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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研究方法採

個案研究。研究對象為 48 名修習「生活科技概論」課程的大學生，以小組為單

位進行課程，共分為十組，一組四至五人。教學設計是以知識翻新為原則、以知

識論壇（Knowledge Forum）為學習平台（用以提供學生一提出想法、討論想法、

並進而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線上學習環境）。 

資料來源包括：(1)各組創意產品成果、(2)平台討論內容、(3)平台活動紀錄

（例如：討論文章之數量）。資料分析兼採質性與量化方法，分析過程如下：首

先、針對各組創意成品進行評分；第二、評量各組團體動力表現，並進一步將創

意產品分數與團體動力分數進行相關的統計分析；第三、針對平台活動紀錄（例

如：貼文數量）進行分析；第四、分析學生於平台上之想法品質，並使用「時間

序列分析」探討學生想法演變歷程；第五、探討不同小組間在創意成品與問題解

決歷程中表現之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如下：(1)學生歷經 14 周之知識翻新活動之後，確實能提出創意想

法並設計各組創意產品成果。各個小組針對生活中不同之實際問題進行發想、翻

新知識，最後產出有別於既有產品之生活科技產品；(2) 團體動力（問題解決歷

程的表現面向之一）與創意產品表現具有正向相關─若小組團體動力表現較優，

則在該組之創意產品表現也有較佳的表現；(3)各組所經歷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

程，並非循序漸進由階段一（搜尋目標、問題）發展至階段六（實踐設計）；(4)

知識翻新能幫助學生發展較高層次的認知活動，特別是關於「想法深化與澄清」

之活動；(5)問題解決歷程表現較好之組別也較易產出較好之創意產品成果。反

之，如果小組探究的主題已存在既有產品，或如果小組成員參與有限、或所探究

的主題聚焦時間太晚，或主要參與成員並非良好的領導者時，則較無法產出較佳

之創意產品成果。 

本研究建議教師在教學上可以融合知識翻新原則。此外，教師應適時了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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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團體動力與互動之情形；教師應重視學生想法品質的討論，鼓勵學生深入思

考、提升想法層次。 

 

關鍵詞：知識翻新、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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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group problem solving 

processes and outcomes in an online environment that were supported by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4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engaged in a course concerning with living technologi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en 

groups, with each group consisting of four or five students. This course employed 

Knowledge Forum as a tool to provide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pace to help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work creatively with ideas and solve problems. 

    Data sources included: (1) group’s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concept); (2) the 

content of students’ online discussion; (3) students’ online interaction logs (e.g., 

number of notes discussed). The study adopt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process of data analysis was as follows: First, group’s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was assessed by a self-developed evaluation form. Second, using 

another self-developed rubrics, group dynamics was assessed by means of three 

dimensions. Additional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oup’s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group dynamics were computed. Third, the quantity of students’ online discussion 

(e.g., number of notes posted) were calculated. Fourth, open coding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ideas posted in the online forum. Moreover, time series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find out if students’ idea development process followed a 

certain pattern. Fifth, different groups’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 were compared to understand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could generate creative ideas and 

design creative products after fourteen weeks of knowledge building activities. Each 

group focused on a particular problem that happened in real life, and tried to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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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technology problems by means of knowledge building, in order to finally design 

a creative product ; (2) group’s product design and their social dynamics were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elated, meaning that if a group had better social dynamics, this 

group would more likely to produce more creative product; (3) each group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was non-linear, meaning that the process did not usually go 

through the six steps of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that is, starting from stage one 

(searching goals or problems) and ending with stage six (design); (4) engaging 

students in knowledge building was able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ideas while 

developing higher-level cognitive thinking skills (e.g., how to elaborate ideas); (5) 

groups that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lso tended 

to result in better overall group learning outcomes. In contrary, when a group’s final 

product is similar to an existing product, or when a group’s members could not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ir group’s discussion, or when a group could not develop a clear 

theme for design at an early problem-solving stage, or when a group’s major 

participants could not lead the whole team well, that group was less likely to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outcome. 

Building on th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refer to some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as guidance for their teaching. Moreover, it i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help monitor a group’s social dynamics during its 

problem-solving process. It is also equally important that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ideas discussed in the online forum and accordingly try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hink deep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ideas while using 

higher-level thinking skills.  

 

Keywords: knowledge building,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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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一共分為四節，第一節首先陳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第二節敘述本研究

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劇變的的時代，人類正面臨「第三次產業革命」，即一個以「腦

力」決勝負的「知識經濟時代」。不論是解決問題、批判思考或創新思考之能力，

皆為未來世界公民之重要基礎能力（教育部，2003）。 

    為了因應知識時代的來臨，Trilling 與 Hood (1999)指出，新世代的人們必

須具備七項能力，包括：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and-doing)、創造力(creativity)、

合作(collaboration)、跨文化的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溝通

(communication)、運用電子信息與知識工具(computing)、自主終身學習(career & 

learning self-reliance)等七項能力。教育部（2013）「人才培育白皮書」中也強調

學生資訊能力的培養，並將數位學習視為終身學習的重要途徑；教育部（2006）

「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指出，善用資訊科技、激發創意思考、共享數位資源、

保障數位機會等核心理念。綜合上述所言，在知識時代之中，學生應培養溝通能

力、必須具備創意、能夠批判思考、能夠解決問題…等，以符合知識時代之要求。

創意思考、使用數位資源、溝通、問題解決、批判思考…等，儼然成為知識時代

中應具備與培養之重要能力。 

    Scardamalia 與 Bereiter (2006)指出，傳統教育之重點在知識傳輸(knowledge 

telling)，而知識翻新(knowledge building)企圖重塑教育途徑，致力於使學生進入

知識創造的文化。知識翻新改變教育途徑，許多學家認為學習活動的規劃與建構

必須聚焦於學生問題，而教育軟體系統應能利用其互動潛能，激發學生知識翻新

(Verdejo, Barros & Abad, 1998)。傳統的教學方式，多採取師生之間面對面的溝通

與討論，且將教學重點放在教師傳遞知識的部分。隨著知識時代之來臨，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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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強調教師單向傳遞知識之功能，而是將學習活動聚焦於學生。 

    在知識翻新學習理論中，強調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Scardamalia, 2002)，例

如：關心真正的想法、重視實際發生的問題、社群共構知識與共享責任、成員平

等參與知識產出、注重談話歷程、成為知識的自主追求者…等，得以對應至二十

一世紀學生應具備之能力。知識翻新理論似乎能幫助學生習得知識世代應具備之

能力，而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是一個多媒體數據庫，它不只是一個工具，

且還能提供知識翻新環境，讓社群得以建構知識、創造知識(Scardamalia & 

Bereiter, 2006)。以知識翻新理論為基礎所設計的知識論壇，可以提供教學與學習

的另一新途徑，改變以往師生必須面對面教與學之限制。 

    隨著知識時代的來臨，學習開始強調學生的溝通、創新、問題解決、批判思

考能力。在知識翻新中，強調社群共構知識與共享責任、重視真實世界中實際發

生的問題、成員平等參與知識產出過程…等特點，應該有助於學生培養創新思考

與問題解決之能力，以因應知識時代之來臨。 

    本研究貢獻之處在於，針對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加以整合分析。為瞭解

小組之團體動力情形，研究者自編團體動力評分表針對小組之團體動力情形進行

評分，改變部分過往研究以質性觀察、採用相關技術或問卷填答的研究方式。此

外，將學生於知識論壇上之活動數量與內容進行分析，利用想法類型編碼表分析

知識論壇上之互動內容，並以時間序列分析的方式，瞭解學生想法演變情形。研

究者同時分析學生在知識論壇上之活動數量、品質，改變部分過往研究多以數量

分析的方式。本研究探討以知識翻新理論為基礎、以知識論壇為工具之知識翻

新，如何幫助學生問題解決，使其具備二十一世紀所需之創新思考與問題解決能

力，以因應知識時代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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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究以知識翻新原則為基礎之學習，對大學生的學習有何影響；分析

以知識翻新原則設計之知識論壇環境能為學生與小組帶來什麼樣的幫助；以及瞭

解學生透過知識翻新，小組之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如何。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嘗試回答以下具體問題： 

一、經由知識翻新，各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產品成果如何？ 

二、經由知識翻新，小組之問題解決歷程（團體動力）與創意產品成果之相關情

形為何？  

三、經由知識翻新，各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之想法類型數量為何？ 

四、經由知識翻新，各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之認知想法品質為何？ 

五、經由知識翻新，小組之成果與問題解決歷程之差異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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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釋義說明如下。 

壹、 知識翻新 (knowledge building) 

知識翻新聚焦於想法產出與持續改進之歷程，想法透過個人主動思考與批

判，以及個人與個人間之合作，持續進行想法深化、想法發想，讓想法持續改進。

知識翻新關注想法本身，想法改進歷程是持續改進的歷程，能使想法得以透過想

法深化、想法發想而持續演變。再者，知識翻新強調社群共構，知識的建構由學

習個體開始，透過集體的社群建立，使想法與知識得以深化與精進。此外，知識

翻新強調學習者主動思考與批判的能力，透過成員批判與思考使想法持續改進

(Scardamalia, 2002; Hong & Sullivan, 2009; Hong, 2010)。本研究所指知識翻新，

為學生在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上所進行的一系列討論活動。透過為期一

學期的生活科技概論課程，學生組成小組並於平台上提出想法、修正想法、改進

想法、深化想法、整合想法，進行持續不斷的知識翻新歷程。 

 

貳、 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基於問題的學習讓學生透過問題解決歷程學習，學生聚焦於複雜的問題，而

這些問題通常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學生透過小組合作定義與解決複雜、真實的問

題(Hmelo-Silver, 2004)。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由最初的線性發展，逐漸演化為非

線性、系統化的發展，從一開始的七個階段，而後發展各種模式、不同步驟，產

生不同的版本。創造性問題解決大致上具有其共同特色，包括：(一)創造性問題

解決為一非線性的過程(Lavonen, Autio & Meisalo, 2004)；(二)創造性問題解決模

式強調「發散性思考」與「收斂性思考」的應用（張俊彥、翁玉華，2000）；(三)

問題解決過程大致分為三大階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評鑑結果（洪文東，

2006）。本研究之問題解決偏向創造性問題解決，係指在本課程中，讓學生設計

與構思小組創意產品，並進行創意產品發表。學生在本課程中歷經問題解決歷

程，最後產出各組之創意產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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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團體認知 (group cognition) 

    團體認知將團隊視為分析單位，認為在團體合作中，意義是在不同人的對話

中產生，而團體能從談話中建構知識，團體可以學習、可以透過團體中不同個體

的觀點建構知識(Stahl, 2006a)。在團體認知中，更多的貢獻是發生在團體的層

級，而非個人階層，團體認知透過語言相互交織、持續的知識沉澱過程中而組織、

呈現(Stahl, 2013)。團體認知不是簡單的非結構化聚合個體認知，而是透過個體

之間認知分工的結果(Theiner, Allen & Goldstone, 2010)。團體認知涉及主動地分

享知識、社群持續協調與交涉、傳播，以建立連結(Stahl, 2010)。本研究基於團

體認知強調團體可以學習，團體可以透過成員之間的對話與互動共構知識，進而

產出更多貢獻，將所有分析資料以團體為單位進行分析，以探討各個團隊在本課

程中之討論歷程與成果。 

 

肆、 團體動力 (group dynamics) 

    團體動力是了解團體如何有效運作與促進知識改進的概念架構(Greenlee & 

Karanxha, 2010)。團體動力是由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因為有著相同的目標

而集結，成員彼此結合並建立良好互動關係；而當團體的凝聚力越強，就越能達

到目標（黃家溱、鄭彩鳳，2011）。有凝聚力的團體動力能支持成員的基本心理

需求、成員在團體之中能感受到歸屬感與支持、團體成員允許成員提出想法以解

決問題 (Darner, 2014)。當團體進行某項任務或工作時，團體過程(group process)

就是一個動態過程，發生於團體成員之間(Phipps, 1984)。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設

計團體動力評分表針對各組之團體動力表現進行評分。研究者將團體動力分為三

個項目：成員平均參與、領導者的出現、題目聚焦度，以瞭解在本課程中各組之

團體動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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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是以個案研究法進行研究，針對 48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探討。本

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以臺灣某國立大學修習「生活科技概論」課程之 48 位

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雖能提供未來教師、研究之參考，但不宜推論至其他

大專院校之學生。   

 

貳、研究時間 

    本研究針對一學期之課程進行研究，受限於課程時間之限制，無法進行更長

期的觀察研究。因此，在此情境下，研究結果可能無法呈現較大效果，在分析研

究成果與成效時應更謹慎處理。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探討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研

究者針對小組成果與團體動力進行評分，並將平台互動資料以質性編碼進行分

析，其後亦進行量化統計，最後探討各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之差異情形。 

 

肆、研究變項 

    本研究所分析之課程，共歷時一學期，針對小組成果與問題解決歷程進行探

討。儘管本研究在同一學習環境下分析，仍有許多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例如：

學習動機、學習態度、教師教學信念…等，在時間與人力之限制之下，僅以「基

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之個案研究」為題，進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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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本章中，首先探討知識翻新之內涵與相關研究；其次，分析問題解決之內

涵與相關研究，以及團體認知之內涵與相關研究；最後，分析團體動力之內涵與

相關研究。 

 

第一節  知識翻新 

壹、知識翻新原則 

Scardamalia (2002)提出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研究者將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

加以統整，認為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主要核心部分： 

(一) 關注想法 

    知識翻新重視想法的產生與改進，研究者認為有關「關注想法」之原則包括：

(1)關心真正的想法，重視真實世界中實際發生的問題(real ideas, authentic 

problems)、(2)想法可以持續被改進(improvable ideas)、(3)以多元觀點切入與探討

想法(idea diversity)、(12)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越(rise above)。 

 

(二) 社群共構與翻新 

    知識翻新強調成員之間的集體共構，以及共同產出知識與對話歷程，使知識

持續改進與翻新。研究者認為有關社群共構與翻新之相關原則包括：(5)社群共

構知識與共享責任(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6)成員平等參

與知識產出過程(democratizing knowledge)、(7)知識改進與翻新(symmetric 

knowledge advance)、(8)知識翻新無所不在(pervasive knowledge building)、(10)知

識翻新注重談話歷程(knowledge building discourse)。 

 

(三) 主動思考與批判能力 

    知識翻新強調學習者主動思考的能力，對於權威性知識仍要保持批判態度，

以及透過內隱性評量檢視自己。研究者認為有關主動思考與批判能力之相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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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4)成為知識的自主追求者(epistemic agency)、(9)以建構性思維運用權威資

訊(constructive uses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11)自我內隱性評量(embedded, 

concurrent and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研究者認為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可以歸類為三個部分：關注想法、社群共構

與翻新、主動思考與批判能力。在知識翻新之中，知識的翻新來自於社群的共構，

是需要仰賴社群成員之間的對話以及參與知識翻新的歷程。而知識的進步與翻新

源自想法之間的互動與交流，透過想法持續的產出與改進，讓想法得以不斷持續

的改進與整合，使知識能翻新與進步。此外，想法之持續改進仰賴成員主動思考

與批判的能力，成員具備運用權威資訊之能力，以及能自主追求知識、內省之能

力，使想法與知識能透過批判與思考，而得以整合或增刪，使想法持續改進。整

體而言，在知識翻新之中，關注想法、社群共構與翻新、主動思考與批判能力是

十二項知識翻新原則之核心概念。 

 

貳、想法為中心的知識翻新 

在知識翻新環境中，知識的改進通常始於想法的產生(idea generation)，例

如：運用實際問題與鷹架，幫助學生產生想法。知識論壇可以支持想法的產生，

包括：(1)使用鷹架、(2)運用實際問題做為引導，產生真實的想法、(3)想法的深

化與精進、(4)使用關鍵字幫助搜尋與連結其他想法(Hong & Sullivan, 2009)。在

想法改進(idea improvement)方面，想法可以在兩個維度加以改進，包括：想法的

深度、想法的廣度(Hong, 2010)。在想法的深度層面，想法深度的提升需透過個

人的協作；在廣度方面，想法廣度的提升則需透過知識與想法之間的多元互動。

想法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加以改進，包括：想法深化(idea elaboration)、想法發想(idea 

diversification)。想法可能透過持續不斷的共同討論而深化，或透過許多想法的發

想，這取決於想法如何演變與轉化。想法改進歷程是一個持續改進、創新的歷程，

需要想法在深度與廣度層面的轉化(Hong & Sullivan, 2009)。 

綜合上述(如：Scardamalia, 2002; Hong & Sullivan, 2009; Hong, 2010)，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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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聚焦於想法產出與持續改進之歷程，想法透過個人主動思考與批判，以及個

人與個人間之合作，持續進行想法深化、想法發想，讓想法持續改進。知識翻新

關注想法本身，而想法的改進需要透過想法深度、廣度的改進。想法改進的歷程

是持續改進的歷程，能使想法得以透過想法深化、想法發想而持續演變。再者，

知識翻新強調社群共構，知識的建構由學習個體開始，透過集體的社群建立，使

想法與知識得以在社群中深化與精進，進而達成知識的翻新。此外，知識翻新強

調學習者主動思考與批判的能力，成員具備運用權威資訊之能力、能自主追求知

識、具備內省能力，使想法與知識能透過批判與思考，而得以整合或增刪，使想

法持續改進。 

 

參、相關研究   

Barber、Taylor 與 Buchanan (2014)進行一項研究，以瞭解一特定線上工具

─Digital Moments如何建立知識翻新環境以及線上社群。研究結果發現，線上知

識翻新環境讓學生嘗試新的數位工具，以及找到最好的方式以傳達他們創造的新

知識。研究指出，建立線上學習社群具有幾個關鍵要素，包括：關係的建立、分

享與敘述故事等。線上學習社群之重點包括：(1)重視關係與信任感、(2)創造一

個學習環境、(3)重視個人因素的注入、(4)解決學生對利用新科技的擔憂…等。

研究者認為，線上工具可以支持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賦予學生創造知識、做

為知識創造者，並利用與他人之間的連結，發展更多自信與能力。 

    Philip (2012)利用知識論壇為工具進行一項研究，以檢視自然科學生如何透

過知識論壇創建知識翻新社群，此項研究分析貼文與回文比率，並透過社會網絡

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以了解學生溝通模式。結果顯示，在貼文與回文比

率方面，高頻率學生與低頻率學生之間之比率大概為2.7:1；在閱讀數量方面顯

示，最高閱讀量學生是最低閱讀量學生的六倍；而社會網絡分析揭示社群的形成

與閱讀網絡，不論單向或相互交流，皆顯示複雜訊息的傳輸。Philip (2010)以社

會網絡分析檢視學生互動組型，此研究之分析包括面對面的互動以及知識論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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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與學生皆認為社會網絡分析是有用的，將有利於發

展知識翻新理論，而社會網絡分析可以了解知識翻新班級之學生互動組型，教師

可以了解哪些學生參與其中、哪些學生是網絡的中心、班級如何連結，以及可以

進而看出小組的進步。 

   Moss 與 Beatty (2010)以知識論壇為工具進行一項研究，讓來自不同學校、

不同背景的三個班級之四年級學生一起解決數學問題。結果發現，高成就與低成

就學生都具備解決問題之能力，知識翻新原則與實踐加速深層理解與廣泛的參

與，顯示知識論壇如何支持知識翻新，讓學生學習數學與問題解決。此外，研究

分析發現學生具備知識翻新原則，特別是其中的兩項原則：(1)成員平等參與知

識產出過程：不同成就層級的學生參與其中，以及(2)成為知識的自主追求者：

學生提供證據與批判，並產生許多解決方案以解決問題。研究指出學生可以合作

與產生想法，彼此連結重要的數學想法與發現眾多解決問題的方式。 

    Chuy、Scardamalia、Bereiter、Prinsen、Resendes、Messina、Hunsburger、

Teplovs 與 Chow (2010)透過實驗方式以瞭解學生對科學的理解。實驗包括兩個

班級，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是以知識翻新原則教學，並利用知識論壇以支持研究，

強調改進與持續想法創新；另一班為控制組，不強調創新與改進。研究發現，實

驗組在普遍的科學素養分數上顯著高於控制組，實驗組能使用知識論壇，而知識

論壇提供鷹架，以支持知識翻新理論，增進知識翻新，在知識論壇中呈現持續的

翻新活動。研究者指出，著重想法能讓教師與學生邁向超越，朝向學習與建構較

為深層的理解。 

    綜合上述研究(如：Barber et al., 2014; Philip, 2012; Philip, 2010)，可以發現知

識論壇與知識翻新原則實際運作之情形，知識翻新環境可以建立學習社群，支持

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此外，知識論壇之運用，可以用以分析互動網絡，以了

解知識翻新班級學生之互動組型、看出小組之進步，亦能讓學生合作與產生想

法，彼此連結重要的想法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使學生的學習朝向較深層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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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知識翻新聚焦於想法產出與持續改進之歷程，想法透過個人主動思考與批

判，以及個人與個人間之合作，持續進行想法深化、想法發想，讓想法持續改進。

知識翻新關注想法本身，想法改進歷程是持續改進的歷程，能使想法得以透過想

法深化、想法發想而持續演變。再者，知識翻新強調社群共構，知識的建構由學

習個體開始，透過集體的社群建立，使想法與知識得以深化與精進。此外，知識

翻新強調學習者主動思考與批判的能力，成員具備自主追求知識、內省的能力，

使想法透過批判與思考持續改進(Scardamalia, 2002; Hong & Sullivan, 2009; Hong, 

2010)。相關研究(如：Barber et al., 2014; Philip, 2012; Philip, 2010)顯示，知識翻

新環境可以支持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而知識論壇之運用，可以讓學生合作與

產生想法，使學生產生較深層次的理解。本研究分析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

題解決歷程與成效，以了解想法如何演變，以及探討在小組中之想法深度與廣度

的發展能否幫助學生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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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解決 

壹、問題解決 

一、基於問題的學習 

    Hmelo-Silver (2004)指出，基於問題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是一

種教學方式，讓學生透過問題解決歷程來進行學習。在 PBL 中，學生聚焦於複

雜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通常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學生透過小組合作定義與解決複

雜、真實的問題。在這過程之中，學生專注於自主導向學習，將所學知識應用於

解決問題，而教師則扮演促進學生學習的角色，而非提供與傳授知識者。 

(一) 問題解決歷程 

    學生組成小組，透過合作以共同學習他們為解決某些問題所必須知道的知

識。學生分析與定義真實的問題，對於問題有更多的理解，進而產生可能的解決

方案。學生在PBL中是自主導向、自我訂定學習目標與發展策略，以解決非結構

化之問題。 

(二) 問題之重要性 

    為了促發學生內在動機，問題必須是真實、貼近於學生經驗的問題，而問題

的解決方案應是複雜、需要許多的連結以激發學生學習與了解。 

 

