，在過
程中學生都會來問我今天要做些什麼?什麼時候要做什麼?學生還是會
希望有個時程性的東西，但是我們做這個東西很難規定我們這個禮拜要
做什麼，它只是一個大範圍性的目標，那個目標是你想要幹嘛，是你們
決定要什麼時候要把它做出來，而不是我們決定把它做出來的時間，學
生是自己去訂時間，當然學生能力必定有限，當他們做出來的時候我們
就會進入。一開始一定是他們決定時間，而我就會反問他們大概什麼時
間會做出來，並讓他們自己去發展時間，這也是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受
訪者 2B)
在 STEAM 課程最大不同點是教師不是已經確定要做什麼，然後叫學生
一步一步地做，因為在以前的課程是已經知道要做什麼了，然後我們就
叫學生做什麼，所以在執行 STEAM 課程最大的困難點就是學生原本的
被動要化為主動去做這些事情，這段過程相對也是需要花較久的時間。
以及還有一個困難點就是要如何讓學生維持學習的熱忱，不管是正常的
教學或是 STEAM 教學，因為學生一開始都會很有興趣，但到後面要把
它統整和分析的時候他們又會覺得很枯燥。(受訪者 2C)
4.

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如何平衡領域知識的邏輯與統整，及
生活情境應用的能力為何?
STEAM 課程與領域結合之間的關聯，是需要從學生的角度來認知
到的，教師以引導的方式來讓學生去做 STEAM 課程與領域相關的連結，
及在生活情境的應用，從有基礎的打底，學生才能到在生活中活用這些
能力。

在清華 STEAM 課程與領域結合之間的關聯，是需要由學生的角度去理
解之領域之間的關聯性，而不是教師說有連結，學生就會接受的。例如:
如何與英文領域之間有關聯姓，學生會認為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時，最
直接的方式就是請學生去找英文的網站找尋資料，讓他們直覺性覺得和
英文有關係。另外，在生活情境上，學生會學習找資料和解決方法的學
習，培養學生有自己找知識的能力。(受訪者 2B)
教師必須讓學生有基礎的打底，像是要使用 micro:bit 來解決生活情境
的應用，如果基礎的東西不會，那在應用的能力上也不會太高，因為學
生會不知道要怎麼去使用 micro:bit，例如使用 micro:bit 做出自動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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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但前提是要會使用 micro:bit 軟體，所以在基礎的知識還是要有的，
也必須在額外時間幫學生上基礎的課程，才有辦法讓學生去活用這些能
力。(受訪者 2C)
5.

在教學的過程中，您會運用哪些方法引導小組完成學習任務?有無模擬
解決方案或解決問題的機會?和學生的溝通和合作的形式是為何?
在原課程與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最大的不同點是:問題不是教師
給，則引導學生最好方式是把問題丟給他們，讓學生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以及有提供實際上的實作學習，學生之間自然而然會有合作。

一開始教師都是任務型導向丟問題給學生，但在這個過程中還是我們給
學生問題，而原課程與 STEAM 課程最大的不同點是，問題不是教師給，
引導學生最好方式是把問題丟給他們，他們會覺得說這是什麼東西?並
開啟了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會先讓學生先發現問題，而不是設定問題。
主要的方式為第一，找問題，第二，是學生對教師發問問題，這是引導
小組的起頭過程。而合作型態，在使用電腦查詢資料時，一組一台就好，
讓學生一群人圍到一台電腦，不要個別使用，較不會讓學生很自我都玩
自己的，且只要有實際上的實作機會時，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合作。(受
訪者 2B)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與學生的溝通是比較開放的，我們沒有說你一定要做
什麼，但我們會先開放讓他們去想，那時我們讓他們去校園看學校有什
麼問題，然後他們都會講一些比較不怎麼容易改變的，我不會馬上的否
決，會和他們說:好!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會採納它，他們就會覺得
說原來這也可以當成一個問題，然後我們也會反問他們說:你要怎麼解
決?他們才會去想這個問題是不是真正可以解決的。(受訪者 2C)
6.

在活動過程中給學生找出問題到最後確定製作這個主題，花費的時間總
共多久?
大約所花費的時間是以週去計算的，也會因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去
做調整和課程的配合。

所花費時間是以週去計算的，並先給學生一段時間去找問 題，在活動
的過程中最難熬的就是等待，且學生找出來的問題，教師也直覺性地認
為這不是問題，所以教師在活動的過程中以貼單的方式來協助學生找出
問題和整理問題，並引導學生找出適合且符合教師預期的問題。(受訪
者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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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STEAM 課程的進行從學生的自主參與，接著探索問題是由學生自己去從校
園中找尋問題，每位學生看到的東西可能都會是不一樣的，但這個不一樣也將成
為最大的不同點，找到合適的問題，就要開始想辦法試著去解釋、解決，做出來
後又要想著如何精緻延伸讓它更加完整，也藉由每一次做完後的實驗和評鑑，去
檢視是否有成效，最終也達成跨領域學習與素養導向的學習能力，結論彙整如
下：
一、

採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設計社團教學活動，能有效提升教學的核心概念
之認知能力
學生在清華 STEAM 學校之教學活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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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課程設計社團教學活動，對於提升學生的情意能力具有
正向助益
學生在清華 STEAM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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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課程設計社團教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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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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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設計社團教學活動，能明顯提升學生跨域整合及運
算思維能力
由於學生在清華 STEAM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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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課程設計之從第一年 5E 學習環模式發展成為第二年
的 DDMT 教學模式，是以人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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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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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政端與教師端在訪談的過程中也有建議的部分，彙整如下:
1.

2.

3.

4.

對於課程進度的影響，行政端與教師端兩端之間需要多次與多考量的溝
通，縣府行政端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持，讓教師可以有充分資源開發課程
與實施課程，解決方式例如：硬體設備支持、排課配合、提供課程開發
公假等。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屬於跨領域課程，實施方式採開放式問題探究與
設計思考方式進行，無論是課程開發或實施，均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來
做，不僅是在教師的課程設計還有學生也要有更多時間去收集資料，建
議可以發展成彈性時數課程或是校訂課程方式實施。且這樣的課程不會
只有一、兩位教師來做起，可能需要各領域和各年級的老師們一同的參
與，方使課程內容的豐富度提高，建議學校可以指派有意願之教師 2-3
名，長期合作開設彈性時數課程，累積 2-3 套課程之後，可以辦理校內
教師增能工作坊進行擴散，讓更多校內教師理解課程內容相關之知識與
技能，並了解課程實施方式，讓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之實施可以在校
內深耕。
在國中階段因有升學壓力，教師事先與家長做好溝通，讓家長認為清華
STEAM 學校對於自己的小孩的跨領域學習是有幫助的，學校也可以積
極配合清華 STEAM 學校推動委員會規畫之各項國際交流與成果發表
活動，增加自己課外多元表現，這樣應可獲得家長的支持與參與度也會
增加，也可以維持學生學習熱忱。
在進行 STEAM 課程前，學生基礎使用相關軟體與硬體的能力還是需要
預備好的，建議學校可以在發展完成校內的 STEAM 課程後，依據
STEAM 課程未來實施需要，預先在校內資訊相關課程中，加入相關學
習內容，才不會每一次都需要利用額外零碎的時間去上基礎使用軟體的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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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了讓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順利實施，建議小學可以依據課程實施之
需要，規劃每一個年段的小課程，讓學生由小一開始，逐年慢慢的發展
參與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的能力，例如：運算思維、Scratch 程式設
計能力、合作學習與討論、文書處理、Micro:bit 使用能力等，而讓學生
在小五或小六正式參與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實施。國中方面則可以學
區中的國小合作，基於國小培養之能力，在國一至國三分別參與不同的
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實施。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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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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簡案 (東興國中-黃錫裕老師)

