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閱讀融入 STEAM 進行
跨領域素養導向探究與實作教學之研究
～以竹北國小二年級生活課程「美得冒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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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背景

科技化時代、全球化浪潮，新興議題層出不窮，社會參與動能日趨蓬勃，永續發展概念
備受重視。面對如此新世代挑戰，孩子究竟應該具備何種學養與能力，才足以面對未來生活
所需？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的「核心素養」，指的便是一個人在面對各種複雜多變的情境及
實際問題時，能靈活運用所學，發揮統整、思辨、溝通與創意等各種綜合展能，以理解真實
生活現象或解決問題。
竹北國小深耕閱讀教育與國際教育多年，甫於去年榮獲 108 年教育部閱讀磐石獎肯定，
然而過去除六年級社會課程會於畢業前以「Design for change 兒童創意行動」概念進行公民
行動跨領域統整課程外，其他各年段課程規畫在過去仍多屬於靜態課程或單一領域內之動手
做課程，對於科普閱讀、探究實作教學，以及跨領域之實踐應用課程較少規劃與著墨，孩子
將所學應用至實際生活中去解決問題之真實經驗仍顯不足。
由於 107 學年度起，學校課程核心小組重新聚焦定義校訂課程，賦予更多具備核心素養
導向教學課程的可能性；研究者亦於 108 學年度卸下行政職務，回任二年級導師，擬以過去
竹北國小深耕閱讀之根基，進行更為深入之科學閱讀與觀察寫作，並結合 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進行教學設計與行動
研究，期許學生從低年級開始，就能嘗試探究學習、動手實做、發揮創意、在生活中應用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擬進行這場對親師生而言都充滿挑戰的行動研究課程。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期待在低年級生活課程中教師能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建構符
合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幫助兒童處理與改善自己的生活並拓展其對人、事、物的多面向意
義之課程。研究者嘗試以科學閱讀與寫作歷程融入 STEAM 教育應用在生活領域當中，期待
在具備脈絡與情境的自主學習環境中，能以 STEAM 課程的五大精神：跨領域、動手做、生
活應用、解決問題、五感學習，實踐新課綱所強調的「核心素養」，讓低年級的孩子也能擁
有勇於探究、自主學習的能力，並為竹北國小校訂課程提供一可行的參考模組；據此理念進
行課程設計，並轉化出以下之研究問題：
壹、低年級生活領域課程以跨領域 STEAM 教育，實踐素養導向精神之可行性如何？
貳、 以 5E 探究教學法進行低年級生活領域 STEAM 課程，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實踐情
形如何？
參、 以科學閱讀與寫作歷程融入低年級生活領域 STEAM 課程，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
實踐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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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STEAM 教育
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最早是由美國政府所提
出的教育理念，指的是結合科學、技術、工程、藝術以及數學的跨學科教學方法，鼓勵學生
應用數學邏輯的基礎，動手建構工程並呈現藝術美學，以學習科學和技術內涵的學習方法。
因為 STEAM 教育注重「學習與現實世界的連結」，特別強調動手做（hands-on）、問題解
決（problem-solving）、專案取向的教學（project-based）等，藉此培養孩子內在的「探究」、
「批判思考」、「創意思考」、「問題解決」等綜合能力，與十二年國教課綱所強調的「核心素
養」概念不謀而合。
貳、5E 探究教學法
「5E 探究教學模式」又稱「5E 學習環」是一種強調知識主動建構的探究教學模式，
由 Trowbridge 與 Bybee（1990）提出，5E 所指的是教學歷程中的五個階段：分別為「投入
（Engagement）→探索（Exploration）→解釋（Explanation）→精緻化（Elaboration）→評鑑
（Evaluation）」，簡單說明如下：
（一）參與：引發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興趣與好奇心，主動參與教學活動，從連結舊經驗到提
出新問題，以引出主題探究的方向。
（二）探索：學生在充分的時間與機會中，經由動手操作，分享先備經驗，進行討論溝通，
以建構共同而具體的經驗，並從中學習科學概念與過程技能；教師在此過程中需以問
題為核心進行評量，並澄清迷思概念。
（三）解釋：先請學生提出解釋，教師再以此為基礎，運用各種媒介介紹科學概念或技能，
引導學生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活動。一步步鼓勵學生對所探討經驗及現象做合理的解
釋，使其接近科學家所提出的理論與觀點。
（四）精緻化：鼓勵學生在安心互助的學習環境中分享想法並給予回饋，以建構個人的理
解；並期待將其所形成的解釋，應用於新的情境或問題中，培養跨域的應用能力。
（五）評鑑：教師在每階段皆可進行形成性評量，或鼓勵學生自我評鑑其科學概念或能力；
更能在反覆進行的學習環課程中，觀察學生在當中的科學概念與技能的進步情形。
參、科學閱讀
沒有科學家能信步走進實驗室，在所有的探究之前都奠基於先前的探索，「閱讀」
就是幫助科學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好方法，因此，重視探究的科學教育更應注重科
學的閱讀與敘事能力（高涌泉，2010）。而「科學閱讀」應著重以下兩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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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科學文本：當科學資訊以文本形式出現時，稱之為「科學文本（science text）
」，
科學閱讀指的便是閱讀各類型科學文本，及自然領域經常使用之知識表徵、傳達形
式，如圖表、流程圖、因果關係等。
（二）能像個科學家般閱讀：在閱讀過程中運用科學的知識、方法、態度進行閱讀，重視資
訊的合理性、論證的邏輯與證據，保持懷疑批判的精神等。換句話說，「科學閱讀」
強調文本類型、閱讀歷程和自然科學領域內容特質相互結合，缺一不可。
事實上，科學閱讀可和語文等其他學科領域在閱讀指導上相互協調合作，共同促進學生
閱讀素養之提升：教師如在閱讀指導中加入科學內容，融入科學方法與態度；或在科學教學
歷程善用閱讀指導策略，如增強學生的「閱讀、敘事、論述能力」，都能增進學生在整合、
分析、理解科學概念的科學學習能力。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中的探究與實作精神
為因應現代社會中面對網路及資訊科技快速發展、新興工作、家庭結構變遷、社會民主
參與、生態永續發展等現象，自 108 學年度開始，我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
一年級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期使課程發展以生命
主體為起點，進而能運用所學、善盡責任，成為終身學習者，以使個人及群體的生活、生命
更為美好（洪詠善、范信賢，2015）。
壹、從國際教育趨勢看十二年國教中的探究課程根基
這股浪潮不僅僅在台灣發生，面對未來世界的複雜多變，全世界需要的人才特質已經大
大改變，擁有創新創造、數位資訊、移動、思考和解決問題、整合活用、跨領域、終身學習
等關鍵能力的人才，才能面對未來世界複雜又充滿不確定性的各項問題（王一芝，2019），
因此，過去的教育只著重知識已不足以應付未來，唯有為孩子裝備足夠的素養才有機會；也
因此，世界各國紛紛在課綱上進行調整與因應，舉例說明如下：
芬蘭於 2016 年推出新的課程綱要，包含「專題式學習」和「現象為本的學習」
（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強調評量本身即為學習等概念（assessment as learning），期
待以進行主題性、跨學科的課程學習，培養學生七種跨界能力（陳雅慧、賓靜蓀，2015），
包含：思考和學習能力，文化辨讀與表達能力，日常生活照顧能力，多元語言能力，數位能
力，工作生活能力和創業精神，和對未來負責任（陳佩英，2016）。而這種深入情境脈絡現
象為本的學習想要成功，著眼於不同領域的教師如何共備與協同，並能在課程設計上採用探
究學習、問題導向、方案與檔案等學習方法，以真實與 E 化的學習情境引導學生學習，才能
有效驅動學生以合作學習模式與專家一同工作，進行資料與知識的分辨、分析與整合，在實
作體驗中深度學習（洪詠善，2016）。
荷蘭歷經三次教改，從1993強調基礎生活，1998培養自主學習能力，到2014年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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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計畫」重視學生獨立追求知識的能力，總結其核心理念，就是從「內容」轉為培養關
鍵「能力」；以中等教育為例：希望學生除了必修的荷蘭文、英文、數位技術及荷蘭社會課
程外，更多的領域都需要學生自己教導自己，自主學習，也就是說，「知道自己如何學」與
「學會自己規劃學習」的兩個精神成為最新一波教改的核心精神，期待藉此提升國家的競爭
力。而提供學生每年至少一次的「跨領域學習機會」，進行以現象為本的「方案學習」
（phenomenon-based project），就成了提供孩子整合橫向素養與真實生活情境的最佳機會
（洪詠善，2016）。
香港政府自 2004 年隨著學制改革以來，便將跨學科的通識教育科（liberal studies）（結
合自然、社會、生活，不獨立設科）列為必修，並與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齊頭並重列
為四個核心科目。這樣的想法，想從教與學雙管齊下，一起跳脫傳統學科本位，朝向整合性
主題和融合素養導向的課程改革（霍秉坤、黃顯華，2011）；這堂沒有教科書，學生必須透
過專題探究的進行才能學習的「獨立專題研究」課程，是一場從教師的跨領域偕同，到期待
學生藉此課程探究複雜多元的生活議題，培養孩子成為擁有自主學習動機與責任感的學習者
的學習旅程。其中，因為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Design For Change，以下簡稱 DFC 創意
行動）的課程理念在全球發酵，便有不少學校嘗試將「獨立專題研究」的課程調整為 DFC
創意行動教學，一起帶領學生透過「F-I-D-S」四個步驟（如圖，取自香港創意協會網，
2017），用創意行動改變世界。

圖 1、香港創意協會提出之「F-I-D-S」步驟圖圖表
無獨有偶，對岸中國大陸的此波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當中，亦提出了「綜合實踐活動」的
重要課程特點，規定自國小三年級起必修，其課程重點包含了「研究性學習」、「專題探究」
的內涵，特別談論其屬於「動態性開放課程」，須從學生真實生活與發展需要出發，鼓勵學
生根據實據需要，對活動過程進行調整和改進；並引導其從中進行探究、服務、製作、體驗
學習，並進一步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是一種跨學科的知識整合，以培養學生之社會責任
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17）。
事實上，佐藤學（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就認為：21 世紀的學習方式應該是
「專題研習」；他認為現今多數的學校教育模式仍沿襲 18 世紀以來的工廠生產模式，然而，
面對 21 世紀的挑戰，學習的風貌應該有所改變：課程改革應該捨棄過去的「目標‧達成‧
評量」模式，重新以「主題‧探究‧表現」的思考概念來作課程建構，才能發展出對學習者
有意義的經驗課程。也就是說，唯有孩子開始對周遭環境有感知能力，願意問：「為什
麼？」，並開始關心有興趣的事物或議題，才能孩子真正啟動思考、探究的後續旅程，從而
4

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方法或路徑，想辦法進行探究或解決問題，藉此真正經驗到學習興趣、獨
立自學、整合應用的能力（秦麗花，2000）。
綜上可知，為培育擁有足夠能力面對未來世界挑戰的新世代，如何整合跨領域知識，強
調真實生活情境議題、知識與脈絡的關聯性，並能以自主學習、活用實踐為導向的課程必要
性，正是全世界方興未艾的新教育思潮，亦是我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據以為跨領域探究導向
課程之重要內涵與依據。
貳、臺灣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專題探究相關內涵
台灣教育現場數年來醞釀一股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風潮，如「翻轉教學」、「學思達」、
「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等教育理念，受到越來越多的教育從業人員認同，儘管名
詞不同，但究其根本皆以「學習者中心」為出發點，鼓勵課程與教學應以學生為主體思考，
在過去強調學科知識重心的教學之外，更應考慮的是學習者主體的思考探究歷程，因此，以
「專題」為主的探究學習日益發展，並且與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相互呼應，說明如下（范信
賢、尤淑惠，2017）：
一、體現自動好之基本理念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全人教育為期待，強調自發、互動、共好之理念，期許課程教學激
發學生學習動機與熱誠，進一步在生活中開展與自我、他人、社會及自然之溝通互動能力，
並能應用與實踐所學，為社會、自然、文化等議題盡一己之力，謀求全世界公民之互惠與共
好。如此的期待若僅依靠部定標準的統一課程內容來進行容易受侷限，因此，若能以主題、
專題、議題形式的校訂探究課程進行學習，將更能體現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價值。
二、培養公民價值的課程目標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目標包含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培育公民責
任等，期待個體從個人的自發精進，逐步與社會連結，建構世界生命共同體的價值觀，能在
未來積極致力於生態永續、文化發展的地球公民。「專題探究」課程能從學生的個人生命經
驗或關切問題出發，並能透過資料蒐集、整理與規劃的歷程，反覆進行自省與內化，對學習
經驗而言是加深加廣，對公民能力而言則是與世界真實的連結，方能真正體現十二年國教課
綱的課程目標。
三、整合核心素養的活用實踐
十二年國教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強調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與未來挑戰應
有的知識、能力與態度，須以跨領域、跨科目的統整性學習，關注與生活的結合，並以活用
實踐來達成的終身學習者圖像。在從事「專題探究」的過程中，學生對於探究課題、方法策
略等，均須擁有「自主行動」的能量；資料蒐集、小組討論、成果展示中，需運用與外界
「溝通互動」的能力；專題任務達成，產出成果時，活用所學「參與社會」，便與世界產生
更緊密的連結關係，實現核心素養三面九項所預期的教育價值。
四、建構學校本位特色課程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鼓勵中小學，無論是「部定課程」或是「校訂課程」，在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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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習節數或是彈性課程當中，可實施各種學習形式的跨領域統整課程或是「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透過這種跨領域、跨科目並結合議題、強化智能整合與生活應用能力的專題探
究課程，一方面涵養學子的核心素養能力，二方面也能形塑各校的本位或特色課程。