二、合作問題解決 

    合作問題解決(collaborative group problem solving)讓學生得以與小組成員討

論各自不同的想法與解決方案，增強學生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在合作問題

解決中，教師通常扮演組織學生小組與促進小組學習的角色(Lamm, Shoulders, 

Roberts, Irani, Unruh-Snyder & Brendemuhl, 2012)。決策者與研究者視小組工作為

提升對學校態度、促進成就、發展思維能力、增進人際關係與群體間關係的方式。

創造成功的小組工作並不是僅只將學生放在一起的問題而已。當學生與他人一起

工作時，學生並不會自動地變得有想法或變得更有責任。小組的組織、任務、成

員、小組運作等，將影響小組整體的工作(Phyllis, Ronald, Elliot & Josep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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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造性問題解決 

    創造性問題解決(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最初的啟蒙來自Wallace(1926)

的四階段創造歷程：準備期(preparation)、醞釀期(incubation)、閃現期

(illumination)、驗證期(verification)。1953年Osborn提出創造性的七個階段：導向

(orientation)、準備(preparation)、分析(analysis)、假設(hypothesis)、醞釀

(incubation)、綜合(synthesis)、與驗證(verification)。之後，Osborn、Parnes、

Treffinger、Isaksen、Dorval等人先後進行CPS模式的研發工作，並提出不同的CPS

模式（引自湯偉君、邱美虹，1999）。 

    在CPS的應用上，越來越多人了解到CPS應是能使用於眾多複雜、創造性、

跨領域的情境與狀況。人們在應用CPS上傾向於以自然、舒適、有效、適合的方

式來應用CPS。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第四版將六個創造性問題解決階段整合、組

織為三個主要成分，包括：了解問題(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發現想法(idea 

finding)、計畫行動(planning for action)。成分一的了解問題中包括：發現困惑

(mess-finding)、發現資料或數據(data-finding)、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成分

二的發現想法包括：發現想法(idea-finding)；成分三的計畫行動包括：發現解決

方案(solution-finding)、尋求接受(acceptance-finding) (Treffinger & Isaksen, 

2005)。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第四版將六個CPS階段組織為三個主要成分，而增加

這三個主要成分讓過程的應用更加彈性與靈活，三成分CPS模式設計意味著CPS

脫離線性的、六階段步驟，讓創造性問題解決過程以更彈性、動態的方式進行。

在CPS第五版中，CPS發展朝向一個描述性的框架，應用時多了更多的彈性，而

其中的成分、階段可能以不同次序或序列的方式被應用。問題解決者在應用時，

可能不需要所有的步驟，而且可能存在著解決任務的其他方法，這些方法可能與

CPS一樣有效，甚至更好。CPS不再是萬靈藥，需要應用於每個任務，或者需要

以某些方式被運用(Treffinger & Isaksen, 2004)。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版本6.1 ™強調CPS為一個系統模式，包括四個主要成分

與八個階段，四個主要成分包括：成分一了解挑戰(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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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慮可能性(constructing opportunities)：考慮可能的選擇與挑戰、定義一個追

求的目標；(二)探討資料、數據(exploring data)：以不同角度探討與檢視相關資源，

聚焦於任務或狀況的最重要元素；(三)定義問題(framing problems)：定義問題與

挑戰，建構創意想法。成分二產生想法(generation ideas)：(一)產生想法(generating 

ideas)：發展想法、產生許多的想法。成分三為準備採取行動(preparing for action)：

(一)發展解決方案(developing solutions)：發展策略或工具以分析可能性，發展可

能的解決方法；(二)驗證可能性(building acceptance) ：評估可能方案的結果與效

益；成分四計畫方案(planning your approach)：(一)評價任務(appraising tasks)：決

定CPS是否能有效地處理特定任務；(二)設計過程(designing process)：運用自己

對任務的知識與需求規劃CPS的成分、策略、工具，以幫助達到自己的目標

(Treffinger, Isaksen & Dorval, 2003)。 

早期的CPS模式認為階段是線性的進行，而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第四版的提

出，為CPS發展中的重要轉捩點，將CPS模式之設計轉為非線性的過程，讓CPS

的運用更加彈性與動態。CPS模式從一開始的七個階段，逐漸演化與轉變，模式

持續的提出與更迭，漸漸朝向整合型的系統化模式。 

 

參、創造性問題解決之特色 

    研究者蒐集相關文獻(如：Lavonen, Autio & Meisalo, 2004；邱仁佑，2008；

張俊彥、翁玉華，2000)，整合創造性問題解決之主要特色如下： 

一、非線性的過程 

    創造性問題解決為一非線性的過程，在創造性問題解決過程中，並無特定的

規則或法則，也未依循特定的規則。創造性問題解決的特徵在於，學生被安排於

實際的、複雜的、難以界定的、有意義的問題之中，而這些問題並沒有任何明顯、

正確的解決方法。因此，學生必須學習團體合作，在團體中成為專業人士，面對

發生於生活周遭的問題，並找出最佳的可能解決方案(Lavonen, Autio & Meisal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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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散性思考與收斂性思考的應用 

    創造性問題解決不同於一般的問題解決，創造性問題解決在選擇與實施解決

方案之前，要盡可能想出許多可能的方案、提出更好的想法（邱仁佑，2008）。 

相較於其他相關之問題解決歷程，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更強調「發散性思考」與

「收斂性思考」的應用（張俊彥、翁玉華，2000）。發散性思考可以使人產生眾

多關於實際問題的意見或想法；而收斂性思考則可以幫助評鑑、澄清、聚焦於產

生的建議、想法，並為下一個階段做準備(Cheng, 2011)。 

 

三、問題解決過程三大階段─發現、解決、評鑑 

    不同專家學者所提出之問題解決步驟，不論其步驟有多少，問題解決過程大

致分為三大階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評鑑結果。而這些CPS模式中，階段與

步驟都不相同，但基本上每種模式之各階段中，皆指出思考方式取向為發散性思

考與聚斂式思考（洪文東，2006）。 

整體而言，基於問題的學習讓學生透過問題解決歷程學習，學生聚焦於複雜

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通常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學生透過小組合作定義與解決複

雜、真實的問題(Hmelo-Silver, 2004)。創造性問題解決並無一特定定理或法則，

而當學生投入於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中時，學生須針對問題進行探討，廣泛的搜

尋問題與任務，最後漸漸聚焦於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案。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由最

初的線性發展，逐漸演化為非線性、系統化的發展，縱使從一開始的七個階段，

而後發展各種模式、不同步驟，產生與提出不同的版本，然而，創造性問題解決

大致上具有其共同特色。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之主要特色在於：(一)創造性問題

解決為一非線性的過程(Lavonen, Autio & Meisalo, 2004)；(二)創造性問題解決模

式強調「發散性思考」與「收斂性思考」的應用（張俊彥、翁玉華，2000）；(三)

問題解決過程大致分為三大階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評鑑結果（洪文東，2006）。 

    在本課程之學期初，學生必須針對生活之實際問題進行討論，而這些問題必

須由學生們自行尋找、探索，進而產出該組之討論主題。因此，本研究所指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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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較偏向於「創造性問題解決」，強調學生投入創新思考與問題解決的過

程，從一開始的問題探索與蒐集，至最後的設計、提出創新想法，以解決該組之

實際問題。 

 

肆、相關研究 

    許傳方、許銘津（2006）針對培養小四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進行研究，研究

者應用創意教學策略，並結合網路進行輔助教學。研究結果發現，在自由創作之

教學活動中，部分學生能表現出創造力中的變通力(flexibility)與獨創力

(originality)；而僅有少數學生能表現精進力(elaboration)。 

    邱仁佑（2008）透過設計活動，將創造性問題解決策略運用於生活科技課程，

讓學生設計、製作相框。研究者採用CPS三成分六階段模式進行課程，教師在教

學中引導學生發揮創意，並適時給予鼓勵。學生歷經一開始的摸索、同儕觀摩、

嘗試突破歷程，到最後發表成品而獲得成就感，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訓練課程有助

於提升創造力。 

    翁昇宏（2008）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進行教學活動設計，運用創造性問題解

決教學模式進行教學，讓學生透過觀察與實驗的方式自製簡易樂器，從中瞭解聲

音如何傳播。學生從此過程中學習不同樂器的特色，以及音量、音調等相關知識，

並培養動手做的能力。研究發現，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問題解決

態度與創造力。 

    洪文東（2003）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採取準實驗研究法。

研究者設計創造性問題解決化學單元，並比較學生在實驗教學處理前後的科學創

造力、問題解決能力表現。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單元教學活動後的科學創造力

及問題解決能力都有顯著進步。 

    張俊彥、翁玉華（2000）探討高中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及其與科學過程技能之

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高一學生之問題解決能力與其科學過程技能的表現達顯

著中度相關。此外，質性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問題解決高、低能力不同者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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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的思考流程」上有顯著的不同，高能力者在四個階段：發現事實、發現問

題、提出想法、尋求解答之表現上，階段流程轉移頻繁、連續；而低能力者之過

程則較簡化且不連續。 

Cheng (2011)進行一項研究，運用創新教學策略─網路合作學習法結合創造

性問題解決策略，分析在會計課程上整合創造性問題解決法與網路合作學習環境

對學生問題解決態度的效果。研究對象為四年級制旅館管理系的三個班級學生，

實驗組一的班級是在網路合作學習環境下採用創造性問題解決策略教學；實驗組

二的班級採用網路合作學習環境；控制組班級則是採用傳統講述式教學。研究結

果發現，三個班級之間之差異達到顯著水準，實驗組一之問題解決態度顯著高於

實驗組二與控制組，而實驗組二與控制組之間則無顯著差異，顯示實驗組一在問

題解決態度的表現上，顯著優於實驗組二與控制組。 

Kandemir 與 Gur (2007)進行一項探索性研究，調查對象為43名準數學教

師，此研究在為期11周的學年中觀察與訪談所有參與者。在此研究中，準數學教

師針對如何提高創造性思維以及解決問題方面提供多面向的意見，此研究對改進

數學教育中創造性解決問題之目標有所貢獻。研究結果包括：應反思數學科授課

方式，以便提供教導有關創意解決問題技巧的機會。此外，創意訓練可以真正地

提高創意。研究者表示，最有效的方式是提供相關的培訓，師範訓練應根據創造

性問題教授技巧再設計，使未來教師有機會擁有相關經驗與培訓機會。 

上述之研究(如：許傳方、許銘津，2006；邱仁佑，2008；翁昇宏，2008)顯

示，創造性問題解決有助於提升學生創造力中的變通力與獨創力，而運用創造性

問題解決模式進行教學，有助於培養學生思考的習慣、提升創造力、學生問題解

決態度，也能提升科學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然而，問題解決高、低能力者具

有差異情形，兩者在問題解決思考流程上有顯著的不同。在培養創造性問題解決

數學教師方面，最有效的方式是提供相關的培訓，使教師有機會擁有相關經驗與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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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基於問題的學習讓學生透過問題解決歷程學習，學生聚焦於複雜的問題，而

這些問題通常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學生透過小組合作定義與解決複雜、真實的問

題(Hmelo-Silver, 2004)。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由最初的線性發展，逐漸演化為非

線性、系統化的發展，縱使從一開始的七個階段，而後發展各種模式、不同步驟，

產生與提出不同的版本，然而，創造性問題解決大致上具有其共同特色。創造性

問題解決模式之主要特色在於：(一)創造性問題解決為一非線性的過程(Lavonen, 

Autio & Meisalo, 2004)。(二)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強調「發散性思考」與「收斂

性思考」的應用（張俊彥、翁玉華，2000）。(三)問題解決過程大致分為三大階

段：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評鑑結果（洪文東，2006）。相關研究(如：許傳方、

許銘津，2006；邱仁佑，2008；翁昇宏，2008)顯示，創造性問題解決有助於提

升學生創造力中的變通力與獨創力，而運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進行教學，有助

於培養學生思考的習慣、提升創造力、學生問題解決態度，也能提升科學創造力

與問題解決能力。 

    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第四版將六個創造性問題解決階段整合、組織為三個主

要成分(Treffinger & Isaksen, 2005)。本研究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分析，以創造性問

題解決第四版之三成分六階段模式為基礎，定義與發展本研究課程之學生所歷經

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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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團體認知  

壹、團體認知之內涵 

    團體認知(group cognition)改變以往個體為分析單位，而將團隊視為分析單

位，認為在團體合作中，意義是在不同人的對話中產生，而團體能從對話中建構

知識。以團體為單位分析之核心概念包括：合作可以讓個體可以從他人身上學

習、團體可以學習、團體可以透過團體中不同個體的觀點建構知識、團體以對話

的方式建構知識、團體認知的概念並不等於個人知識的總和等(Stahl, 2006a)。在

團體認知中，個人認知的貢獻是重要的，透過團體互動、反應過程，彼此連結資

源與對話，進而產出更多的貢獻。因此，更多的貢獻是發生在團體的層級，而非

個人階層，而這些出現在團體層級中重要認知成就通常是突現的、非預期的，團

體認知透過語言相互交織、持續的知識沉澱過程中而組織、呈現(Stahl, 2013)。 

    團體認知理論是一項新領域的探索─團體意義建構、決策過程的探索。團體

認知涉及主動地分享知識、社群持續協調與交涉、傳播，以建立連結。當團體投

入於團體認知中時，並不限於團體中的成員立即當下的互動，而是可以匯集過去

與未來之互動，紀錄於電腦中，每位參與者可以針對過去、潛在未來回應，與其

他參與者回應與互動(Stahl, 2010)。 

    團體認知能力超越了團體成員個別認知能力的加總，團體認知不是簡單的非

結構化聚合個體認知，而是透過個體之間認知分工的結果，其中，合作是必要的

(Theiner, Allen & Goldstone, 2010)；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個人知識或經驗不足以

支持他們做出判斷或決策，人們往往會利用他人提供的資訊或觀點，透過資訊的

交換，讓團體中每一個成員能利用更多經驗與資訊，進而讓團體得以超越個人。

社會訊息、資訊的共享是一個普遍存在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發生於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人，共同參與於一個團體、合作處理工作任務，他們能了解他人也同樣在

處理相同任務，並且彼此有機會獲得他人的貢獻(John & Eliot, 2013)。 

    教學科技方面的研究，漸漸著重電腦支持合作學習之探討上(Stahl, 2005)。

Stahl (2006a)指出，電腦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跨越個體認知的限制，電腦軟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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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能幫助協調、維護團體對話，有助於共同的理解、建構新的意義。電腦支持

合作學習之重點包括：(1)團體：將焦點聚焦於小團體學生的學習，並非個人學

習；(2)認知：團體的活動是種新意義的理解、建構；(3)電腦支持：學習必須不

能孤立，必須有電腦、媒介、網絡支持；(4)翻新與建構：建構具有意義的知識；

(5)合作：團體中成員的關係並非競爭，而是共同努力與學習；(6)知識：知識需

要討論、辯論、更深入了解。 

    整體而言，團體認知的概念，改變以往以個體為分析單位，而將團隊視為分

析單位，認為在團體合作中，意義是在不同人的對話中產生，而團體能從談話中

建構知識(Stahl, 2006a)。在團體認知中，更多的貢獻是發生在團體的層級，而非

個人階層，團體認知透過語言相互交織、持續的知識沉澱過程中而組織、呈現 

(Stahl, 2013)。團體認知不是簡單的非結構化聚合個體認知，而是透過個體之間

認知分工的結果(Theiner, Allen & Goldstone, 2010)。團體認知涉及主動地分享知

識、社群持續協調與交涉、傳播，以建立連結(Stahl, 2010)。 

 

貳、相關研究 

Stahl (2006b)進行一項研究，採用分析對話方式探究數學問題解決溝通情

形，利用 Virtual Math Teams-Chat 軟體，以了解學生討論情形。研究者以團體為

分析單位，分析參與者如何互動。研究發現，當學生進入線上聊天室後，他們能

很快的組成一個工作小組，並且投入活動。而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與其他學生

互動，並隨時間推移，他們探索適合的情境、創造與共享意義、決定他們要做什

麼以及將如何表現，投入於數學對話，最終結束對話。Stahl (2009)認為，VMT 

(Virtual Math Teams)計畫讓學習者組成小組，在線上討論數學，針對數學問題或

議題與其他同儕進行討論，促進較深層概念的連結，能支持團體認知。在線上討

論的這些學生來自不同背景，激發出更多交換意見與合作的可能性，VMP 計畫

提供聊天室讓學生討論數學，能連結各地對數學有興趣的青少年組成小組討論。

研究發現，學生在討論數學的過程中，會漸漸連結許多方案，並建立相關的概念



 

21 

 

串，逐步探討他們欲追求的任務，互相合作並完成工作目標。 

    Sha、Teplovs 與 van Aalst (2010)探討香港某所中學之十年級學生，使用知

識論壇進行物理學課程之研究，使用 KSV (Knowledge Space Visualizer)分析工具

支持線上對話，讓團體認知更加可視化。研究者在此研究中討論兩種與線上對話

有關的網絡類型：結構(structural)、語意(semantic)。此研究獲得的初步結論包括：

(1)語意網絡分析提供一種方式以檢視在 CSCL 社群中意義的共享；(2)討論中隱

含許多次主題，顯示合作學習動力的複雜性。此項發現意味著，在這個班級中的

團體合作學習，是透過一個個的概念或理論的分解，漸漸形成許多討論的次主

題；(3)在語意網絡中重疊的文字，有利於團體認知概念的可視化。研究者認為，

KSV 具有未來發展潛力，以評估知識論壇上合作知識創造的過程。 

    上述研究(如：Stahl, 2006b; Stahl, 2009; Sha, Teplovs & van Aalst, 2010)顯示，

團體認知需透過團體成員、參與者之間之互動中探詢。因此，有關團體認知之研

究多著重於科技工具的開發，試圖讓團體認知更加可視化，而這些軟體與工具，

可以幫助與提供、記錄學生的互動，評估團體合作共構、共享意義的過程。 

 

參、結語 

    團體認知將團隊視為分析單位，認為在團體合作中，意義是在不同人的對話

中產生，而團體能從談話中建構知識，而團體可以學習、可以透過團體中不同個

體的觀點建構知識(Stahl, 2006a)。在團體認知中，更多的貢獻是發生在團體的層

級，而非個人階層，團體認知透過語言相互交織、持續的知識沉澱過程中而組織、

呈現(Stahl, 2013)。團體認知不是簡單的非結構化聚合個體認知，而是透過個體

之間認知分工的結果(Theiner, Allen & Goldstone, 2010)。團體認知涉及主動地分

享知識、社群持續協調與交涉、傳播，以建立連結(Stahl, 2010)。相關研究(如：

Stahl, 2006b; Stahl, 2009; Sha et al., 2010)發現，透過資訊工具的輔助，可以使團

體認知更加可視化，而這些軟體與工具，可以幫助與提供、記錄學生的互動，評

估團體合作共構、共享意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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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部分資料以「團體」為單位進行分析，基於團體認知之強調團體可

以學習、可以透過成員之間的對話與互動共構知識，進而產出更多貢獻之基礎，

探討小組之互動與對話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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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團體動力  

壹、團體動力之內涵 

    Kurt Lewin 在 1946 年提出「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的概念，用來形容

社會歷程對於團體成員的影響。團體凝聚力與團體過程具有相當程度的相關，而

具有凝聚力的團體，相較於不具有凝聚力的團體，有凝聚力的團體具有以下的特

點：(1)作出更多努力以影響團體成員、(2)有更大意願聆聽與接受他人、(3)有更

多自我揭露…等(Kivlighan & Lilly, 1997; Lese & MacNair-Semands, 2000;引自

Phan, Torres Rivera, Volker, Garrett, 2004)。 

    Greenlee 與 Karanxha (2010)指出，團體動力是一個概念架構，用以了解團體

如何有效運作與促進知識的改進。團體動力可以被概念化為以下相關的類別：參

與(participation)、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影響力(influence)、

信任(trust)、凝聚力(cohesion)、滿意度(satisfaction)…等。有效能團體之基本特點

是成員參與小組討論，並考慮雙方意見與想法；此外，容許多樣、不同意見與觀

點的納入以增進團體的表現，而且每位團體中之成員都被鼓勵貢獻自己的想法或

意見。在團體中，成員的個人意見將對團體多數意見造成影響，然而，那些少數

人的意見也可能影響多數人。有效能的團體具有以下特徵，包括：明確的目的

(clear purpose)、分享領導(shared leadership)、開放式的溝通(open 

communication)、高度的包容、接受、支持，與信任(high levels of inclusion, 

acceptance,support, and trust) (Johnson & Johnson, 2003; Larson & LaFasto, 1989; 

Zander,1982;引自 Greenlee & Karanxha, 2010 )。 

    團體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例如：成員的加入和離開、成員工作重點的轉

移，由一個任務轉換到另一個任務…等。團體過程本身，包括：領導、溝通、影

響力…等，團體過程難以被客觀的紀錄(Forsyth, 1998)。當團體進行某項任務或

工作時，團體過程(group process)就是一個動態過程，發生於團體成員之間。團

體動力包含：士氣、氛圍、影響力、參與、影響風格、領導的鬥爭、衝突、競爭、

合作…等，而對團體過程的瞭解能幫助領導人早期診斷小組的問題，且更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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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問題(Phipps, 1984)。 

    團體動力源自於成員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力量，而有這些力量的存在與運

作，團體才得以開始並持續不斷地運作。團體動力是由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人

們，因為有著相同的目標而集結，成員彼此結合並建立良好互動關係；而當團體

的凝聚力越強，就越能達到目標（黃家溱、鄭彩鳳，2011）。有凝聚力的團體動

力能支持成員的基本心理需求，成員在團體之中能感受到歸屬感與支持。此外，

團體成員允許成員提出想法以解決問題，若彼此之間缺乏相互間的關連與歸屬，

則將會阻礙想法的分享(Darner, 2014)。 

    整體而言，團體動力是一個概念架構，用以了解團體如何有效運作與促進知

識的改進(Greenlee & Karanxha, 2010)。團體動力是由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

因為有著相同的目標而集結，成員彼此結合並建立良好互動關係；而當團體的凝

聚力越強，就越能達到目標（黃家溱、鄭彩鳳，2011）。有凝聚力的團體動力能

支持成員的基本心理需求、成員在團體之中能感受到歸屬感與支持、團體成員允

許成員提出想法以解決問題 (Darner, 2014)。團體過程本身，包括：領導、溝通、

影響力…等，團體過程難以被客觀的紀錄(Forsyth, 1998)。當團體進行某項任務

或工作時，團體過程(group process)就是一個動態過程，發生於團體成員之間

(Phipps, 1984)。 

 