壹、 STEAM課程設計重點簡要說明，以及與課綱連結的情
形
一、

STEAM 課程設計重點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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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以「清華 STEAM 學校」設計
核心理念，採學習者中心進行教學活動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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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習者體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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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而體認到環境問題沒有國界，
是世界各國都必須共同面對的相同問題。
從學習者角度實地踏查校園周邊所觀察感受到的周遭環境現況，以錄影或拍
照方式上傳至雲端教室，教師於課堂上讓各組提出其所發現的環境問題，之後再
收斂聚焦課程的核心問題-校園周邊到處都有亂丟垃圾的現象，緊接著進行問題
討論亂丟垃圾的定義，並提問校園週邊是最容易被亂丟棄置垃圾，讓同學們集思
廣益的進行發散式討論，之後進行收斂式問題定義出校園周邊人行道的菸蒂最多，
此外也常有垃圾塞在校園旁人行道的草叢內，最後問題定義為如何解決校園週邊
人行道上草叢最容易有垃圾出現的問題，接著教師引導學習者以小組為單位，腦
力激盪的提出天馬行空的提出各組之問題解決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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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光學、聲波、熱
學等)連結，並藉由公開分享的說明、討論與論證來調整原始提出之問題解決模
型，各組說明完提出的問題解決模型後，各組進行投票確認可以選擇相對適當的
問題解決模型來進行實作或是進行更多實驗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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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創造出符合人設美學(A)的工程(E)創作原
型。
各組將前階段確立之問題解決模型與作品，公開發表與他組分享。接著，嘗
試提出模型遷移該如何修改以符合新的情境，而應用至不同情境中的可能性，最
後再進行學習者之效益評估。

二、

十二年課綱課綱連結
自然科學

一、思考智能
ti-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概念，經由自我或團體探索與討論的過程，想
像當使用的觀察方法或實驗方法改變時，其結果可能產生的差異；並能嘗試
在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方法得到新的模型、成品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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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對自己蒐集與分類的科學數據，抱
持合理的懷疑態度，並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釋。
tm-Ⅳ-1 能從實驗過程、合作討論中理解較複雜的自然界模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理解或生活。
二、問題解決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Ⅳ-2 能辨別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問題（或假說）
，並能
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題。
pe-Ⅳ-1 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預測活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問
題特性、資源（如設備、時間）等因素，規劃具有可信度（如多次測量等）
的探究活動。
pe-Ⅳ-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源。能
進行客觀的質性觀測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及數學等方法，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等方法，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它相關的資訊比較，相互檢核，確認結果。
pc-Ⅳ-1 能理解同學的探究過程和結果（或經簡化過的科學報告）
，提出合理而且
具有根據的疑問或意見。並能對問題、探究方法、證據及發現，彼此間的符
應情形，進行檢核並提出可能的改善方案。
pc-Ⅳ-2 能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
、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完整之探究過
程、發現與成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過程、
發現和可能的運用。
三、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心。
ah-Ⅳ-1 對於有關科學發現的報導甚至權威的解釋（如報章雜誌的報導或書本上
的解釋）能抱持懷疑的態度，評估其推論的證據是否充分且可信賴。
ah-Ⅳ-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an-Ⅳ-1 察覺到科學的觀察、測量和方法是否具有正當性是受到社會共同建構的
標準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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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Ⅳ-3 體察到科學家們具有堅毅、嚴謹和講求邏輯的特質，也具有好奇心、求
知慾和想像力。
數學
一、溝通互動(B)
數 C-U-B2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軟體的工具，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並有效解
決日常實際問題，與專業領域內的實務問題。以數學理解為基礎，能識讀、
批判及反思媒體表達的資訊意涵與議題本質。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量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導
中，享受數學之美。
二、社會參與(C)
數 C-U-C2 具備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並能尊重多元的問題解法，建立良
好的互動關係。
環境議題
一、自主行動(A)
環 A1 能從人類發展與環境負擔的平衡，思考人類發展的意義與生活品質的定
義，建立合宜的人生觀，探尋生命意義。
環 A2 能思考與分析氣候變遷…等重大環境問題的特性與影響，並深刻反思人類
發展的意義，採取積極行動有效合宜處理各種環境問題。
環 A3 能經由規劃及執行有效的環境行動，發展多元專業之能力，充實生活經驗，
發揮創新精神，增進個人的彈性適應力。
二、溝通互動(B)
環 B2 能善用資訊、科技等各類媒體，進行環境問題的資訊探索，進行分析、思
辨與批判。
環 B3 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與文化，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美，
豐富美感體驗。
三、社會參與(C)
環 C1 能主動關注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相關的社會活動，關懷自
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
環 C3 能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發展國際理解、多元
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藝文
一、自主行動(A)
藝-J-A2 嘗試設計式的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的途徑。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二、溝通互動(B)
藝-J-B2 使用資訊、科技與媒體，進行創作與賞析。
藝-J-B3 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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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科學或數學（或兩者兼備）學科教學目標與包含之概念
學習說明
一、科學學科教學目標
(一)學科教學目標
1.能量的形態與流動（B）
能量的形態與轉換（Ba）
Ba-Ⅳ-1能量有不同形態，如動能、熱能(thermal energy)、光能、電能、
化學能等，而且彼此之間可以轉換。孤立系統的能量在轉換過程
中總能量會維持定值。
Ba-Ⅳ-5力可以作功，作功可以改變物體的能量。
溫度與熱量（Bb）
Bb-Ⅳ-4熱的傳播方式包含傳導、對流與輻射。
2.物質系統（E）
力與運動（Eb）
Eb-Ⅳ-5壓力的定義與帕斯卡原理。
3.自然界的現象與交互作用（K）
波動、光與聲音（Ka）
Ka-Ⅳ-1波的特徵，如波長、頻率、波速、振輻與類型，如橫波和縱
波。
Ka-Ⅳ-2介質的種類、狀態、密度及溫度等因素會影響聲音傳播的速
度。
Ka-Ⅳ-3聲波會反射，可以做為測量、傳播等用途，但人耳聽不到超
聲波。
Ka-Ⅳ-4耳朵可以分辨不同的聲音 ，如 大小、高低和音色； 大小、
高低和音色； 對聲音的特性做深入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確實防
範噪音的汙染。
Ka-Ⅳ-5耳朵可以分辨不同的聲音，例如：大小、高低和音色，但人
耳聽不到超聲波。
Ka-Ⅳ-7光速的大小和影響光速的因素。
Ka-Ⅳ-9生活中有許多運用光學原理的實例或儀器，例如：透鏡、面
鏡、眼睛、眼鏡及顯微鏡等。
Ka-Ⅳ-11物體的顏色是光選擇性反射的結果。
4.科學、科技、社會與人文（M）
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關係（Ma）
Ma-Ⅳ-3 不同的材料對生活及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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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Ⅳ-5 各種本土科學知能（含原住民族科學與世界觀）對社會、經
濟
環境及生態保護之啟示。
5.資源與永續發展（N）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Na）
Na-Ⅳ-6人類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的基礎上。
(二)科學概念學習
1.聲波 2.聲速 3.反射 4.壓力 5.溫度 6.光速 6.反射定律
二、數學學科教學目標
(一)學科教學目標
1-V-4 能應用數學方法，解決生活與專業學科問題的連結
(二)數學概念學習
1.指數 2.三角函數 3.相似形 4.鑲嵌