第二節、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探究教學法
壹、探究教學的意涵
教育大辭典上解釋「探究」，係指由學生主動去探尋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與希
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所採用的詰問法（產婆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採取乃利用循
序漸進的問題技巧，設計周密的教學歷程，以培養兒童明確的認知概念、客觀的處事態度、
獨立的思考能力，以及正確的價值觀念。美國教育學者布魯納（J.S. Bruner）是近代提倡探
究教學最力的一位，認為求知是一個過程而非成果，學生並非只是知識的接受者，更應該是
主動的探究者。
此教學法原本源於自然科學的教學，《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簡稱 NRC）就指出「科學探究是科學
家們透過多種途徑對自然界進行的研究，並從證據提出解釋。科學探究也是指學生們透過學
習活動，以發展知識、理解科學觀念，以致於認識科學家們研究自然界所用的方法。」可
見，科學探究的學習起始於學生嘗試提出有興趣、有意義的問題，從而親身經歷如同科學家
一般，針對問題規劃科學活動和思考的過程，是科學教學重要的核心概念（劉湘瑤，
2016）。
許多研究指出建構主義取向的教學的確有助於學生探究能力的提昇（Ritchie & Rigano,
1996；Hodson & Hodson, 1998；Driver, Asoko, Leach, Mortimer, & Scott, 1994；轉引自顏弘
志，2004），事實上，探究教學本身重視學生須經歷一個真實的科學活動，藉以看見其科
學探究能力的提昇，而這樣一個真實科學知識的經歷本身，就是知識建構的歷程。教師可
以利用提供問題、方法和結果的食譜式探究；或提供問題、方法的結構式探究；或採僅提
供問題的引導式探究；甚或是將問題、方法、結果都開放的開放式探究（顏弘志，2004）
，
並從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協助學生學習。
貳、5E 學習環模式的探究教學
一、學習環教學模式演變
由於「探究教學」被歸類於「建構主義取向教學」的一種，因此，在教學現場的實踐
上，最早採用 1967 年由 Karplus 和 Their 首先的建構取向教學法典型--「學習環模式
（Learning Cycle）」（Duit & Treagust, 1998），包括「探索（Exploratio）
、發明（Invention）、
發現（discovery）」三個階段。其後由於許多教師無法掌握發明與發現在教育情境中的涵
意，Karplus 便於 1977 年提出修正，改採「涵蓋探究（exploration）→概念引介（concept
introduction）→概念應用（concept application）」三階段，以讓教師在不同的階段，有彈性
的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幫助學生發現的迷思概念，給予學生參與辯論及試驗概念的機會，
此不僅可以改進學生的概念知識，並能增進學生產生及試驗概念知識的推理模式之能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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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更有意義（Karplus, 1977）。
其後，學習環模式又經歷多次修正，至 1980 年代美國生物科學課程（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簡稱 BSCS）修改建構主義與學習環，將原本三階段的學習環擴展成五個
層次的 5E 探究教學（5E learning cycle），又 稱 5E 學習環，五階段說明如下：
（一）投入（Engagement）：此時期目的是學習間的連結，喚起先備經驗並連繫現在的學習
經驗，關注學生在目前活動進行學習的思考歷程。
（二）探索（Exploration）：此過程鼓勵學生主動地探索他們的環境，並透過操作教材、教
具，發展並建定目前的概念。
（三）解釋(Explanation)：此時期期待學生能以言語傳述他們對概念的瞭解，或示範他們進
行投入及探索時的技巧和行為；教師適時引入對概念、過程或行為的定義做說明。
（四）精緻化(Elaboration)：這時期能幫助學生在概念瞭解上做一個挑戰及延伸，並提供學
生驗證預期的技巧及行為的機會，以發展更深更廣的知識與更高層次的技巧。
（五）評鑑(Evaluation)：此時期可鼓勵學生評量他們自己的瞭解程度力，教師亦可評量學生
是否達到教育目標（引自王美芬、熊召弟，1995）。
顏弘志（2004）將《美國科學教育標準》與《K-12》強調的學生五大能力與 5E 學習環
提供培養學生探究能力相對應的學習情境進行對照如下圖，而無論是 5E 學習環或 K-12所
強調之五大探究能力，均與我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所推動的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表現中強調的
探究能力（思考智能、問題解決）高度服膺，期待學生從中養成科學認知、探究能力與對科
學的態度與本質，成為具科學探究精神的終身學習者。
5E 學習環環境

K-12 學生五大探究能力

投入

定義和確認問題能力

探索

設計與實施調查能力

解釋

分析資料和證據能力

精緻化

使用模組與解釋能力

評鑑

溝通發現能力

圖 2、5E 學習環與 NRC. K-12 學生五大探究能力之對應圖
二、5E 學習環的重要教學概念
在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實務上，學者紛紛提出重要的教學概念。首先，Dembrow &
Molldrem-Shamel（1997）指出，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探究應注意的事項：
（一）探究活動應始於學生的興趣，而非大型計劃（major project）：教師不要企
圖一開始就改變所有教學的細節，而是找出最重要的去改變，一次一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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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想一想，教學過程中最具壓力的是什麼，那就是必須先去改變的。
（二）教師須預先評估探究問題的可行性與時間，例如：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有
適合的環境？能夠在一定時間完成嗎？
（三）探究過程的資料收集：探究的歷程不可能都是成功的，如果能對失敗資料
進行收集，更有機會促進學生的反思和後設認知。
（四）探究最終必須對研究進行綜合整理、反思和未來持續探究的計劃：想一想
我們是怎麼做的？如何做到的？為什麼這麼做？未來的研究應如何執行？
而 Bibens（2001）也指出利用 5E 學習環實施探究教學應注意的八個要點：
（一）轉移學生對老師的注意，讓他們多注意同儕和科學內
（二）不要只專注在「有多少概念？要在多少時間內教完？」。
（三）接受學生可能做出的任何選擇，並試著用提問去引導他朝向有興趣的方向
進行思考，例如：你會不會覺得這樣會很有趣？
（四）不要指責學生犯錯或預言學生的錯誤。例如：你這樣做一定做不出來的！
（五）接受學生的答案，不要刻意利用提問去轉移他有興趣的方向。
（六）始終保持學生在「學習環」的狀態，特別是當他要確認一個答案的時候。
（七）鼓勵學生在得到答案後，再接再厲。
（八）當學生有答案的時候，試著問「你怎麼知道這是答案？」
綜合來看，Dembrow & Molldrem-Shamel（1997）和 Bibens（2001）的研究都指出實施探
究教學的重點在於「尊重並激發學生探究的興趣，同時能鼓勵其進行持續不斷探究活動」，
其中，「投入（Engagement）」是首要被關心的事，唯有學生持續投入與不斷探究的循環，
才能透過每次的反思啟發後設認知。此外，Keys & Bryan（2000）也進一步指出，我們應該
用課程模組的角度來看探究教學：由於「提昇學生探究能力才是探究教學的目標」，而因應
教育現場中教師知識、學生年齡和其語言能力的差異，教學會有一定的調整與因應，如此一
來，更可以鼓勵基層的教師參與探究教學，去發展更富風貌、因地制宜的探究教學模組。
在這個歷程當中，教師參與（teacher-involvement）的程度也並非固定的，是存在著各類
角色的變動，而且在探究教學時達到最大值，因為此時教師需要初步構思題目、收集資料、
組織教學、監測學生計劃、示範資料收集和分析、鼓勵學生引出結論、指導報告書寫……
等，這是因為教師在探究活動中不但要引導學生的學習，更要扮演學習夥伴的角色，這些調
整都是為了適應不同的教學場景（Crawford，2000），協助學生進行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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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教學

傳統教學

最少

較大

探究教學
最多

圖 3、教師參與的程度圖（Crawford, 2000）

第三節 跨領域實踐的 STEAM 教育
壹、STEAM 教育的核心概念
一、STEAM 課程的發展
STEM 概念是最早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提出，整合了科學（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等四個學科，目的是將是將科
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學科界限打通，讓它們相輔相成，共同完成整體教學。科學、工程
和數學學科因技術而圓滿，同時技術學科也學以致用，為解決問題提供了一種創新思路，以
因應全球成就趨勢，致力於發展學生跨領域、不特定職業的潛能。於 2011 年由總統歐巴馬
在國情咨文提出創新與科技、教育的重要性，接著發布《總統 2012 預算要求和中小學教育
改革藍圖法案》，正式推動 STEM 課程。
為了能讓 STEM 缺乏人文關懷的部分變得更加完善，美國學者 John Maeda 提出將藝術
Art 加入，「STEM」教育，成為全人教育。加入「A」之後，藝術領域課程的主題，讓學生
在設計作品時，也能注意到除了實用性，還要兼顧到作品的藝術性。而從學生學習的年齡可以
觀察到，原本「STEM」教育只有教國小、國中、高中職的教師在使用，可是加入「A」變成
「STEAM」教育後，可以向上延伸到大學生，向下延伸到幼兒園，學習年齡層更加廣泛。而
「STEAM」教育的教學範圍不僅限於教室內，還可以擴展到校外教學、社區活動，越來越多教
師與社區人士加入，讓課程有更多的可能性。
STEAM 教育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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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 Incheon 大學推動的車
輪課程模式（Wheel Model, STEAM & HUG）
（Kim, 2016）
。以及目前世界上不少以 STEM 教育為
主的教學活動與競賽，如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Robo Cup Junior）等，透過這些鼓勵學生參與
競賽或活動來增加對 STEAM 學科的經驗，對學生學習的成果具有顯著提升；而教師對 STEM 課
程各面向的投入程度大幅提升，也能影響教師課程設計的情感與認知，也有間接成為未來建構
學生 STEM 學科基礎知識的可能性。
STEAM 課程在國內亦屬於新興課程，茲節錄目前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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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國內 STEAM 課程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名稱
STEM 教育應用
於機器人教學—
以 6E 教學模式
結合差異化教學
STEAM 理論融
入高中科技實作
活動設計
STEAM 探究式
教學對學習態度
及創造力之研究

設計 STEAM 課
程培養國小學生
的 STEAM 素
養：以「動物模
仿獸」為例

幼兒園學習區
STEAM 教學歷程

研究者

姚經政
林呈彥

葉栢維

日期

2016

2017

以 6E 學習（6ELearning byDeSIGN）的 STEM 課程進
行樂高機器人暑期營隊，研究結果如下：以主題式
關卡的挑戰過程，可達成差異化教學並提升學生解
題動力，過程中學生更能進行同儕互助；而在機器
人邏輯觀念表現上，國中生較國小生較能發展出自
己解題的能力，國小生多以模仿解題。
本文依 STEAM 教育的理念進行課程設計，高中學
生在專題式學習的引導之下，經由實作活動過程，
經歷問題解流程，有效整合五大學科知識與能力。
以 5E 探究式教學法，針對國中創新課程教學設計

李孟軒

盧秀琴
馬士茵

洪甄苓

2018

蕭琬尹

究

與規劃，研究結果如下：學生在學習態度、在創造
力上有所提升，並能輕鬆融入課程；研究者則透過
本研究有提升自我教育專業之能力。
以五年級學生為對象，三位教師跨領域協同設計
「動物模仿獸」的 STEAM 專題研究。研究結果顯
示：學生能撰寫 Arduino 程式操控各種感應器，模

2019

2020

研究

STEAM 應用於國
小昆蟲立體書創
作課程設計之研

研究結果

2020

仿獸身體顏色、叫聲頻率、改變發光頻率的效果
組；從畫設計圖到組裝的過程，學生學會正確測量
容積、選擇正確材料以組裝動物模仿獸；學生能從
過程中培養 S 擁有跨領域的整合能力。
本研究以主題式教學發展一套昆蟲立體書創作課
程，研究對象為國小中年級學生。研究結果顯示：
學童在昆蟲知識的學習成效上、學習動機以及創造
性思考表現的不同特性中均有顯著成長。
本研究為探究幼兒園學習區進行 STEAM 教學的歷
程，以質性研究進行，結果如下：教師須確認自己
的教學理念，並以明確的任務目標幫助幼兒對焦；
透過 STEAM 的教學能夠培育幼兒有跨領域、動手
作、生活應用、問題解決和五感學習這五大能力，
更增進同儕合作、提升語言能力、加深幼兒實作能
力與探究深度。