貳、相關研究 

    Freeman 與 Gahungu (2013)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影響跨文化合作的因素、

以及在跨文化合作中面臨的挑戰。在 2010 年，20 位研究者與學生從事 Ghana 教

育服務(Ghana Education Service)，以評估 Ghana 教育服務 TLMP 專案(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Program, TLMP)使用以及影響情形。專業研究人員組成小

組前往十個地區的不同學校，並於 14 個學區發送教材與學習材料。研究發現，

影響跨文化積極、和諧的合作團體動力包括：(1)對社群的尊重、(2)團體組成的

平衡、(3)信賴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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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Rita 與 Misick (1996)提出一項團體動力技術─"buzz groups"（目標明

確的討論團體，通常團體人數不超過六人），以探討在紐約布魯克斯學院(New 

York's Bronx Community College)之以英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學生，如何透過團體

討論學習。在團體中，學生被引導使用新學習到的語法架構與他人進行溝通。透

過"buzz groups"的團隊動力技術，促使學生選擇目標任務、選擇發言人…等。過

程中，學生被迫參與、建構有說服力的解釋立場，提高自己對英語的理解。研究

中使用"buzz groups"讓團體達成共識，此項活動有助於提升自我表達、自由交談

的能力，研究發現"buzz groups"也對大班極有幫助，讓學生有參與的機會。 

    Lamm、Shoulders、Roberts、Irani、Unruh-Snyder 與 Brendemuhl (2012)在一

項研究中探討農業教育中的合作問題解決學習。研究採取以團隊為分析單位，將

學生分為數個小組，每一個小組都被要求描述該組如何解決問題、小組如何一起

工作，以及在這過程中個人的長處與缺點。研究結果發現三種類型的小組，包括：

(1)同質創新小組(homogenous innovator group)、(2)同質適應小組(homogenous 

adaptor group)、(3)異質小組(heterogeneous group)等。研究發現，同質創新小組最

強的問題解決能力在於能回過頭來、反思學習，而反思(reflection)是他們團體動

力的重要部分；在同質適應小組方面，他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從事預測行動的對

話，結果是這個小組提出的解決問題方案是最不成功的，小組花許多時間專注於

期待了解更多訊息、以及被告知該如何做，小組從未回過頭來(look back)，從過

程中學習(learn from their process)，在選擇的主題上未具備創意，導致結果失敗；

在異質小組方面，這個小組定義許多問題，並共同合作，小組能提出解決策略，

發展對問題的了解並創造解決方案，在小組討論中創建目標。研究指出，在實施

教育工作時，應考量問題解決風格，以及個人問題解決風格可能對團體動力造成

的影響。 

    王淑芬（2009）針對國小四、六年級學童進行調查，以國小學童知覺教師覺

學領導與班級團體動力為題進行分析，自編「國小教師教學領導與班級團體動力

問卷調查」。其中，研究者將團體動力分為：「溝通互動」、「班級規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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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凝聚」三個項目。溝通互動探討班級成員之間的情感表達與訊息分享；班級規

範為瞭解團體成員是否能依規範行事；團體凝聚為成員對團體目標的認同與相互

間的信任與接納。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學童在班級團體動力之「溝通互動」、「班

級規範」、「團體凝聚」有良好的知覺情形。 

    綜合上述研究(如：Freeman & Gahungu, 2013; Santa Rita & Misick, 1996)顯

示，跨文化合作團體動力包括：對社群的尊重、團體組成的平衡、信賴研究員；

小組成員的組成，以及成員個人問題解決風格，都將可能影響團體動力。在教學

場域的應用方面，教師可以透過團體動力技巧的使用，適時安排小組，促使學生

選擇目標任務、選擇發言人…等，讓學生建構有說服力的解釋立場，進而提升學

生參與學習；此外，在團體動力的研究方面，也可藉由問卷的設計使團體動力可

視化，以分析班級之團體動力情形。 

 

參、結語 

    團體動力是一個概念架構，用以了解團體如何有效運作與促進知識的改進

(Greenlee & Karanxha, 2010)。團體動力是由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因為有著

相同的目標而集結，成員彼此結合並建立良好互動關係；而當團體的凝聚力越

強，就越能達到目標（黃家溱、鄭彩鳳，2011）。有凝聚力的團體動力能支持成

員的基本心理需求、成員在團體之中能感受到歸屬感與支持、團體成員允許成員

提出想法以解決問題 (Darner, 2014)。當團體進行某項任務或工作時，團體過程

(group process)就是一個動態過程，發生於團體成員之間(Phipps, 1984)。相關研

究(如：Freeman & Gahungu, 2013; Santa Rita & Misick, 1996)顯示，跨文化合作團

體動力包括：對社群的尊重、團體組成的平衡、信賴研究員。小組成員的組成，

以及成員個人問題解決風格，都可能影響團體動力。在教學場域的應用方面，教

師可以透過團體動力技巧的使用，提升學生參與學習，也可藉由問卷的設計使團

體動力可視化。 

綜合而言，有效能的團體具有以下特徵：明確的目的、分享領導、開放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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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高度的包容、接受、支持，與信任(Johnson & Johnson, 2003; Larson & LaFasto, 

1989; Zander,1982;引自 Greenlee & Karanxha, 2010)。團體動力包含：士氣、氛圍、

影響力、參與、影響風格、領導的鬥爭、衝突、競爭、合作…等(Phipps, 1984)。 

根據文獻整理結果，本研究將團體動力評分表分為三大項目：(1)成員平均參與、

(2)題目聚焦度、(3)領導者的出現。第(1)項之「成員平均參與」是依據文獻探討

中之有效能的團體特徵「分享領導」、「開放式的溝通」所設計，且對應知識翻新

原則中的「成員平等參與知識產出過程」(democratizing knowledge)、「社群共構

知識與共享責任」(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強調小組成員

平均參與、共構知識。此項目之設計在於了解該組學生是否能共享領導，並擁有

參與欲探討之問題的空間；第(2)項之「題目聚焦度」則依據文獻探討中之有效

能的團體特徵「明確的目的」所設計，以探討學生是否能在討論主題時，能探詢

問題、確立目標主題，針對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與溝通，以創造與坊間既有產品

不同功能與特色之產品。此項對應知識翻新原則中的「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越」

(rise above)，強調小組能找到目標主題，對主題進行整合與精進；最後，第(3)

項之「領導者的出現」，則是根據文獻中所述有關領導的鬥爭、衝突、合作、影

響力所設計，對應於知識翻新原則中的「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越」(rise above)，

強調小組成員中能出現領導者適時地整合與監督想法。此項目之設計在於了解團

隊中是否能出現領導者適時地整合與監督想法，帶動團隊合作並共同努力。 

    本研究針對團體動力進行分析，設計團體動力評分表並針對小組團體動力表

現進行評估，以瞭解各組之團體動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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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計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教學

設計；第四節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根據前

述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為基礎，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在整體研究架構中，研究者探討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

成效，分別從創意產品、團體動力、想法數量、想法品質進行評估，以了解學生

之問題解決之歷程與成果。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針對個案班級進行分析與探究，本研究

以知識翻新為原則，探究小組問題解決之歷程與成果之表現情形。 

 

 

 

 

 

 

 

 

 

 

 

 

 

 

 

 

圖 3-1 研究架構 

 

 

    問題解決 

小組成果 

創意產品  

問題解決歷程 

團體動力 

問題解決歷程 

想法數量 

問題解決歷程 

想法品質 

 

知識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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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進行分析，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某國立大學修習「生活科

技概論」課程之大學生，針對 48 名修課同學進行分析。在這一門課程之中，學

生隨機被分為 10 組，一組 4-5 人，透過本研究之進行，探究基於知識翻新原則

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 

 

第三節  教學設計 

    本研究中之「生活科技概論」課程之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學生瞭解生活科技內

涵、培養學生對學習科技之興趣，進一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激發創造潛能。透過知識論壇的運用，讓學生得以合作、創新思考、解決問題，

培養學生具有創新、解決實際問題之能力。 

    在「生活科技概論」課程中，小組於知識論壇上之想法討論活動共延續 14

周。課程之授課教師高度支持知識翻新，於一學期之授課期間，授課教師與學生

共同討論生活科技之內涵與趨勢，增進學生對於生活科技領域之認識，並促發學

生反思與探討真實生活中之實際問題，鼓勵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 

    教師在課程中扮演引導者、協助者之角色。教師教導學生有關生活科技之相

關內涵，鼓勵學生從生活中發想問題，並針對此問題設計並產出產品。各組學生

於知識論壇上討論與發表想法，每個小組在這一學期的學習之中，彼此合作、互

動以解決問題。小組討論歷程與想法被完整記錄於平台，平台上之討論與互動皆

由學生主動發起，探討未來科技如何解決、如何改善生活中之實際問題。在歷經

14 周之知識翻新活動後，最終產出各組成品以解決各組之主要問題。 

    教師在此課程中讓學生與小組成員從日常生活中之實際問題進行發想，討論

不同的主題、提出想法、產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增進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之

能力。教師之角色在於幫助學生隨機組成小組、培養學生對生活科技領域之基本

內涵、鼓勵學生與同儕共同學習與討論，進而設計與決定各組主要問題，最終完

成創意產品設計，以解決各組欲解決之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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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目標 

一、培養學生對生活科技之興趣，並使其了解科技知識與人類生活之密切關係， 

    進一步提昇其科技素養。並透過其對生活科技的興趣，進一步培養其獨立思 

    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激發創造潛能。 

二、幫助學生瞭解生活科技的內涵與範疇、歷史與發展趨勢，使其能對各種不同 

    類型科技之知識有基本認識。 

三、幫助學生奠定未來進一步探究並從事與生活科技相關之教育工作的基礎態度 

   與知識。 

 

貳、教學內容與方式 

    本課程之進行分成二部分：一為教師課堂講述；二為學生分小組於數位學習

平台（知識論壇）上之自主學習活動。本研究主要針對學生於數位學習平台（知

識論壇）上之自主學習活動進行分析與探究。 

一、第一部分教師課堂講述，其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包括： 

(一) 認識生活科技的內涵 

    教師於為期一學期之課程中，探討與分析生活科技相關發展主題與趨勢，幫

助學生瞭解與認識生活科技之內涵。課程主題包括：科技意義—生活科技的本質

及科技史、製造科技、營建科技、運輸科技、能源與動力、傳播科技、資訊科技、

生物科技。 

(二) 以知識翻新為原則  

    本研究中的教學活動並非採取傳統的講述式教學、以教師為中心之教學，而

是鼓勵學生成為主動之知識探索者。教學係以 Scardamalia (2002)提出的十二項知

識翻新原則為基礎，幫助教師建立知識翻新教學環境、促進小組創造性問題解

決。本研究之教學設計強調想法、社群共構、創新、解決問題能力，並鼓勵學生

發表想法，透過團體投入討論之歷程達到知識翻新，藉以培養學生創新思考、解

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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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論壇之線上自主學習活動 

    小組學生每週應於知識論壇平台針對於生活科技之相關問題進行想法的發

法、匯集、改進、整合，並在期末設計成產品（概念為主），同時於期末時針對

各組產品進行發表（包括：產品 DM、產品故事包裝、產品介紹 PPT）。 

 

參、學習環境 

    本課程之學習環境分為二部分：一為一般教室；二為知識論壇線上平台。本

研究所探討之相關內涵，皆針對學生於知識論壇上之自主學習活動進行分析，以

瞭解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 

一、一般教室 

    在為期一學期之生活科技概論課程安排於一般教室中進行，課程時間共計兩

節課，共一百分鐘。一般教室配有單槍設備與投影螢幕供師生自由使用。在座位

安排上，教室桌椅擺放採取馬蹄形為主，學生能自由選位入座，而馬蹄形之設計，

利於學生與老師課堂討論。 

    授課教師每周透過影片或投影片之使用，與學生討論不同生活科技議題，激

發學生對於生活科技之興趣。教師扮演引導者、協助者之角色，引導學生提出問

題、產生想法，透過課堂開放性討論、提問，營造師生之間良好的溝通與良好的

學習環境。 

 

二、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 

    知識論壇是以知識翻新原則為理念而建立的電腦輔助學習平台，能提供學生

自由互動、討論，營造學生自主、主動學習、共構知識的學習環境。透過社群之

集體共構知識，將想法與想法之間產生連結，使想法在知識論壇中發想、深化、

整合，使知識得以深化與共構。 

    教師鼓勵學生於每次課程結束後自行上平台針對該周相關議題進行討論、提

出想法，相較於一般教室，學生可於課後自由登入平台進行相關議題的探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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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學生在知識論壇中主要使用之功能包括：貼文、回文、閱讀他人文章…

等，知識論壇上之貼文、回文、閱讀之相關功能介紹如下。 

 

(一) 貼文 

    知識論壇是輔助學習的工具，提供線上平台讓學生得以不受限於時間之限制

而進行討論，學生與平台上選擇鉛筆圖案(new note)即可新增貼文，如圖 3-2 所

示；點選鉛筆圖案之後，將出現貼文視窗，如圖 3-3 所示。貼文視窗之左上角為

主題(title)欄位，學生可以在此謄寫欲探討之主題與標題，如圖 3-4 所示。 

 

 

圖 3-2 知識論壇上之貼文功能 

貼文： 
選擇鉛筆圖案(new 

note)可以新增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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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知識論壇上之貼文功能視窗 

 

圖 3-4 知識論壇上之貼文主題視窗 

(二) 鷹架(scaffold) 

    主題欄位之下方為鷹架(scaffold)欄位，包括：我的想法(My Theory)、我想知

道(I need to understand)、新資訊(New information)、這個想法不能說明(This theory 

cannot explain)、更好的想法(A better theory)、綜合想法(Putting our knowledge 

together)等六項，如圖 3-5 所示，以協助學生組織想法、促進學生交流與互動。

 貼文主題： 
可以於此處撰寫
貼文的主題 

貼文視窗： 
點選鉛筆圖案後
即出現貼文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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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選擇與該貼文相對應之鷹架，例如：若欲張貼新資訊，則可以在鷹架選

項中選擇「新資訊(New information)」。如點選相對應之鷹架後，則可按加入(add)

鍵，即在右方之內文(content)中謄寫欲發表之想法，如圖 3-6 所示。 

 

 

圖 3-5 知識論壇上之貼文鷹架功能 

 

 

圖 3-6 知識論壇上之內文撰寫視窗 

 

內文撰寫： 
於內文(content)中撰
寫欲發表之內容 

內文撰寫： 
選擇鷹架並按 add，右
方內文(content)中將出
現字串 

鷹架： 
可以針對該則貼
文類型選擇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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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用(reference)、關鍵字(keywords)、問題(problem)功能  

    在視窗最下方為其他功能，包括：引用(reference)、關鍵字(keywords)、問題

(problem)，如圖 3-7 所示。引用(reference) 功能讓學生閱讀完他人想法後，得以

引用他人想法於自己貼文中，以整合、對照、延伸想法；使用關鍵字(keywords) 功

能，能培養學生從貼文中提取關鍵字，讓想法之間之重要概念產生連結；使用問

題(problem) 功能，讓學生思考實際問題，促進學生想法之發想與改進。如各項

皆輸入完畢，則點選右上方之關閉並送出(close and contribute)按鍵則可送出貼

文，如圖 3-8 所示。送出貼文之後，即可見此貼文於視窗，如圖 3-9 所示。 

 

圖 3-7 知識論壇上之其他功能 

 

圖 3-8 知識論壇上之發送貼文視窗 

其他功能： 
包括引用、輸入關鍵字、
問題…等 
 

各項輸入完畢後點選
close and contribute 送
出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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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知識論壇上發送貼文後之視窗 

(四) 回文 

    在回文的部分，點選欲回應之貼文，再點選建立(build-on)鍵，即會出現回文

視窗，回文視窗與貼文視窗相似，學生可以針對視窗中之主題(title)、鷹架

(scaffold)、內文(content)、引用(reference)、關鍵字(keywords)、問題(problem)…

等等功能進行點選與編輯，如圖 3-10 與圖 3-11 所示；如各項輸入完畢後點選關

閉並送出(close and contribute)按鍵送出回文，如圖 3-12 所示。送出回文之後，即

可見回文於視窗，如圖 3-13 所示。 

 

圖 3-10 知識論壇上之回文功能 

送出貼文後可見
視窗上之貼文 

回文：點選欲回應之
貼文，再按 build-on 
，則可回應此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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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知識論壇上之回文視窗 

 

 

 圖 3-12 知識論壇上之發送回文視窗  

 

各項輸入完畢後點選
close and contribute 送
出回文 
 

回文視窗： 
點選 build-on 後
即出現回文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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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知識論壇上之發送回文後之視窗 

(五) 閱讀 

    學生於知識論壇上常用之功能尚包括閱讀功能，在知識論壇的每一則貼文前

方皆有一個方型圖案，如已閱讀該則貼文則會呈現紅色，以紅色方塊表示已閱

讀，如圖 3-14 所示。 

 
圖 3-14 知識論壇上之閱讀功能視窗 

 

 

回文： 
發送回文後，可見
回文於視窗 

閱讀： 
紅色表示已閱讀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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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包括：知識翻新學習、前期研究、後期研究等三

部分。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如圖 3-15 所示。首先針對 14 周之線上知識翻新活動進

行資料蒐集；再者，探討相關資料與文獻，並研擬研究主題與發展研究計畫；最

後，針對資料進行質性與量化之資料分析，以探討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

解決歷程與成效，進而撰寫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圖 3-15 研究實施程序 

 

 

 

 

 

 

知識翻新學習 

前期研究 

後期研究 

1. 蒐集各組期末成品之相關資料。 

2. 蒐集各組於知識論壇上之線上討論紀

錄與相關資料。 

1. 蒐集研究相關資料與文獻。 

2. 研擬主題、發展研究計畫。 

1. 針對各組成品進行評分。 

2. 針對各組團體動力進行評分。 

3. 將知識論壇上之資料予以編碼。 

4. 針對資料進行質性與量化分析。 

5. 撰寫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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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了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本研究蒐集以下資料：(1)各組期末創意產品

成果，根據 Besemer (1998)「創意產品評估量表」進行評分，並與坊間既有產品

比較；(2)採用自編之「團體動力評分表」，針對小組於知識論壇上之討論與互動，

進行各組團體動力評分；(3)「知識論壇資料庫」，探討各組想法數量，並將各組

想法利用想法類型編碼表進行質性編碼，探討各個小組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 

(4)綜合創意產品評估量表之評分、團體動力評分表之評分、利用想法類型編碼

表將想法予以編碼，分析想法數量與品質，比較表現較好之組別與表現較差之組

別，於創意產品、團體動力、想法數量與品質上之差異情形。資料來源與分析如

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資料來源 

研究問題 資料來源 資料分析 

1. 各個小組所產出的小組

創意產品成果 

1.小組創意產品資料 

2.創意產品評估量表 

1.與坊間既有產品之比較 

2.創意產品評估量表評分 

2. 小組之問題解決歷程

（團體動力）與創意成品

之相關情形 

1.創意產品評估量表 

2.知識論壇互動資料 

3.團體動力評分表 

1.創意產品評估量表評分 

2.團體動力評分 

3.進行量化分析 

3. 各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

之想法類型數量 

1.知識論壇活動量 

2.知識論壇文章內容 

3.想法類型編碼表 

1.知識論壇資料庫分析工

具(Analytic Toolkit) 

2.想法類型編碼 

3.進行量化分析 

4. 各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

之認知想法品質 

1.知識論壇文章內容 

2.想法類型編碼表 

1.想法類型編碼 

2.進行量化分析 

3.時間序列分析 

5. 小組之成果與問題解決

歷程之差異分析 

1.創意產品評估量表 

2.團體動力評分表 

3.知識論壇互動資料 

1.進行量化分析 

2.進行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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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工具 

一、創意產品評估量表 

    本研究採用 Besemer (1998)所編製之「創意產品評估量表」(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 CPAM)為研究工具，針對學生各組之創意產品進行評分。Besemer 

(1998)編製之「創意產品評估量表」分為三個向度：(1)創新層次(novelty)：包括

原創性(originality)、驚奇性(surprising)；(2) 概念解析層次(resolution)：包括價值

性(value)、邏輯性(logicalness)、有用性(usefulness)、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

(3)精進層次(elaboration and synthesis)：包括組織性(organic qualities)、優雅性

(elegance)、複雜性(well-crafted)。研究者利用五點量表進行評分，所得之分數愈

高，表示該組之創意產品愈臻完備。評分向度與定義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創意產品評估量表評分向度與定義 

創意產品表現向度 評分項目 定義 

 

創新層次 

(novelty) 

原創性 

(originality) 

該產品能提出不同於以往的創新

概念 

驚奇性 

(surprising) 

該產品之創新概念能令人產生驚

奇感受 

 

 

 

概念解析層次

(resolution) 

價值性 

(value) 

該產品有助於人類生活品質 

邏輯性 

(logicalness) 

該產品規劃能有邏輯的呈現理念 

有用性 

(usefulness) 

評估該產品實用的可能性以回應

生活需求 

理解性 

(understandability) 

該產品能解決動機問題，並讓他

人能理解產品應用 

 

精進層次

(elaboration and 

synthesis) 

組織性 

(organic qualities) 

該產品規劃之素材與功能的適切

性 

優雅性 

(elegance) 

該產品有完善的外觀規劃 

複雜性 

(well-crafted) 

該產品有多樣貌的設計 

資料來源: Besemer, S. (1998). 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 Testing the Model 

Structure and a Comparison among Products-Three Novel Chairs.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1(4), 333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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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動力評分表 