參、 STEAM課程達成科學或數學或兩者預定教學目標的具
體活動策略與教學步驟
一、STEAM 課程達成科學或數學或兩者預定教學目標的具體活動策略:
運用科學知識解決校園週邊人行道的垃圾問題。
二、教學步驟
D1 發現
1. 情境布置
(1) 事先鋪陳課堂教學知識內容，認知面向-國中學生環境教育知識量表；
情意面向-科學動機量表；技能面向-科學探究能力量表。
(2) 事先提供適合自學資料及影片的媒材於雲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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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Google 社團雲端教室之教學媒材架構示意圖

2. 引起動機
從學習者角度實地踏查校園周邊所觀察感受到的周遭環境現況，以錄影
或拍照方式上傳至雲端教室。

圖2

Google 社團雲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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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Google 社團雲端教室(影片)

3. 核心問題
教師於課堂上讓各組提出其所發現的環境問題，之後再收斂聚焦課程的
核心問題-校園周邊到處都有亂丟垃圾的現象。

圖4

聚焦核心問題

D2 定義
1. 問題定義
藉由師生的互動討論後，針對聚焦「環境髒亂」這樣的問題，進行問題討論
亂丟垃圾的定義，並提問校園週邊是最容易被亂丟棄置垃圾，讓同學們集思
廣益的進行發散式討論，之後進行收斂式問題定義出校園周邊人行道的菸蒂
最多，此外也常有垃圾塞在校園旁人行道的草叢內，最後問題定義為如何解
決校園週邊人行道上草叢最容易有垃圾出現的問題，去歸類進行問題定義。

圖5

定義問題

2. 概念定義
針對聚焦如何確認「環境髒亂」這樣的核心問題，從二種提示去進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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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教師針對概念定義的相關提示
(1) 科學的學科知識去進行 Micro:bit 裝置的連結
①聲波②壓力③溫度④光波⑤反射定律
(2)數學的學科知識去進行 Micro:bit 裝置的連結
①三角函數②相似形③指數④鑲嵌
3. 方案規劃
(1)引導設計
緊接著接著教師引導學習者以小組為單位，腦力激盪的提出天馬行空開放
式的提出各組之問題解決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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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光學、聲波、熱學等)
連結。

圖6

小組討論解決方案

M 模型與建模
1. 模型提出
(1) 各組個別思考討論解決的設計最適合模型並記錄，藉由公開分享的說
明、討論與論證來調整原始提出之問題解決模型，各組說明完提出的
問題解決模型後。

圖 7 小組提出說明解決方案之模型
2. 概念連結
各組各自提出其想法將問題解決模型與 STEAM 學科概念連結，引出其各
學科重要的知識概念，以下分別說明如下：
(1)科學：溫度、壓力、光波、聲波、反射定律
(2)數學：三角函數、相似形、指數、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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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Micro:Bit 程式-（溫度、壓力、光感）感測器程式積木
(4)工程：Micro:Bit 程式積木與感測器或裝置之連結。
表 1 清華 STEAM 教學各組所提之方案列表
組別

圖示

科學概念

八年級人數

Ａ組

紅外線偵測
（光學）

３人

B組

紅外線偵測
（光學）

６

C組

紅外線偵測、
溫度感測
（光學、熱學）

1

D組

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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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偵測
（光學）

E組

５

3. 模型選擇
以學生為主體討論的結果，及各組方案同儕討論採自評與他評，分項比較
選出最佳方案，並說明原因，選定何種較為可行。

圖8

模型選擇

4. 模型實作
各組針對所選擇的最佳模型進行實作。

圖9

模型實作

5. 模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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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並藉此逐步調整問題解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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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模型調整

6. 模型建立
各組最後確立最終的問題解決模型，創造出符合人設美學(A)的工程(E)創
作原型。

圖 11

模型成果

T 遷移
1. 模型分享
(1) 實踐成果之多元評量。
學生分享實作任務歷程與結果發表，同儕觀摩學習，藉由觀摩學習進
行回饋與反思再提出修正。

圖 12

小組作品講解

圖 13 作品說明書

2. 模型遷移
藉由教師提出模型遷移的建議，嘗試提出模型遷移該如何修改以符合新的
情境，而應用至不同情境中的可能性，從兩大面向去進行近(遠)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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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裝置可進行優化的方向
(2)此裝置可進行延伸的場域
3. 效益評估
(1)藉由同儕作品模型說明互評量表，同儕互評選出最佳裝置的
prototype。
(2)藉由團隊-同儕互評表，檢視學生於ＳＴＥＡＭ課程後之學習興趣。
(3)學生在「環境教育知識量表」上的表現，以檢視學生於「環境教育知
識」的科學概念，進行學習者之效益評估。。
(4)學生在「環境教育知識量表」上的表現，以檢視學生於「環境教育知
識」的科學概念學習成效。
(5)學生在「科學學習動機量表」上的表現，以檢視學生於「科學學習動
機量表」上的情意成效。
(6)學生在「科學探究能力量表」上的表現，以檢視學生於「科學探究能
力量表」上的情意成效。