（表格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STEAM 教育轉變傳統以聽講為主的學習模式，能以杜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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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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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課程，從幼兒園到國高中都有實踐的機會，
教師如能嘗試投入課程實踐，也能提升個人自身的 STEAM 課程設計能力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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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EAM 課程的特色
綜上所述，可見 STEAM 課程強調著連結學科知識的學習與應用，重視實踐的學習過程，
主要的特點整理說明如下：
（一）跨學科的教育模式：STEAM 教育打破傳統教育各學科彼此孤立的情境，強調跨學
科的教育模式，鼓勵學生在日常學習過程中將各學科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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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問題導向的學習方法：STEAM 教育是基於項目或基於問題的學習方式，透過專題
中複雜且真實的任務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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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真實情境中應用：STEAM 教育注重學生學習與實際生活間的聯繫，認為知識蘊
含在真實的問題情境中，透過創意實作活動，整合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
學等知識，而所有習得的知能都能應用到實際的生活中。
（四）實踐取向的學習過程：比起結果，STEAM 教育相對重視學習過程，透過學生主動
積極參與學習過程，藉由觀察與實際操作來獲得真實的學習體驗，並從中進行探
究、反思，進而實現理論知識並銜接技能的實踐，更能促進知識的深層建構。
此外，在 STEAM 教育中有一個常被提到的詞就是「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指老師須從學生最有感的主題出發，有意義的結合至少兩種 STEAM 領域中的學科知
識，設計出持續六到八週以上的學習內容與評量標準，最後學生產出作品進行成果的驗收。
專題式學習並非新名詞，而是自 19 世紀以來就已經常用的教學方法；無獨有偶，另一種常
見的教學方法「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也稱作 PBL，問題導向學
習指的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鼓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培養學生主動
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而這兩種 PBL 教學，都洽巧與 STEAM 課程的概念相吻
合，也與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核心素養課程所期待的終身學習者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STEAM 課程與核心素養
事實上，Georgette Yakman（2008）提出 STEAM 教育概念與模型（Yakman , 2008），模
型共分五層，從下到上的最底層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專業學科的具體內容，是跨學
科教育開展的基礎，適合高中職專業教的詳細研究；第二層是領域學科層，強調各學科之間
的聯繫，學生要習得個別學科應具有的能力；第三層是學科融合層，在 STEM 四門學科融
合的基礎上，加入藝術學科，讓學生將學科知識與日常生活連結，並加以實際應用，這兩層
都適合在中學教育實踐；第四層是 STEAM 層，學生要學習學科領域的基本概念與學科間的
關聯性，可採用主題式學習以解決實際問題，培養跨域思考和創新能力，適合中小學教育；
最頂層是終身融合層面，學生要以持續學習的觀點來培養跨域素養，融合各類跨域知識，靈
活應用，習得終身技能和素養，以適應現在與未來的各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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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STEAM 教育概念與模型圖
而教育部所提出「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的「核心素養」
，強調人們在適應現在生活與面對
未來挑戰時，應具備跨領域的知識、能力和態度，正好服膺了 STEAM 教育所倡導的精神。而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個設計原則：
「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
、
「重視情境與脈絡的學習」
、
「重視
學習的歷程、方法及策略」
、
「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更與 STEAM 教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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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特色互相呼
應。因此，STEAM 教育可視為實踐十二年國教課綱的一種可能的教學取向。
貳、清華 STEAM 課程
在這樣的的基礎下，全世界各國的教育紛紛認同 STEAM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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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培育未來人才提升貢獻度，但 Wang, Lim, Lavonen, &
Clark-Wilson（2019）研究中卻發現近年來發展 STEAM 課程的學者專家的擔憂與教學窘境，
那就是 STEAM 課程設計在各面向上產生了窄化現象，過度限縮於高科技的發展，可能忽略
了更重要的價值，而影響未來 STEAM 課程的發展性。
因此，我國清華大學的研究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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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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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基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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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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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發展
規劃出的課程需能應用於教學現場之實踐。
課程初始發展模式主要採用探究教學常用之「5E 學習環（5E learning cycle）」，其後則
為了考量領域間的脈絡連結，並落實 STEAM 課程回應現場問題解決之必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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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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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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包含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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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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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後持續進行問題討論或更多實驗
論證，逐步調整問題解決模型，最後確立最終的問題解決模型並完成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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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清華 STEAM 學校」課程教學活動設計（DDMT）基本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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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課程設計可符合不同年級學生需習得之科
學和數學概念，同時引入技術、工程和藝術設計等元素，以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效率和動機。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研究背景資料 .
壹、研究場域與背景
竹北國小坐落於新竹縣竹北市西陲，與市公所、竹北高中、義民中學、竹北國中相互為
鄰，目前班級數為 50 班（含普通班 49 班、特教班 1 班），約一千三百位學生、百名教職員
。雖為百年老校，但動能十足，除甫榮獲 108 年閱讀磐石亮點學校外，亦積極申請如中小學
國際教育 SIEP 課程計畫、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與三星電子補助智慧教室計畫等，努力為竹
北學童涵養優質學力之後盾，對於推動 STEAM 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有一定的根基。
本研究主要以研究者所今年新接任之二年級導師班學生為對象，共二十六名學生，其中
包含十一男及十五女，除其中二人通過潛能班鑑定，國、數抽離上課，其餘課程回歸原班，
其中一過動男學生可參與教室學習，一女學生則無法正常參與，因此不列入研究觀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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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二十四名學生學業成績與學習態度均屬常態分佈；一年級原導師課程安排以傳統靜態學
習及講授法為主，已為學生建立良好閱讀習慣，唯未進行分組教學及其他教學策略；研究者
初接班即，將於學生喜好閱讀之基礎下著手進行各項教學活動設計與課程延伸。
貳、研究人員
一、研究者：
研究者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學經歷上曾擔任導師、社會科任、圖
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補救教學教師與縣內資優方案課程講師，對資訊融入教學、閱讀理解與
素養課程、DFC 創意行動方案等各項課程設計有所涉獵；數年來擔任縣內國小社會領域輔導
團員積極參與增能與分享，並多次撰寫縣內研究計畫獲得肯定；對於與夥伴專業對話，建立
共同備課的教學專業社群的模式，持續保持專業精進與課程設計之習慣，藉以發展有效之教
學模組，營造學生主動學習之課堂情境之成果。新學年卸下行政職，回任二年級導師，在此
教學現場積極推動 108 新課綱之際，更希望以過去擔任校內三星智慧教室種子教師，並嘗試
帶領高年級學生挑戰「機關王」競賽的相關經驗，將 STEAM 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向下延伸
至二年級試做，有機會為校訂課程實踐打造一個全新模組。
二、偕同研究者：
由於研究者出身於語文及社會背景，此研究案需綜合領域、藝文領域、自然領域及資訊
領域專家給予相關建議，因此，研究者依循過去備觀議課之經驗尋找夥伴共備課程：對象包
括現任綜合領域輔導員芯芯主任、資訊組長小聰老師、自然教師小容、小娟老師與藝文教師
小敏老師共同備課；另同學年教師亦參與相關討論與觀、議課活動與課程回饋，以利研究順
利推展。研究者亦於外部主動尋找資源，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諮詢 STEAM
研究團隊陳芳雅老師、清華 STEAM 計畫主持人王子華教授、彰師大探究教學計畫輔導教練
彰化新民國小楊巽斐校長、科學教育課程推動資深教師嘉義縣和睦國小陳勝哲主任等人，分
別針對研究案撰寫與課程脈絡之設計加以徵詢與討論，以利整體課程之推動。

第二節、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流程主要分四個階段，分別為準備階段、發展階段、實施階段與省思結論階段，
當中亦有反覆修正調整之歷程。下圖為研究各階段間之主要形式與執行內容說明：
準備階段

發展階段

實施與修正階段

省思結論階段

2019 年 8 月

2019 年 9~11 月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

圖 6、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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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程架構與行動方案的規劃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以 STEAM 跨領域教學概念融入低年級生活領域，進行探究與實作課
程設計之可行性，以行動研究模式進行資料多元檢核，課程建構思考歷程整理如下：
壹、課程準備階段
研究者於計畫提出階段先檢視該年段各領域選用版本教材內容，嘗試提出可試行 STERM
課程設計之單元，整理如下：
表 2、二年級教學領域選用版本及單元表
領域

國語文

數學

生活

綜合

出版社

翰林

康軒

南一

南一

量長度

光和影子

面的大小比較
平行和垂直
容量與重量

和風玩遊戲
一起來吹泡泡
繽紛色彩

單元名稱

成長的喜悅
奇妙的大自然

我的行為表現
戶外活動驚嘆號
我的環保行動

貳、課程發展與實施修正階段
其後，透過文獻探討、專家諮詢與課程共備階段，將教材內容細項與搭配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之學習重點作調整及轉化，逐一釐清可行脈絡，整合實踐情形如下：
表 3、STEAM 課程整合領域內容與實踐模式表
領域

國語文

數學

生活

綜合

採用內容

科普閱讀
圖畫日記寫作

建構探究習慣

一起來吹泡泡

我的環保行動

以科學探究教學
培養閱讀習慣
整合實踐
模式

（橋梁書及科普讀物/日）

主題式圖畫日記
（篇/週）

課堂運用小白板
培養分組討論
解題探究
與成果發表習慣

模式鋪陳歷程
課本：「和風玩遊戲--摺紙
飛機、」「繽紛色彩—毛
細現象與色彩變化」
課外：「外掃區的黃金雨」
「鋼鐵人毛毛蟲」

結合學校酵素
課程產出成果，
並與文山國小學
生分享。

其中，國語文領域之課外閱讀為本班學生長期養成之良好習慣，圖畫日記寫作採開學後
漸進式訓練，指導學生觀察記錄之相關要項與寫作方式；數學領域方面，課堂以分組合作學
習模式鼓勵學生探究思考，逐步建構思考問題、小組討論與成果發表之習慣；生活領域課程
則以科學探究教學模式鋪陳，建立學生科學實驗必要知識與技能，以「和風玩遊戲--摺紙飛
機」和「繽紛色彩—毛細現象與色彩變化」做先備經驗，鼓勵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最後結合
清華 STEAM 計畫概念，以二年級小朋友可以進行的環保行動作總結，最終至文山國小進行
交流與分享，以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原則檢核課程設計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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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檢核表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1. 以生活課程泡泡單元為主軸，發展科學
知識與科學探究技能，增進科學態度。
2. 輔以數學科知識概念建構習慣與語文科

1. 長期培養學生於生活中觀察環境變化之
習慣，於情境中展開脈絡學習。
2. 透過分組合作學習模式，培養人際互動

閱讀寫作基礎，建立良好學習態度。

與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習慣。

兼顧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

實踐力行的表現
1. 結合校園情境脈絡進行自製環保清潔劑。
2. 至文山國小與同齡學生進行學習交流，讓
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1. 學習歷程拉長為整個學期，注重教學方
法與學習策略，適時轉化成自學能力。
2. 幫助孩子有意識的進行後設認知並轉化
所學。

據此產出教學教案「美得冒泡」
，提出最後課程規劃與架構圖，分別說明如下：

美得冒泡

泡泡大發現

投
入
：
引
起
動
機

探
索
：
原
料
嘗
試

解
釋
：
認
識
泡
泡

泡泡實驗室

探
索
：
Ｋ
Ｗ
Ｌ
設
計

解
釋
：
紀
錄
與
說
明

泡泡大挑戰

投
入
：
泡
泡
達
人

探
索
：
比
賽
設
計

解
釋
：
統
整
說
明

泡泡製造機

精
緻
化
：
創
意
發
想

評
鑑
：
實
作
運
用

圖 7、以 5E 探究法進行「美得冒泡」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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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行不行

解
釋
：
向
泡
泡
說
N
O

精
緻
化
：
天
然
清
潔
劑
實
做

評
鑑
：
應
用
與
分
享

表 5、課程規劃表
課程規劃
教學活動
階段

探究教學
5E 學習環
階段
投入

泡泡大發現
(2 節)

探索

解釋

探索
泡泡實驗室
(2 節)
解釋

課程內涵
教學內容簡介

自然科學
領域
學習重點

引起動機，生活中的泡

探究能力

泡在哪裡？

思考智能＋推理
論證（tr)

引導學生進行預測與實
驗，分組動手操作進行
泡泡的觀察與研究。
教師統整並請學生觀察
產品成分，找出共通點。
運用 KWL 表-Know 的帶
領，請孩子思考並紀錄
經過第一堂課的實驗，
發現了什麼？並進一步
討論實驗設計。
設計實驗並動手操作，
完成紀錄並發表。

問題解決
觀察定題（po）
計畫執行（pe）
分析發現（pa）

科學態度探究興趣

生活領域
學習重點

探究事理
樂於學習
表現合宜的行為
與態度
與人合作

（ai）

探究能力
問題解決
觀察定題（po）
計畫執行（pe）
分析發現（pa）
討論傳達（pc）

科學態度探究興趣

探究事理
樂於學習
表現合宜的行為
與態度
與人合作

（ai）
探究習慣（ah）

泡泡大挑戰
(2 節)

投入

影片欣賞泡泡秀影片並
回答問題。

探索

請各組根據泡泡的特性
設計比賽，擔任主持人
進行比賽。

解釋

教師統整並說明。

精緻化

設計吹泡泡的工具

探究能力
問題解決
觀察定題（po）
討論傳達（pc）

科學態度探究興趣
（ai）
探究習慣（ah）

探究能力
問題解決

泡泡製造機
(2 節)

討論傳達（pc）

科學態度探究興趣
評鑑

解釋

泡泡工具設計實作

（ai）
科學本質（an）

完成科學日記
影片欣賞泡泡的優缺點

探究能力
問題解決

泡泡行不行
(3 節)

精緻化
評鑑

天然清潔劑實作
文山國小進行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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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傳達（pc）

科學態度探究興趣
（ai）
科學本質（an）

樂於學習
表現合宜的行為
與態度
與人合作
表達想法
與創新實踐
探究事理
樂於學習
與人合作
表達想法與
創新實踐
美的
感知與欣賞
探究事理
樂於學習
與人合作
表達想法與
創新實踐

第四節、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
壹、研究工具規劃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方式，資料蒐集分析之證據規畫說明如下表：
表 6、研究分析規劃表
待解決問題

結果分析資料來源

教案設計資料；
低年級生活領域以 STEAM 跨領域教學概念融入，進行探 共備、觀、議課資料；
究與實作課程設計之可行性如何？
教學省思札記；
其他錄影、錄音、照片資料。
共備、觀、議課資料；
以 5E 探究教學法進行低年級生活領域 STEAM 課程，學生 學習任務與學習重點評量表；
的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實踐情形如何？
學生學習單；教學省思札記；
其他錄影、錄音、照片資料。
以科學閱讀與寫作歷程融入低年級生活領域 STEAM 課 學生學習單；圖畫日記作品；
程，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實踐情形如何？
其他錄影、錄音、照片資料。
其中，為進一步觀察學生課堂參與與學習表現，乃參考彰師大探究教學專案計畫附件作
設計「學習任務與學習重點評量表」與「學習任務表現評量觀察表」，採納新課綱中自然科
學領域之學習重點進行對照與詮釋，商請觀課教師針對個別小組進行觀察：
表 7、學習任務與學習重點評量表（節錄）
學習
重點

學生實作任務

評量方式

運用 KWL 表進行
觀察 對泡泡的研究討
定題 論， 思考如何嘗
（po） 試調製超級泡泡水
(基礎實驗設計)?