    本研究為了解小組內成員之間之互動與討論情形，研究者根據文獻整理結

果，自編團體動力評分表，將團體動力分為三大項目，包括：(1)成員平均參與、

(2)題目聚焦度、(3)領導者的出現。 

    第(1)項之「成員平均參與」是依據文獻探討中之有效能的團體特徵「分享

領導」、「開放式的溝通」所設計，且對應知識翻新原則中的「成員平等參與知識

產出過程」、「社群共構知識與共享責任」，此項目之設計在於了解該組學生是否

能共享領導，並擁有參與欲探討之問題的空間；第(2)項之「題目聚焦度」則依

據文獻探討中之有效能的團體特徵「明確的目的」所設計，此項目對應知識翻新

原則中的「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越」，強調小組能找到目標主題，對主題進行

整合與精進；最後，第(3)項之「領導者的出現」，則是根據文獻中所述有關領導

的鬥爭、衝突、合作、影響力所設計，對應於知識翻新原則中的「統整想法有助

於邁向超越」，強調小組成員中能出現領導者適時地整合與監督想法，帶動團隊

合作並共同努力。 

    在評分尺度方面，研究者利用五點量表進行評分，1 分表示成員未平均參與、

題目討論聚焦不易、小組中未有領導者的出現；反之，5 分則表示該組成員平均

參與討論、能聚焦主題進行討論、小組能出現領導者帶領討論。團體動力評分項

目與定義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團體動力評分項目與定義 

團體動力評分項目 定義 

成員平均參與 
該組學生是否能共享領導，並擁有平等參與欲探討之問題的

討論空間。 

題目聚焦度 
學生是否能在討論主題時，盡早確立目標主題，並針對此主

題進行深入的討論，而非廣泛、漫無目標的討論。 

領導者的出現 
該組學生在討論主題時，是否能出現領導者，針對討論內容

與想法加以整合與監督。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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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論壇想法類型編碼表 

    本研究依據 Hong 與 Sullivan (2009)所提出之想法演變模式，將想法發想

(diversification)、想法深化與澄清(elaboration)、想法整合(improvement)納入認知

層次之編碼，設計本研究之想法類型編碼表。此外，參考知識論壇上之鷹架

(scaffold)功能，整合六項鷹架功能，包括：我的想法(My Theory)、我想知道(I need 

to understand)、新資訊(New information)、這個想法不能說明(This theory cannot 

explain)、更好的想法(A better theory)、綜合想法(Putting our knowledge together)

等六項於認知編碼，其中的「我的想法(My Theory)」對應於「D1 發表想法或觀

察」；「我想知道(I need to understand)」、「新資訊(New information)」對應於「D2

提供資訊或建議」，均屬於資訊的部分，涉及要求、給予資訊；「這個想法不能說

明(This theory cannot explain)」對應於「E1 提問、解答與澄清」；「更好的想法(A 

better theory)」對應於「E2 想法深化」；「綜合想法(Putting our knowledge together)」

對應於「I1 整合」。研究者依據以上之基礎設計本研究之想法類型編碼。 

    本研究將想法分為三大類型：情緒(affective)、認知(cognitive)、後設認知

(metacognitive)。情緒包括：正向情緒反應、負向情緒反應；認知類型則再細分

為三層面：想法發想 (diversification)、想法深化與澄清(elaboration)、想法整合

(improvement)；後設認知包括：監督進度、自我反省與回饋。知識論壇想法類型

編碼表之向度與定義如表 3-4 所示。 

    本研究所進行之想法類型編碼是以「一則貼文」為一分析單位，即每一貼文

僅編碼一代表該貼文之主要編碼；如該貼文涉及多種編碼，則以該貼文中最高層

次者、較高層次者為主要編碼進行分析。例如：某則貼文內容為：「我覺得你的

想法很好，只是我認為應該也要將雨傘骨架的材質與重量考慮進去…」此一貼文

涉及「A1 正向情緒反應」、「D2 提供資訊或建議」，此時應選擇較高層次之想法

類型編碼為該貼文之主要編碼，故將此貼文標記為「D2 提供資訊或建議」之想

法類型編碼。此外，如該貼文無法歸類於以下之情緒、認知、後設認知之任一編

碼者，則將該貼文視為「其他」，並將之排除於本研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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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知識論壇想法類型編碼表 

想法類型  編碼 定義 舉例 

 情緒    

(affective) 

 A1 正向

情緒反應 

 

表示支持、感

謝、或讚美。 

…的想法很有趣

而且有很大的創

意空間…(S24) 

  A2 負向

情緒反應 

表示質疑、懷

疑、不認同。 

…背後的身影不

太需要吧這樣很

麻煩耶…(S12) 

認知 

(cognitive) 

想法發想 

(diversification) 

D1 發表

想法或觀

察 

 

說明自己的觀

察、新想法。 

…每次牙膏快用

完都很難擠，然後

即使多麼大力都

還是只有擠出一

些些…(S16) 

  D2 提供

資訊或建

議 

提供資訊、資

源、建議。 

…1.傘頭:握把的

地方、2.中棒:握把

以上支撐傘的地

方…詳細圖片在

這裡…(S8) 

 想法深化 

與澄清 

(elaboration) 

E1 提

問、解答

與澄清 

 

提問、回答他

人對某想法之

問題、協商與

澄清用詞、重

申觀點。 

…何謂可調整式

的背帶?(S35) 

  E2 想法

深化 

想法的再延

伸、深化。 

…傘骨的構造可

以把它設計成分

成四個大區塊，也

就是比較像方形

的傘…(S6) 

 想法整合 

(improvement) 

I1 整合 整合想法或資

源、綜述重

點。 

…我把我們討論

過的議題列出

來…1.廁所門  

2.車子光線  

3.悠遊卡…(S30)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M1 監督

進度 

 

提醒、監督小

組進度。 

…對於我們的問

題如何防止眼鏡

滑落，可以開始

po 你們的想

法…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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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知識論壇想法類型編碼表(續) 

想法類型  編碼 定義 舉例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M2 自我

反省與回

饋 

針對想法、討

論進行反思與

回饋。 

…我們期中報告

只有針對傘面的

價值做討論，  

關於傘骨的部

分，我們真的還得

再想想！可是就

像我之前說過

的，我很怕用較好

的材料會相對比

較輕，功能上就大

大減弱了…(S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註：表格中出現（S+數字）為課程學生之編碼代號。 

 

貳、資料分析 

一、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量化資料分析各小組創意產品評分、團體動力評分、平台上發文與

貼文之表現數量、小組於知識論壇上產生與討論之認知想法品質。以下分別敘述

量化資料之處理與分析方式。 

    小組創意產品評分係依據學生在期末報告中所提出之產品進行評量，採用

Besemer (1998)所編製之「創意產品評估量表」進行評分。此外，為了瞭解小組

討論情形，研究者編製「團體動力評分表」，針對各小組之討論與互動情形進行

評分，評分類型總共分為三大項目，以五點量表進行評分，每一項目以 1~5 分給

予分數，總分為 15 分。學生於平台上發文、貼文之數量，採用知識論壇資料庫

分析工具(Analytic Toolkit)進行分析，知識論壇資料庫分析工具(Analytic Toolkit)

是一專門分析知識論壇資料的研究工具，輸入欲探討之課程、期間，以及勾選欲

探究之討論區，則可瞭解學生於平台上之互動表現。研究者從學生互動貼文中擷

取每一則貼文，以貼文則數為單位並進行編碼，即一則貼文對應一主要編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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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序列分析工具進行分析，以了解學生之想法演變歷程。 

    以上資料為人工評分，為避免評分者主觀意識之影響，由兩位研究員分別針

對原始資料進行評分，以瞭解兩位研究員對於創意產品評分、團體動力評分、想

法類型編碼之共識情形，建立評分者間信度。本研究所使用工具之 Spearman 等

級相關係數如下：創意產品評分之 Spearman's rho 係數為.813；團體動力評分之

Spearman's rho 係數為.859；想法類型編碼之 Spearman's rho 係數為.742。如表 3-5

所示，三項工具之評分者間信度良好。 

表 3-5 評分者間一致性信度表 

 創意產品評分 團體動力評分 想法類型編碼 

評分者間 

Spearman's rho 係數 
.813** .859** .742** 

*p< .05 **p< .01 ***p< .001 

 

二、質性資料分析 

    本研究蒐集之質性資料包括：各組創意產品內容、知識論壇上小組討論想法

內容。研究者透過開放性編碼，進行質性資料整理與分析，以深入瞭解學生於知

識翻新學習中，各組創意產品、成員想法互動之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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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探討經由知識翻新，各個小組所產出的小組創意產品

成果；第二節探究小組問題解決歷程之團體動力與創意產品成果之相關；第三節

分析小組問題解決歷程之想法類型數量；第四節研究小組問題解決歷程之認知想

法品質；第五節分析小組在成果與問題解決歷程中之差異情形，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小組創意產品成果評估  

壹、小組創意產品表現情形 

一、小組問題與產品摘要表 

    48 位同學隨機分組，於期末產出對於生活科技問題的十項發想，各組成品

包括：產品 DM 設計、產品故事包裝、產品介紹 PPT 等。小組針對生活進行觀

察並提出問題與想法，十個小組呈現的成品相異，提出的想法如表 4-1 所示，

Group1「淡定眼鏡」，針對眼鏡進行改造，將鏡面、鏡架之功能創新，解決原有

提出之眼鏡滑落問題；Group2「可拆式雨傘」，針對雨傘進行拆解，提出組裝式

雨傘，將傘面、傘骨之功能創新，解決原有獨一無二雨傘壞掉再也買不到造成遺

憾的問題；Group3「高科技多功能鏡」，針對鏡子進行功能的附加與改造，解決

身後無法照鏡子的問題；Group4「感溫貼紙」，設計一款能感測溫度之貼紙，解

決常被熱容器燙到之問題；Group5「衛浴品質改善計畫」，提出結合計數與感應

器、預約制，解決宿舍多人使用衛浴設備之等待問題；Group6「環保節能公車」，

將公車加以改造，增設太陽能板、生質能、低底盤、設計 M 型車身，解決能源

消耗與污染之問題；Group7「悠遊手錶」，透過悠遊卡與手錶結合，並增加到站

功能、設計加值器，解決上公車掏錢包不便之問題；Group8「豪華置傘架」，將

置傘架結合鎖、學生證感應之機制，解決學生雨傘容易被偷之問題；Group9 

「綠建築」設計一般居家環境之綠建築，解決環保問題；Group10「KF 奈米環保

筷」，將奈米科技與環保筷結合，並新增減碳計數器，解決環保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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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一學期知識翻新活動，各組提出想法、問題，歷經不斷的共構與翻新，

最終產出創意產品以解決問題。各組提出之產品想法與主要問題整理如表 4-1。 

表 4-1 修課學生主要問題與產品想法摘要表(N=48) 

產品名稱 主要問題 功能 人數 

Group1 

淡定眼鏡 

眼鏡容易滑落  可拆式鏡架 

 磁浮眼鏡和定型液 

 鏡面雨刷 

 奈米鏡面 

 眼鏡連接耳機與耳罩 

n=4 

Group2 

可拆式雨傘 

雨傘傘布壞就得

換、傘骨壞就得

換；獨一無二雨傘

再也買不到 

 組裝式雨傘 

 鈕扣式、魔鬼氈黏貼、拉鍊

式組裝傘骨傘布 

 傘骨為腳架般輕巧又能支撐

重物的材質 

 傘布花色多樣化、客製化─

防盜功能 

 傘布形狀多樣化 

 抗 UV 傘布 

 奈米塗料傘布 

n=5 

Group3 

高科技 

多功能鏡 

身後問題看不到  蛇腹式軟管，可彎曲調整 

 液晶顯示器，附可拉式鏡頭 

 全光能供電裝置 

 鏡頭附設可移式夾子 

 鏡子可伸長數倍 

n=5 

Group4 

感溫貼紙 

常被容器的熱度

燙傷 

 用完即丟 

 限定感溫變色範圍 

 鎖定在高溫範圍 

 防竊功能(感應人體溫度的感

溫貼紙) 

n=4 

Group5 

衛浴品質 

改善計畫 

解決宿舍多人使

用衛浴設備的等

待問題 

 房間設置電子控管區 

 電子化系統的應用─計數與

感應器 

 浴室設立電子看板─機器感

應設備 

 學生證預定、感應 

 電子化系統的拓展─烘衣、

洗衣、脫水機 

n=5 



 

49 

 

產品名稱 主要問題 功能 人數 

Group6 

環保節能 

公車 

能源消耗與汙染

問題 

 加裝太陽能板，節省油耗 

 加上固定紗窗，使用自然冷

空氣 

 利用生質能代替柴油，減少

空氣汙染也降低能源耗費 

 身障者的低底盤公車 

 將公車設計的有月台，使車

身架高成 M 型，讓公車下的

小客車也能行駛 

n=5 

Group7 

悠遊手錶 

下雨天要騰出手

從皮包拿悠遊卡

刷卡不方便 

 悠遊卡的磁片植入手錶 

 加值器─戴手錶的那隻手直

接伸入機器感應就可加值 

 手錶內建加值餘額查詢功能

─可查詢加值日期、金額 

 叫站功能 

n=5 

Group8 

豪華置傘架 

雨傘時常遭偷竊

的問題 

 設感應器，用學生證刷卡─

放傘前刷一次；離開再刷退 

 刷卡後照序號，扣環會打開

並閃燈 

 將傘放入扣環內即可防竊 

n=5 

Group9 

綠建築 

環保問題  臥室─玻璃顯示器、太陽能

板 

 陽台綠化─種豆芽菜、花 

 廁所─省水裝置 

 客廳─通風設計、客廳中間

種綠盆栽美化 

n=5 

Group10 

KF 奈米 

環保筷 

環保問題  防縮頭專利設計─伸縮方便 

 油汙不附著，食用後輕擦即

淨 

 霧面設計，方便好夾不滑落 

 方便好攜帶，外觀新穎 

 獨特計數器，可以知道用一

次環保筷可以減多少碳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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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組產品與坊間產品之比較 

    本研究根據各組探討之問題與產品進行分類，共計分為四大類型：(1)生活

用品：Group1「淡定眼鏡」、Group2「可拆式雨傘」、Group3「高科技多功能鏡」、

Group4「感溫貼紙」、Group7「悠遊手錶」、Group8「豪華置傘架」、Group10「KF

奈米環保筷」、(2)衛浴系統：Group5「衛浴品質改善計畫」、(3)交通工具：Group6

「環保節能公車」、(4)居家環境：Group9「綠建築」。 

    研究者根據十項產品，進行目前坊間產品之蒐集，將十個小組產品與坊間產

品進行對照，以了解小組產品與坊間既有產品之差異，探討小組產品之創新功能

為何，小組產品與坊間產品之對照整理成如表 4-2 所示。研究結果發現各個小組

能將既有之生活用品加以改造、增加附加功能，共構出能解決小組探討問題之產

品，例如：Group2 提出將雨傘之傘面與傘骨分離之想法，改以鈕扣式、魔鬼氈

黏貼、拉鍊式組裝雨傘，並在雨傘材質方面進行討論： 

    「…原本的接合方式是用針線縫合無法分離!! …現在改成鈕扣式固定 

    、魔鬼氈黏貼或者拉鍊式可以輕鬆組裝了!! (Group2) 」 

    「如果傘布的表面用那種會產生蓮花效應的奈米塗料，這樣收傘的時候       

    把傘甩一甩就乾了，也不用用傘套或者滴的到處都是…(Group2) 」 

表 4-2 小組產品與坊間產品對照表   

生活

科技

用途 

坊間產品 個案之團隊產品 

設計範例 

創新功能 

 

 

 

生 

活 

用 

品 

 

 

 

圖 4-1 寶島眼鏡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www.formosa- 

optical.com.tw/upload/ima

ges/1_Agnesb_b05.jpg 

 

 

圖 4-2 淡定眼鏡 

(Group1, n=4) 

 可拆式鏡架 

 磁浮眼鏡和定

型液 

 鏡面雨刷 

 奈米鏡面 

 眼鏡連接耳機

與耳罩 

 

http://www.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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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pchome 雨傘王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24h.pchome.com.tw/

prod/DEAR5V-A9005I8T

O?q=/S/DEAR5V 

 

圖 4-4 可拆式雨傘 

(Group2, n=5) 

 

 

 

 組裝式雨傘 

 鈕扣式、魔鬼

氈黏貼、拉鍊

式組裝傘骨、

傘布 

 傘骨為腳架般

輕巧又能支撐

重物的材質 

 奈米塗料傘布 

 

圖 4-5 悠室屋居家生活

─立鏡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s://tw.mall.yahoo.com/

item/p029661563188 

 

圖 4-6 高科技多功能

鏡 

(Group3, n=5) 

 

 蛇腹式軟管，

可彎曲調整 

 液晶顯示器及

可拉式鏡頭 

 全光能供電裝

置 

 鏡頭附設可移

式夾子 

 鏡子可伸長數

倍 

 

圖 4-7 久德電子─三階

段型溫度貼紙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jetec.com.tw/pdf/1/e

nglish/ThermoLabel_E_da

ta.pdf 

 
圖 4-8 感溫貼紙 

(Group4, n=4) 

多用途感溫貼片--駿達

電通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www.log-ic.asia/ati

/ 

 防竊功能(感

應人體溫度的

感溫貼紙) 

http://jetec.com.tw/pdf/1/english/ThermoLabel_E_data.pdf
http://jetec.com.tw/pdf/1/english/ThermoLabel_E_data.pdf
http://www.log-ic.asia/ati/
http://www.log-ic.asia/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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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圖 4-9 YAHOO 奇摩購物

中心─SWATCH 幾米設

計悠遊錶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s://tw.buy.yahoo.com/g

dsale/gdsale.asp?gdid=536

7398 

 

圖 4-10 悠遊手錶加值

器 

 
圖 4-11 悠遊手錶 

(Group7, n=5) 

 加值器設計 

 加值日期、金

額查詢功能 

 叫站功能 

 
圖 4-12 金旺聖有限公司

─雨傘架雨傘桶系列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www.jws.url.tw/prod

uct_cg63257.html 

 

圖 4-13 豪華置傘架 

(Group8, n=5) 

 

 

 學生證感應 

 刷卡後扣環打

開並閃燈 

 防竊 

 

圖 4-14 韓國帆布環保筷

組 2 入組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s://tw.buy.yahoo.com/g

dsale/gdsale.asp?act=gdse

arch&gdid=4770768 

 

圖 4-15 攜帶型奈米筷 

Zakka 雜貨網: 二代原

箸環保筷-黑色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territurne8830.blog

spot.tw/2013/08/zakka-h

w.html 

 奈米材質輕擦

即淨 

 霧面設計  

 獨特計數器─

得知用一次環

保筷可以減多

少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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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KF 奈米環保筷 

(Group10, n=5) 

Zakka 雜貨網: 二代原

箸環保筷-粉紅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mypaper.pchome.c

om.tw/samanthabal3809/

post/1324002261 

 

 

 

 

 

 

 

 

 

衛 

浴 

系 

統 

 

圖 4-17 政治大學「宿舍

硬體設備」莊敬宿舍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osa.nccu.edu.tw/gall

ery2/main.php?g2_itemId

=98155 

 

圖 4-18 房間電子系統 

《衛浴品質改善計畫》 

(Group5, n=5) 

 

 

 

【灣灣愛你愛到想把你

掰直 part4】——台北觀

感篇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www.mafengwo.cn

/photo/12684/scenery_74

4755/2618371.html 

 房間設置電子

控管區 

 電子化系統─

計數與感應器 

 學生證預定、

感應 

 浴室設立電子

看板─機器感

應設備 

 電子化系統的

拓展─烘衣、

洗衣、脫水機 

圖 4-19 浴室感應設備 

(Grou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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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工 

具 

 

圖 4-20 嘉義 BRT─公車

捷運系統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wwm.cibus.com.tw/i

mages/brt_pic/s5000480.jp

g 

 

圖 4-21 環保節能公車 

(Group6, n=5) 

 
圖 4-22 M 型車身 

Next Big Future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nextbigfuture.com/

2010/08/china-will-start-

building-186.html 

 加裝太陽能板 

 生質能代替柴

油 

 車身架高成 M

型 

 

 

 

 

 

居 

家 

環 

境 

 

圖 4-23 綠色魔法學校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www.msgt.org.tw/ab

out.php?Type=1&menu=a

bout_class&pic_dir_list=1 

 
圖 4-24 綠建築 

(Group9, n=5) 

台北市立圖書館 

(民 103 年十二月三日)。 

取自 

http://www.tpml.edu.tw/c

t.asp?mp=104021&xItem

=1140688&CtNode=336

29 

 玻璃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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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小組成品評估情形 

    研究者與一名設計系學生針對各組之產品成果，包括：產品 DM、產品故事

包裝、產品介紹 PPT 予以評分，採用 Besemer (1998)所編製之「創意產品評估量

表」，分為三個向度進行評分：(1)創新層次(novelty)：包括原創性(originality)、

驚奇性(surprising)；(2)概念解析層次(resolution)：包括價值性(value)、邏輯性

(logicalness)、有用性(usefulness)、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3)精進層次

(elaboration and synthesis)：包括組織性(organic qualities)、優雅性(elegance)、複

雜性(well-crafted)。以上九項評分項目皆以五點量表進行評分，滿分為 45 分。 

    各個小組之創意產品評分如表 4-3 所示。前三名之小組為 Group2(38 分)、

Group3(37 分)、Group8(37 分)；最後三名之小組為 Group4(24 分)、Group5(30 分)、

Group9(23 分)；在創新層次之計分上，得到較高分之小組為 Group1(10 分)、

Group2(10 分)、Group3(9 分)；在概念解析層次之計分上，得到較高分之小組為

Group2(17 分)、Group8(18 分)、Group10(17 分)；在精進層次之計分上，得到較

高分之小組為 Group3(13 分)。整體而言，前三名之小組之成品，分別在不同層

次有較高於他組之表現，Group2、Group3 在創新層次得分較高；Group2、Group8

在概念解析層次得分較高；Group3 在精進層次得分較高。 

    在總分方面，若以平均數(32.1 分)為基準，劃分高、低分組，則 Group1(33

分)、Group2(38 分)、Group3(37 分)、Group8(37 分)、Group10(36 分)歸類為一群，

為高分組； Group4(24 分)、Group5(30 分)、Group6(31 分)、Group7(32 分)、

Group9(23 分)歸類為一群，為低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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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小組產品評分表 

  創新層次 概念解析層次 精進層次   

組別 

原 驚 價 邏 有 理 組 優 複 總 

創 奇 值 輯 用 解 織 雅 雜 分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Group1 5 5 3 4 3 4 3 2 4 33 

Group2 5 5 3 5 4 5 4 3 4 38 

Group3 5 4 3 4 3 5 4 5 4 37 

Group4 1 1 3 3 4 4 4 2 2 24 

Group5 4 3 2 4 4 5 4 2 2 30 

Group6 4 4 4 4 3 4 3 3 2 31 

Group7 3 3 3 4 4 4 4 4 3 32 

Group8 4 4 3 5 5 5 4 5 2 37 

Group9 1 1 4 3 3 4 3 2 2 23 

Group10 4 4 4 4 4 5 4 5 2 36 

平均數 3.6 3.4 3.2 4 3.7 4.5 3.7 3.3 2.7 32.1 

標準差 1.51 1.34 0.63 0.67 0.67 0.53 0.48 1.34 0.95 5.30 

 

