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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計理念
愛因斯坦曾認爲，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更重要，因爲解決問題
也許僅僅是一個數學上或實驗上的技巧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或
是從新的角度去看舊的問題，卻更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力。但現今的創造力的課
程較偏向培養學生問題解決的能力，而學生卻很多連「問題」都無法發現，這也
顯示國小的教材中未能顯著提高學生「發現問題的能力」
，更遑論解決自己的生活
問題。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範例、討論和實作，引導孩子找出屬於自己的發現技巧
也是此一課程的最重要的第一步，緊接著讓孩子熟悉解決問題的步驟與技巧，強
調從真實體驗出發，經歷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完整流程，才能了解創新的要旨。

貳、教學分析
一、教材分析
(一)創新對於學生是一個抽象的概念，透過實際的生活創新案例分享，協助
孩子透過實作的方式分析並練習操作其重要的關鍵因素。
(二)本課程強調從實際生活情境作出發，讓孩子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更重
要的是加強對於生活週遭的感知能力，進而發揮創新讓環境更美好。
二、學生分析
(一)進行課程學習的學生皆是經過鑑輔會鑑定，通過資優鑑定標準的一般智
能優異學生，學生的教育階段為四-六年級。
(二)學生的在一般課程的學習表現皆相當優秀，思考與口語的表達，以及一
般科學常識的概念與涉略，平均而言都比同年級的學生較為豐富。
三、教學方法分析
(一)運用示範教學法與搭配結構化教學教導注意力相關知識。
(二)提示系統運用的練習
四、課程概念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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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問策略：強調利用問題，來提醒孩子面對生活環境中的既有現象或不便
時，可以利用自我提問的方式來發現問題所在。
(二)觀察策略：當發現問題以後，引導孩子從不同的面向觀察問題，
(三)交流策略：此一策略是希望孩子透過請教專家的方式來嘗試更了解自己探究
問題，但是如何列出適切的「專家」交流名單以及交流的內容，
則需讓孩子從實際的活動中親身體驗。
(四)實驗策略：此一策略包含三個要素，1.讓孩子實際動手從發現流程或拆解部
件。(根據自己的問題進行流程推演，瞭確切掌握每一個步驟或
部件的功用與原因)2.提出原始方案並測試。(試著提出解決方案
，並透過與同學討論或來測試方案的可行性與調整方向)3.調整
原方案。(根據討論與測試的結果針對原方案進行修正)

參、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開心學創新

適用年級 高年級

課程名稱 開心學創新

教學時間 160 分鐘

設 計 者 吳嘉明 邱家偉

教材版本 自編

指導教授 侯雅齡教授、劉祥通教授
教學準備 教學用 ppt 以及相關學習單
1.能應用「疑問」策略
2.能應用「觀察」策略
教學目標 3.能應用「交流」策略
4.能應用「實驗」策略
5.能運用四種策略提出解決任務方案
能力指標/學習指標

具體目標

【特殊需求領域～創造力指標】
1-1 能理解案例中「疑問」策略使用方式
1-2-1-1 能對事物保持懷疑的態度而勇於 1-2 能分析「疑問」策略的要素並分享
發問與嘗試
1-3 能應用「疑問」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1-2-2-2 能將各種經想像的構想或概念加 2-1 能理解案例中「觀察」策略使用方式
以具體化與步驟化
2-2 能分析「觀察」策略的要素並分享
1-2-4-4 針對失敗能提出改進方式持續完 2-3 能應用「觀察」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成任務與作業
3-1 能理解案例中「交流」策略使用方式
3-2-2-4 能提出事物或現象有非固定結果 3-2 能分析「交流」策略的要素並分享
的概念
3-3 能應用「交流」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4-2-1-1 能在團體問題解決情境下與他人 4-1 能理解案例中「實驗」策略使用方式
腦力激盪、集體思考
4-2 能分析「實驗」策略的要素並分享
4-2-2-2 在受阻或困難的情境下，能提出修 4-3 能應用「實驗」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改、精進的作為
5-1 能理解四項策略與解決任務的關係
5-2 能運用四項策略提出解決任務方案

能力指標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具體目標

【第一節課】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準備上課 ppt、學習單
(二)引起動機
5 分鐘 口頭發 1-1 能理解案
1.教師發下一疊西卡紙(超過 30 張)、
表
例中「疑問」
小型打孔機(需分批才能完成西卡紙
策略使用方
打洞的動作)、5 個扣環，請學生協
式
助完成打洞並繫上扣環，請孩子先想
像並詢問想像中的步驟為何？
2.教師請學生實際將西卡紙打洞併完
繫上扣環，並詢問操作的情形為何？
3.教師詢問想像與實際操作的情形有
什麼不同？如果不同的話，代表什麼
意思？
4.所謂的問題就是「應有的現象」與
「現狀」的落差。而「解決方案」就
是填補「落差」的處方籤。
二、發展活動
(一)「疑問」哪裡來
10 分鐘 口頭發
1.教師詢問學生「發現問題」與「解
表
決問題」的重要性？複習杜威先生曾
說：「發現問題，等於解決問題的一
半」，表示問題發現甚於問題解決。
2.教師透過創新設計公司 IDEO 在五天
內重新設計一台購物車的簡報引導學
生討論能透過哪些方法發現問題？