評量標準

學生能運用 KWL A.學生能針對已知，提出相對應的問題。
表針對泡泡做出提 B.學生提出問題與已知的概念無法緊扣
問，以進行更深入
核心。
的研究。
C.學生未能理解問題，無法進行提問。

表 8、學習任務表現評量觀察表（節錄）
第（

）組

課堂討論過程（討論傳達 pc）
A.學生能主動提問、 B.學生能聆聽同儕的
仔細聆聽同儕的發表 發表並做出適當回
並加以回應。
應。

1
泡
泡 2
大
發 3
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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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生未能專注聆聽
同儕發表，亦無法參
與討論。

此外，研究者亦據此反思教學活動是否服膺核心素養導向之教學脈絡，以生活領域領綱
之核心素養做檢核，節錄說明如下：
表 9、學習任務與學習重點評量表（節錄）
生活領域應達成的核心素養

觀察與分析
觀察評估質性說明

評估人員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並理解 探究
生活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
E-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

研究者

偕同教師

壹、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資料處理以質性資料為主，量化資料為輔，以下就質性資料分析做
進一步的說明：
一、資料的整理與編碼
依據本研究蒐集資料的工具，將觀察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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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的方式舉例說明如下表：
表 10、資料編碼分析表
資料種類

資料蒐集對象

舉例說明

共備（備）、觀（觀）、議（議）課資料；
教學省思（省）；錄影資料（影）。

教學者即研究者（R）
偕同研究者（T）

備-T 容-1081102
議-R-1090116

學習單（學）、圖畫日記（記）、訪談（談）

學生（S**）
**為學生班級座號

日-S05-1090117

二、 資料的分析與檢核
研究過程中的資料，儘可能以教學呈現的時間順序來呈現，將各方向資料內容交互比
對， 透過觀察與文件資料可以對研究問題有更多的釐清。此外，因研究者本身亦是教學
者，為了避免教師對研究的解讀過於主觀，在資料的蒐集過程中需要兼顧三角校正，也為了
增加研究結果的效度與可信度，研究者將觀察、訪談、教學省思以及相關文件資料多元呈
現，以利檢視更周詳之研究面貌。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以科學閱讀融入 STEAM 進行跨領域素養導向探究與實作教學之研究，以南
一版國小二年級生活課程「美得冒泡」為例進行課程設計，對研究者與學生而言都是一個充
滿「自發‧互動‧共好」的研究歷程。據此，本章分成二節陳述，第一節為 STEAM 課程設
計與實施歷程討論，第二節則著眼於學生在課程實施中各階段的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實踐情
形，從中探究 STEAM 課程、探究教學與科學閱讀寫作之交互影響，並據以形成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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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在日常學習中點滴醞釀的 STEAM 教學歷程

本研究設計之初心，為研究者期待為現場教學注入新氣象並結合校訂課程規劃實踐之可
能性所提出，於初期僅有大方向描繪，尚未有細緻的規劃；且此班級為研究者新接之班級，
無論是對學生的熟悉度、對課程的掌握度都不敢有一蹴可幾的自信心，因此於課程正式實施
前，研究者投注於班級經營與課程脈絡之心力相對龐大，期待透過一連串的情境布置與體驗
課程，為後續正式進行的統整性 STEAM 課程建立良好基礎，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課程實施前的醞釀與準備
一、從閱讀與寫作出發的課程奠基
科學家從事科學探索活動，除了做觀察、推理、實驗之外，閱讀也是科學家日常重要的
工作之一；重視科學閱讀，建立學生良好科學閱讀習慣與能力，對於學生整體學習有相當大
的助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8）。由於研究者新接此班，為奠定科普閱讀的基
礎，逐步規劃以下學習策略：
（一）配合學校晨讀時間，以身教式的 MSSR 做閱讀示範：二年級學生剛剛開始培養閱
讀習慣，主要閱讀書目仍以繪本為主，研究者一方面以 MSSR 身教式閱讀以身作
則，二方面適時輔以「為愛朗讀」策略，鼓勵孩子開始閱讀橋梁書或科普讀物，
讓閱讀成為孩子零散時間的好習慣。
（二）以課程延伸的指定閱讀與課外自由閱讀交互搭配，培養閱讀習慣：為有效提升學
生閱讀能量，除了放手讓孩子閱讀自己喜歡的讀物外，也配合課程介紹合適的讀
本與孩子分享，拓展更深更廣的閱讀視野，例如鼓勵讀經，就挑戰「詩魂」
；講
到穿越時空，就閱讀「神奇樹屋」；講到海底生物與昆蟲，就鼓勵借閱「小牛
頓」、「科學百科」等，讓孩子在繪本之外，適時提升閱讀的質與量。
（三）以多元文本的形式呈現，拓展學生學習視野：除了文字讀本，生活中的各項體驗
與活動，或是適合的影片資料，都能協助學生進行閱讀思考，拓展閱讀視野；例
如在學校邀請少女公益家沈芯菱姊姊蒞校為高年級進行演講分享時，即便我們無
法參與，也在教室觀看沈芯菱姐姐的故事影片，認識芯菱姊姊為公益付出的初心
；同時指導學生製作卡片送給芯菱姊姊，獲得芯菱姊姊回贈勵志卡片，成為點亮
學生環保行動的一顆種子。
（四）適度加入閱讀指導策略，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閱讀要有效，除了閱讀量與閱
讀興趣的提升外，適時加入閱讀指導策略，也能幫助孩子進行有效的閱讀。因此
，搭配國語課與班級輪讀書箱計畫，結合預測策略、六何法的提問教學等策略，
逐步看見孩子的能力一步步開展，為探究教學奠定良好根基。
（五）圖畫日記訓練圖文表達能力，作為溝通與表達的基礎工具：為達成 STEAM 探究
課程中很重要的溝通表達分享能力，以文字與圖畫作為溝通媒介是必要的基礎工
具，因此，每週給與主題式的圖畫日記訓練，教孩子如何進行觀察，並能從事件
的外在的描述開始，進一步提出自己想法與感受，甚至能藉此與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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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與發表訓練

多元文本：芯菱姊姊見面會

圖畫日記：香蕉觀察筆記

圖 8、閱讀寫作歷程照片
二、以生活與體驗構築的探究歷程
STEAM 教育課程的契機，在於教室內外都是學習的場域，期待孩子學習經驗知識而非套
裝知識，如何讓孩子在生活中重拾好奇心，結合五感體驗的融合學習，讓學習更貼近生活，
透過這些探索、發現與感動的過程，研究者期待，建構起「有感，才能真正學習」的經驗：
（一）外掃區的黃金雨大作戰：由於班級分配到的外掃區裡，有兩棵極具代表性的校園
植物「台灣欒樹」，從九月份開學以來，歷經開花、結果、落果到落葉，從金黃
色的花瓣飄落、果實與落葉枯枝掉滿地，在打掃上一再遇到挑戰。如何讓孩子從
抱怨到感受到自然的美好？是研究者努力讓孩子變得溫柔有感的目標，從「黃金
雨」的代稱成功取得孩子的注意，到開始比賽誰跟風比賽撿落葉的技巧高，甚至
開始期待「紅姬緣椿象」的出沒，無趣的掃地任務成為生活體驗的第一步。
（二）鋼鐵人毛毛蟲的生態觀察：因為國語課本在第七課「樹林裡的秘密」介紹了昆蟲
的偽裝術，老師告訴孩子校園裡的日日春植栽裡，也躲有一隻美麗的毛毛蟲—
「夾竹桃天蛾」的幼蟲，由於外表長得像電影裡的漫威英雄，因此有了「鋼鐵人
毛毛蟲」的外號。第一次看到照片的孩子驚叫連連，但在老師的鼓勵下，有人主
動捐出昆蟲箱，有人自告奮勇抓了三隻，有人則每天幫忙提供新鮮的日日春並更
換衛生紙，由於天氣較冷，整個結蛹期拉得非常長，終於在學期末等到三隻毛毛
蟲分別破繭而出，重新迎向天空的歷程，讓孩子們充滿成就感。
（三）機關王積木軌道組合區：為讓孩子在生活中增加熟悉工程組合的機會，研究者特
地將過去指導學生參加機關王競賽所使用的積木與軌道組合放置於教室一角，並
播放機關王競賽影片，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積木組合創作，體驗 STEAM
教育的實作樂趣，只見孩子反覆拆解組合，挑戰創作各式滾球軌道；並藉由共同
創作的歷程彼此討論、溝通與完成作品。
（四）影子觀察家：自然科實驗過程中，除了體驗，反覆的實驗與記錄也是重要的一種
能力與歷程，藉由生活課程「光和影子」單元的規劃，孩子們主動利用早自習結
束、中午放學前以及週二讀整天的下午前往操場記錄影子的位子與長度，並嘗試
使用老師的數位相機留下影像紀錄，主動提出早上到下午影子的方向與長度會變
動的結論，取代老師直接給出結論的學習模式。
（五）紙飛機大作戰：緊接著進行的「和風玩遊戲」單元，則企圖帶領學生開始進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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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數學、工程與藝文的探究實踐，以紙飛機的設計與實作看見孩子不斷的自我挑
戰，從班上一半的孩子不會摺紙飛機開始，到學會對稱概念，怎麼摺出能在天空
滑翔、停留久，或是阻力少、飛得遠的流線型紙飛機，孩子們主動改良，每一節
下課都在挑戰；甚至透過小組討論，規劃出比遠、比高、比久、比迴轉等各種有
趣的紙飛機比賽，並且在圖畫日記上記錄下研究與實作歷程，孩子正在對自己充
滿興趣的主題展現出美好的學習能量。
（六）色彩學真有趣：為讓課程順利進行，將「繽紛色彩」單元提前，與數學科的「容
量」同時進行授課，透過彩色溶液的調製與混色過程，指導孩子理解簡單的比例
與濃度概念，並藉由科學影片文本啟發孩子對實驗的興趣，為「美得冒泡」課程
鋪陳出最棒的先備經驗。

外掃區遍地黃金雨

鋼鐵人毛毛蟲

機關王積木軌道組合區

影子觀察家

紙飛機大作戰

色彩學真有趣

圖 9、生活體驗歷程照片
三、從溝通與討論激盪的創新學習
從閱讀與寫作的奠基、體驗與感受的啟動，真實的跨領域與終身學習的素養，更需要看
見孩子與他人的互動與激盪，如何給予孩子任務，讓他們在小組互動當中覺察自己的情緒與
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並學會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也成了研究者在
課程脈絡當中相當著重的一個部分，這部分亦無法單獨以生活課程進行，反倒是身為班導師
的主場，可以彈性的應用在各領域的學習當中，一步步的帶領孩子經驗小組共同討論、解決
問題、發想創作與成果分享的歷程，提升孩子的學習能量：
（一）語文課的字族文詩歌創作：由於閱讀與寫作是課程的起點，研究者在一開學就採
用六書識字、部件識字、猜謎識字等各種識字教學策略；並結合校內邀請作家有
約李光福老師的機會，帶領孩子從文字到詞語，再到字族文童詩創作的歷程，體
現小組討論與創作，並進行成果分享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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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課的解題指導：數學科是 STEAM 教育中相當重視的一個基礎學科，研究者
秉持「建構式教學」的原則，以生活體驗與實際操作為主進行數學概念的建構，
並在孩子擁有一定基礎能力之後，嘗試給予各組難題進行解題挑戰。以學期後半
的「兩步驟加減」單元為例，鼓勵孩子以組為單位擔任小老師，先在組內討論解
題，並輪流上台擔任指導全班的小老師，落實了 5E 教學環中的「解釋與精緻
化」，也嘗試進行 DDMT 模式中的「模型與建模」。
（三）跨領域的角色扮演活動：藝文課做了多元文化服裝的紙偶，就結合光和影子遊戲
來演皮影戲，重點是還得練習寫劇本，雖然第一次的挑戰，表演起來有些青澀，
燈光、角度、配樂跟口白都很容易卡住，劇情也不太連貫，但是開始嘗試就是最
美好的體驗，只要小組同心協力，表現一定會越來越好。
（四）聖誕 party 的分站遊戲規劃：聖誕節的同歡會則是整合以上能力的最佳考驗，孩
子因為有了前面一次次的嘗試與體驗，分組規劃遊戲內容時相當的投入，六組分
別提出了具挑戰性的遊戲活動，也能將遊戲規則清楚說明，在研究者眼中看來，
真的是達成了 5E 教學環中的「精緻化與評鑑」，也挑戰了 DDMT 模式中的「遷
移」階段，遠遠超乎了二年級孩子的預期表現呢！