參、綜合討論 

    學生於生活科技概論課程中，以周遭生活產品進行探討，分析生活中欲解決

之問題，並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想法分享、想法共構，最後產出小組成品。從小組

成品類型觀察，十組產品中可再細分為四大類型：生活用品、衛浴系統、交通工

具、居家環境等，其中以生活用品之設計居多。小組構思之主題範圍包括：眼鏡、

雨傘、鏡子、貼紙、手錶、置傘架、環保筷、衛浴設備、公車、建築等。在十組

產品中，其展現之想法之多樣、創新，而十項產品與坊間產品對照後，發現各組

能在既有產品上提出創新的功能，改造既有產品以解決各組問題。整體而言，各

組所產生之創意產品雖然在外觀規劃與整體設計上未能如市面上既有產品般完

整，但在創新功能上，各組能提出與既有產品不同之創新構想。 

    為了進一步分析產品特質，本研究採用創意產品評估量表進行分析，結果顯

示各組雖同樣歷經為期一學期之生活科技概論課程，然而在產品表現上卻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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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各組在不同層次之表現與得分都不相同。創新層次之高分組，能提出不同於

以往之概念、想法；概念解析層次之高分組，能實際應用與解決問題；精進層次

之高分組，能將產品之外觀、細節巧妙設計。 

    本課程之設計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知識翻新之能力與興趣，著重於學生創意發

想、互動、創造性問題解決之歷程。而透過本課程之進行，讓學生有機會接觸生

活科技之相關資訊，並進一步透過小組之討論與互動，從中學習知識創新、知識

翻新。此課程並非傳統課程中強調成績、強調結果的課程，而是希望學生能從此

課程中學習，進而培養知識翻新的能力與興趣。在這一門課程中，各組學生從日

常生活中之實際問題作為出發點，透過小組合作探討與創意發想，使想法得以在

小組間交流、互動、深化。在此過程中，不論在創意產品評估量表上之高分、低

分小組，學生皆歷經合作、共構、創造性問題解決、知識翻新之歷程。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在於，希望培養學生對生活科技之興趣，並透過其對生活

科技的興趣，培養其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激發創造潛能，奠定未來學

習之基礎態度與知識，因應未來進入社會可能面臨之考驗。最好的學習在於培養

一個人未來學習的能力，使其能更有效率、更有生產力、擁有高學習力、願意學

習的態度，而這一門課程之立意即在於此，藉由生活科技領域之學習，培養並奠

定學生未來學習的基礎。雖然小組所產出之創意成品未經審慎、完整的設計，也

未經實體設計成品與實驗、測試之階段，無法產出實際且完整之產品進行大量販

售，然而，學生在這一學期的學習過程中，能透過這一門課程，確實參與創造性

問題解決歷程、培養解決問題能力、進行知識翻新。不論最後表現高分、低分，

學生皆歷經問題解決歷程、知識翻新歷程，針對生活中實際問題進行討論，最後

產出生活科技相關產品，以解決生活中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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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解決歷程與成品之相關分析 

壹、小組團體動力評分情形 

根據文獻所述，有效能的團體有以下特徵：明確的目的、分享領導、開放式

的溝通、高度的包容、接受、支持，與信任(Johnson & Johnson, 2003; Larson & 

LaFasto, 1989; Zander,1982;引自 Greenlee & Karanxha, 2010)。當團體進行某項任

務或工作時，團體過程(group process)是一個動態過程，發生於團體成員之間，

團體動力包含：士氣、氛圍、影響力、參與、影響風格、領導的鬥爭、衝突、競

爭、合作…等(Phipps, 1984)。 

    研究者為了瞭解學生在知識論壇之線上討論情形，設計團體動力評分表，針

對學生於知識論壇上之討論情形進行分析與評分。根據相關文獻之整理，將團體

動力評分表分為三大項目：(1)成員平均參與、(2)題目聚焦度、(3)領導者的出現。

第(1)項之「成員平均參與」是依據文獻探討中之有效團體特徵「分享領導」、「開

放式的溝通」所設計，且對應知識翻新原則中的「成員平等參與知識產出過程」

(democratizing knowledge)、「社群共構知識與共享責任」(community knowledg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強調小組成員平均參與、共構知識。此項目之設計在於

了解該組學生是否能共享領導，並擁有參與欲探討之問題的空間；第(2)項之「題

目聚焦度」則依據文獻探討中之有效團體特徵「明確的目的」所設計，以探討學

生是否能在討論主題時，能探詢問題、確立目標主題，針對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與溝通，以創造與坊間既有產品不同功能與特色之產品，此項對應知識翻新原則

中的「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越」(rise above)，強調小組能找到目標主題，對主

題進行整合與精進；最後，第(3)項之「領導者的出現」，則是根據文獻中所述有

關領導的鬥爭、衝突、合作、影響力所設計，對應於知識翻新原則中的「統整想

法有助於邁向超越」(rise above)，強調小組成員中能出現領導者適時地整合與監

督想法。此項目之設計在於了解團隊中是否能出現領導者適時地整合與監督想

法，帶動團隊合作並共同努力。 

    在評分尺度方面，研究者以五點量表進行評分，1 分表示成員未平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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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討論聚焦不易、小組中未有領導者的出現；反之，5 分則表示該組成員平均

參與討論、能聚焦主題進行討論、小組能出現領導者帶領討論，團體動力評分項

目與定義如表 4-4 所示。各小組團體動力評分如表 4-5 所示。 

 

表 4-4 團體動力評分項目與定義 

評分項目 定義 評分標準 

成員平均參與 

該組學生是否能共享領

導，並擁有平等參與欲探

討之問題的討論空間。 

成員皆參與，5 分；一人未參與，4 分；

兩人未參與，3 分；三人未參與，2 分；

四人未參與，1 分。 

題目聚焦度 

學生是否能在討論主題

時，盡早確立目標主題，

並針對此主題進行深入的

討論，而非廣泛、漫無目

標的討論。 

期中前主題確定，針對該主題討論不離

題，5 分；期中前主題確定，仍針對其他

次主題討論，4 分；期中主題確定，但針

對廣泛想法尚處整合階段，3 分；期中主

題確定，但與期末主題不同，2 分；期中、

期末皆未能產生主題，1 分。 

領導者的出現 

該組討論主題時，是否能

出現領導者，針對討論內

容與想法加以整合監督。 

根據討論中監督小組進度、帶領小組討論

貼文數量判斷。0~2 則 1 分；3~4 則 2 分；

5~6 則 3 分；7~8 則 4 分；9~10 則 5 分。 

 

表 4-5 團體動力評分表 

組別 成員平均參與 題目聚焦度 領導者出現 總分 

Group 1 4 5 4 13 

Group 2 5 4 5 14 

Group 3 4 4 3 11 

Group 4 4 2 1 7 

Group 5 4 3 3 10 

Group 6 2 5 1 8 

Group 7 5 4 3 12 

Group 8 5 4 2 11 

Group 9 5 3 1 9 

Group 10 4 3 3 10 

平均數 4.2 3.7 2.6 10.5 

標準差 0.92 0.95 1.35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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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團體動力分數上，Group2(5分)、Group7(5分)、Group8(5分)、Group9(5分)

在「成員平均參與」方面得到較高分，表示四組成員能彼此平均參與討論，不會

出現僅有少數人討論之情形，能共享領導並擁有參與討論問題之空間；在「題目

聚焦度」方面，Group1(5分)、Group6(5分)得到較高分數，顯示小組能針對單一

主題進行分析，而不會臨時想更換題目或偏離討論主題；在「領導者的出現」方

面，Group1(4分)、Group2(5分)得到較高分數，顯示小組在討論時能出現領導者

監督與整合想法。在總分方面，若以平均數(10.5分)為基準，將十組分為兩群，

則可以發現Group1(13分)、Group2(14分)、Group3(11分)、Group7(12分)、Group8(11

分)歸類為一群，成為高分群；而Group4(7分)、Group5(10分)、Group6(8分)、

Group9(9分)、Group10(10分)則歸類為一群，成為低分群。 

 

貳、創意產品評估量表分數與團體動力評分表分數之相關 

    各組在創意產品評估量表分數之總分方面，若以平均數(32.1分)為基準，劃

分高、低分組，則Group1(33分)、Group2(38分)、Group3(37分)、Group8(37分)、

Group10(36分)歸類為一群，為高分組；Group4(24分)、Group5(30分)、Group6(31

分)、Group7(32分)、Group9(23分)歸類為一群，為低分組。在小組團體動力評分

之總分方面，若以平均數(10.5分)為基準，將十組分為兩群，則可以發現Group1(13

分)、Group2(14分)、Group3(11分)、Group7(12分)、Group8(11分)歸類為一群，

成為高分群；而Group4(7分)、Group5(10分)、Group6(8分)、Group9(9分)、

Group10(10分)則歸類為一群，成為低分群。其中，在兩項總分同時為高分群之

小組包括以下小組：Group1、Group2、Group3、Group8。 

    進一步將創意產品總分與團體動力總分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0.0 進行統計

分析，以瞭解其相關情形。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創意產品總分與團體動力總分之

間的 Spearman’s rho 係數為.734 (p <.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創意產品總分與團

體動力總分具有正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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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討論 

團體動力與創意產品總分之分析結果顯示，創意產品總分與團體動力總分具

有正向相關，亦即若小組在創意產品總分較優良之組別，在團體動力總分也可能

會得到較高之分數；若小組團體動力有較優良之表現，則該組創意產品也可能會

有較優良之表現。 

知識翻新教學設計提供學生高度自主的學習環境，知識翻新原則強調「成員

平等參與知識產出過程」、「社群共構知識與共享責任」、「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

越」，研究者所設計之團體動力評分表是依循知識翻新原則所設計，因此，若該

組有較高之團體動力，則代表較符合知識翻新原則，亦即若能符合知識翻新原則

之組別，該組也會有較好的創意產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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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組問題解決歷程之想法數量分析 

壹、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表現 

    本研究所指之「問題解決歷程」，係指學生歷經一學期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

程。根據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第四版，定義與發展本研究課程「生活科技概論」

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學生在此課程中歷經六個階段包括：階段一：從生活中

探詢生活科技相關議題，找尋生活中之實際問題；階段二：探討關於此問題之相

關資訊與想法；階段三：鎖定與確認該組欲探討之主題；階段四：激發有關該主

題之點子、產生想法、提出解決方案；階段五：評估想法、方案之可行性；階段

六：設計與實踐。研究者針對十組之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進行初步分析，整

合十組學生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如表 4-6 所示。 

    研究結果顯示，十個組別幾乎都在各個階段有所進展，然而，並非每個小組

都歷經每一個階段，且在階段的演化上也並非從階段一循序漸進至階段六。在各

組未確定該組主題之前，傾向於大量搜尋目標、探討生活科技相關問題之工作，

進行大量的階段一、階段二之活動；而在該組確定主題之後，開始針對該主題進

行更深入的探討、提出解決方案、評估方案，最後設計與實踐。整體而言，學生

傾向於期中以前大量發展階段一（搜尋目標、問題）、階段二（探討關於問題之

相關資訊），待期中發展階段三（確定該組主題）之後，針對該組主題進行更深

入的激發點子（階段四）、評估想法（階段五）與實踐設計（階段六）。 

    以第一組討論為例，學生提出的問題包括：雨傘、背包、眼鏡，在尚未選定

眼鏡主題作為該主創意產品主題之前，學生針對雨傘、背包主題進行討論、尋找

有關資源，從不同面向探討問題，即以背包主題之討論為例： 

    我有一個有點蠢的問題，就是平常我們在背袋子或是包包的時候都會從肩膀上 

    滑下去，那如果我們在衣服上或是包包的帶子做點改變會不會比較好。我目前 

    想到一個愚蠢的做法是在肩膀的地方裝上一個類似鉤子的東西，等於是把人當 

    掛勾使用~僅供參考啦:) (第 1 組，背包主題，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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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面臨包包滑落的冏境，鉤子的方式不錯，可是可能會容易刺到自己或 

    他人，尤其像學生在擠公車的時候。也許可以用鈕扣的方式，比較美觀也比較 

    安全一點 。(第 1 組，背包主題，S4) 

 

    第一組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的一開始即提出數個主題，包括：雨傘、背包、

眼鏡，而在每個主題上之討論，則歷經階段一之尋找問題、階段二之探討問題或

工作之歷程，例如：學生提出有關背包易滑落之問題，隨後其他學生針對此問題

進行探討。整體而言，學生傾向於前期大量發展階段一（搜尋目標、問題）、階

段二（探討關於問題之相關資訊），待期中確定該組主題之後（階段三），針對

該組之主題進行更深入的激發點子（階段四）、評估想法（階段五）與實踐設計

（階段六）。十組學生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之表現上呈現階段間之互動與轉

換，呈現非線性的表現情形，學生於前期大量且交替進行階段一、階段二，而在

期中漸漸聚焦主題，發展階段三，之後之討論則大量進行階段四、階段五、階段

六，且階段四、階段五、階段六之活動亦是呈現非線性的表現情形，階段之間交

替進行，最後小組設計與產出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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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情形 

組別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階段五 階段六 

搜尋問題 探討問題 確定問題 激發點子 評估想法 實踐設計 

Group1 1.雨傘 

2.背包 

3.眼鏡 

1.雨傘：雨傘從古至今變化不大，可

以針對雨傘主題加以改變。 

2.背包：背包背在肩上易滑，認為可

以針對包包材質加以改進。 

3.眼鏡：眼鏡易滑，認為可以針對眼

鏡改良。 

4 / 5 

眼鏡主題 

有關眼鏡主題的點子： 

1.用過橡皮筋綁，以防眼鏡滑落。 

2.眼鏡後方鉤子設計。 

3.用粗糙材質做鼻墊。 

4.透明膠托支撐眼鏡。 

5.類似吸盤的東西吸附皮膚。 

6.連接耳環、耳罩。 

7.鼻墊使用奈米科技。 

8.可拆式鏡腳。 

9.規格化眼鏡。 

10 磁浮眼鏡。 

11.定型液。 

12.鏡面雨刷。 

 

 

 

 

 

 

1.橡皮筋綁過但

失敗。 

2.粗糙材質會不

舒服。 

3.膠托很容易滑。 

4.用吸盤吸附皮

膚會不舒服。 

1.可拆式鏡架。 

2.磁浮眼鏡和定型

液。 

3.鏡面雨刷。 

4.奈米鏡面。 

5.眼鏡連接耳機與

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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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情形(續) 

組別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階段五 階段六 

搜尋問題 探討問題 確定問題 激發點子 評估想法 實踐設計 

Group2 1.牙刷 

2.雨傘 

3.語音打字 

4.噴霧 

5.洗筆機 

6.秒烘頭髮機 

7.可調式桌子 

8.點菜單 

1.牙刷：組合式、拆解式牙刷可減少

資源浪費。 

2.雨傘：組合式、拆解式雨傘能減少

資源浪費。 

3.語音打字：可以節省打字時間。 

4.省時噴霧：可省去洗髮、洗澡時間，

一噴即淨。 

5. 洗筆機：套用雙動力旋轉拖把式的

概念。 

6.秒烘頭髮機：瞬間吹乾頭髮，烘手

機概念。 

7.可調式桌子：隨情境調整。 

8.點菜單：數位化點菜單。 

 

 

 

 

 

 

4 / 4 

雨傘主題 

 

 

 

 

 

 

 

有關雨傘主題的點子： 

1.傘骨傘布分開─拆卸式雨傘，直接

套裝傘布。 

2.傘布花色多樣化、客製化。 

3.傘布更換採鈕扣式、魔鬼氈、拉鍊

式。 

4.傘布形狀多樣化，例如：方形傘。  

5.抗 UV 傘布。 

6.用背的傘（背包傘）。 

7.傘骨用類似腳架材質（較輕）。 

8.傘布奈米塗料。 

1.方形傘比較醜。 

2.用背的傘（背包

傘）不方便使

用。 

1.組裝式雨傘。 

2.鈕扣式、魔鬼氈黏

貼、拉鍊式組裝。 

3.傘骨為腳架般輕

巧又能支撐重物的

材質。 

4.奈米塗料傘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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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情形(續) 

組別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階段五 階段六 

搜尋問題 探討問題 確定問題 激發點子 評估想法 實踐設計 

Group3 1.雨傘 

2.原子筆 

3.吹風機 

4.鏡子 

1.雨傘可以結合奈米材質。 

2.原子筆：斷水可用火烤或泡熱水、

或甩一甩。 

3.吹風機：吹風機可和梳子結合。 

4.鏡子：加長再增設其他東西照全身。 

4 / 6 

鏡子主題 

有關鏡子主題的點子： 

1.長棍子黏鏡子。 

2.鏡子加鏡頭、可錄影，拍完可以直

接上傳雲端。 

3.可伸展式鏡子。 

4.加入小鏡臂、軟管。 

5.鏡子內部裝音響。 

6.光能充電。 

7.可拆解式鏡子、自由組裝。 

8.鏡子加可移式夾子。 

1.使用長棍子不

方便。 

2.鏡子內部加裝

音響沒有必要，

目的要能為照到

背後。 

 

1.蛇腹式軟管，可隨

意彎曲調整鏡子。 

2.液晶顯示器，附可

拉式鏡頭。 

3.全光能供電裝置。 

4.鏡頭附設可移式

夾子。 

5.可伸長鏡子。 

Group4 1.感溫水杯 

2.自動高速公路 

3.立體公車 

4.音樂蒐尋器 

5.雙頭牙膏 

6.隱形眼鏡 

7.感溫貼紙 

8.感溫餐具 

1.感溫水杯：不知道水溫易被燙到。 

2.自動高速公路：像運輸帶設計。 

3.立體公車：公車架高通行，解決交

通流量大問題。 

4.音樂蒐尋器：幫忙搜尋歌曲。 

5.雙頭牙膏：快用完牙膏難擠。 

6.隱形眼鏡：不用清洗隱形眼鏡。 

7.感溫貼紙：測溫度以免燙到。 

8.感溫餐具：結合計時功能。 

4 / 11  

感溫水杯 

主題； 

6 / 10 

感溫貼紙

主題 

有關感溫主題的點子： 

1.感溫水杯，水杯能隨水溫而變色。 

2.感溫碗與計時功能。 

3.以時間為標準改變顏色。 

4.防竊功能。 

1.感溫器具似乎

太單一性，感溫

貼紙則可用在各

方面。 

1.在感溫貼紙的設

計上，新增防竊功

能（能感應人體溫

度的感溫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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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情形(續) 

組別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階段五 階段六 

搜尋問題 探討問題 確定問題 激發點子 評估想法 實踐設計 

Group5 1.上鎖傘 

2.浴室預約 

3.瓶蓋反轉 

4.眼鏡衣服 

5.發票蒐集 

6.叉子 

7.資料夾 

8.窗戶 

9.隱形眼鏡 

1.上鎖傘：解決雨傘被偷問題。 

2.浴室預約：追蹤浴室使用狀況。 

3.瓶蓋反轉：可以吃到果汁的果粒。 

4.眼鏡衣服：可以擋風、擋雨。 

5.發票蒐集：方便整理發票。 

6.叉子：在吃飯無聊時和自己講話。 

7.資料夾：橫式資料夾。 

8.窗戶：可遮陽、可上網神奇窗戶。 

9.隱形眼鏡：隱形眼鏡不沾手。 

4 / 23 

浴室預約 

主題 

有關浴室預約主題的點子： 

1.號碼牌排隊。 

2.學生證結合浴室、房間加裝電子設

備。 

3.學生證預約。 

4.計數器系統。 

 

1.號碼牌難以估

計人數與洗澡時

間。 

1.房間設置電子控

管區。 

2.電子化系統─計

數與感應器。 

3.學生證預定感應。 

4.浴室設電子看板

─機器感應設備。 

5.電子化系統的拓

展─烘衣、洗衣、

脫水機。 

Group6 1.充電器 

2.安全帶 

3.公車 

1.充電器：動能充電隨時隨地。 

2.安全帶：安全帶改造。 

3.公車：排放眾多廢棄、造成汙染。 

4 / 15 

公車主題 

有關公車主題的點子： 

1.車頂加裝太陽能電池或太陽能板。 

2.無障礙設計─低底盤設計。 

3.公車增設發電裝置，以儲存能量。 

4.公車設沙網。 

5.懸浮車。 

6.生質能代替柴油。 

7.M 型車身。 

 

1.類似磁浮車（懸

浮車）概念可能

會消耗較多的

電，無法節能。 

1.加裝太陽能板。 

2.生質能代替柴油。 

3.車身架高成 M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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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情形(續) 

組別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階段五 階段六 

搜尋問題 探討問題 確定問題 激發點子 評估想法 實踐設計 

Group7 1.門 

2.燈 

3.感應悠遊卡 

4.雨棚 

5.冰箱 

6.節能 

7.油煙 

1.門：設計兩全其美的門。 

2.燈：燈光不會被路面吸收的車燈。 

3.感應悠遊卡：下雨沒有多餘的手拿

卡。 

4.雨棚：下雨時雨滴到雨棚聲音吵雜。 

5.冰箱：存放制度或機器。 

6.節能：如何減少碳排放量。 

7.油煙：減少用餐時外套油煙味。 

4 / 12 

感應悠遊

卡主題 

有關悠遊卡主題的點子： 

1.伸縮式悠遊卡夾。 

2.前後門設刷卡機。 

3.多卡通。 

4.偵測旅客身上的磁性磁鐵，感應扣

錢（ETC 的概念）。 

5.悠遊卡結合手機，與手機APP結合。 

6.悠遊卡結合手機，新增叫站功能。 

7.加值器設計。 

8.加值日期、金額查詢功能。 

1. 前後門設兩台

刷卡機，司機難

盯票。 

2. 已有悠遊卡結

合手機的類似發

明。 

1.加值器設計。 

2.加值日期、金額查

詢功能。 

3.叫站功能。 

Group8 1.家電 

2.雨傘防竊 

3.乾糧存放 

4.卡片 

5.手機保護貼 

6.空間收納 

7.頭髮壓亂 

1.家電：宿舍增設烹煮空間。 

2.雨傘防竊：防竊功能。 

3.乾糧存放：乾糧吃不完存放不易。 

4.卡片：卡太多放一起易消磁。 

5.手機保護貼：防指紋。 

6.空間收納：宿舍空間少如何收納。 

7.頭髮壓亂：睡醒後發現頭髮亂。 

4 / 22 

雨傘防竊 

主題 

有關雨傘防竊主題的點子： 

1.有鎖的傘櫃。 

2.傘套（可伸縮的硬式伸縮傘套）。 

3.雨傘烘乾機、離心力機器甩乾水滴。 

4.傘布和傘骨分離。 

5.奈米傘。 

6.學生證刷卡感應。 

7.刷卡扣環亮燈。 

8.防竊功能。 

1.使用鎖匙浪費

時間。 

2.使用傘套塑膠

材質浪費資源。 

3.離心力機器浪

費電。 

4.傘布傘骨分

離，考量材質。 

5.奈米成本問題。 

1.學生證感應。 

2.刷卡後扣環打開

並閃燈。 

3.防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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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情形(續) 