圖14小組評量表

圖15團隊同儕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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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逐字稿彙整
六家國小訪談逐字稿
訪問時間：108 年 6 月 19 日
一、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行政端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所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
略為何?
1. 6A 回答：
六家國小是有參與兩個計畫，第一個是清華 STEAM 學校，是整個
新竹縣與清大合作的計畫；另一個是上銀科技卓董事長是我們六家國小
的傑出校友，推動產學合作計畫與邱富源教授一樣的團隊，以及與 108
課綱相關，將 STEAM 納入 108 課綱中的校定課程，所以我們學校組織
了一個團隊，主要先培訓出一個先導團隊並具備 STEAM 教學。
另外，還有設備的部分，上銀科技有建置一個 STEAM 的教室，而
清華大學也有協助與規劃進行討論教室的建置，預估在暑假期間建置完
成 STEAM 教室。
而遇到的問題是因為 STEAM 算是一個新的領域，會綜合幾個現有
的課程領域，所以在師資培訓的過程是碰到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
是剛好遇上 108 課程，剛好可以將 STEAM 納入校定課程中，108 課綱
是從一年級逐年的實施，而我們有克服此困難，希望一到六年級一次實
施，而二年級是採用生活課程彈性運用，則三到六年級是利用現有的資
訊課程將部分 STEAM 納入課程中。
2. 6B 回答：
剛開始在對 STEAM 課程的鋪成我們會比較不懂，首先先感謝清大
團隊邱富源教授的協助，讓我們從課程的主軸上可以建立出共同的主軸
來解決此問題，另外是師資培育的培訓，也是藉由清華大學邱富源教授
的協助來讓我們對於 STEAM 課程更有所了解，而我們自己也有去找校
外的老師來教我們寫程式的部分，以及我們內部也會有課程的討論，讓
老師們對於 STEAM 課程的推動也有一番的了解。
3. 6C 回答：
目前我們學校做法是和清大有合作，有專業的教授和教師來帶領我
們進入 STEAM 的課程，另外上銀科技也有與我們做產學合作的方式，
會贊助我們在教材和課程上的經費，讓我們用比較符合學校的方式產生
出課程，會用階段性的方式將課程加深加廣。
4. 6D 回答：
我認為這個計畫在剛開始推蠻震撼的，覺得自己是井底之蛙，因為
只知道表皮不知道裡面是什麼，只知道 STEAM 分別的意思，那課程又
該如何做?要做什麼?這些都是一個未知數，分為三部分敘說，第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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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問題，因為以前學的都與 STEAM 無關係，那我們該如何去學習、
要學些什麼、能力上要如何培養?第二個是誰要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到
底會發展什麼樣?還是要感謝清大讓我們上課，讓我們知道原來這個世
界已發展成這樣了。第三個是環境的部分，很謝謝上銀科技如此的支持，
一定要有人跨出第一步，但最重要是需要經費，沒有經費就較無法有下
一階段的發展。大部分分為三部分，也感謝我們自己的團隊，因為大家
都很合作與團結，我們學校與其他學校情況有點不太一樣，我們算是大
學校，而小學校通常老師要兼行政，老師要自己帶一班又要做 STEAM
課程，所以可能會產生不支持的問題出現。我們學校班級數多，導師基
本都要在教室，所以我們一定要拉行政出來，星期三會固定有課程，導
師是不太可能的，我們請導師出來上課，那學生該怎麼辦，所以我們從
行政開始，而在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問題，校長與主任引導的特質有關連
性讓大家會很有熱忱的想做好 STEAM 課程發展，校長也有在公開的場
合呼籲所有的老師們，第一 108 課綱要到了，不可能永久在舒適圈需要
往外走；第二讓大家知道曉以大義這對學生是好的，如果不想要學生敗
在未來世界，就需要老師們幫忙一起發展 STEAM 課程，當然需要有人
先跨出去，因為做了後面的人才知道如何仿效。
5. 6E 回答:
剛開始參加 STEAM 課程的團隊，我們都是從不認識 STEAM
開始?是從教授與我們介紹國內外相關的 STEAM 課程開始認識，
所以剛開始的問題是從不了解 STEAM 到透過教授的介紹到了解
什麼是 STEAM，進而去思考如何融入在各領域，以及在推動
STEAM 課程又該如何去推動。
二、那與支持和不支持的教師兩端溝通、協調上有遭遇之問題與解決
策略為何?
1. 6A 回答：
目前為碰到不支持的教師，因為課程都有透過課發會討論，最
重要是參與的問題，目前在進入課程的實施，是先以先導團隊類似
種子教師，先實施課程，未來目標讓全體的教師一同參與此課程。
2. 6B 回答：
原則上六家國小推動 STEAM 教育的部分，其實不管是學校的
老師或是行政端都蠻支持的，重點是我們在推動的時候有師資培訓，
那師資培訓會以專長的老師來做培訓，在培訓的當中會比較多的課
程中的問題點，希望慢慢地能去克服，所以目前沒有不支持的老師，
以及溝通上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3. 6C 回答:
我們 STEAM 的種子老師會以行政端的老師為主，未來在 108
課綱也會納入課程，而目前是沒有不支持的情況存在。另外建議未
來要做 STEAM 課程的學校在協調和溝通上有一些策略，老師可以
從觀望的支持到積極的支持，那目前我們學校的作法是從比較有興
趣的老師先做種子教師的培訓，未來會利用公開授課或是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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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建立，讓其他老師看到成果，若有興趣自然就會投入我們的團隊
當中。
4. 6D 回答:
我們學校尚未出現不支持的教師，遇到的問題與溝通上也都沒
有太多的問題。
5. 6E 回答:
目前六家國小參與的老師都是有興趣的，所以這個團隊都是有
興趣的老師們，因此都是蠻支持的。
三、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課程重組考量的重點為何?並會受
到哪些內外因素影響?
1. 6A 回答:
清華 STEAM 計畫是個專案，六家國小先是配合縣內與清大規
劃內容，但我們都會參與當中，本身六家國小校發展 STEAM 課程
的部分，剛好遇到 108 課程，所以將 STEAM 課程納入校定課程，
而內在因素是依照教育政策執行，並安排和計畫著校定課程，規劃
低年級為一堂課；中高年級為兩堂課。
而課程重組考量的重點，第一是師資培育，以現有課程發展科學科
技以及資訊部分，人力都是足夠的。第二是九年一貫課程的銜接，
為了學生在未來在國中上科技課程時能夠銜接，所以我們傾向同時
實施，而非逐年實施。
2. 6B 回答:
現在我們是介於 108 課綱以及九年一貫的課程，那 108 課綱就
會有彈性課程，我們將 STEAM 課程放入彈性課程中，108 課綱就
開始實施，那二到六年級還是必須走九年一貫課程，那我們在二年