語文課字族文創作

數學課解題訓練

聖誕 party 遊戲設計

圖 10、溝通討論歷程照片
由於以上的課程安排均以孩子為學習者中心做思考，因此在教學現場上常面臨時間不夠
用的問題，教學者的進度總是被評量與考試追著跑，但是，正因為相信以孩子為主體的課程
安排，對於長此以往的學習歷程將更加有助益，因此，即使沒有多餘的考前複習時間，也沒
有額外的試卷反覆練習，評量表現並未落後其他班級。而且，當老師在期末的某一天陪著孩
子要前往外掃區的路上看見最美好的一個畫面，一段與孩子真實的對話時，深深覺得，這些
投注精神與時間的等待，就是為了換得孩子對世界的好奇與感動：
導師：還不去打掃嗎？你們在看什麼？（剛下樓準備穿過中庭，中庭熙熙攘攘的人群各
自準備前往掃區打掃，只有我們班的幾個孩子原地駐足，抬頭望向右側天空。）
小澤：老師，你看，天上有打勾鳥。
導師：（打勾鳥？滿腹狐疑地抬頭！）喔！那是雁子，牠們在遷徙。
小洋：牠們好厲害，排出一個 NIKE。
導師：是啊！如果領頭的雁子累的話，牠們還會換領導者喔！老師在找時間給你們看影
片。好了，現在快去打掃吧！
（省-R-10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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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在研究者心中湧上的是一陣真實的感動，二年級的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著好奇
心，要如何保持他們這份學習的動機？要如何啟發他們細膩的觀察力？要如何讓他們對這些
有興趣的生活經驗持續的進行探究學習？這才是課程真實存在的意義。
貳、課程設計與實踐的行動歷程
為讓課程順利實踐，研究者與兩位協同研究教師主動參與新竹縣清華 STEAM 計畫週六
研習課程與彰師大探究教學計畫，並固定於每周一下午進行共備討論，在彰化新民國小楊巽
斐校長與嘉義市和睦國小陳勝哲主任的指導與建議下，逐步修正課程計畫，最終選定生活領
域「一起來吹泡泡」單元進行課程延伸，採 5E 探究教學法為 STEAM 課程（課程規劃表參
閱表 5），並於教學進行中適時修正，分階段說明如下：
一、課堂的實踐記錄～泡泡大發現
時序進入 12 月，國語、數學的進度都算穩定，接下來的時間就要開始全力衝刺「美得
冒泡」研究案，研究者以課本為出發點，設計了相對應的教學簡報，以簡報進行 5E 學習環
的「投入」階段教學，引起學生動機，並期待讓學生自己進行「探究」的歷程，發現泡泡在
哪些情況下會出現，並加以觀察泡泡的特性。
導師：看看桌上有哪些東西?
小意：洗髮精、洗碗精、沙拉油、牙膏……，老師，好多東西喔！
小勳：還有塑膠杯、吸管、小量杯……，真的好多喔！
小庭：我知道我知道，老師要讓我們做實驗對不對？吹泡泡！
導師：是啊！我們要來做實驗，想想看哪些生活中有哪裡有泡泡？哪些物品會變出泡泡
來？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影-1081217）
首先以閱讀理解策略的「預測」策略進行探究教學活動的動機啟動：
導師：我們來猜猜看，哪些東西吹得出泡泡？哪些東西吹不出泡泡？
學生：洗髮精、洗碗精、洗衣精……。
導師：沙拉油呢？會有泡泡嗎？
學生：沒有。
導師：真的嗎？我也不知道喔！我們要實驗看看才能知道。那牙膏呢？洗面乳呢？
小意：我覺得會耶！應該可以啊！
小晴：我覺得應該不行吧！我沒有用牙膏調過泡泡水！
導師：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實驗了！很多事情我們光猜測不能知道結果，只有真的去
做做看、實驗看看才會知道，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喔！
（影-1081217）
由於滿桌子放滿了各式各樣的道具，這個實驗操作的安排對學生而言非常的興奮，整個
教室裡充滿了期待的氛圍，為了避免混亂，雖然希望過程是由學生自行探究，但老師依舊訂
下了一些規範與限制，希望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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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等一下過程中要按照組內的座號輪流進行操作，其他人要負責仔細觀察喔！要觀
察什麼情況下會有泡泡？還有泡泡的樣子長得怎樣喔！有人知道為什麼老師要規
定一次只能一個人操作，而且一定要聽指令操作嗎？
小登：我知道，因為實驗有危險性，如果不聽話可能會爆炸。
導師：嗯！雖然今天的實驗不會爆炸，但是因為要仔細觀察，所以如果你沒有仔細聽指
示的話，那你可能就沒辦法觀察到需要觀察的地方了啊！而且小登講得非常的
好，有些實驗真的有危險性，未來你們自然課做實驗時，也一定要遵守相關的規
定才能保護自己、保護別人喔！
（影-1081217）
關於實驗有危險性一事，事實上是前置課程在上「色彩」的變化時，影片內容出現酸鹼
中和、有燭火的操作等實驗示範，老師口頭提醒過孩子，孩子能夠在此時提出，代表關於這
件事情的重要性，已經放在孩子的心上。
接下來，就按部就班的一項項進行操作，以組內座號針對不同原料進行泡泡水的調製，
分別嘗試了洗髮精、洗衣精、洗碗精、沙拉油、洗面乳與牙膏，過程中分別要觀察原料加入
水中後攪拌的情況，是否產生泡泡？可以沾一點溶液拿起來吹泡泡嗎？以及可以在杯子裡吹
泡泡嗎？
小璇：好噁心，沙拉油浮在水面上，怎麼攪拌都不會跑進去水裡面呢！也沒有泡泡！
小登：老師，老師，這就好像我們上次看的色彩的影片裏面，那個分層的顏色水一樣
耶！油跟水分兩層了！
導師：沒錯喔！等你們國中的時候會學到油跟水不一樣的地方，所以他們是沒辦法攪拌
在一起的，所以根本也沒辦法產生泡泡喔！
（影-1081217）
導師：好，接下來我們要做的牙膏，來試試看牙膏調的泡泡水可以吹出泡泡嗎？
小意：啊！攪拌的時候可以，但是沒辦法吹出泡泡來。
小潔：對著杯子吹可以喔！你們看！
（影-1081217）
透過了全班共同進行探究的歷程，孩子對於哪些溶液可以吹出泡泡，哪些溶液只能在杯
子裡稍微吹出泡泡有了發現；甚至也發現了油水分層的現象，這些討論都超乎老師的預期，
只是，為了要控制學生興奮的程度，老師花了較多的時間管秩序，並要求按部就班的進行實
驗步驟，原訂一節課的操作時間硬是拉長成了兩節課，利用下課收拾實驗器材完成之後，又
多利用了半節課的時間，請各組進行小白板的討論，將觀察到的泡泡特色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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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紀錄

各組記錄

各組紀錄

圖 11、小白板實驗紀錄照片
小娟師：我看的是下午的第一節課，看見小敏老師有條不紊的以清楚的指導語帶領孩子
進行探究課程，我的收穫良多，雖然他們才二年級，但很投入在課程中，只是
有時候太興奮，控制秩序真的有一點難，但是他們都很勇敢發言，很厲害。
研究者：這裡也是我困惑的地方，就是如果完全放手讓他們去嘗試，可能會太興奮、太
混亂，所以給了一些限制，但這樣子不知道會不會失去探究教學的意義？
楊校長：因為是低年級，給予有方向性地探究是可行的，可以逐步地幫他們聚焦，重點
是在那個過程中有沒有進行真實的經歷與體驗，有沒有開始進行觀察與討論？
研究者：謝謝校長的建議。
（議-1081223）
小容師：我看的是下午的最後一節，就是看到小朋友小組內用小白板討論的部分，感覺
的他們都有仔細的觀察泡泡，幾乎把泡泡的特性通通都寫出來了呢！
研究者：嗯！確實在看到他們的記錄時我是非常的驚豔的，我沒有給予任何的提示，但
孩子們把我原本下一節要複習的重點已經全部列出來了，實在是太強了！
（議-1081223）

泡泡大發現投入階段

泡泡大發現探索階段

泡泡大發現探索階段

圖 12、泡泡大發現階段活動照片
二、課堂的實踐記錄～泡泡實驗室
導師：經過上一次的泡泡實驗，老師發現你們好厲害，觀察得很仔細，今天，我們就要
用上次的研究發現，繼續做更深入的研究，讓我們更了解泡泡。
（影-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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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一堂課結束後，中間夾雜著班級聖誕活動，老師怕孩子們已經忘記了上次對泡泡
的觀察結果，所以在課前將他們上次提出的觀察結果寫成字條張貼在黑板上，並且藉此進行
今天的課程 KWL 表的討論依據；只是，KWL 表中很重要得從已經知道（Know）到還想要
知道（What）的過程沒有那麼容易，也比預期花了許多的時間。事實上，這個部分在備課
當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研究者：關於 KWL 表的設計，也是想要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中的資訊探究處理技巧，希
望孩子可以針對已經發現的事實進一步主動進行思考與探究。
楊校長：很好啊！讓他們自己去發展可以探究的議題，只是，在教學時間是很有限的，
可能還是要思考一下，雖然有這麼多可能發展的議題，但是，要試著聚焦一個
全班可以一起做的會比較好。
研究者：那，如果還是讓他們先各自發想，然後一起在討論到課本附錄的科普漫畫上有
提到的怎麼讓泡泡變得更強壯？例如加入甘油或膠水的部分，來找出一個黃金
比例的泡泡水呢？因為後面的課程也會需要一種比較好吹，維持的比較久的泡
泡水，這個進一步的研究是不是比較適合討論？
楊校長：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備-1081215）
而因為有了第一次泡泡大發現的課程經驗，研究者嘗試著想在這次的課程中，適度地給
予孩子更大的探究空間，也希望孩子自己發展出合適的實驗方法，因此，在分享完 KWL 表
的還想知道的問題，並聚焦到黃金比例泡泡水的實驗後，教師就讓孩子們分組討論等一下要
如何進行實驗安排，並請各組回報後才能正式領取實驗器材進行操作活動：
導師：有想出來要怎麼樣進行實驗嗎？
小庭：因為我們有五個人啊！我們要看看是不是跟那些學長姐的實驗結果一樣，用
16：4：3（水：洗碗精：甘油）的比例就可以變成最強的泡泡水。
小意：老師說因為是要試試看甘油是不是可以讓泡泡水變強，所以我們就五個人用不一
樣的甘油。
導師：怎樣不一樣？可以說的更清楚一點嗎？
小庭：因為有五個人，所以可以五個人分別測試 16：4：1、16：4：2、16：4：3、
16：4：4、16：4：5 的比例，然後一起吹，看誰的泡泡可以比較慢破掉。
（影-1081231）
秉於比第一堂課更開放的探究精神，研究者尊重學生提出的實驗方法，讓孩子放手去嘗
試，有趣的是，六組裡有五組都提出了由組員分別加入不同量的甘油來做比較，卻有一組是
整組都直接測試 16：4：3 的黃金比例泡泡水，而且玩得不亦樂乎，可惜的是，這一組當中
反而有班上的資優生，可能因為研究者第一次進行「實驗設計」的教學，在指導語部分不夠
詳盡，讓孩子誤解了實驗的意義與目的，這點是未來教學要多加注意的部分。
另外一點要特別提出來進行省思的部分，則是關於「實驗記錄」的指導部分，對於二年
的學生而言，光要讓他們想出實驗內容就是一個很困難的挑戰，實驗過程中每個孩子都興奮
異常，再加上教室裡以小組桌椅合併而成的實驗桌其實高低起伏、空間也有限，對於實驗操
作有很大的挑戰，實在很難再請孩子拿出小白板，或是用學習單進行紀錄；同時，孩子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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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完不同比例的泡泡水後，進行吹泡泡的讀秒記錄，起始點與結束點也很難統一。因此，在
現場操作時，研究者選擇放棄「實驗記錄」的操作，並將這點疑慮於課後議課時提出討論：
小蓉師：真的，像我們五年級的學生一邊要做實驗，一邊要做記錄都有困難了，更何況
他們是二年級的學生，我可以建議的是老師可以試著在黑板上畫一個大的表
格，然後統一實驗後再做記錄或許可行。
楊校長：實驗設計當然是探究教學中希望做到的部分，但因為他們是二年級的學生，
所以真的可以思考看看，老師可以設計好更細節的實驗表格，讓他們勾選或填
上數字，不一定要讓他們從無到有去設計出來了！
（議-1090106）
回顧此一階段教學歷程，研究者很明顯的發現自己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教學專業上有
所不足，但儘管如此，也感謝諮詢校長與兩位備課老師給予的建議以利後續的課程修正，這
也是探究教學與 STEAM 教學最可貴之處，師生共同在教學相長的歷程中成長，讓課程展現
出因時因地制宜的彈性樣貌。