1-2 能分析
「疑問」策略
的要素並分
享

學習單

【先使用疑問，接著進行田野調查，
透過訪談、實地觀察、參與購物經驗
等方式】
(二)「疑問」大搜索
10 分鐘
1.教師提問，在 IEDO 設計手推車的過
程中，團隊如何發現疑問？(引導學生
發現疑問策略的四項問題)
a.手推車的問題是什麼？
b.問題是什麼(怎麼)造成的？
c.為什麼要(或不)這樣？

1-2 能分析
「疑問」策略
的要素並分
享

d.如果是…這樣，問題會怎樣？
三、綜合活動
(一)大家來提問-腦力大激盪
10 分鐘 學習單
1.請學生在學習單寫下自己生活中遇
到哪些問題，並提出一項想要改變的
事項以及原因，並運用疑問策略寫出
四項問題。

1-3 能應用
「疑問」策略
要素解決任
務

2.請同學分組討論互相分享自己的想
法，並綜合大家的方法，提出小組的 5 分鐘 口頭發
作法及一項想要改變事項及原因以及
表
運用疑問策略中的四項問題，請孩子
運用腦力激盪法的原則，自由聯想、
延緩批判、歡迎搭便車、越多越好等
要素進行組內腦力激盪。
3.各組挑選一位上台發表自己想要改
變的事項及原因，同時也請各組運用
腦力激盪法提供報告的組別不同的建
議。
4.教師總結與任務交待，希望孩子下
次上課前能針對自己提出的問題，進
行簡單的觀察工作並記錄，於下節課
分享。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上課 ppt、學習單、範例影帶與照片
(二)引起動機3 分鐘 口頭發 1-3 能應用
1.請學生上台分享，對於自己所提出
表
「疑問」策略
來的疑問所進行的觀察心得與記錄。
要素解決任
務
二、發展活動
(一)一同來「觀察」
10 分鐘 學習單
1.介紹印度塔塔集團如何打造出全
世界最便宜的車款「Tata Nano」？
【塔塔集團運用觀察發現，印度無數
的家庭運用速可達機車為交通工具，
在一個偶然的下雨天，塔塔發現一輛
機車上載滿了四位乘客，塔塔用心思

2-1 能理解案
例中「觀察」
策略使用方
式
2-2 能分析
「觀察」策略
的要素並分
享

考發現問題，最後設計出人人可以負
擔的「Tata Nano」】
2.討論「Tata Nano」中觀察的主要
要素為何？
a.積極觀察使用者的生活
(印度的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
b.尋找出乎意料或異常的現象
(下雨天，為什麼不開車，為什麼那
麼多人還要騎機車？)
c.尋找在新環境中觀察的機會
(如何讓中產階級的印度人實際駕
車，並提供相關服務解決問題)
三、綜合活動
2-2 能分析
(一)觀察暖暖身
5 分鐘 學習單 「觀察」策略
1.介紹修正液的照片，提供孩子練習
的要素並分
觀察的經驗。【油漆的照片，鋼珠筆
享
的滾輪，你發現了什麼？】
2.介紹涼風扇的照片。【冷氣機、冰
塊、電風扇，你發現了什麼？】
3.提醒孩子練習掌握觀察的三要素。
(二)觀察怎麼做
1.以 IEDO 公司為牙刷公司從新設計 10 分鐘 口頭分
兒童專用的牙刷為例，請孩子設想應
享
該怎麼樣進行觀察？(運用學習單進
行設計)
2.請同學分組討論互相分享自己的
想法，並綜合大家的方法，提出小組
的作法。
3.各組挑選一位上台發表，請各組同
學給與建議。

2-2 能分析
「觀察」策略
的要素並分
享

(三)把「觀察」溶進「疑問」裡
1.請孩子列出如何運用觀察三要
12 分鐘 學習單
素，針對自己的「問題」進行提問。
2.請孩子依觀察三要素列出實際做
法
a.積極觀察使用者的生活
b.尋找出乎意料或異常的現象
c.尋找在新環境中觀察的機會

2-3 能應用
「觀察」策略
要素解決任
務

3.教師總結與任務交待，希望孩子下
次上課前找到一位專家(自己認定)
分享，自己提出的問題與觀察重
點，，並請專家提供建議，於下次上
課分享。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課】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上課 ppt、學習單、範例影帶與照片
(二)引起動機
2-3 能應用
1.請學生上台分享，對於自己找的專 3 分鐘 口頭報 「觀察」策略
家是誰？為什麼找這位專家的原因？
告
要素解決任
以及專家所給予的建議是什麼。
務
二、發展活動
(一)交流好處妙無窮
15 分鐘 學習單
1.以 IEDO 公司發明新的廚房小用具
的過程中，選擇與許多產品使用者交
換意見，以及尋找專家，例如「全職
的專業廚師或家庭烹飪高手」，因為
他們的要求最高，也是最難取閱的對
象。
2.討論「交流」的重要因素為何？
a.外部專家在哪裡