級的部分是用生活領域的課程，裡面包含自然科，我們就把生活領
域的自然拿一節出來上 STEAM 課程，三到六年級是因為資訊課程
只有一節課，所以目前三到六年級要推動 STEAM 課程，我們就會
把那一節課做比例分配，那分配會是三年級在資訊課程會多一點，
STEAM 課程會少一點，而四到六年級 STEAM 課程會多一點，然
後一般的資訊課程會少一點，到了未來會全面實施 108 課綱校定課
程三到六年級都會安排兩節，將 STEAM 課程和資訊課程做完美的
比例分配。
3. 6C 回答:
課程考量的部分我認為 STEAM 課程是一種綜合的能力，所以
要如何與各領域做連結，這是我們在推動過程中該去思考的，目前
高年級主要是以自然科、資訊科、藝術領域做結合，則低年級就是
與生活課程做結合，我們也希望在推動的過程中，看看有沒有機會
與其他領域做結合，像是國語科、數學科、體育科等等，把 STEAM
課程的精神融入到各領域，讓老師與學生對於 STEAM 課程的接受
程度更清楚也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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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D 回答:
課程的地方有點麻煩，我們開會非常多次，因為我們知道國外
在做些什麼，但文化性、地域性可能不適合台灣本土或是我們學校，
就需要經過非常多次的開會，別的國家在做些什麼，那我們自己又
該去如何創新和設計出適合我們學校的課程，我們就需要不斷的討
論再討論，然後發展到我們想要的課程時，再請外界專家來協助，
在課程安排就會比較麻煩點，像是在行政配課的問題，要去低年級
上課，低年級未來是一節 STEAM 課程，中高年級是兩節 STEAM
課程，我們理想化是兩節課後要配合其他課程，那要如何和其他課
程搭配?像我是教電腦的，那關於要符合 STEAM 的理念，那美勞
又該如何處理?但美術老師又不一定會 STEAM，在配課上就很容易
打結，這是教務處需要細心思考的問題。
另外我分享我做過相關的教學，我是運用自然課和電腦課一起
去做 STEAM 教學，我是教六年級的自然課，我先拿六年級的自然
課去做實驗，課程內容為十乘十的帆布，訓練學生利用程式去設計
路程，要走幾步、右轉和左轉，接著到達目的地，這是給低級級的，
只是先拿到六年級做實驗，讓六年級學生知道原來程式是要這樣寫
的，成效是還不錯的，以六年級來說還是有人會在空間感中迷思方
向，看著地上那塊帆布不知道要右轉還是左轉，也就是要建立學生
的邏輯，而基本上也偏向不插電的。
還有之前我有做一個 STEAM 的課程，我與學生一同製作學生
半裝置的藝術做了一個傳聲筒，首先在電腦課先請學生 3D 繪圖，
繪畫出我們要做的路徑，接著要拿水管實際做裁切，學生在裁切過
程一定要精算，因為是在一個花圃裡面，所以不可以多或少要剛剛
好的長度，對話兩邊的測量位置也符合花圃的兩端，如果太短在使
用上就要踩進花圃裡，精算完後就要開始裁切，然後假組裝，確認
好後再黏起來。我們會先試試看短的太約五米，看看傳聲的效果如
何，實驗出來發現 PPC 很好用，便宜、傳聲效果也不錯，而在組
裝的過程還要考慮到會不會倒塌和壓到，因為有跨樹的問題，所以
此課程和 STEAM 蠻相符的。
在實行上困難之處，因為一切都是未知數，我們沒有參考，當
學生能力不同的時候該如何處理，而要做到什麼程度，太難或太簡
單，都是個未知數，這些都是需要團隊不斷討論的。
經過這一次使大家一同合作，相信是對於學生是印象深刻的，
電腦課有學到 3D 繪圖，不是只是這堂課畫完就結束了，而是接下
來要做的事情和繪圖出來的作品是很有關聯的。
5. 6E 回答:
我未來是低年級授課 STEAM 的老師，我會在設計課程就會考
慮幾個方向，第一，我會思考學生在課程中會學習到什麼?我也會
想要從各領域去做連結，例如生活課和 STEAM 有相關的部分做連
結和銜接，接著會思考中年級會有資訊課的部分，我們會去思考如
何幫學生去做奠基，在低年級時做中年級的資訊課的奠基部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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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有許多家長會考慮說插電會對學生上有視力的影響，所以在插
電的部份我們要去思考要在課程中佔多少的比例，這是我們要斟酌
的。
內在因素最主要是我們老師們對於 STEAM 課程專業知識的
不足，需要去進修，因為我們沒有推動過相關課程，比如說我們了
解什麼是 STEAM、機器人、樂高，但要如何實際融入在班級內讓
學生有效學習，我覺得這是老師們要多在訓練的。
外在因素是授課時間的限制，一堂課為四十分鐘，上課時可能
會到 STEAM 教室，中間會有管秩序或是請學生移動教室的過程，
這樣可能會佔用了十分鐘，那實際教學還要說明，能實際授課的時
間真的太短了，要如何有效在四十分鐘內讓學生們學習到什麼能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再來就是學生的能力如何掌握，
因為還沒有前人的經驗，所以必須等教學之後才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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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國中訪談逐字稿
訪問時間：108 年 7 月 24 日
一、新竹縣國民中小學行政端推動清華 STEAM 學校，所遭遇之問題與
解決策略為何?
1.2A 回答:
在我們學校一開始接觸 STEAM 的計畫時也會有疑問，它到底
會是一個怎樣的課程，那去清大參加說明會後，知道它是一個跨領
域整合的課程，所以我會覺得說帶回來學校與學校老師們討論看看，
讓學校老師知道這是世界發展的趨勢，看看老師是否有興趣來認識
和學習，所以我們是從這裡開始，至於遭遇到的問題與解決策略，
第一個問題是人選的問題，所以當時的考量就會去思考和評估校內
哪些老師開放度比較夠的、學習態度和在接受新知識的態度都是比
較開放度比較夠的老師，我們會優先選。那很棒的就是我們找到了
曉華老師、梓洋老師，與他們談過之後，他們也是很願意來學習，
因為第一年是有師資培育的，它會有完整的零到一建置的過程，所
以兩位老師在提出時間上的配合，上課都會是在周末，時間又蠻長
的，兩位老師評估之後也是很樂意來參與的，所以我們在問題和解
決策略上大概就是這樣的小問題，那會比較理想的狀況是把這個訊
息更開放讓更多老師知道，或許會有老師有不一樣的聲音，例如說
支持或不支持的各別都會有原因，讓我們可以多方面的了解，我們
在挑選老師上就已經做初步的設定，所以在問題和解決方面主要是
這樣處理的。
二、那與支持和不支持的教師兩端溝通、協調上有遭遇之問題與解決
策略為何?
1.2A 回答:
目前老師都是支持的，因為如果不會影響老師自己的課程上的
進度，基本上是支持的。除了兩位老師去受訓之外，這一年 107
學年我們引入了專案，專案也就是說，利用光復中學的專案都是師
資直接外聘進來上課，所以是說師資外聘進來上課的狀況來說比較
不會影響校內老師在備課的時間，他們就比較容易支持，雖然在課
程進度上也會有一點點的影響，基本上站在提供孩子基本學習機會
的立場上，他們還是會願意支持的，所以確實需要蠻多的溝通，老
師願不願意把時間挪出來，讓學生多上這樣的課程，所以溝通和協
調上要很多的時間去說服老師，然後要選擇老師是心態上比較開放
的，並能提供給孩子這樣學習機會的班級為優先。
三、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課程重組考量的重點為何?並會受
到哪些內外因素影響?