KWL 表思考問題

探究實作研究

小組討論進行記錄

圖 13、泡泡實驗室階段活動照片
三、課堂的實踐記錄～泡泡大挑戰
課程進度的第三部份恰巧碰到了期末考週，此部分課程在設計之初就期待打破其他教案
當中多由教師設計之泡泡挑戰活動，如泡中泡、泡泡毛毛蟲等，希望以孩子所學習到的經驗
主動進行討論與設計；輔以學生剛剛於聖誕同樂會中完成過小組遊戲關卡的設計經驗，便請
孩子分組進行討論，輔以小白板計錄以上台進行規則說明；並且擔任各項挑戰關主與裁判，
全班共同進行六種不同的泡泡挑戰活動，並從中加強探究教學與科學實驗應注意的變項與公
平基礎，分別說明如下：
表 11、泡泡大挑戰各組活動設計統整表：
組別
比賽
規定
考量
特性

第一組

比大

第二組

比久

第三組

比遠

在相同時間內，挑戰誰吹 在桌面上畫出固定範圍，
在同一條起始線上比賽吹
的泡泡最大？
以同樣大小的泡泡比賽誰
泡泡，看誰吹得最遠？
維持最久？
泡泡容易破

泡泡容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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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很輕會飛

（承上表）
組別

比賽
規定

第四組

比高

第五組

比泡泡塔高

杯子裡有一樣多的泡泡
水，對著杯子吹氣，看誰
在同一條起始線上比賽吹
泡泡塔最高？桌子的高度
泡泡，看誰吹得最高？
不同，為測量高度，統一
以班級書尺進行測量。

考量
特性

泡泡很輕會飛

小白板說明泡泡塔比賽規則

泡泡可以疊在一起

同樣大小比賽泡泡維持時間

第六組

泡泡接力賽

各組排成一排，由第一位
同學吹出泡泡後，以吸管
往後接力，同樣的時間內
比賽各組完成的泡泡接力
數字多寡。
泡泡很容易破

同樣起點比賽誰吹得遠

圖 14、泡泡大挑戰階段活動照片
四、課堂的實踐記錄～泡泡製造機
月考完畢的最後一週，課程進入緊鑼密鼓的倒數計時，此階段的課程設計主要是為了實
踐 STEAM 教育中關於藝文與工程兩個概念的整合，也期待學生能嘗試加入科技（如電動）
的理念於泡泡機的製做當中。但是可能是因為孩子們的年紀尚小，或是老師給予的示範不
足，雖然有要求畫出設計圖（如附件），並在設計圖學習單上請學生填寫他在設計時考慮到
哪些條件與內容，但在實際創作時，多數還是只使用了老師所提供的鐵絲、毛根與吸管，部
分同學則借用了教室裡的積木作基礎造型，及少數同學加入家中所帶來的罐子或網子當成道
具，並沒有人運用科技融入的概念進行創作，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楊校長：二年級的小朋友在學科整合能力上面可能比較受限，老師可以思考再多一些示
範與引導，會比較有機會看見孩子更多元的創作力。
（議-1090113）
礙於現場教學時間的限制，無法多作引導是研究者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也因為藝文老
師於期末請假，無法協同進行此課程而壓縮了學生的美術表現能力；由此可見，STEAM 課
程要成功，除了共同備課之外，教師之間的跨領域偕同教學將更加有利，此點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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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製造機-毛根＋吸管

泡泡製造機-積木平面

泡泡製造機-積木立體

圖 15、泡泡製造機階段活動照片
五、課堂的實踐記錄～泡泡行不行
事實上，整個行動研究的課程教案能夠完備並付諸實踐，身為研究者主任儲訓班夥伴的
嘉義市和睦國小陳勝哲主任功不可沒，陳主任多年來深耕自然領域教學活動，在帶領學生參
加科展活動外，對於 STEAM 課程的實踐也多有涉獵；當研究者就初版教案請教陳主任時，
他直言這樣的課程看似是一個完整的自然科學探究教案，卻缺乏了 STEAM 教育的靈魂：
陳主任：看得出來小敏老師很認真的寫完這個教案，也想要帶孩子進行探究教學，以二
年級的生活課程來說，相當地充實有意義，但是，卻少了 STEAM 教育裡最重要
的核心價值，也就是解決生活問題的部分是沒有討論到的，非常的可惜。
（備-1081124）

這句話深深撼動了研究者：原來，我似乎是把 STEAM 課程想得過於簡單了，誤以為只
要有處理到科學、科技、數學、工程、藝術這五個項目，再加上五感體驗、動手做，就已經
達成跨領域的課程目標，反而忽略了 STEAM 課程源自於生活，期待孩子對生活有感，能在
真實生活中做知識的連結與應用，並解決生活周遭的真實問題。而陳主任指出的這一點，也
在研究者諮詢清華大學王子華教授的過程中同樣被提出來詢問，顯然，如果一個老師只是關
注著科際間的整合，卻忽略了與生活連結的核心價值，那麼，寫得再漂亮，思緒再完整的教
案也依然換湯不換藥，沒有辦法真實的與孩子生命經驗相結合，仍舊可能在教學之後很快的
「船過水無痕」，培養不出終身學習的素養了！
也因此，重新考量了 5E 學習環的「精緻化」與「評鑑」階段，研究者期待孩子帶著對
泡泡的深入理解，對調製溶液的基礎概念，結合校內正嘗試推動的酵素議題，自製環保清潔
劑。由於製作過程中的橘子皮發酵必須有一定時程，因此，部分動手做的過程是夾雜課程前
段的課餘時間，至最後一單元才進行知識性的討論與實作，同時，也藉由期末與文山國小交
流的機會將自製的環保清潔劑帶到文山國小與同年齡的小朋友一起分享，孩子也期待下學期
校內的愛心園遊會時，班上能將這自製的環保清潔劑當作商品販售。
最令研究者感動的是，透過這樣的課程實踐，環保觀念也悄悄的內化進入孩子的純真心
靈中，連到文山國小交流的同時，因為分享玩泡泡實驗要洗手時，孩子都有以下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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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恩：老師你看！（一群人七嘴八舌）
導師：嗯？（因為忙著找路線，沒仔細注意孩子的目光與話題）
小菲：是環保標章耶！老師！洗手乳上面有環保標章！（老師這才回頭注意正在洗手的
孩子們目光所及的洗手乳）
導師：真的嗎？你們好棒喔！這邊還有一瓶，也有嗎？
小登：有喔！老師！你看！
（省-1090114）
至此，研究者看見了課程銘印在孩子心上與腦海中的可能性與美好，這學期的 STEAM
歷程畫上了一個休止符，但卻不是個終點；下學期還可以帶著孩子做什麼呢？一起嘗試找出
更多生活中的問題，真實的進行探究與實踐，想想辦法用科技來解決呢？原來！真實的體驗
更能引起孩子與老師共同參與課程的熱情與活力呢！

蒐集橘子皮

橘子皮萃取液靜置發酵過程

製作環保清潔劑

實驗發表海報製作

至文山國小現場分享

帶領文山學生現場闖關

圖 16、泡泡行不行階段活動照片

第二節

STEAM 課程下的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透過師生共同編織，二年信班地師生共同進行了一場以行動歷程作修正與實踐的課程，
在當中師生都能有所學習與成長，以下分別就生活領域核心素養表現情形、自然科學領域探
究教學學習表現做質性觀察說明，觀察角度分別來自研究者記錄、偕同觀課教師或家長回
饋；另輔以學生圖畫日記與學習成果評量作佐證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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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專題探究的歷程中陪伴孩子學習成長
一、生活領域核心素養
表 12、生活領域核心素養觀察詮釋表
觀察與分析
生活領域應達成的核心素養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的連結，
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
有正向的看法，進而愛惜
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事
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
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持續學習。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
的方法並理解探究後所獲
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觀察
人員

質性說明
透過探究式課程安排，孩子習慣主動發現
問題，也能嘗試提出問題解決方式，舉例

研究者

說明：在「泡泡製造機」單元中，孩子原
本多利用毛根與吸管，但發現毛根過軟，
沾泡泡水後不易吹出泡泡，便嘗試改以積
木設計吹泡泡工具。
老師的課程設計很豐富，教學靈活，讓小
恩的學習態度進步很多，變得比較主動。
（小恩媽媽）

家長
回饋

研究者

課堂實踐過程中，教師會適時在關鍵提問
處暫停，請各組進行討論並提出看法，教
師在進入各組聆聽學生想法與意見，並透
過追問增進其思考能力，教學過程雖然耗
費許多時間，但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也跟
著提升（如實驗設計的注意事項）。
實驗設計對高年級的學生就充滿挑戰，二
年級的孩子能進行遊戲規則設計與說明就
已經非常的棒。

偕同
教師

（小容老師）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
事、物的特性與關係，同
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

研究者

整個課程從在生活中發現泡泡，了解泡
泡，設計泡泡遊戲與吹泡泡工具的過程
中，深入探究泡泡的存在價值與優缺點，
從實踐與創作中提升學習能力。

物的方法、理解道理，並
能進行創作、分享及實

偕同

二信的小朋友提早開始寫日記，把學習歷
程記錄的很清楚，讓我思考自己的班級下

踐。

教師

學期也要開始嘗試寫日記。
（209 班導）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
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
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
他人想法。

研究者

透過小白板、學習單、日記與海報分享，
鼓勵學生利用圖文表達自己的想法，並欣
賞他人作品與研究結果。
小朋友從不敢上台報告到勇敢舉手爭取成

家長
回饋

為報告代表，看見孩子的成長，很感動。
（小澤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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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觀察與分析
生活領域應達成的核心素養

生活E-B2

生活E-B3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媒
材與工具，透過各種探究
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

觀察
人員

質性說明

研究者

息做適切的處理。

養成觀察與辨別資訊的良好習慣。

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事
、物的真、善與美，欣賞
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
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透過吹泡泡工具的設計，理解多元媒材與
工程創作的形式；此外，也透過泡泡本身
的各種形狀、光澤變化，體驗生活之美。

研究者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
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
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
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
生活E-C1

研究泡泡的歷程與最後一個部份觀察生活
中的環保標章時，都鼓勵學生自行攜帶物
品與發掘校園環境中的媒材與工具，隨時

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
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
體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
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
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
力或採取改進行動。

研究者

此次由探究教學出發的 STEAM 課程，因
考量生活情境中可能面對的問題，最後以
環保行動作總結，有效喚起二年級學生對
於事情正反面的觀點與思考，能省思環保
清潔用品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如何在便利
的生活中同步尊重與愛護生活環境，是一
件必須從小學起的事情，而孩子在探究中
逐步內化的概念，令人感動。
同樣討論製作環保清潔劑的過程，信班的
學習歷程架構很清楚，孩子是有意義的在
製作環保清潔劑，不是只是為了做而做，
感覺特別有意義。

偕同
教師

（204 導師）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
生活E-C2

生活E-C3

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
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
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成
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欣賞周遭不同族群與文化
內涵的異同，體驗與覺察
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象。

研究者

低年級學生在學習時與他人共同分工合作
的意識尚在發展中，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互
動機會，逐步建立信任，在過程中學會尊
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從操作過程與
想法溝通的爭吵，到合力完成實驗，並上
台報告，累積越來越多與人互動的經驗 。
竹北國小二年級小朋友來文山交流，讓文
山的孩子也有機會觀摩，學習如何發表，
是一個互學的典範。
（文山小 小瑞主任）

偕同
教師

研究者

此研究案未著重於此核心素養指標，較無
法觀察全球關聯之現象。

綜上所述，透過有意識的 STEAM 課程設計，可全方面提升孩子的核心素養能力，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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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到家長，都能清楚看見孩子的成長與轉變，更透過各種生活實踐機會，加深學習的內化與
後設認知。
二、自然科學領域探究教學學習表現
雖然是低年級的學生，但研究者將自然科學領域之探究教學法有意義的引入教學設計的
歷程中，嘗試引發孩子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科學探究興趣，觀察孩子的各項表現，說明如下：
表 13、自然科學領域探究教學學習表現觀察詮釋表
學習重點

觀察定題
（po）

探
究
能
力

分析發現
（pa）

KWL 表是閱讀理解策略常用之專題探究表
學生能進行運用
格，對二年級學生而言雖然是有點難度的挑
KWL 表進行對泡泡
戰，但孩子們一步步透過自己的探究發現，
的研究討論，思考如
更進一步去思考如何調製出超級泡泡水的歷
何嘗試調製超級泡泡
程，從已知到主動發現未知，是觀察定題的
水(基礎實驗設計)。
好工具，也是很棒的訓練。
實驗過程要準確紀錄對學生而言難度頗高，
泡 泡 實 驗 與 觀 察 記 但若請學生透過實驗後的小組討論，就能利
錄。
用小白板、海報及日記等媒介，將自己的實
驗結果順利記錄下來，與他們分享。

計畫執行
（pe）

學生因為在其他科目與活動中都有分組設計
各組根據泡泡的特性
活動的機會，順利遷移至本單元課程，也能
設計一場泡泡比賽。
根據泡泡的特性設計相關活動並進行。

討論傳達
（pc）

低年級的學生自己思考的能力尚不成熟，但
學生能參與課堂討
透過給予小組討論溝通的機會，有機會形成
論。
更多元的思考，也能透過互學過程而進步。

探究興趣
（ai）
科
學
態
度

研究者質性詮釋

課程設計舉例

探究習慣
（ah）

科學本質
（an）

透過影片或文字等多
元文本，引發學習興
趣。

二年級的學生觀察世界的角度非常純真，但
也需要多加引導，因此，適度地透過多元媒
材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探究興趣，讓學生願
意進一步投入學習活動。