組別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階段四 階段五 階段六 

搜尋問題 探討問題 確定問題 激發點子 評估想法 實踐設計 

Group9 1.筷子 

2.綠建築 

3.傘 

4.回收 

5.動能發電 

6.天橋扶梯 

7.塑膠袋 

8.再生紙 

1.筷子：改變環保筷造型。 

2.綠建築：綠化功能。 

3.傘：潮濕不易乾。 

4.回收：回收使用節省資源。 

5.動能發電：運動的動能轉為電能。 

6.天橋扶梯：手扶梯自動天橋。 

7.塑膠袋：減少使用塑膠袋。 

8.再生紙：減少資源浪費。 

4 / 10 

綠建築 

主題 

有關綠建築主題的點子： 

1.陽台種豆芽菜。 

2.設計裝太陽能板。 

3.省水裝置。 

4.太陽能玻璃。 

5.水資源再利用。 

6.感應式燈泡。 

7.玻璃顯示器。 

 玻璃顯示器。 

Group10 1.冷氣水回收 

2.桌椅 

3.床 

4.餐具 

5.雨棚 

6.門 

7.籃子 

8.交通工具 

9.廢物利用 

10.ipad 

1.冷氣水回收：冷氣水可以再利用。 

2.桌椅：能活動、隨意調整位置高度。 

3.床：宿舍上下舖床下空間。 

4.餐具：如何更環保。 

5.雨棚：增設雨棚減少雨天撐傘不便。 

6.門：捷運閘門再設計，以疏通人潮。 

7.籃子：圖書館小籃子，方便借書。 

8.交通工具：結合力學能。 

9.廢物利用：果皮的再利用。 

10.ipad：ipad 背後是工人的血淚。 

4 / 20 

餐具主題 

 

有關餐具主題的點子： 

1.組裝式的筷子。 

2.組裝式盒子放餐具。 

3.鑰匙圈設計。 

4.酒精片或濕巾設計。 

5.能自動清洗的盒子。 

6.奈米筷。 

7.霧面設計，較不易讓物體滑落。 

8.減碳計數器。 

 

1.組裝式盒子容

易忘記帶。 

2.若以奈米設計

就不會有清潔問

題，也不須酒精

片或濕巾。 

3.自動清洗技術

困難。 

1.奈米材質輕擦即

淨。 

2.霧面設計。  

3.獨特計數器─得

知用一次環保筷可

以減多少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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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於知識論壇上之活動情形 

    研究者擷取學生於知識論壇上之互動資料，分析十組學生於 1~14 周知識論

壇上之活動，探討學生發表貼文數、貼文連結率、閱讀率。在為期 14 周之知識

論壇線上活動中，授課教師希望各組學生於期中、期末各進行各組進度報告，因

此，學生在 14 周中共歷經兩次報告。研究者以此為依據，希望能了解學生於期

中考周、期中考周至期末之前後期互動情形，試圖了解學生兩次報告於平台上之

互動情形是否有差異。研究者以期中做為分界點，互動資料分為 1~7 周（開學至

期中考周）、以及 8~14 周（期中考周之後至期末），各組於知識論壇上皆設有各

組討論專區（共包括十組討論區），研究者利用知識論壇資料庫分析工具(Analytic 

Toolkit)，分析學生於十組討論區中之互動情形，整理如表 4-7 所示。 

表 4-7 學生貼文、回文、連結率、閱讀率、關鍵字之情形 

項目 1~7 周 8~14 周 t 值 

 M SD M SD 

貼文次數 15.1 14.24 7.8 9.64 4.477*** 

回文次數 12.4 12.69 6.7 8.91 3.887*** 

連結率 67.8% 33.52% 61.8% 39.33% 1.246 

閱讀率 17.7% 22.16% 13.1% 19.89% 2.436* 

關鍵字次數 7.8 11.07 2.3 4.47 4.183*** 

*p< .05 **p< .01 ***p< .001 

 

    表 4-7 的結果顯示，學生平均的貼文數量、回文數量、閱讀率、關鍵字數量

在 1~7 周與 8~14 周有明顯的差異，而連結率的部分則無明顯差異。此結果顯示

學生在知識論壇上之活動集中於 1~7 周間進行，亦即學生們在期中考周以前（1~7

周；含期中考當周）大量於平台上互動、進行想法的交流，而在期中考周過後（8~14

周）互動量則明顯減少，表示學生於期中考周以前與期中考當周有較多互動與交

流。活動量結果顯示，學生於期中考周密集進行想法交流、共構創意產品，學生

大量的貼文、回文、閱讀、使用關鍵字，又因許多小組在期中考周已發表較完整

之想法與產品創意，因此於後期之討論則較專注於各組產品之增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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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組之貼文、回文、連結率、閱讀率、關鍵字分析 

    為了瞭解各組學生於 1~7 周、8~14 周於知識論壇上之貼文、回文、連結率、

閱讀率、關鍵字之情形，運用知識論壇資料庫分析工具(Analytic Toolkit)，分別

探討各組成員於知識論壇上之活動情形，以瞭解各組之小組成員於知識論壇上

之十個討論區內之平均活動量，各組成員之平均互動量整理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各組 1~7 周與 8~14 周之互動情形 

組別 1~7 周各項平均 8~14 周各項平均 

貼 

文 

數 

回 

文 

數 

連 

結 

率 

閱 

讀 

率 

關 

鍵 

字 

貼 

文 

數 

回 

文 

數 

連 

結 

率 

閱 

讀 

率 

關 

鍵 

字 

Group 1 8.5 7.25 58% 29% 3.5 3.75 2.75 50% 16% 0.25 

Group 2 25.8 21.8 85% 32% 14.8 14.8 14 78% 21% 2.8 

Group 3 16.2 11.6 56% 10% 5.4 12 12.2 62% 12% 2.2 

Group 4 10.25 8 86% 11% 7 2.75 2.25 58% 7% 1.5 

Group 5 21.6 19 55% 21% 19.4 6.4 5.8 73% 9% 4.4 

Group 6 8.6 7 32% 9% 2.8 2.2 1.8 28% 5% 0.8 

Group 7 12.2 9.2 74% 27% 5.4 13.6 12 70% 29% 3.4 

Group 8 16.4 13.8 84% 12% 4.4 7.8 6.8 71% 4% 1.8 

Group 9 12.2 9.6 81% 10% 2.8 3.8 2.2 62% 10% 0 

Group10 16.6 14.4 70% 17% 11.8 8.8 7.2 63% 18% 6.2 

平均數 15.1 12.4 67.8% 17.7% 7.8 7.8 6.7 61.8% 13.1% 2.3 

     

    表 4-8 之結果顯示，在貼文次數方面，在 1~7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1~7

周平均(15.1 則)為標準，Group 2(25.8 則)、Group 3(16.2 則)、Group 5(21.6 則)、

Group 8(16.4 則)、Group 10(16.6 則)高於平均；在 8~14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8~14 周平均(7.8 則)為標準，Group 2(14.8 則)、Group 3(12 則)、Group 7(13.6 則)、

Group 8(7.8 則)、Group 10(8.8 則)高於平均；在貼文次數方面，1~7 周與 8~14 周

皆高於平均的組別包括：Group 2、Group 3、Group 8、Group 10。 

在回文次數方面，在 1~7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1~7 周平均(12.4 則)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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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Group 2(21.8 則)、Group 5(19 則)、Group 8(13.8 則)、Group 10(14.4 則)高於

平均；在 8~14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8~14 周平均(6.7 則)為標準，Group 2(14

則)、Group 3(12.2 則)、Group 7(12 則)、Group 8(6.8 則)、Group 10(7.2 則)高於平

均；在回文次數方面，1~7 周與 8~14 周皆高於平均的組別包括：Group 2、Group 

8、Group 10。 

在連結率方面，在 1~7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1~7 周平均(67.8%)為標準，

Group 2(85%)、Group 4(86%)、Group 7(74%)、Group 8(84%)、Group 9(81%) 、

Group 10(70%)高於平均；在 8~14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8~14 周平均(61.8%)

為標準，Group 2(78%)、Group 3(62%)、Group 5(73%)、Group 7(70%)、Group 

8(71%)、Group 9(62%)、Group 10(63%)高於平均；在連結率方面，1~7 周與 8~14

周皆高於平均的組別包括：Group 2、Group 7、Group 8、Group 9、Group 10。 

在閱讀率方面，在 1~7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1~7 周平均(17.7%)為標準，

Group 1(29%)、Group 2(32%)、Group 5(21%)、Group 7(27%)高於平均；在 8~14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8~14 周平均(13.1%)為標準，Group 1(16%)、Group 

2(21%)、Group 7(29%)、Group 10(18%)高於平均；在閱讀率方面，1~7 周與 8~14

周皆高於平均的組別包括：Group 1、Group 2、Group 7。 

在關鍵字次數方面，在 1~7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1~7 周平均(7.8 次)為

標準，Group 2(14.8 次)、Group 5(19.4 次)、Group 10(11.8 次)高於平均；在 8~14

周的部分，若以整體學生 8~14 周平均(2.3 次)為標準，Group 2(2.8 次)、Group 5(4.4

次)、Group 7(3.4 次)、Group 10(6.2 次)高於平均；在關鍵字次數方面，1~7 周與

8~14 周皆高於平均的組別包括：Group 2、Group 5、Group 10。 

整體而言，在貼文次數、回文次數、連結率、閱讀率、關鍵字次數表現上，

各組在各項、前後期（1~7 周與 8~14 周）有不同之高低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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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組之想法類型數量分析 

    在知識論壇之線上學習環境中，各個小組皆擁有屬於各組之互動空間，小組

成員能於此空間進行互動與討論，此外，為了促進各組想法之發想、深化、整合，

除了各組成員能進入該空間討論之外，他組同儕亦能進入該組討論區進行討論，

此乃知識論壇所提供之開放互動空間。知識論壇提供修課同學一個共同討論之空

間，且知識論壇之使用並無時、空之限制，因此，學生可以自由登入平台進行討

論，增加討論之可能性。知識論壇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讓學生可於任何時間

進入平台進行線上討論，而討論之資料皆儲存於平台上，讓各組成員、所有學生

能進入任一討論區進行想法之交流與互動，也可從中發現各組同學的進度，以及

他組所討論之主題。知識論壇平台上共包括十個小組討論區，區內貼文、回文者

有可能是該組成員，亦有可能是他組成員，修課同學皆能於知識論壇上進行想法

的交流，而這些想法的交流能促進學生們想法的演變與轉換。 

    在想法編碼方面，研究者將想法類型分為三類：情緒、認知、後設認知。情

緒類型的想法，可以表示支持、鼓勵，讓小組成員得到鼓舞、支持小組持續不斷

地向上與團結，因此，情緒想法類型可以提供團隊支持、促進團結與合作。認知

類型的想法，可以幫助學生發表想法、提出概念、提供資源、延伸想法、整合想

法，讓想法不斷地被激發、延伸、整合。因此，認知類型想法可以提供團隊想法

與概念的來源，使想法可以朝向廣度與深度發展。後設認知類型的想法，可以幫

助學生監督認知類型的想法，與反省該組討論的內容與進度，因此，後設認知類

型可以幫助團隊了解目前的討論進度，並反思進度與想法之優缺。 

    情緒、認知、後設認知想法類型之間彼此環環相扣，若僅只有某一類型眾多，

而無其他兩類型之運作與加入，則難以達到良好的想法討論。若情緒類型很多，

但認知類型、後設認知類型很少，儘管有大量情緒支持與鼓舞，若缺乏想法之發

想、深化，又缺乏後設認知加以監督想法，則無法使想法深化與整合；若認知想

法類型眾多，但卻缺乏後設認知想法加以監督認知想法，則小組無法思考，也比

較不會討論做哪些行為或做哪些努力可以獲得較好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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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單位方面，本研究所進行之想法類型編碼是以「一則貼文」為一分析

單位，即每一貼文僅編碼一代表該貼文之主要編碼；如該貼文涉及多種編碼，則

以該貼文中最高層次者、較高層次者為主要編碼進行分析。此外，如該貼文無法

歸類於以下之情緒、認知、後設認知之任一編碼者，則將該貼文視為「其他」，

並將之排除於本研究之外。 

    整合在知識論壇上各組討論區之則數，在 Group1 討論區中，共計 73 則討論

則數；在 Group2 討論區中，共計 187 則討論則數；在 Group3 討論區中，共計

123 則討論則數；在 Group4 討論區中，共計 71 則討論則數；在 Group5 討論區

中，共計 135 則討論則數；在 Group6 討論區中，共計 57 則討論則數；在 Group7

討論區中，共計 117 則討論則數；在 Group8 討論區中，共計 117 則討論則數；

在 Group9 討論區中，共計 91 則討論則數；在 Group10 討論區中，共計 115 則討

論則數；進一步分析各組討論區中之想法類型數量，整理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各組討論區想法類型數量 

組別 

1~7 周 8~14 周 1~14 周 

情 認 後 其 總 情 認 後 其 總 總 

緒 知 設 他 數 緒 知 設 他 數 數 

  認 
 

   認    

    知 
 

      知      

Group 1 2 45 1 0 48 1 23 1 0 25 73 

Group 2 20 109 2 0 131 5 44 3 4 56 187 

Group 3 8 53 5 0 66 16 34 6 1 57 123 

Group 4 2 48 3 0 53 1 16 1 0 18 71 

Group 5 15 77 2 0 94 8 31 2 0 41 135 

Group 6 3 37 1 0 41 5 9 0 2 16 57 

Group 7 1 70 2 1 74 8 29 2 4 43 117 

Group 8 1 79 1 0 81 7 28 1 0 36 117 

Group 9 3 54 2 0 59 1 28 2 1 32 91 

Group10 4 62 4 0 70 0 43 2 0 45 115 

總則數 59 634 23 1 717 52 285 20 12 369 1086 

平均數 5.9 63.4 2.3 0.1 71.7 5.2 28.5 2 1.2 36.9 108.6 

標準差 6.54 21.14 1.34 0.32 26.15 4.89 10.82 1.63 1.62 14.33 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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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9 顯示，學生於知識論壇上之活動總則數為 1086 則；1~7 周總則數為

717 則，其中「情緒」則數為 59 則、「認知」則數為 634 則、「後設認知」則數

為 23 則、「其他」則數為 1 則；8~14 周之總則數為 369 則，其中「情緒」則數

為 52 則、「認知」則數為 285 則、「後設認知」則數為 20 則、「其他」則數為 12

則。為了瞭解學生總則數中各個想法類型之比例，將總則數 1086 則刪除其中之

「其他」則數 13 則，分析 1073 則中之「情緒」、「認知」、「後設認知」三類型所

佔百分比。在 1073 則中，「情緒」則數為 111 則、「認知」則數為 919 則、「後設

認知」則數為 43 則，三種想法類型所占百分比如圖 4-25 所示。 

 
圖 4-25 想法類型百分比 

     

    圖 4-25 顯示，想法三類型比例為：情緒則數佔總則數比例為 10%、認知則

數占總則數比例為 86%、後設認知則數占總則數比例為 4%。整體而言，三種想

法類型中以認知則數最多、情緒則數次之、後設認知則數最少，顯示學生在知識

論壇上之想法互動以認知類型為主，佔總則數中 86%的比例。 

    研究者將 1~7 周與 8~14 周之想法類型進行分析，如表 4-10 所示。分析結果

顯示學生在情緒之想法類型方面，1~7 周與 8~14 周之情緒想法類型並無顯著差

異，前期平均為 5.9 則，後期平均為 5.2 則；在認知想法類型方面，1~7 周與 8~14

周之認知想法類型達顯著差異，顯示學生在前期大量進行認知類型的互動，前期

平均為 63.4 則，後期平均為 28.5 則；在後設認知想法類型方面，1~7 周與 8~14

周之後設認知想法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前期平均為 2.3 則，後期平均為 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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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十組 1~7 周與 8~14 周想法類型摘要表 

想法類型 1~7 周 8~14 周 t 值 

 M SD M SD 

情緒 5.90 6.54 5.20 4.89   .315 

認知 63.40 21.14 28.50 10.82   7.17*** 

後設認知 2.30 1.34 2.00 1.63   .90 

*p< .05 **p< .01 ***p< .001 

     

    表 4-10 之分析結果與學生於平台上之貼文數量、回文數量、閱讀率、關鍵

字數量之活動情形相似，學生之認知類型想法互動數量在前期比較多，前期學生

處於大量且密集之腦力激盪活動，針對該組之主題進行大量且多面向之探究，提

出許多想法與生活中之觀察，而這些想法之互動與產出，成為該組探討主題的來

源。學生在前期討論許多議題，漸漸從廣泛的議題討論中聚焦，從廣度的想法發

展逐漸聚焦於該組欲研究之主題；而在後期，學生開始提出有關該組研究主題之

想法，進行有關某個主題之想法深度的發展，以精進並整合該組之創意產品。 

    在情緒與後設認知方面，前期與後期並無顯著差異，顯示學生於平台上之情

緒、後設認知互動數量上相似，並無顯著成長或下降。研究者在進行想法編碼時，

是以一則貼文為單位分析，因此，大多數學生之互動仍集中於認知類型，較少單

純為情緒類型的發言，因此情緒之想法類型之數量較少。此外，後設認知類型涉

及學生監督進度與反省回饋的部分，屬於情緒、認知、後設認知三類型中較高層

次，而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此類型之數量上比情緒類型更少，其原因在於後設認

知類型屬想法類型中較高層次，同時也是學生較難達到之境界，對學生而言較為

困難，因此不論在前期或後期，學生在後設認知想法數量上之表現皆為三類型中

之最少者。整體而言，學生在知識論壇上之活動主要以認知想法類型為主，其次

為情緒類型，後設認知類型為最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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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討論 

    十組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之表現方面，並非每個小組都歷經每一個階段，

且在階段的演化上也並非從階段一循序漸進至階段六。學生傾向於期中以前大量

發展階段一、階段二，待期中確定該組主題之後（階段三），才針對該主題進行

更深入的激發點子（階段四）、評估想法（階段五）與實踐設計（階段六）。十

組學生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之表現上呈現階段間之互動與轉換，呈現非線性的

表現情形。 

    學生於平台上之互動方面，學生平均的貼文數量、回文數量、閱讀率、關鍵

字數量在 1~7 周與 8~14 周有明顯的差異，而連結率的部分則無明顯差異。顯示

學生在知識論壇上之活動集中於 1~7 周間進行，亦即學生們在期中考周以前（1~7

周；含期中考當周）大量於平台上互動、進行想法的交流，而在期中考周過後（8~14

周）互動量則明顯減少，表示學生於期中考周以前與期中考當周有較多互動與交

流。許多小組在前期進行大量想法交流，且在期中考周已發表較完整之想法與產

品創意；而在後期，小組則較專注於各組產品之增修、精進的部分。 

    在想法類型數量方面，情緒則數佔總則數比例為 10%、認知則數占總則數比

例為 86%、後設認知則數占總則數比例為 4%，顯示學生在知識論壇上之活動仍

以認知類型為主。學生 1~7 周與 8~14 周之情緒想法類型並無顯著差異、認知想

法類型達顯著差異、後設認知想法類型並無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學生之活動以認

知類型為主，且集中於前期進行大量的認知想法類型互動與交流。 

    整體而言，學生在 14 周線上知識論壇之互動中，進行大量認知想法之互動，

透過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之六階段，逐步發現問題、定義問題、決定問題、深化

想法、評估想法、設計成品，從期初眾多問題中逐漸聚焦，從廣度的想法發想發

展至深度的想法深化與整合，彼此共構與翻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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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組問題解決歷程之想法品質分析 

壹、各組認知類型之想法數量 

    學生在知識論壇上之活動以認知層次為主，為了更加瞭解學生於知識論壇上

之想法互動情形，歸納各組 1~14 周之認知想法，認知層次中之想法類型編碼「D1

發表想法或觀察」、「D2 提供資訊或建議」、「E1 提問、解答與澄清」、「E2 想法

深化」、「I1 整合」之數量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各組 14 周認知類型編碼數量 

組別 
1~14 周 

D1 D2 E1 E2 I1 總則數 

Group 1 35 4 11 15 3 68 

Group 2 59 25 44 21 4 153 

Group 3 32 11 28 13 3 87 

Group 4 38 9 12 4 1 64 

Group 5 52 11 26 14 5 108 

Group 6 23 9 6 6 2 46 

Group 7 53 15 12 14 5 99 

Group 8 58 18 13 16 2 107 

Group 9 40 20 10 10 2 82 

Group10 47 11 19 27 1 105 

總則數 437 133 181 140 28 919 

平均數 43.7 13.3 18.1 14 2.8 91.9 

 

    根據表 4-11 所示，認知想法類型數量總則數中，Group2 (153 則)、Group5(108

則)、Group7(99 則)、Group8(107 則)、Group10(105 則)為高於平均則數之組別，

而若以認知想法類型中的五個編碼，包括：「D1 發表想法或觀察」、「D2 提供資

訊或建議」、「E1 提問、解答與澄清」、「E2 想法深化」、「I1 整合」進行分析，則

五個編碼中之「D1 發表想法或觀察」為最多者，其次為「E1 提問、解答與澄清」，

之後之順序為「E2 想法深化」、「D2 提供資訊或建議」，而最少者為「I1 整合」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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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組之認知想法品質 

    為了瞭解小組之平均想法品質，研究者將想法類型編碼「D1 發表想法或觀

察」、「D2 提供資訊或建議」、「E1 提問、解答與澄清」、「E2 想法深化」、「I1 整

合」各給予 1~5 分。「D1 發表想法或觀察」給 1 分；「D2 提供資訊或建議」給 2

分；「E1 提問、解答與澄清」給 3 分；「E2 想法深化」給 4 分；「I1 整合」給 5

分。研究者計算想法總數與想法品質總分，並將想法品質總分除以想法總數，得

到各組之認知想法品質，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各組想法品質表 

組別 認知想法總數 想法品質總分 認知想法品質 

Group1 68 151 2.22 

Group2 153 345 2.25 

Group3 87 205 2.36 

Group4 64 113 1.77 

Group5 108 233 2.16 

Group6 46 93 2.02 

Group7 99 200 2.02 

Group8 107 207 1.93 

Group9 82 160 1.95 

Group10 105 239 2.28 

平均數 91.9 194.6 2.096 

標準差 29.85 71.83 0.19 

     