1.2A 回答:
過去一年就是盡量是以整合現有自然課的單元去做搭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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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會影響到老師在班上原有的進度，如果有潛能比較好的孩子
會挑出來做社團的方式或準備科展的方式，所以多數的孩子在學習
上都是以課堂上融入的方式進行學習，那少數菁英或潛能比較好的
孩子就可以透過社團、科展的方式來與老師一同學習。但我相信在
真正進入 STEAM 課程，在 108 年 109 年後會寫入我們的課程發展
裡面，去做小專題的鋪成，慢慢從這方面進行，但前提是先以我們
課綱內的課程為主，那 108、109 的新課綱有一個機會就是彈性課
程、校定課程的規劃就是等我們的課程都具足之後，或許可以寫在
校定課程裡面，來做全面性的實施。會受到哪些內外因素影響，我
覺得就是溝通以及老師的接納度、支持度，還有老師是有足夠的時
間做準備，那老師願意做其實學校、不管是我或是行政單位都願意
給最大的支持。
四、新竹縣國民中小學教師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所遭遇之問題與解
決策略為何?
1.2B 回答:
其實一開始是在前年的暑假，我去清大看到一個課程是富源老
師上了九天的課程，第一次接觸什麼是 STEAM，我一開始不知道
什麼是 STEAM，因為那時候真的完全沒有任何訊息的，我只知道
清大有一個課程叫 STEAM 課程去看看，它是一個新的東西去接觸
看看，九天下來就發現課程蠻好玩的，我覺得已經是顛覆現在課程
的結構，它的順利它的來源到最後產生出來的結果，與我們現有的
教學是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上完課回來，沒想到隔年校長就
提供了這個機會，我想說剛好有上過這個課程的內容，看看有沒有
機會參加，剛好校長這邊可以參加 STEAM 課程的活動，利用星期
六的時間跟著新竹縣的老師一起上課，上了很多次的課程，我覺得
在上課的過程中，我會覺得一開始在過程中遭遇的是不知道課程的
脈絡，在課程的脈絡上有很大的問題，我們沒辦法很清楚的知道脈
絡該如何去撰寫，後來慢慢上了幾次課程後，這個問題慢慢被解決，
在相對又回到學校之後，學校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國中課程，因為
臨時中間才加入的課程，我們才剛開始知道要如何去執行，但時間
卻在學期中了，我們不太可能撥出課堂上的時間，利用的時間多數
就是中午午休、課後時間做這一塊，我們大部分中午都會把學生叫
出來，或著一些導師時間，我們有專門的幾個班級在導師時間把學
生叫出來，在非正課的時間我們就做這一個方面的探究，這就是我
們在學校遭遇比較大的問題，就是時間問題，後來就是因為有彈性
課程的討論，那又是下一年度了，好像都沒有接合上，如果之後彈
性課程可以數學科、自然科加入 STEAM 課程的話，那就是變成額
外專屬的時間，可是在這一次的話，解決方式就是社團，在下一年
接 STEAM 課程彈性部分數學科還沒有很清楚它的脈絡該如何去
做，那自然科的話已經安排好彈性課程的內容，但好像也加入不進
去這個東西，沒有很清楚的主架構去做，由社團去做以及結合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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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在思考是否能夠融入我們現有的課程內容，未來去推展，
再下一年的話就可以將這樣的課程放入彈性課程裡面，就有專屬的
時間來做，那就變成一個脈絡性，之後校定課程就可以出現 STEAM
課程，那每一年訂定不同的專案去做，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未來能去
解決的方案，並能夠逐年實施，因為我覺得是一個時間點沒有切到，
時間沒有切到就比較難臨時要做一些事情，我們目前大概就會是這
樣走。
2. 2C 回答: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時間上，還有就是我們這個課程就是跟我
們自己在學校上的內容能不能做一些銜接，老師們在設計一些課程
的時候可以多去思考和討論，因為需要額外花時間，如果額外花的
時間又與我們自己的內容有一些關聯的話，那其實學生不會覺得好
像只是學習某個東西，因為我們現在會發現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是
從中間接課程，學生可能會沒有很完整的過程，甚至我們會覺得我
們在發展這個課程是以一年、兩年還是三年去看，這個彈性課程應
該是要一連貫的去實施，例如一年級有一年級的 STEAM 課程，二
年級稍微比較難一點，因為對於學生來說學生也是很陌生的，他們
都習慣了這節是什麼課就是什麼課程，然後突然要跨領域，他們可
能需要一點時間，因為變得他們要花更多的時間蒐集資料，所以我
會覺得說以後如果真的有要發展這樣的課程，可能不是只是單純的
學習，可以做成校定課程，不過這可能就不會一兩個老師來做，可
能需要各個年級的老師，更多的老師來一同參與，使內容的豐富度
會更高。
五、那在與家長端進行溝通上有遭遇之問題與解決策略為何?
1. 2B 回答:
我們是使用原班的學生，我在班親會上我直接與家長講我會執
行這個課程，那如果有用到額外的時間會先與家長說明，例如:下
課時間、午休時間、早自修時間、導師時間出來做這些事情，家長
的反應是沒有影響到原課程的時間就沒有意見，我會說我們是走向
科展的方向，家長就沒有意見，他們認為一聽到科展兩個字，就會
認為這好像做的比較深入，也覺得好像對學生比較有幫助，所以他
們就 OK，沒有大的反彈更沒有家長來和我說我不要做這個，大部
分的家長是安靜的，沒有任何聲音，反而有家長提出那升到三年級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東西的進行，我說不會，因為在二年級已經做過
了，其實他們對這整個脈絡已經很了解，所以到了三年級只要後續
延伸真的可以拿到科展去做的話，他們只要出面把他們所做的過程
去做解釋就可以了，不然他們也可以傳承給下一屆，如果下一屆對
這個議題有興趣並再延伸，他們可結合力量再繼續再延伸的去做，
所以沒有家長反對，那未來如果是全校性的彈性課程的話，可能就
要特別說明，因為我們剛好是原班的家長所以還好，目前為止沒有
狀況。
甚至有家長會和學生說這個這麼簡單，家長就會去協助去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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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這一塊，我就覺得這一部分他就很有興趣去介入，反而學生
和家長端會有互動，除了課業之外好像沒有可以互動的，利用額外
的學習讓學生和家長有互動一同學習的機會，因為目前程式設計是
並不難的，家長就會認為說這個部份我很熟，可以幫學生看很多額
外的東西，我覺得這是不錯的。
2. 2C 回答:
基本上家長都會尊重學生的想法，因為我們使用的時間都不同，
有時候是早上、中午午休，有些家長會問那學生這樣下午會不會想
睡覺，但其實學生自己也會去想做，主要真的不會去影響學生的學
業狀況，其實我相信家長是蠻樂見老師額外給學生做一些東西，有
些家長還是蠻希望學生去學習老師非課程上的課程，並試著去做看
看，我目前是比較少聽到家長會反彈，就像曉華老師說的事先與家