能應用圖表、科學描
述等技巧完成日記。

科學家的養成訓練非常漫長，探究習慣更需
要點滴累積，將科學探究課程結合日記寫
作，更能養成觀察紀錄的習慣。

透過實作讓甘油、比

透過科普文章深入淺出的講解，與實驗操作

例等專有名詞讓孩子
耳熟能詳，主動探究
科學本質。

的具體活動，既使是二年級的孩子，也能與
自然科學的本質更親近，認識艱澀難懂的專
有名詞，為未來的學習奠定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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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為孩子增添自信的學習課程
一、科學閱讀與寫作回饋
表 14、泡泡大發現學生圖文作品表

19 小璇說明與同學一起觀察到的結果

20 小沂說明觀察過程與自己的感覺

21 小庭用心智圖畫出泡泡實驗的觀察結果

18 小晴說明泡泡觀察的實驗步驟與觀察結果

表 15、泡泡製造機學生圖文作品表

12 小穎的泡泡機設計圖

16 小潔的泡泡工具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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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萱的泡泡機與吹泡泡紀錄

04 小楷的泡泡吹工具製作與修正說明

表 16、泡泡行不行學生圖文作品表

說明海報：泡泡大發現文

說明海報：泡泡行不行

01 小勳文山國小交流心得

25 小若文山國小交流心得

孩子們透過稚嫩的文字、可愛的插圖，將課程歷程完整的紀錄，無論是資優的小楷、小
庭、小勳、小若，或是學業表現稍弱後的小萱、小沂，孩子們都努力在課堂中投入學習，也
珍惜這樣子實際操作與交流的機會；而透過海報的製作與上台分享的練習，更培養出孩子們
勇敢表達的與分享的能力，令師長們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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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泡泡課程學習成果評量
課程結束之後，研究者另讓學生填寫學習單，關於科學知識部分，填答結果如下：
表 17、泡泡課程學習成果評量表 I
題號

選項

題目內容

正確

錯誤

1

下列哪樣產品加水，沒有辦法產生泡泡？
洗碗精 洗髮精 沙拉油 洗衣粉。

25

1

2

能夠產生泡泡的溶液中，是有哪種成分？
二氧化碳 界面活性劑 甘油 活性碳。

22

4

3

下面哪一項是做實驗應該注意的事項？
每一組的器材都不一樣，讓實驗更多元。
每次只改一項實驗內容，才能確定原因。

20

6

4

下面哪兩種東西能夠讓泡泡變強壯？
膠水 界面活性劑 甘油

21

5

只要做一次就可以知道實驗的結果。
實驗時可隨意亂添加內容物，非常有趣。
清水

可以發現，在關於泡泡的科學知識裡，生活中可以產生泡泡的產品，除了原本就是資源
班學習弱勢生的 17 小涵答錯以外，剩下 25 位同學的回答都是正確的；但比較專業的「界面
活性劑」、「甘油」等答案，就有幾位同學會搞錯，但大致上的正確率也偏高，顯然雖然這
些科學名詞有點艱澀，但因為教學過程中輔以科普閱讀，以「界面活性劑寶寶」與「甘油小
子」兩個角色代入，也讓學生留下深刻印象。而第三題是偏向科學實驗的技能知識，難度更
高，但孩子的作答正確率也不低，顯然，透過一次次的實驗操作流程，能讓抽象知識具象
化，有助於科學態度的培養。
表 18、泡泡課程學習成果評量表Ⅱ
題號

題目內容
我發現這次的泡泡課程，包含了哪些學習內容？

5

科學的
實驗

數學的
比例

工程的
設計

語文的
閱讀、
紀錄與發

美勞的
創作

其他

表
選擇

24 人

16 人

12 人

16 人

17 人

0人

另外，研究者也想要了解這樣子的課程對學生在學習上關於各領域知識統整運用的後設
認知如何，請學生填寫這次的課程當中自己發現了哪些學習內容。發現高達 24 位學生都認
同這次的課程以科學實驗居多；而過程中因為要調配黃金比例泡泡水，所以孩子們對要使用
數學的比例概念有基礎的認識；也知道有運用美勞創作來製作出個人專屬的吹泡泡工具，但
對於吹泡泡工具前繪製了設計圖的理解較低；而課程中經常性的進行閱讀、紀錄與發表，以
及以圖畫日記做心得分享的歷程，雖然都有實地操作，但將其認同為課程學習內容者只有
16 人，對於統整各領域能力進行跨領域學習與運用是較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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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泡泡課程學習成果評量表 III
題號
6

題目內容
如果下學期還有機會，我想要做什麼實驗：

回答 大型泡泡、空氣砲、色彩、料理、智高、自動機器人……
7

想一想，校園生活中有沒有讓自己覺得困擾的地方？

回答 教室有一點髒、老師的黑板擦不乾淨、有些同學太吵、警衛課吹哨子太大聲、
高年級會欺負低年級、外掃區落葉很多很難掃、不知道……
8

如果可以有個辦法改變它，我覺得可以怎麼做呢？

回答 做一個掃地機器人、不知道……
最後一部分的提問則是考量到 STEAM 課程期待根植於現場在地脈絡，若能以孩子的自
身經驗或實際面對的問題出發，將更具有存在價值與意義。唯因此次參與研究的對象是二年
級的孩子，對於想要進行的實驗回答，多數還是這學習有經驗過的主題，較沒有自己特別的
想法；對於生活困擾之處與想辦法解決兩個問題，也有非常多的同學在填寫時就舉手告訴研
究者說他想不出來，生活中沒有困擾的地方，或是想到了困擾，但不知道自己可以怎麼做，
這部分讓研究者思考，未來如有機會繼續進行課程，應該要加強情境脈絡的鋪陳，才有機會
讓孩子對生活環境更有感覺，找出值得進行的主題進行探究，讓課程更有意義。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 結論
壹、 STEAM 教育可作為素養導向精神之具體實踐課程
STEAM 教育重視動手做（hands-on）
、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
、專案取向的教學（projectbased）等核心價值，與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強調之學習者中心、問題導向及專題探究等
精神不謀而合；即使是低年級的小朋友，只要教師願意嘗試投入專業發展，也有機會透過這
種結合生活情境與學生學習興趣的具體操作課程，幫助其在真實情境中整合跨領域知識與思
維，並體驗解決問題策略的歷程；以及過程當中以分組合作學習模式進行溝通與討論，都能
促進個人與團體思考能力的發展，從傾聽、尊重、討論到發表，甚至是處理問題磨合的經驗，
都能從中涵養出「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素養。
貳、 探究教學法可作為 STEAM 專題學習之基礎策略
即便低年級的孩子對於專題探究經驗與能力尚不成熟，但透過教師專業的投入與跨領域
偕同的探究教學指導歷程，以尊重並激發學生探究興趣為方向，鼓勵其進行持續不斷的探究
活動，就能讓孩子自發性的投入探究的循環歷程，更有機會進行深入的反思，啟發學習上的
後設認知。若教師能以課程模組的角度來看探究教學，將「提昇學生探究能力」視為探究教
學的目標，則教學現場沒有不能進行探究教學的學習領域，生活當中更無處不是可進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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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題，如能在日常教學中養成學生的探究能力，長期耕耘後，相信無論專題式的 PBL，或
是問題解決的 PBL，都更能展現出終身學習者的持續滾動、自我增能的能量。
參、從 STEAM 到 STREAM，看見科學閱讀寫作的重要性
儘管 STEAM 課程當中強調的五大學科並不涵蓋閱讀，但近年亦有愈來愈多的教育者人士
認為文學素養（Literacy）為全面性課程不可或缺的必要組成部分，在探究與創造之外，溝通
協調與批判性思維皆為未來社會所需，因此在課程當中融入閱讀（Reading）
、寫作（wRiting）
或是研究（Research）的「R」也非常的重要。而研究者在實踐的過程中，亦認同科學閱讀的
整合理解、分析思考與文字表達、口語溝通能力皆為課程深化與能力提升的重要關鍵；透過
多元的文本讓孩子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並嘗試以文字、圖像整理自己的探究學習經驗，
或規劃創作模型，分享學習成果，才能讓 STEAM 課程的專題歷程更完整，而這樣的素養絕非
一蹴可幾，更需要長時間的內化與薰陶方能達成。

第二節 建議
壹、STEAM 課程需考量在地脈絡，更能體現核心素養價值
STEAM 教育真正的價值在於其應能根植於生活情境當中，學生能基於學習興趣發展解決
問題的具體操作課程，與其由老師挑選適合的單元去做課程延伸，不如參考社會領域中強調
公民行動歷程，鼓勵學生在校園與社區的生活脈絡當中主動發掘問題，結合科技創造力，具
體操作，讓學生能在真實情境中整合跨領域知識與思維，並體驗解決問題策略，以具體實踐
取代表面效度的素養檢核，方能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目標。
即以上表 19 為例，學生對於「想要做的實驗」與「生活中有沒有讓自己覺得困擾的地方」
並沒有進行連結，學習仍較為破碎；而且多數也不知道可以如何改善，或單純的想著如果有
一台萬能的機器人就能改變一切。事實上，如教師有心在課程上進行深耕，其實更應該以孩
子的眼光看世界，從他們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如「黑板擦不乾淨」
、
「外掃區落葉很多很難掃」
、
「很多同學上課太吵」進行探究，並且讓孩子練習以 STEAM 的思考模式去進行問題解決的專
題學習，這樣的課程將更加有意義，更能符合 108 課綱之情境化、脈絡化與具體實踐之意涵。
貳、清華 STEAM 的 DDMT 探究教學模式使 STEAM 課程學習更具遷移性
雖然此次研究案之教案以 5E 教學環作為課程基礎，但無論是教學的前中後，研究者最常
被問到的問題還是在於此課程究竟是學生自發還是教師設計，與真實情境的關聯性如何？學
後的遷移效果如何？是否真的符合 STEAM 課程想要解決的生活問題核心理念？
雖然於文獻探討過程中有討論到清華 STEAM 的課程模式，但在應用上仍無法跳脫傳統課
程設計；因此，當研究者除一邊研究過程中參與清華 STEAM 研習外，更於此案結束後以清華
STEAM 的 DDMT 模式重新理解課程，發現其本身即包含科學探究、設計思考與創客實作的精
神，更可以有效推動跨領域與素養導向之教學與學習，是一個適合應用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之課程與教學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完全以學習者為學習中心做出發點，重新思考
此課程脈絡，或許可重新以 DDMT 模式規劃如下，於未來有機會修正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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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 steam 課程~美得冒泡

D 發現

D 定義

生活中的泡泡

泡泡科學實驗

一、學習領域：

自然科學

(science)

(science)

二、學習重點：

二、學習重點：

1.生活中的泡泡

1.泡泡的組成？

2.問題討論：
a.泡泡是如何
產生的？
b.是如何發揮
清潔效果

製作泡泡水、環保酵素

一、學習領域：
數學、藝文
工程
(math、art、
engineering)
二、學習重點：

一、學習領域：

自然科學

幫助清潔。

M 模型與建模

2.進行探究：

1.黃金泡泡水與
泡泡機製作
2.自製環保清潔
劑。

a.什麼樣的比
例讓泡泡持
久?
b.有泡泡一定
好嗎?

T 遷移
生活應用

一、學習領域：
語文、藝文
科技(art、
technology)
二、學習重點
1.生活應用：以
自製環保清潔
劑進行教室環
境打掃。
2.成果分享：將
實踐成果透過
海報與 youtube
分享。

的？

圖 17、以 DDMT 模式進行「美得冒泡」課程架構圖
參、教師的自發互動共好是課程實踐的必要條件
教師本身應該就是最佳的學習示範者，透過課程設計與教學歷程，反省修正教學策略，
提升自我專業能力；其次，透過與教學夥伴對話，歷經備、觀、議課的歷程，能夠發現教案
實施中的盲點，也能讓彼此獲益良多，這是互動的美好；特別是像 STEAM 教育這樣的跨領域
課程，教師唯有打開教室大門與閉鎖視野，主動廣泛地接觸教育新知，並透過與夥伴的對話，
方能達成課程實踐的可能性。
此次課程研究者與學校兩位夥伴共同參與兩專業計畫，對教學專業都有所精進與成長，
未來仍將持續參與相關增能活動，提升教與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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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壹、教案設計
課程名稱

美得冒泡

適用對象

年級：國小二年級

程度

█常態

實施時機

█正式部定課程：二年級第一學期第三單元

節數

11 節

先備概念
技能
與活動

1.先備概念：容量、表面張力、溶液比例會影響結果
2.先備技能與活動：
＊具備基礎的閱讀理解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
＊具有基本動手操做能力。
＊具有觀察、記錄、測量與討論的經驗

設計理念

晶瑩剔透、繽紛多彩的泡泡，隨著風兒起舞，孩子在觀察、操作、探究、
創作，運用各種素材與具體活動經驗，享受吹泡泡的愉悅；雖然只是低年級
的孩子，但透過與 STEAM 教育五大精神（跨領域、動手做、生活應用、解決
問題、五感學習）相符合的探究教學設計，更能達成 12 年國教課綱所強調的
「核心素養」，期待孩子運用邏輯的思考與反覆的嘗試，養成在生活中解決
問題的科學探究能力，為終身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檢核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1. 以生活課程泡泡單元為主軸，發展科學
知識與科學探究技能，增進科學態度。
2. 輔以數學科知識概念建構習慣與語文科
閱讀寫作基礎，建立良好學習態度。

1. 長期培養學生於生活中觀察環境變化之
習慣，於情境中展開脈絡學習。
2. 透過分組合作學習模式，培養人際互動
與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習慣。