    根據表 4-12 顯示，各組之認知想法品質平均分數界於 1.77~2.36 分之間，顯

示部分小組之認知想法平均表現處於「想法發想」之階段（平均分數 1 分以上未

達 2 分，即處於 D1 發表想法或觀察、D2 提供資訊或建議之間），然而，部份

小組則處於「想法發想」與「想法深化與澄清」階段（平均分數 2 分以上未達 3

分，即處於 D2 提供資訊或建議、E1 提問、解答與澄清之間），由此分析結果顯

示，學生於知識論壇上所進行之認知想法活動，仍多集中於「想法發想」、「想

法深化與澄清」層次，十個小組之想法平均品質未能達到「想法整合」層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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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因研究者是以每一則貼文之主要編碼給予分數並計算其平均分數，而學生於平

台上之認知想法互動又以其中之「D1 發表想法或觀察」為最主要的類型，因此，

如以平均分數觀察想法品質，小組之想法品質會因「D1 發表想法或觀察」類型

數量眾多而導致整體想法平均分數下降。而以各組之想法品質分數觀察，學生討

論之認知想法品質較集中於「D1 發表想法或觀察」、「D2 提供資訊或建議」、

「E1 提問、解答與澄清」之間，無法達到 3 分以上之想法品質。由此分析顯示，

就小組之想法平均品質而言，有些組別之想法平均品質處於「想法發想」層次，

而有些組別想法平均品質則界於「想法發想」與「想法深化與澄清」層次之間。

此結果顯示，在同樣的知識翻新環境下，小組想法品質仍存在著差異情形。 

    此外，為了瞭解各組在想法類型之分布情形，研究者計算各類型編碼佔總數

之百分比，整理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各組各類型想法百分比 

組別 
1~14 周 

D1 百分比 D2 百分比 E1 百分比 E2 百分比 I1 百分比 

Group 1 51% 6% 16% 22% 4% 

Group 2 39% 16% 29% 14% 3% 

Group 3 37% 13% 32% 15% 3% 

Group 4 60% 14% 19% 6% 2% 

Group 5 48% 10% 24% 13% 5% 

Group 6 50% 20% 13% 13% 4% 

Group 7 54% 15% 12% 14% 5% 

Group 8 54% 17% 12% 15% 2% 

Group 9 49% 24% 12% 12% 2% 

Group10 45% 10% 18% 26% 1% 

 

    由表 4-13 中可以發現，各組想法類型皆以「D1 發表想法或觀察」佔最多的

百分比，「D1 發表想法或觀察」為各組想法類型中之主要類型；而在另一方面，

各組在「I1 整合」類型所佔百分比皆為各項類型中比例最少者，顯示各組於知

識論壇上之認知想法活動，以「D1 發表想法或觀察」類型為最多、「I1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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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為最少。若進一步探討各組中所佔比例第二多之認知想法類型，可以發現在

Group1(22%)、Group10(26%)中，「E2 想法深化」類型所佔百分比為該組認知想

法類型中所佔百分比第二多的類型；在 Group 2(29%)、Group 3(32%)、Group 

4(19%)、Group 5(24%)中，「E1 提問、解答與澄清」類型所佔百分比為該組認

知想法類型中所佔百分比第二多的類型；在 Group 6(20%)、Group 7(15%)、Group 

8(17%)、Group 9(24%)中，「D2 提供資訊或建議」類型所佔百分比為該組認知

想法類型中所佔百分比第二多的類型。 

    在各項認知想法表現方面，探討在各項認知想法類型中之十組表現情形。在

「D1 發表想法或觀察」類型方面，Group 1(51%)、Group 4(60%)、Group6(50%)、

Group 7(54%)、Group 8(54%)是十組中相對較多「D1 發表想法或觀察」類型之組

別，「D1 發表想法或觀察」所佔比例高於 50%；在「D2 提供資訊或建議」類型

方面，Group 6(20%)、Group 9(24%)是十組中相對較多「D2 提供資訊或建議」類

型之組別，「D2 提供資訊或建議」所佔比例高於 20%；在「E1 提問、解答與澄

清」類型方面，Group 2(29%)、Group 3(32%)、Group 5(24%)是十組中相對較多

「E1 提問、解答與澄清」類型之組別，「E1 提問、解答與澄清」所佔比例高於

20%；在「E2 想法深化」類型方面，Group 1(22%)、Group 10(26%)是十組中相

對較多「E2 想法深化」類型之組別，「E2 想法深化」所佔比例高於 20%；在「I1 

整合」類型方面，十組表現相似，「I1 整合」所佔比例皆不高於 6%。若以各項

類型所佔比例進行探討，則可以發現十組相較之下，Group 1、Group 2、Group 3、

Group 5、Group 10 等幾組，在「E 層次」的類型數量表現上高於其他組別。而

若將此結果對照想法平均品質得分，則顯示不論是以編碼評分各給予 1~5 分，計

算平均品質的方式，抑或是採用各類型百分比方式進行十組之比較，兩種方式皆

顯示 Group 1、Group 2、Group 3、Group 5、Group 10 等幾組，皆為十組中相較

之下想法品質表現較優良之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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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組之認知層次顯著編碼轉換情形 

    研究者將各組討論區中所有認知貼文予以編輯，並依貼文之時間進行排序，

利用時間序列分析工具，以探討各組討論區中認知層次之想法類型的演化歷程。

研究者使用時間序列分析工具，分析認知層次中之想法類型編碼：「D1 發表想法

或觀察」、「D2 提供資訊或建議」、「E1 提問、解答與澄清」、「E2 想法深化」、「I1 

整合」，各組認知層次時間序列分析之顯著編碼轉換情形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各組認知層次顯著編碼轉換表 

組別 認知類型之顯著編碼轉換 

Group 1 D1→D1  D1→E1  D1→E2  E2→D1 

Group 2 D1→D1  D1→E1  D2→D1  E1→E1 

Group 3 D1→D1  D1→E1  E1→D1  E1→E1 

Group 4 D1→D1  D1→D2  D2→D1 

Group 5 D1→D1  D1→E1  E1→D1   

Group 6 D1→D1  D2→D1 

Group 7 D1→D1  D1→D2  D2→D1 

Group 8 D1→D1  D1→D2  D1→E2  D2→D1 

Group 9 D1→D1  D1→D2  D2→D1  D2→D2 

Group 10 D1→D1  D1→E2  E2→D1 

 

    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顯示，Group 1、Group 2、Group 3、Group 5、Group 8、

Group 10 之認知類型顯著編碼轉換皆包括從「D」層次轉換到「E」層次的部分，

亦即在認知類型想法演變歷程中，學生能從認知層次中的「想法發想」類型，接

續發展與產生「想法深化與澄清」的類型。在 Group 1、Group 2、Group 3、Group 

5、Group 8、Group 10 中，學生在平台上之「D」層次與「E」層次，以及「E」

層次與「E」層次之想法互動情形包括：(一)由「D」層次到「E」層次之想法互

動：(1)「D1 發表想法或觀察」後，接續發生「E1 提問、解答與澄清」之類型、

(2)「D1 發表想法或觀察」後，接續發生「E2 想法深化」；(二)由「E」層次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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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之想法互動：(1)「E1 提問、解答與澄清」後，接續發生「D1 發表想法或觀

察」、(2)「E2 想法深化」後，接續發生「D1 發表想法或觀察」之想法類型；(三)

由「E」層次到「E」層次之想法互動：「E1 提問、解答與澄清」後，接續發生

「E1 提問、解答與澄清」之想法類型。 

    在另一方面，Group 4、Group 6、Group 7、Group 9 之認知類型顯著編碼轉

換則為「D」層次轉換到「D」層次，顯示在認知類型想法演變歷程中，學生從

認知層次中的「想法發想」類型，接續發展與產生「想法發想」的類型。學生在

平台上想法之互動包括：(1)「D1 發表想法或觀察」後，接續發生「D1 發表想法

或觀察」之類型、(2)「D1 發表想法或觀察」後，接續發生「D2 提供資訊或建議」、

(3)「D2 提供資訊或建議」後，接續發生「D1 發表想法或觀察」、(4)「D2 提供

資訊或建議」後，接續發生「D2 提供資訊或建議」之想法類型。 

若以十組學生於認知層次之顯著編碼轉換情形加以類分，則可將 Group 1、

Group 2、Group 3、Group 5、Group 8、Group 10 六組歸類為學生討論之想法演

變層次較高階之組別，稱之為想法高層次組；而 Group 4、Group 6、Group 7、

Group 9 四組則歸類為學生討論之想法演變層次較初階的組別，稱之為想法低層

次組。研究者將十組分為兩群以分析高低層次想法組在各類型認知想法中之數量

是否有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想法高層次組與低層次在各類型之數量表現 

認知類型 想法高層次組 想法低層次組 t 值 

 M SD M SD 

D1 47.17 11.48 38.50 12.29 -1.139 

D2 13.33 7.23 13.25 5.32 -.020 

E1 23.50 12.11 10.00 2.83 -2.149 

E2 17.67 5.35 8.50 4.44 -2.824* 

I1 3.00 1.41 2.50 1.73 -.503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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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15 之分析結果顯示，若以各組想法演變歷程劃分想法層次，則想

法高層次組相較於想法低層次組，想法高層次組在「E2 想法深化」類型之數量

顯著高於想法低層次組，表示想法高層次組有較多的想法深化類型。 

    進一步將想法高層次組進行分析，以探討想法高層次組在創意產品與團體動

力之表現情形。Group1、Group2、Group3、Group5、Group8、Group10為想法演

變高層次組，而這些組別在創意產品表現方面，Group1、Group2、Group3、

Group8、Group10為創意產品表現高分組；在團體動力表現方面，Group1、

Group2、Group3、Group8為團體動力表現高分組。其中，Group1、Group2、Group3、

Group8為想法高層次組，且在創意產品表現與團體動力表現優良之組別；Group5

為想法高層次組，在創意產品表現不佳、團體動力表現良好之組別；Group10為

想法高層次組，在創意產品表現良好、團體動力表現不佳之組別。整體而言，想

法高層次組在創意產品與團體動力表現方面不一，大多數的想法高層次組在創意

產品表現與團體動力表現皆為表現良好之組別，例如：Group1、Group2、Group3、

Group8；而部分組別則在創意產品表現或在團體動力表現較好，例如：Group5

在創意產品表現不佳、團體動力表現良好；Group10在創意產品表現良好、團體

動力表現不佳。 

 

肆、綜合討論 

    在小組認知想法之品質方面，各組之認知想法品質皆為 3 分以下，顯示學生

於平台上之互動集中於「想法發想」、「想法深化與澄清」階段，較難達到 3 分以

上之水準。若結合學生於平台上之認知想法數量，則可發現學生認知想法中以

「D1 發表想法或觀察」為主，因此若以平均分數探討各組想法品質，則各組想

法品質分數並不高。然而，有些組別處於「想法發想」層次，而有些組別則界於

「想法發想」與「想法深化與澄清」層次之間，顯示在同樣的知識翻新環境下，

小組想法品質仍存在著差異情形。 

在學生想法演化方面，十組學生之顯著編碼轉換中，每一組皆包括從「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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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轉換到「D」層次的部分，顯示學生於知識論壇上之活動皆包括「D1 發表

想法或觀察」與「D2 提供資訊或建議」之間的互動與轉換。綜觀十組學生認知

顯著編碼轉換情形，Group 1、Group 2、Group 3、Group 5、Group 8、Group 10

顯示從「想法發想」類型，接續發展與演化至「想法深化與澄清」的類型，表示

這些組別的學生在認知層次想法演變歷程中，學生所提出之想法能往較高層次類

型發展，能從「想法發想」類型，進階發展「想法深化與澄清」之想法類型。從

「想法發想」類型發展至「想法深化與澄清」類型並非每組學生皆能達到，然而，

在知識翻新學習之下，學生在認知層次的想法討論中，確實能達到較高層次的認

知類型，顯示知識論壇之知識翻新學習能提升學生想法的互動與精進。 

    若依想法顯著編碼轉換結果將小組予以分類，則可分為想法高層次組與想法

低層次組，分析結果顯示想法高層次組在「E2想法深化」類型之數量顯著高於想

法低層次組。進一步分析想法高層次組在創意產品與團體動力之表現，結果發現

想法高層次組在創意產品與團體動力表現方面不一，大多數的想法高層次組在創

意產品表現與團體動力表現皆為表現良好之組別，例如：Group 1、Group 2、Group 

3、Group 8；而部分組別則在創意產品表現或團體動力表現較好，例如：Group 5

在創意產品表現不佳、團體動力表現良好；Group 10在創意產品表現良好、團體

動力表現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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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組之差異分析 

學生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中，歷經小組共構、討論、翻新知識之歷程。在

前四節中，研究者分別探討小組創意產品成果、小組團體動力、學生於平台上之

想法三類型總數、學生之認知想法品質。在這四項分析之中，小組團體動力、學

生於平台上之想法三類型總數、認知想法品質皆屬於平台上之歷程資料；而小組

創意產品成果則屬於成果資料。在本節中，首先探討三項歷程資料與成果之表現

情形，並將成果與歷程以卡方檢定處理；再者，針對小組之差異情形進行分析。 

 

壹、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果表現情形 

    研究者整合小組在問題解決歷程中之歷程資料與成果資料，問題解決之歷程

資料包括：團體動力、想法的三類型總數、認知想法品質；成果資料為各組之創

意產品成果，整理如表 4-16 所示。 

    在團體動力方面，如以平均數(10.5 分)為基準將小組分為高、低分組，則

Group1(13 分)、Group2(14 分)、Group3(11 分)、Group7(12 分)、Group8(11 分)

為高分組；Group4(7 分)、Group5(10 分)、Group6(8 分)、Group9(9 分)、Group10(10

分)為低分組。在想法三類型總數方面，如以平均數(108.6 則)為基準將小組分成

高、低分組，則 Group2(187 則)、Group3(123 則)、Group5(135 則)、Group7(117

則)、Group8(117 則)、Group10(115 則)為高分組；Group1(73 則)、Group4(71 則)、

Group6(57 則)、Group9(91 則)為低分組。在認知想法品質方面，如以平均數(2.096

分)為基準分為高、低分組，則 Group1(2.22 分)、Group2(2.25 分)、Group3(2.36

分)、Group5(2.16 分)、Group10(2.28 分)為高分組；Group4(1.77 分)、Group6(2.02

分)、Group7(2.02 分)、Group8(1.93 分)、Group9(1.95 分)為低分組。在創意產品

得分方面，如以平均數(32.1 分)為基準分成高、低分組，則 Group1(33 分)、

Group2(38 分)、Group3(37 分)、Group8(37 分)、Group10(36 分)為高分組；Group4(24

分)、Group5(30 分)、Group6(31 分)、Group7(32 分)、Group9(23 分)為低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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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三項歷程與成果之綜合表現 

組別 創意產品得分 團體動力 想法三類型總數 認知想法品質 

Group1 33 13 73 2.22 

Group2 38 14 187 2.25 

Group3 37 11 123 2.36 

Group4 24 7 71 1.77 

Group5 30 10 135 2.16 

Group6 31 8 57 2.02 

Group7 32 12 117 2.02 

Group8 37 11 117 1.93 

Group9 23 9 91 1.95 

Group10 36 10 115 2.28 

平均數 32.1 10.5 108.6 2.096 

標準差 5.30 2.17 37.84 0.19 

     

為了更清楚瞭解學生小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與結果之關係，進一步將三項

歷程資料整合歸類為高分、低分組，亦將成果資料分為高、低分組進行分析，以

卡方檢定處理歷程與結果資料。三項歷程與成果交叉表如表4-17所示。 

表 4-17 歷程與成果交叉表 

 團體動力 想法總數 想法品質 歷程總和 卡方值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5.00* 
創意產品 

高 4 1 4 1 4 1 12 3 

低 1 4 2 3 3 2 6 9 

*p< .05 **p< .01 ***p< .001 

 

    由表4-17中的數據可以得知，小組創意產品與三項歷程交叉比對顯示，三項

歷程總和表現較高的小組，在創意產品表現之呈現出較高的傾向。相反的，三項

歷程總和表現較低的小組，也傾向在創意產品表現有較低的表現。 

    卡方檢定分析結果顯示，成果與三項歷程資料之間具有相關，並達顯著水

準，表示若歷程資料表現有較好之表現，則成果表現也會有較好之表現；同時，

成果表現有較好之表現，則歷程表現也會有較好之表現。但此檢定結果只能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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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相關，並無法細談各組成果與歷程之高、低表現。因此，研究者進一步依

據觀察將十組分為幾群。 

 

貳、四種類型小組之差異表現 

    在歷程與成果之表現上，Group2、Group3在三項歷程表現與創意產品成果表

現良好，兩組在創意產品與三項歷程皆屬於高分組，因此歸為一群；Group1、

Group8、Group10在創意產品成果表現良好，三項歷程表現佳，在三項歷程中有

兩項以上之歷程皆屬高分組，因此歸為一群；Group5、Group7在三項歷程中有兩

項歷程表現良好，在創意產品成果表現較差，因此歸為一群；Group4、Group6、

Group9在創意產品表現與三項歷程表現皆為低分組，因此歸為一群。 

    根據各組在歷程表現與成果表現予以分類，則可將十組分為四種類型，包

括：(一)成果高分組、三項歷程高分組，包括：Group2、Group3；(二)成果高分

組、兩項歷程高分組，包括：Group1、Group8、Group10；(三)成果低分組、兩

項歷程高分組，包括：Group5、Group7；(四)成果低分組、三項歷程低分組，包

括：Group4、Group6、Group9，共分為四種類型。若將三項歷程中有兩項歷程

表現良好者則歸為高分組，將各組之歷程與成果表現劃分高、低分組，則可將十

組歸類為四象限，如圖4-26所示。 

 
圖 4-26 歷程與成果表現之四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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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十個小組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為了更進一步瞭解四種類型之小組在

成果與歷程之各項表現，整理各組表現之總表，以針對各類型之各組進行深入的

分析與探究，如表4-18所示。 

表 4-18 各組成果與歷程表現之總表 

組別 

創意產品評估 團體動力 想法數量與品質 

創新 

層次 

概念 

解析 

層次 

精進 

層次 
總分 

成員 

平均 

參與 

題目 

聚焦 

度 

領導

者的

出現 

總分 

三類 

型總 

數量 

想法 

平均 

品質 

Group1 10(H) 14(L) 9(L) 33(H) 4(L) 5(H) 4(H) 13(H) 73(L) 2.22(H) 

Group2 10(H) 17(H) 11(H) 38(H) 5(H) 4(H) 5(H) 14(H) 187(H) 2.25(H) 

Group3 9(H) 15(L) 13(H) 37(H) 4(L) 4(H) 3(H) 11(H) 123(H) 2.36(H) 

Group4 2(L) 14(L) 8(L) 24(L) 4(L) 2(L) 1(L) 7(L) 71(L) 1.77(L) 

Group5 7(H) 15(L) 8(L) 30(L) 4(L) 3(L) 3(H) 10(L) 135(H) 2.16(H) 

Group6 8(H) 15(L) 8(L) 31(L) 2(L) 5(H) 1(L) 8(L) 57(L) 2.02(L) 

Group7 6(L) 15(L) 11(H) 32(L) 5(H) 4(H) 3(H) 12(H) 117(H) 2.02(L) 

Group8 8(H) 18(H) 11(H) 37(H) 5(H) 4(H) 2(L) 11(H) 117(H) 1.93(L) 

Group9 2(L) 14(L) 7(L) 23(L) 5(H) 3(L) 1(L) 9(L) 91(L) 1.95(L) 

Group10 8(H) 17(H) 11(H) 36(H) 4(L) 3(L) 3(H) 10(L) 115(H) 2.28(H) 

平均數 7 15.4 9.7 32.1 4.2 3.7 2.6 10.5 108.6 2.096 

標準差 2.91 1.43 1.95 5.3 0.92 0.95 1.35 2.17 37.84 0.19 

註：H表示高分組；L表示低分組。 

 

    在表4-18中，將各組在創意產品表現、團體動力表現、想法數量與品質表現

等方面進行綜合整理，並以各項表現之平均數為基準，以區分高、低分組。研究

者於各組分數後方標記高、低分組，「H─High」代表該組在該項目為高分組；

「L─Low」代表該組在該項目為低分組。 

    研究者將十組分為四種類型，而每一類型擁有不同的表現情形，以下針對四

類型進行分析，探討四種類型在創意產品表現、團體動力表現、想法數量與品質

表現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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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型：Group2、Group3 

    Group2、Group3在創意產品得分表現優良，Group2(38分)、Group3(37分)在

創意產品表現上皆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此外，在想法總數表現上，Group2(187

則)、Group3(123則)想法總則數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認知想法品質方面，

Group2(2.25分)、Group3(2.36分)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團體動力方面，

Group2(14分)、Group3(11分)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 

    Group2、Group3在創意產品表現方面，Group2、Group3在總分表現良好，

其中，Group2在創新層次、概念解析層次、精進層次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2

所產出之創意產品具有較創新之概念、概念的闡述較能讓人理解與應用、產品具

有較好的組織與規劃；Group3在創新層次、精進層次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3

所產出之創意產品具有較創新之概念、產品具有較好的組織與規劃。兩組在想法

三類型數量上，兩組能提出之想法數量較多、能產出較多的想法，此外，在認知

想法品質上，兩組想法品質皆高於平均，顯示兩組學生能提出較高層次的想法，

而非僅停留於想法發想之階段。例如：Group2小組學生在雨傘主題上的討論中產

生眾多想法，並進行想法的延伸。一開始學生S8提出可拆式雨傘的概念，之後學

生S6、S7、S9皆針對雨傘概念進行討論與延伸活動。 

    雨傘最會壞的地方就是骨架，往往骨架壞了，就必須買一把新的雨傘， 

    我覺得這樣還滿浪費的！如果能夠將「傘骨」與「傘布」分開，那麼應 

    該會節省許多資源吧！… (第 2 組，雨傘主題，S8)  

 

    可是…一把傘最貴的地方應該是傘骨的部分，如果是傘骨壞了，換傘骨 

    不如直接把整支傘換掉，因為換傘骨還要組裝有點麻煩、成本也差不多 

    ，所以~可能要再想可以增加怎樣的功能或特色，吸引消費者買組合式 

    的傘(第2組，雨傘主題，S7)  

 

    成本的問題真的很重要，我之前都沒想過，如果大家會忽略傘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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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在傘布上多加一些花樣，例如有多種樣式，讓愛打扮的人可以 

    更換傘布的花樣，讓大家願意重視傘布，才不會傘骨壞了就想要把整隻 

    都丟掉…(第2組，雨傘主題，S9)   