長做好溝通，讓家長覺得這個是對自己的小孩有幫助的，在執行上
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六、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您在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活動
中做了哪些改變?正向與非預期的改變為何?困難點為何?
1. 2B 回答:
國中生比較懶，我們一般來說國中生的主動性比較低，當然每
一位學生的狀況還是不同，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都會來問我今天
要做些什麼?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他會希望有個時程性的東西，但是
我們做這個東西很難規定我們這個禮拜要做什麼，它只是一個大範
圍性的目標，那個目標是你想要幹嘛，是你們決定要什麼時候要把
它做出來，而不是我們決定把它做出來的時間，學生是自己去訂時
間，當然學生能力必定有限，當他們做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會進入，
一開始一定是他們決定時間，而我就會反問他們大概什麼時間會做
出來，然後就等，給一個東西讓他們自己去發展時間，這也是一個
最大的不同點。
那課程中的話，因為 STEAM 課程是讓學生自己去找問題出
來，所以這個時間點會比較長，我們一直逼學生問題在哪裡，學生
要去找，我們找了幾周的時間最後才請他們把問題找出來給我們，
第一個是他們找課程是學生找，是用問題找課程，第二個在教學上
就帶著學生看，他們需要什麼我們再介入，而不是先給些什麼，這
是最大的不同，然後再來學生自己去訂定時間，以上分為三個部分
課程、教學、學習活動，我覺得這個是三大他們最大不同改變的部
分，他們的改變方式，我會覺得他們別於一般念書的角度和態度，
我覺得這是態度上的轉變，而不是坐在課堂上老師一直再講，即使
我讓他們自己去看，我都認為是書再教他，沒有自己去想，所以在
這個過程我覺得自己找問題，在學校走了很多次，但看到的東西可
能都會是不一樣的，我讓他們自己去找這一塊，這也是最大的不同
點。
2. 2C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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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EAM 課程最大不同點，我們不是已經確定要做什麼，
去叫學生一步一步地做，因為我們以前的課程已經知道要做什麼了，
然後我們就叫學生做什麼，所以最大的困難點就是學生原本的被動
要成為主動去做這些事情，這段過程是要花比較久的時間，其實我
覺得最好的是當他們發現真的可以做出什麼東西來的時候，他們就
會更積極的去問今天老師我們要做什麼，但是學生有時會太天馬行
空，我們老師就是要幫他們收斂一下，其實我覺得學習的過程中，
他們會想要主動，就要他們有成就感讓他們覺得別人沒有做他們有
做，我們也會和他們說只有你們有這個機會，讓他們好好把握，久
而久之他們就會認為我真的好像和別人不一樣。
還有一個困難點就是要如何讓他們維持熱忱，不管是正常的
教學或是這樣的教學，因為學生一開始都會很有興趣，但到後面要
把它統整和分析的時候他們又會覺得很枯燥。
七、在發展清華 STEAM 學校的過程，如何平衡領域知識的邏輯與統
整，及生活情境應用的能力為何?
1. 2B 回答:
因為我們這一次做的是二年級為主，我和ＯＯ老師討論過這如
果和一年級去執行的話，對他們來說能力上會比較不足，我覺得他們
國小上來懵懵懂懂其實很多東西好像教過了，可是真正要他們去執行
一些點的時候，東西又做不太出來，所以我們這次找的點是二年級的
學生，二年級的學生已經經過一年級的基本學習後，他們也複習一年
的國小東西，一年級也接觸了新的東西，二年級也正在上課，所以有
很多東西是有基礎的，我們在過程會點的，會和他們說你們看到的東
西跟你們現在交的東西有什麼相關性，也會請他們去翻一些資料，在
這樣的過程中，自然而然會知道自然和數學科裡面的東西會是什麼，
等他們完整的討論過一遍之後，我們現在主要是 STEAM 是跨領域的
結合，我們就會問他們說你們覺得和其他領域有什麼關係?你現在做
的東西是自然科，那想的東西是邏輯性，那其他科有沒有相關性，其
實像我們這一次做的鳥窩的東西是有點設計類的東西，與設計和藝術
有關係，那學生在看這個東西也很頭大，覺得該如何去設計這個東西，
也是想了很久，他們才交出一些東西來，所以對他們來說原有的東西
再去做發展會比較辛苦，他們不知道怎麼去敘述這一方面，例如說你
們這和國語有相關，他們會說有嗎?我們傳統上不會覺得和這些領域
有關聯，像是英文領域會有什麼相關，一點關係都沒有!最直接就是
請他們去找英文的網站，他們就會去看英文的網站，這就和英文有關
係，讓他們直覺性覺得和英文有關係，然後你有沒有辦法講給我們自
己的人聽或是講給來訪的人聽，那如果你講得出來代表是有英文相關
性的提升，或是去看國外的人知道什麼，在網站上去看它的東西，就
可以知道語文類科上的東西，那國文領域他要去寫一份報告出來，和
他們說，他們會認為這有關係嗎?這也就是我們還要再去找，要如何
敘述給他們聽，讓他們知道這和國文領域有關係，不是單純只和他講
說你去敘述這個東西就和國文領域有關，國中比較無法去接受這個概
念，因為其實他們不知不覺在做的過程中是有相關的，但是他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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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敘述這一塊，各領域之間個狀況就是因為我們強調做的東西自然
或是數學，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把其他的排外，會慢慢變成說我們在做
的過程中我們會以提點的方式和他們說這些是有相關類的，就像剛剛
所說的如果未來有其他的老師一併加入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認為這
和哪一科有相關，如果每位老師都還上過一次或兩次課，他們就會認
為全部的都有相關，因為他們每天都是面對我和ＯＯ老師，所以自然
而然就會認為是和數學、自然有相關，未來有其他老師來，他們對於
與其他領域相關的接受度會更高，在知識上的結合度也會比較明顯，
不會覺得這和其他科沒有相關。
那生活能力我覺得他們會自己去找，一開始沒有目標，我就讓
他們沒有目標的隨便找找個半天，他們終於受不了，就會問我說到底
要做什麼?到底要找什麼?他們找不到目標的時候就會來問，在生活情
境上他們會自己找資料和解決的方法，這是我們看到的部份，讓學生
有自己找知識的能力。
2. 2C 回答:
其實我也在想要如何平衡領域知識的問題，就像我們在設計課程
的時候，我們都會用我們的想法如果要跨領域的話藝術是什麼?數學
是什麼?我們會用我們自己的角度去看，所以我們有一些盲點的話，
我們會用其他領域的老師去看，這可能會和什麼做結合，學生才不會
覺得我們要和他們硬解釋之間是有關係的，他們也會覺得很奇怪，他
們只覺得我們在做很像科展的東西，好像是要做出一個成品，就好像
考試給你題目要把答案填出來，所以要怎麼平衡知識和領域之間的統
整，我覺得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很難在短短的時間內在一周一兩節
或是早修午休的時間去完成，他們可能知道有一點有一點，但學生的
統整能力還是比較弱一點。
那生活情境的應用，我們必須讓他們有基礎打底，像我們會利
用 micro:bit，要應用之必須去學這個東西，如果基礎的東西不會，那