兼顧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

實踐力行的表現

1. 學習歷程拉長為整個學期，注重教學方法
與學習策略，適時轉化成自學能力。
2. 幫助孩子有意識進行後設認知轉化所學。

1. 結合校園情境脈絡進行自製環保清潔劑。
2. 至文山國小與同齡學生進行學習交流，讓
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教案設計參考資料
1. 文化部兒童繪本館 https://children.moc.gov.tw/book/217537
2. 「童」心協力--教學設計與演示
http://teacher.hlc.edu.tw/imain2_vshow.asp?m=vmode&id=466&tid=2135
3.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科學遊戲實驗室
http://scigame.ntcu.edu.tw/bubble/bubble-006.html
4. 台灣光華雜誌‧吹出來的傳奇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52097d8f-f663-41bc-a59d-f12284a4b745&CatId=3
5. 科普活動設計：以「泡泡世界」為例
6. 彰化縣僑信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年級 彈性課程【班級活動】
7. 吹泡泡 多元評量行不行 (新竹市)
8. 小孩的科學 steam 特別版 02 泡泡實驗室活動手冊（親子天下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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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學習內容

學

習

重

點

學科或跨科

編碼

生活

A-I-2
C-I-1
C-I-3
D-I-4
F-I-4

自然

INf-Ⅱ-1
INf-Ⅱ-5

能力

編碼

文字說明

生活
探究事理

2-I-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
因素。
運用各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對訊息做適切
的處理，並養成動手做的習慣

探究能力 –
思考智能（t）
推理論證（r）

2-I-5

tr-Ⅱ-1

文字說明
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科技產品。
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影響。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結果是有其 原
因的，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探究能力 –問題解決（p）

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

觀察與定題（o）

po -Ⅱ-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論等，
提出問題。

計劃與執行（e）

pe-Ⅱ-2

能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階 段的物品、器 材儀
器、科技設備及資源，並能觀察和記錄。

分析與發現（a）

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類、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
資訊或數據。

pa-Ⅱ-2

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得到解答、
解決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
（例如：來自老師）相比較，檢查是否相近。

討論與傳達（c）

pc-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或圖畫等，表達探
究之過程、發現。

態度

編碼

文字說明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
心。
體會學習的 樂趣和成就 感，主動學 習新的事
物。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

生活
3.樂於學習
4.表達想法與
創新實踐
7.與人合作

3-1-3
4-I-1
7-I-1

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合宜的方式，表達對人、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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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編碼

文字說明

生活

7-I-4

能為共同的目標訂定規則或方法，一起工作並完
成任務。

培養科學探究 的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
趣。

ah-Ⅱ-2

透過有系統的分類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自己
的想法與發現。

an-Ⅱ-3

發覺創造和想 像是科學的重要元素。

興趣（i）

學習表現

養成應用科學思考
與探究的習慣
（h）
認識科學本質
（n）

學生學習
具體目標

1. 能透過觀察與動手實作，探索出吹泡泡所需材料以及方法
2. 藉由探索吹泡泡的歷程進行泡泡表面的觀察與紀錄，討論並檢視他人與自己
的探究結果是否相近。
3. 能依據觀察、閱讀、思考、討論等方式，發揮創造與想像力，以設計出多樣
的泡泡挑戰，並加以嘗試。
4. 能嘗試運用豐富的想像力進行設計，創造出個人專屬的吹泡泡機（工具）。

45

學習任務與學習重點之評量
學生實作任務
課堂討論過程

評量方式

評量標準

學生能參與課堂 A.學生能主動提問、仔細聆聽同儕的發表並加以
討論
回應。
B.學生能聆聽同儕的發表並做出適當回應。
C.學生未能專注聆聽同儕發表，亦無法參與討論。

運用 KWL 表進行對泡
泡 探 究 的 研 究討論，
思 考 如 何 嘗 試調製超
級泡泡水(基礎實驗設

學生能運用 KWL A.學生能針對已知，提出相對應的問題。
表針對泡泡做出 B.學生提出問題與已知的概念無法緊扣核心。
提問，以進行更深 C.學生未能理解問題，無法進行提問。
入的研究。

計)?
如何記錄以於便觀察， 學生能針對實踐 A.學生能討論出符合實驗設計之紀錄表。
並 能 清 楚表 達實驗結 進行有效的記錄 B.學生能討論出簡易的紀錄表。
果
活動
C.學生無法設計出紀錄表。
請 各 組 根 據 泡泡的特 學生能針對泡泡 A.學生能根據泡泡的特性設計比賽，並提出相對
性設計一場泡泡比賽。 特性進行比賽設 應的規則。
計
B.學生能設計與泡泡相關的比賽，但規則不全。
C.學生無法設計出泡泡比賽。

運用心智圖的發想，設 學生能進行創意 A. 學生能運用心智圖的發表，嘗試以泡泡進行不
計 出 一 種 泡 泡 的運用 思考，運用泡泡進
同的運用實作。
與展示。
行創作。
B. 學生能進行心智圖的發表，但無法進行運用實
作。
C. 學生無法進行心智圖的思考與發表。
完成活動科學日記。

學生能應用圖表、 A. 學生能應用圖表、科學描述等技巧完成日記。
具體觀察描述等 B. 學生雖無法應用圖表、科學描述等技巧，但能
方式完成日記。

完成日記。
C. 學生無法完成日記。

閱 讀 與 科 學 有關的多 學生能運用閱讀 A. 學生能以簡易的閱讀理解技巧，進行科學閱讀
元 文 本 ， 並 理解其意 理解技巧，進行科
活動。
義。
學閱讀活動。
B. 學生無法運用閱讀理解技巧，但能進行科學閱
讀活動。
C. 學生無法進行科學閱讀活動。

46

第（

）組

課堂討論過程
A.學生能主動提問、 B.學生能聆聽同儕的
仔細聆聽同儕的發表 發表並做出適當回
並加以回應。
應。

C.學生未能專注聆聽
同儕發表，亦無法參
與討論。

是否有效進行泡泡實驗與觀察
A.學生能依照實驗準 B.學生能進行泡泡水
則，進行泡泡水調製 調製，但未能依照實

C.學生未能進行泡泡
水調製活動。

1
泡
泡 2
大
發 3
現
4
第（

）組

與觀察活動。

驗準則或進行觀察。

1
泡
泡 2
大
發 3
現
4
運用 KWL 表進行對泡泡探究的研究討論， 思考如何嘗試調製超級泡泡水(定義問題)？
A.學生能針對已知概 B.學生提出的問題與 C.學生未能理解問
第（
）組
念提出相對應問題。 已知概念無法緊扣。 題，無法進行提問。
1
泡
泡 2
實
驗 3
室
4

第（

如何記錄以於便觀察，並能清楚表達實驗結果（實驗設計與紀錄）？
A.學生能討論出與想 B.學生能討論出簡易 C.學生無法設計出紀
）組
解決之研究問題相符 但不一定與想解決的 錄表。
之紀錄表。
問題相符的紀錄表。

1
泡
泡 2
實
驗 3
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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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組

請各組根據泡泡的特性設計一場泡泡比賽
A.學生能根據泡泡的 B.學生能設計與泡泡 C.學生無法設計出泡
特性設計比賽，並提 相關的比賽，但與泡 泡比賽。
出相對應的規則。
泡本身特性無關或規
則不全。

1
泡
泡 2
大
挑 3
戰
4
課堂討論過程
A.學生能主動提問、 B.學生能聆聽同儕的
第（

）組

仔細聆聽同儕的發表
並加以回應。

發表並做出適當回
應。

C.學生未能專注聆聽
同儕發表，亦無法參
與討論。

1
泡
泡 2
大
挑 3
戰
4

第（

）組

運用心智圖的發想，設計出一種創意泡泡機。
A.學生能以心智圖的 D. 學生能選定適合
討論結果為基礎，自 的心智圖討論結果，
主嘗試進行關於創意 但須師長或他人協助
泡泡機的製作。
才能進行關於創意泡
泡機的製作。

C.學生無法選定適合
的心智圖討論結果，
在他人協助下亦無法
進行創意泡泡機的製
作。

1
泡
泡 2
大
挑 3
戰
4

第（

）組

課堂討論過程
A.學生能主動提問、 B.學生能聆聽同儕的
仔細聆聽同儕的發表 發表並做出適當回
並加以回應。
應。

1
泡
泡 2
大
挑 3
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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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生未能專注聆聽
同儕發表，亦無法參
與討論。

第（

）組

科學閱讀
A.學生能以簡易的閱 E. 學生無法運用閱
C.學生無法進行科學
讀理解技巧，進行科 讀理解技巧，但能進 閱讀活動。
學閱讀活動。
行科學閱讀活動。

1
泡
泡 2
大
挑 3
戰
4

第（

）組

科學寫作
A.學生能應用圖表、 B.學生雖無法應用圖
科學描述等技巧完成 表、科學描述等技
日記。

巧，但能完成日記。

1
泡
泡 2
大
挑 3
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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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生無法完成日
記。

附件貳、學習單
108 學年度二年信班「美得冒泡」STEAM 探究課程
單元活動一：泡泡大發現閱讀文本及學習單 I
(一) 動手做泡泡水：
請想一想，加入哪些材料的水溶液，會出現泡泡
呢？是攪拌出來的泡泡？還是能吹出來的泡泡？
請先預測看看，再實際試試看！
洗
衣粉
猜
猜
看
實
際
實
驗
結
果

洗
碗精

沙
拉油

洗
髮精

潤
髮乳

洗
面乳

牙膏

攪拌
後有
泡泡
可以
吹出
泡泡
攪拌
後有
泡泡
可以
吹出
泡泡

（二）泡泡哪裡來?
這些日常生活中運用在廚房、浴室的清潔劑或肥皂，最
重要的成分其實是一種稱為「界面活性劑」的物質。
簡單的說，界面活性劑像是在水跟油中間搭起一座橋梁，
喜歡油的一隻手牽著油(親油端)，喜歡水的一隻手牽著水(親
水端)，就能夠利用「親油端」把髒汙帶走。
在這個過程中，親水端抱著水分子緊緊排列，但親油端就
拚了命的想脫離水，讓原本緊靠在一起的水分子，彼此間的
距離被拉遠，形成「泡泡膜」。
當我們攪動溶液，或將空氣吹進吸管時，空氣會被包在這
一層薄薄的「泡泡膜」內，這時候，泡泡就出現了。
請畫出一個你
心目中的界面
活性劑寶寶！

文本改寫自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NTCU 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http://scigame.ntcu.edu.tw/bubble/bubble-

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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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二年信班「美得冒泡」STEAM 探究課程
單元活動二：泡泡製造機閱讀文本及學習單Ⅱ
(一) 泡泡我想認識你：
想想看，在上一次的實驗裡，你發現到關於泡泡的哪些特性
呢？請在「KNOW」的欄位裡記錄下兩個重要發現。
我已經知道 KNOW

我還想知道 WHAT

要怎麼知道 LEARN

針對這些發現，你還有什麼想更深入了解泡泡的地嗎?請在討
論完畢後，將想法記錄在「What」的欄位裡。
並且想想看，要怎麼樣才能找到答案呢？請把可能的方法寫
在「Learn」的欄位裡。

(二) 泡泡水的神奇加油隊～～甘油小子：
想要讓泡泡水的效果更好，該怎麼辦呢？根據第 49 屆全國
科展的哥哥姊姊研究發現，泡泡水的最佳配方是「水：洗碗
精：甘油」=16：4：3，混合後放置一晚，讓我們一起研究看看
為什麼要放甘油呢（習作 p28-p29）？
綜合網路資料顯示：
因為甘油可以減緩泡膜表
面水分的蒸發和流失，同
時也能降低水溶液的表面
張力，而膠水可以也能增
強泡泡的堅固性，所以加
入「甘油」或「膠水」的泡
泡能維持較長的時間。
說說看，關於
這些研究結果
與比例，你有
什麼樣的想法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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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二年信班「美得冒泡」STEAM 探究課程
單元活動四：泡泡創意秀閱讀文本及學習單Ⅲ
我的專屬泡泡製造機
如果不要用吸管來吹泡泡，我們可以怎麼設計吹
泡泡的工具呢?

我的
專屬
設計
圖

我
的

材料

顏色

形狀

持久
度

設計
考慮
了
實際
創作
後的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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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泡泡
的
方法

其他：

泡泡課程學習成果評量
1.（

）下列哪樣產品加水，沒有辦法產生泡泡？
洗碗精

2.（

洗髮精

沙拉油

洗衣粉。

）能夠產生泡泡的溶液中，是有哪種成分？
二氧化碳

3.（

我是

界面活性劑

甘油

活性碳。

）下面哪一項是做實驗應該注意的事項？
每一組的器材都不一樣，讓實驗更多元。
每次只改一項實驗內容，才能確定原因。
只要做一次就可以知道實驗的結果。
實驗時可隨意亂添加內容物，非常有趣。

4. 下面哪兩種東西能夠讓泡泡變強壯？
膠水

界面活性劑

甘油

清水。

5. 我覺得這次的泡泡課程，包含了哪些內容？
科學的實驗

數學的比例

語文的閱讀、紀錄與發表
其他：
（

工程的設計
美勞的創作
）

如果下學期還有機會，我想要做什麼實驗：

想一想，校園生活中有沒有讓自己覺得困擾的地方？

如果可以有個辦法改變它，我覺得可以怎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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