3-1 能理解案
例中「交流」
策略使用方
式

(根據問題，尋找適合的外部專家-各
行業的專家、專業廚師等)
b.內部專家在哪裡
(根據問題，尋找適合的內部專家-學
校老師、同學等)
c.和專家交流些什麼
(根據自己的疑問，以及利用觀察發
現的心得，觀察越詳盡，專家越能給
與適當的建議)
三、綜合活動
(一)找誰來交流
10 分鐘 口頭分
1.以 IEDO 改良大賣場手推車的情境
享
設想，團隊成員運用交流的策略「尋
找哪些專家進行交流」，如果我們是
IEDO 成員，我們會選擇哪些專家呢？

3-2 能分析
「交流」策略
的要素並分
享

2.請同學分組討論互相分享自己的
想法，並綜合大家的方法，提出小組
尋找的專家有哪些，以及為什麼選擇
的原因？【界定外部、內部專家名單】
3.請同學討論團隊成員與交流的專
家要談些什麼【界定和專教教劉的內
容】
(二)讓「交流」激發「疑問」的解答
1.請同學依自己的問題，決定要和哪 12 分鐘 口頭分
些專家交流，並寫出選擇的原因。
享
2.修定與專家交流的內容
【依據第二節課所擬定的問題與觀
察心得進行修改】
3.請一位同學上台分享，並由同學提
供意見，最後由老師澄清與總結。
4.任務交待
要求孩子下 次上課前找到一位專家

3-2 能分析
「交流」策略
的要素並分
享
3-3 能應用
「交流」策略
要素解決任
務

(於本節課所排定的名單) 分享，自
己提出的問題與觀察重點，並請專家
提供建議，再依據專家的建議，發展
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文字、圖案、
合成照片均可)。
第三節課結束
【第四節課】
一、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上課 ppt、學習單、範例影帶與照片
(二)引起動機

3-3 能應用

1.請學生上台分享，對於專家所給予的 3 分鐘 口頭報 「交流」策略
建議是什麼，自己對於問題所設計的初
告
要素解決任
步方案是什麼。(可分享概念、照片、文
務
案等)

二、發展活動
(一)「實驗」怎麼做
10 分鐘 學習單
1.以 IEDO 改良大賣場手推車的情境
分享，團隊成員如何利用實驗的要素
進行改造。
2.分析案例中「實驗」的要素有哪些
a.拆解產品(或發現流程)
【IEDO 團隊成員將一台手推車重新
拆解，充分瞭解每一個部件的功能

4-1 能理解案
例中「實驗」
策略使用方
式
4-2 能分析
「實驗」策略
的要素並分
享

以及使用的原因。】
b.建立原型並測試
【IEDO 成員團隊提供照片，從新組合
成一架新的推車，並提供模型給專
家及一般民眾試用】
c.調整原型
【依據專家以及使用者的意見，再
加以調整，打造新成品】
三、綜合活動
(一)一起 try 一下
1.依據自己的問題，進行拆解產品
(或發現流程)。
2.根據發現建立原型。
3.進行測試(設定試用者名單)

4-3 能應用
15 分鐘 實作評 「實驗」策略
量
要素解決任
務

四、總結活動
1.請學生回想，創新的四大步驟有哪 12 分鐘 口頭發
些，以及各個步驟間的要素與關聯
表
性。
2.教師總結，創新需從小處著眼，多
運用自己不同的感官去感受，不把一
切現象都視為理所當然，找出現實與
理想間的差距，運用四大策略自然可
以輕鬆來創新。
單元結束

5-1 能理解四
項策略與解
決任務的關
係
5-2 能運用四
項策略提出
解決任務方
案

肆、教學評量
具體目標

評量方式

能應用「疑問」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口頭報告-同儕意見分享與建議
紙筆評量-「問題」記錄單

能應用「觀察」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口頭報告-同儕意見分享與建議
紙筆評量-問題「觀察」記錄單。

能應用「交流」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實作評量-「專家」提列單、專
家「交流」內容記錄表。

能應用「實驗」策略要素解決任務

口頭報告-同儕意見分享與建議
實作評量-問題解決提案表(概
念模型)

能運用四項策略提出解決任務方案

實作評量-問題解決提案、解決
方案概念模型

備註

伍、教學說明（含特色）與注意事項
一、現階段的教育思潮強調學生如何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但實際卻發現孩子對
於身邊週遭的事物觀察能力薄弱，對於如何發現問題有相當程度的困難，設
計本課程就是希望提升孩子對於生活遭週的感知能力，並進而發現相關問題。
二、本教學設計針對學生如何提出問題以及利用相關策略來解決，除了強調讓孩
子從實際的問題情境做出發，更希望孩子能透過實作來擁有真正解決問題的
能力。

陸、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疑問【教師引導學生運用疑問策略提出看法】

疑問【記錄組員相關意見】

觀察【學生到公園實地進行觀察】

交流【請教打掃該區域環境的教師意見】

實驗【設計方案-讓公園變家園】

【執行行動方案宣傳廣告】

【實際執行方案-讓公園變家園】

【實際執行方案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