在應用的能力上也不高，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去運用這個東西，例如使
用 micro:bit 做出自動灑水器，但前提是要會使用這個軟體，所以我
覺得在基礎的知識還是要有的，所以也必須在額外時間幫學生上基礎
的課程，才有辦法讓他們去活用這些能力，所以我在想說我們發展這
個課程，在未來的資訊課先建置這一方面的課程，這樣就不需要每一
次都需要利用額外零碎的時間去上基礎使用軟體的課程。
八、在教學的過程中，您會運用哪些方法引導小組完成學習任務?
有無模擬解決方案或解決問題的機會?和學生的溝通和合作的形式
是為何?
1. 2B 回答:
一開始我們老師都是任務型導向丟問題給學生，但在這個過程中
還是我們給學生問題，我一直覺得現在的課程與 STEAM 課程最大的
不同就是不是我們給東西，是他們看到的，然後問說這是什麼?而不
是我們告訴他們說:你們覺得這是什麼?他們直覺性就會做出提問的
動作，我會覺得說這個方式是引導學生最好方式是把東西丟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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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覺得說這是什麼東西?現在就換我反問他說:那你覺得這是什
麼?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可以點他一下，他自然而然聽到一個名詞
他們就會去找資料，我會先讓他們去看先發現問題，而不是設定問題，
這麼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方式，第一個找問題，第二個是他們對我們發
問問題，這是引導小組的起頭過程，在之中他們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在過程中其實完成任務和合作溝通是結合的，因為他們來自於不同的
班級，是兩大班級一起出來，後來也有從中去擷取組別出來，所以說
班級不同學生之間本來就會有隔閡，所以學生必須先有自己與他人溝
通的方式，我發現現在的國中生比較開放，直接就會和我們給他們怎
麼做，自然而然就會造著我們說的做，不會排斥說我不和你合作，所
以他們合作型態沒有隔閡，他們的目標性出來後，主要就是給他們時
間，他們會自己找時間，例如下課時間，像是找鳥巢他們就會自己去
搬梯子爬上去找鳥巢，但其實過程中有點危險，這工作應該是我們來
做，一開始本來是我爬，後來是他們在爬，我們在旁邊看，我覺得還
是需要他們自己搭梯子去爬，然後把鳥巢搬出來，因為鳥巢和線路都
纏繞著，會把鳥巢搬出來是因為我們在做的東西，鳥好像不是很喜歡，
我們就想在說是不是放入一點牠的東西在裡面，是不是比較吸引他們
過來，所以才請學生把原本的鳥巢東西撥一點出來，到處去找這個原
料，學生之間會在這個過程中相互合作，因為有危險性他們的合作就
會提高，反而他們最不合作的地方是在對電腦的時候，在面對電腦的
時候很自我都玩自己的，我再問他們做出來了嗎?他們也都沒有講，
東西弄不出來都沒有講，反而這個時候的合作性比較低，所以我覺得
不要給太多台電腦，一組一台就好，請他們一群人圍到一台電腦，不
要個別使用，這個問題就比較大。所以合作型態的話，實際上讓他們
有實作的機會，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合作。
2. 2C 回答:
一開始我覺得他們只是不想要午休可以出來，至於我們的方式，
因為我們的方式比較開放，所以他們可能只是聊天，聊一聊就一起下
去做，我覺得是和課堂有很大反差，因為在課堂中都是個人的，但如
果當他們有對話的時候他們就會說那該怎麼做，他們會有討論，討論
完之後他們還會很開心和老師說你看這樣怎麼樣，看我們對他們的設
計圖有怎樣的看法和想法，然後我也會他們說哪裡要改，雖然他們會
說蛤~要改唷!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會想辦法用出來。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與學生的溝通是比較開放的，我們沒有說你一
定要做什麼，但我們會先開放讓他們去想，那時我們讓他們去校園看
學校有什麼問題，然後他們都會講一些比較不怎麼容易改變的，我不
會馬上的否決，會和他們說:好!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會採納它，
他們就會覺得說原來這也可以當成一個問題，然後我們也會反問他們
說:你要怎麼解決?他們才會去想這個問題是不是真正可以解決的，他
們就會去挑他們覺得可行的問題，例如之前做科展的例子，因為做出
不出來停頓很久，在等老師給他們答案，但我們現在就要讓他們覺得
你們是可以做得出來的!即使結果是不是預期那樣，他們就會問老師
說是不是還缺少了什麼東西，有時候和學生一起合作的好處是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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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我們沒有想到的，比如說我們會想到鳥要如何讓牠飛進來，要給
它兩個孔，而我們想要測量出鳥進出的頻率，如果一隻鳥飛進去，一
隻鳥從另一個洞飛出來，那我們在做偵測的時候到底是一隻鳥還是兩
隻鳥?所以我們就想說讓牠只能像賣場只有一個入口和一個出口，就
是要想辦法讓鳥只能從入口進入然後只能從出口出去，這樣就可以很
明確的知道一隻鳥進來一隻鳥出去，他們會開始去想要怎麼去做隔間，
我們一開始只是單純想到偵測鳥的進出，他們做的越多次漸漸的會更
有想法，如果成功他們就會想要做的更精緻。
九、在活動過程中給學生找出問題到最後確定製作這個主題，花費的
時間總共多久?
1. 2B 回答:
用週去算的，從一開始在找問題，不是我們第一天去找到問題，
而是讓他們去找一段時間，其實最難熬的就是等待，雖然我們很想要
告訴他們要做什麼，因為時程壓力很大，剛開始他們不會主動來問，
他們到處找到底有什麼問題呢?大大小小問了一些問題，我們的直覺
性都不會認為是問題，可是我們又不能說那不是問題，所以要等到一
個還可以的問題又可以執行的，就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我們貼了三
次單，一開始是讓少部分的人去找，找一些比較聰明的學生去找找看，
會不會有找出來的問題，接著再找兩個班的學生放去校園找問題，放
出去找的過程，回來後發現問題不一樣，可是有重疊，在從重疊的問
題中找出比較有可能性執行的問題。
所以在過程中我們就找到這個問題，後來我們就他們說哪個問
題可以做，其實我們很著急，後來等到他們貼單的時候，有貼到我們
要的問題，其實我們也有預設問題，我們設定的問題你們有看到嗎?
他們找回來的東西是有的，我們就慢慢拉到我們要的問題上，討論後
他們也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做，我們就順水推舟請他們去做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學校有很多的小東西都可以做，包含圍牆水道的問題、太陽
能板建立的問題、水偵測的問題，我們想過最大的問題是這附近的稻
田在燒稻草空汙偵測的部分，就在想是否能降低學校的空汙問題，在
過程中其實提到很多題目可以做，但後來發現沒有人做鳥這個題目，
所以我們就導向做鳥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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