 

    既然雨傘值錢的地方在傘骨，那麼可拆式雨傘的傘布就要增加其價值， 

    像是傘布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狀(愛心或卡通人物)或是印上我們自己 

    的照片，如果放上照片也具有防盜的效果，因為撐開來就知道那是誰 

    的雨傘，別人自然不會想偷走了…(第2組，雨傘主題，S7)   

 

    在政大傘常被偷，遇到大雨的時候沒有傘撐真的會很生氣，剛好在網路 

    看到五月天代言的傘，傘面有五月天的五個成員的人像，如果…我們把 

    自己的人像或是照片放在傘面， 應該可以降低被偷竊的機會…(第 2 組 

    ，雨傘主題，S7)   

 

我覺得傘面不需要改變材質，傘骨目前市面上有塑膠與鋼的。其實我覺 

得雨傘的材質並不是重點，重點是傘雨傘面的接合方式，目前有＂魔鬼 

氈＂，我還想了可以用＂鈕扣式＂…(第 2 組，雨傘主題，S9) 

 

…傘骨的構造可以把它設計成分成四個大區塊，也就是比較像方形的傘 

。這樣在設計傘布時就不必設計很多形式，只要設計同一規格、類似扇 

形的傘布，並且一套四個，就可以輕鬆換裝想要的傘面了…(第 2 組， 

雨傘主題，S6) 

 

    在團體動力表現上，Group2、Group3在總分表現良好，其中，Group2在成

員平均參與、題目聚焦度、領導者的出現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2小組能平

均參與討論、共享領導，而在題目聚焦的深度表現上，該小組能在決定主題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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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討論該主題，開始進行想法深化的表現，使想法往「深度」的方向發展，而非

漫無目的的廣泛發展。在領導者的出現方面，顯示小組能出現領導者以監督、反

省該組進度，使小組想法得以統整。而Group3在題目聚焦度、領導者的出現方面

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3在題目聚焦的深度表現上，該小組能在決定主題後深入

討論該主題；在領導者的出現方面，顯示小組能出現領導者以監督、反省該組進

度，並統整該組想法。 

    整體而言，Group2、Group3在創意產品表現上皆高於平均，且在三項歷程表

現上之想法總數表現、認知想法品質、團體動力方面皆高於平均，Group2、Group3

屬於歷程表現良好，且在創意產品表現良好之組別，Group2、Group3有較多的想

法則數、有較好的認知想法品質、良好的團體動力、良好的產出成果，Group2、

Group3在想法數量與品質上兼具，顯示兩組學生能產出大量的想法並進行想法的

深化，而兩組學生也有良好的團體動力，能彼此合作參與討論、分享領導、針對

題目進行深度發展、能適時出現領導者監督小組想法，小組能產出大量想法並進

行想法深化，而這些想法能幫助小組創意產品的發想與精進，而良好的團體動力

也幫助小組共構想法、討論與激發想法，在最終產品成果表現上兩組有較好的表

現，使產品在創新概念的提出、概念理解與應用、整體產品規劃與組織方面都有

良好的表現，使產品更加精煉。 

 

二、第二類型：Group1、Group8、Group10 

    Group1、Group8、Group10在創意產品表現優良，Group1(33分)、Group8(37

分)、Group10(36分)在創意產品表現上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想法總數表現

上，Group8(117則)、Group10(115則)想法總則數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認知

想法品質方面，Group1(2.22分)、Group10(2.28分)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團

體動力方面，Group1(13分)、Group8(11分)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三項歷程

表現中，Group1在認知想法品質、團體動力表現高於平均；Group8在想法總則數、

團體動力表現高於平均；Group10在想法總則數、認知想法品質表現高於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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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1、Group8、Group10在創意產品表現方面，Group1、Group8、Group10

在總分表現良好，其中，Group1在創新層次方面高於平均，顯示Group1所產出之

創意產品具有較創新之概念；Group8、Group10在創新層次、概念解析層次、精

進層次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8、Group10所產出之創意產品具有較創新之

概念、概念的闡述較能讓人理解與應用、產品具有較好的組織與規劃。 

    想法三類型數量上，Group8、Group10能提出之想法數量較多、能產出較多

的想法，而Group1所提出之想法則數較少、產出較少的想法，此外，在認知想法

品質上，Group1、Group10想法品質皆高於平均，顯示學生能提出較高層次的想

法，而非僅停留於想法發想之階段；而Group8在想法品質表現較差，顯示學生提

出之想法屬於較低層次，就想法之平均分數表現而言，該組想法整體而言偏向想

法發想之階段。在想法討論之互動方面，Group1雖然想法則數較少，但學生能提

出有關該組主題之想法並進行想法深化活動，例如： 

我是想到在鼻墊上運用奈米科技，使鼻墊有透水氣功能，能使水氣或汗   

之類的液體不再凝聚於鼻子上…(第 1 組，眼鏡主題，S4)  

 

…我在想可不可以把鏡腳做成可拆式的，依據生活中遇到不同的情況來   

改變鏡腳，像是耳機可以是能拔下來的等等…(第 1 組，眼鏡主題，S2)  

 

那或許可以隨身攜帶小盒子，以便在不同的情境下切換不同的眼鏡功 

能，這樣應該也不錯吧？(第 1 組，眼鏡主題，S4)  

 

針對之前蠻長提到─規格化。常常眼鏡如果鏡框壞了就必須要整組都 

換掉， 可是有時候鏡片還是好好的，只是原本搭配的鏡框可能是沒賣 

了或是沒辦法取得。如果可以把眼鏡跟鏡片規格化的話，應該可以減少 

一些資源的浪費…(第 1 組，眼鏡主題，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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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Group8 之互動表現方面，Group8 產出眾多的想法，進行想法互動。例如：

針對該組之雨傘防竊主題，Group8 提出大量相關的想法，進行想法之間的互動。

雖然 Group8 整體想法品質表現較差，但就其探討之雨傘主題，除了提出想法與

觀察之互動之外，仍不乏想法深化之部分，而這些想法深化之內容，成為之後該

組報告之核心發想，即以學生討論雨傘相關主題之討論為例： 

這次我們期中報告要討論的是 1.問題 2.最初想法 3.想法改善 4.資訊 

(證據) 5.結果(更好的想法) 請大家多多提議!!!! 目前我們的進度是  

    傘被偷--->傘套--->傘骨和傘布分離--->傘的置物櫃--->離心力機器… 

(第 8 組，雨傘防竊主題，S36)  

 

對於政大傘被偷，雖然大家都很氣憤，很多人也有這個經驗，但大家還 

是非常習以為常，好像不被偷傘就不像一個政大人一樣。那我們該怎麼 

解決這個問題? (第 8 組，雨傘防竊主題，S36)  

 

從我來政大到現在大三了，我彷彿掉了五枝傘兒…(第 8 組，雨傘防竊主 

題，S37)   

 

我大二也被偷了三把傘吧~超級傷心= =…所以以後不帶貴的傘，都只拿 

7-11 買的傘…(第 8 組，雨傘防竊主題，S36)   

 

可是反而我沒有被偷過傘= =可能是我的傘是粉紅色跟很小一把的關係 

吧!男生偷了整個會超娘!哈哈…(第 8 組，雨傘防竊主題，S35)  

 

所以以後怕傘被偷就在傘外面畫一些丟臉的東西，這樣就可以預防被 

偷了吧？或是做記號？…(第 8 組，雨傘防竊主題，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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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置物櫃的每一個格子都作的細細長長的，然後要用投幣的方式(類 

似超級市場的推車，用完就可以把 10 元拿回來)來使用每一個櫃子。設 

置在圖書館的外面，要用的時候投一個 10 元進去，把傘放入之後設置 

密碼，離開圖書館的時候再把密碼解開，領出 10 元及自己的那把傘… 

(第 8 組，雨傘防竊主題，S34) 

 

…其實還可以用學生證呢!!利用學生證結合置傘櫃，要開著時後在上面 

嗶一下，要拿出來的時候另外在嗶一下這樣就不會怕被人家盜走你的傘 

了!!!也不需要投幣這麼麻煩的方法!!!…(第 8 組，雨傘防竊主題，S34) 

 

而 Group10 在討論之表現上，偏向提出眾多之想法，且想法品質良好，表示

學生互動頻繁，且能於互動中進行想法之深化活動。例如：Group10 討論環保餐

具主題時之想法討論內容如下，學生提出之想法較具有創新的概念，而非僅描述

或發表觀察與想法： 

目前想到的也是先用衛生紙擦一擦，回家再洗，裝筷子的東西我覺得可 

以用組裝式的盒子，這樣可以拆開來洗比較方便…(第 10 組，環保餐 

具主題，S45)  

 

我個人有個想法，把盒子設計成可以跟跟鑰匙圈連在一起的那種，盒子 

可以設計的小一點，這樣大家一出門肯定不會忘記的嘛…另外，我想只 

用衛生紙擦一擦感覺還是不夠衛生，可以隨身攜帶酒精片或濕巾，再用 

衛生紙擦乾…(第 10 組，環保餐具主題，S48)  

 

若想不出來用酒精片也是不錯啦 XD 不過就感覺我們沒有設計到東西了 

，又或者我們設計的清洗工具可以跟酒精片結合!!!!!!…(第 10 組，環 

保餐具主題，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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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若要設計"奈米筷子"，可以把整雙筷子都變成奈米級的，不用局限 

於只有夾食物的部分，這樣未來吃完飯筷子只需要沖一沖就好了!! … 

(第 10 組，環保餐具主題，S47) 

 

我想霧面設計並不會造成清洗不便的問題，我想奈米筷子假如透過凹凸 

不平的"霧面設計"， 會不會讓物體比較不會滑落…(第 10 組，環保餐 

具主題，S47) 

 

另外我覺得雖然是奈米筷子，但還是希望有個漂亮的袋子或盒子裝著會 

比較有質感，然後"計數器"也可以安裝在這個上面， 也比較不會影響到 

筷子的美觀!! …(第 10 組，環保餐具主題，S47) 

 

    …我覺得可以設計成伸縮式的，不用的時候可以放在小盒子裡，而小盒 

子也可以做成吊飾、可愛或是有趣的形狀吸引大家。 還有呀我突然有 

個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在盒子上面設置一個計數器，當你每用一次就 

可以按一次，告訴你為地球減少了多少碳，救了多少顆樹等等~讓大家 

因為可以更明顯的感覺到自己在為地球盡一份心力。(第 10 組，環保餐 

    具主題，S45) 

 

    在團體動力表現上，Group1、Group8在總分表現良好，Group10則表現較差，

其中，Group1在題目聚焦度、領導者的出現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1在題目

聚焦的深度表現上，該小組能在決定主題後深入討論該主題，開始進行想法深化

的表現，使想法往「深度」的方向發展。在領導者的出現方面，顯示小組能出現

領導者以監督、反省該組進度，使小組想法得以統整；Group8在成員平均參與、

題目聚焦度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8小組能平均參與討論、共享領導，而在

題目聚焦的深度表現上，該小組能在決定主題後深入討論該主題；Group10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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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的出現方面高於平均，顯示小組能出現領導者以監督、反省該組進度，使小

組想法得以統整。 

    整體而言，Group1、Group8、Group10在創意產品表現上皆高於平均，而在

三項歷程表現上之想法總數表現、認知想法品質、團體動力方面，Group1、

Group8、Group10在三項歷程表現中有兩項歷程表現良好，屬於歷程表現佳、創

意產品成果良好之組別。在三項歷程表現上，三組表現不一，其中，Group1為想

法產出少但品質較好、有較好團體動力與較好創意產品之組別。Group1雖產出較

少的想法、但所提出之想法有較好的認知想法品質，且能針對該組之眼鏡主題進

行想法發想與深化。此外，該組擁有良好的團體動力，雖其成員未能平均參與，

卻能出現領導者加以監督想法與進度，並針對該主題聚焦討論，在最後創意產品

表現上優良。 

    Group8為想法產出多但品質較差、有較好的團體動力與創意產品成果之組

別。Group8能產出較多的想法，但整體而言之想法品質較差。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Group8在想法討論品質表現，發現其想法品質分數較差，但在該組雨傘主題之討

論方面，在該組主題討論中除了發表想法與觀察之互動之外，仍不乏想法深化之

部分，而這些想法深化之內容，例如：「以學生證刷卡結合製傘櫃」的概念，即

成為之後該組報告之核心發想。因此，Group8整體想法品質雖表現不佳，但針對

該組之主題部分，產生想法深化之部分，並成為該組產品核心發想，因此雖整體

想法品質不佳，仍可能產出優良之創意產品。在團體動力表現方面，該組成員能

平均參與，並針對該主題聚焦討論，最後的創意產品表現優良。 

    Group10為想法產出多且品質良好、有較差之團體動力、較好之創意產品成

果之組別。在想法之討論上，Group10能產出大量想法，也有很好的想法品質，

但在團體動力整體表現較差。其中，該組成員未能平均參與、未能聚焦主題。

Group10在期初針對眾多主題進行討論，大量探討與發表生活中之實際問題，因

為對每個主題都有討論之興趣，因此聚焦時間點較晚。在成員參與表現方面，

Group10之主要參與者為期中之兩位成員，兩位成員進行大量互動，雖然其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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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員參與程度較少，但兩位主要討論之成員能進行大量之想法互動，提出許多

設計創意產品之概念，有助於最終之創意產品之呈現，得以補足該組成員未能平

均參與、聚焦時間點較晚之劣勢，在創意產品成果表現優良。 

    由此結果發現，縱使想法提出的數量不多，但若能有較好之想法品質，亦可

能產出良好的創意產品成果，如Group1；縱使提出眾多的想法，整體想法品質較

差，但若能針對該組主題進行想法深化，亦可能產出良好的創意產品成果，如

Group8；若整體團體動力較差，但若成員能針對該組主題進行深入討論、不斷進

行想法深化，即使成員未能平均參與，且較晚聚焦主題，仍可能產出較好之創意

產品成果，如Group10。 

 

三、第三類型：Group5、Group7 

    Group5、Group7在創意產品得分表現較差，Group5(30分)、Group7(32分)在

創意產品表現上低於平均，屬於低分組。而在想法總數表現方面，Group5(135

則)、Group7(117則)想法總則數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認知想法品質方面，

Group5(2.16分)高於平均，屬於高分組；在團體動力方面，Group7(12分)高於平

均，屬於高分組。在三項歷程表現中，Group5在想法總則數、認知想法品質表現

高於平均；Group7在想法總則數、團體動力表現高於平均。 

    Group5、Group7在創意產品表現方面，Group5、Group7在總分表現較差，

其中，Group5在創新層次方面高於平均，顯示Group5所產出之創意產品具有較創

新之概念，然而，其產出之創意產品則較缺乏概念的理解與應用、缺乏產品整體

組織與規劃；Group7在精進層次方面高於平均，顯示Group7所提出之產品具有較

好的組織與規劃，但卻較缺乏創新概念的提出、概念的理解與應用。 

    在想法三類型數量上，Group5、Group7能提出之想法數量較多、能產出較多

的想法；在認知想法品質上，Group5想法品質高於平均，顯示學生能提出較高層

次的想法。而Group7在想法品質表現上分數為2.02分，顯示學生能提出想法深化

與澄清層次之想法，但若以平均數區分為高、低分組，則該組想法品質低於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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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十組中表現較差者。在想法討論互動方面，Group5能提出想法並進行想法深

化活動，以Group5針對該組浴室預約主題之討論為例： 

    …搞不好可以設計成跟高級住宅一樣，像是每一間寢室有一個電子化 

    的介面，可以直接預約淋浴間之類的… (第5組，浴室預約主題，S19)  

 

    …如果每一間房間都設置電腦的成本可能會很高，而且白天大部分的時 

    間也會浪費電力，所以可以改成只在每層樓的幾個定點放置就好了吧… 

    (第 5 組，浴室預約主題，S23)   

 

…「宿舍浴室電子化控管系統」不要衛浴了，強調浴室就好了吧！而且 

我們強調的是這樣的控管系統可以怎麼運用，發想是來自於停車場，一 

開始是利用在浴室的計數器…(第 5 組，浴室預約主題，S20)  

 

…還要推廣到洗衣機跟烘衣機…(第 5 組，浴室預約主題，S19)  

 

…1.號碼牌、2.總圖 B1 劃位系統、3.在樓梯間設置一塊面板上面會清 

楚標示目前淋浴間、洗衣機、烘衣機的使用率(ex 使用中的數量、故 

障的數量、未使用的數量) …(第 5 組，浴室預約主題，S19)  

 

    在Group7之討論表現方面，Group7學生在討論時能針對主題提出想法並進行

深化活動。以Group7有關悠遊手錶主題之討論內容為例： 

或許可以結合這次測驗題目的 QR 碼，設計在手機裡，這樣不用直接對 

準那個條碼還是可以感應到，不過我們要想想儲值還有收費來源的部分 

，或許以後去便利商店儲值的就不只悠遊卡、高捷卡之類的，手機也有 

可能成為電子貨幣的形式…(第 7 組，悠遊手錶主題，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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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能設計內建於手機的，可以當作電子錢幣額度的 APP，就是儲 

值在手機裡，然後一上車就會寄一封簡訊說明花費的日期、額度還有剩 

下的餘額之類的…(第 7 組，悠遊手錶主題，S30)    

 

我最近想到一個點子了!!!!!!就是把悠遊卡跟手錶結合，這樣上公車或進 

捷運時只要將手靠近到感應的地方就可以直接感應，這也剛好解決了找 

到了不用翻找悠遊卡的問題，然後儲值的機器也是，只要把有戴手錶的 

那隻手伸進一台機器就可以儲值完成，然後手錶鏡面的地方，也可以設 

計成感應後可以馬上顯示捷運還需等待的時間，或者是上公車後顯示下 

一站的站名提醒乘客避免錯過站…(第 7 組，悠遊手錶主題，S31)  

…所以我們是確定做手錶+悠遊卡？那還需要加什麼系列產品嗎?還可 

以想到什麼可以跟悠遊卡結合的東西? …(第 7 組，悠遊手錶主題，S31) 

 

我們也可以想想這種加值器要設置在哪些地方?公車站、捷運站、便利 

商店? …(第 7 組，悠遊手錶主題，S30)   

 

    在團體動力表現上，Group5在總分表現較差，Group7則表現良好。其中，

Group5在領導者的出現方面高於平均，顯示Group5能出現領導者以監督、反省該

組進度，使小組想法得以統整；Group7在成員平均參與、題目聚焦度、領導者的

出現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7小組能平均參與討論、共享領導，而在題目聚

焦的深度表現上，該小組能在決定主題後深入討論該主題，在領導者的出現方

面，顯示小組能出現領導者以監督、反省該組進度。 

    整體而言，Group5、Group7在創意產品表現上皆低於平均，而在三項歷程表

現上之想法總數表現、認知想法品質、團體動力方面，Group5能產出較多的想法、

所提出之想法有較好的認知想法品質，但在團體表現上較差，顯示該組所提出之

想法眾多、想法品質良好、有較差之團體動力、較差之創意產品成果。Grou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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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出較多的想法，但在想法品質方面較差，顯示該組所提出想法雖然較多，但

卻在想法品質上較差；在團體動力方面，Group7有較好的團體動力。該組能提出

眾多的想法、有較好的團體動力，但想法品質較差、產出較差之創意產品成果。 

    由此結果分析發現，儘管想法提出數量較多、有較好之想法品質、但團體動

力表現較差，有可能產出較差的創意產品成果，如Group5；儘管提出眾多的想法、

有良好團體動力，但想法品質較差，可能產出較差的創意產品成果，如Group7。 

    綜合上述，Group5、Group7雖然在三項歷程表現上有兩項歷程表現高於平

均，但卻在創意產品成果表現上不佳，研究者進一步探討Group5、Group7之各項

表現，以探究為何三項歷程中有兩項歷程高於平均，但在成果表現上卻不佳，就

其可能原因進行討論。在Group5方面，Group5在團體動力表現上，Group5之成

員未能平均參與，且無法有良好的題目聚焦度，再對照Group5於平台上之討論，

發現Group5之討論之主題廣泛，包括：上鎖傘、浴室預約、瓶蓋反轉、眼鏡衣服、

發票蒐集、叉子、資料夾、窗戶、隱形眼鏡等九項主題，且每一項主題都有深入

的探討。該組題目聚焦時間較晚，在期中報告所提出的主題包括以上九項，而後

因同學、老師之建議與回饋，才於期中考周後漸漸聚焦主題，廣泛之討論主題與

較晚聚焦主題，可能為導致該組成果不佳之原因。再者，該組成員未能平均參與，

也可能為導致該組成果不佳之原因。觀察該組討論與互動，可以發現組內兩位同

學為主要參與者，而這兩位成員於平台上之互動較多，相較之下，其他三位同學

互動較少。而其中兩位主要參與討論之學生，雖然能提出相關想法，但提出想法

與設計之實際應用層面、概念理解、整體組織與規劃方面較為初步，缺乏更進一

步的設計與組織，以至於在創意產品表現之概念理解與應用、產品整體組織與規

劃得分較差。從Group5之討論情形與產品表現進行探討，發現可能導致該組成果

不佳的原因包括：(一) Group5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中討論眾多主題，且針對每

個主題進行發想與深化，未能盡早決定該組之主題，導致缺乏足夠時間進行產品

整體規劃；(二) 該組成員未能平均參與，而主要參與討論之兩位成員所提出之

想法未能加以整合與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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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roup7方面，Group7在團體動力表現方面，不論是成員平均參與、題目聚

焦度、領導者的出現方面皆高於平均，顯示Group7有良好之團體動力表現。在想

法數量、想法品質方面，Group7能產出大量想法，但提出之想法品質較差。在創

意產品成果表現方面，Group7之總分低於平均，而在精進層次方面高於平均，顯

示Group7所提出之產品具有較好的組織與規劃，但卻較缺乏創新概念的提出、概

念的理解與應用。Group7所提出之創意產品與市面上既有產品相似，新增之創新

概念不多，因此在創新概念層次得分較差。此外，Group7提出之創意產品的實用

性已被既有產品所取代，因此在概念理解與應用層面中之有用性、價值性得分較

低。在整體產品規劃上，Group7針對悠遊手錶與加值器進行整體規劃與整合，因

此在精進層次得分較佳。綜合上述所言，Group7雖然有良好的團體動力、能提出

大量的想法，然而想法品質非屬高分組，且所討論之主題與既有產品相似，因此

導致較差的成果。 

 

四、第四類型：Group4、Group6、Group9 

    Group4、Group6、Group9在創意產品表現不佳，Group4(24分)、Group6(31

分)、Group9(23分)在創意產品表現上低於平均，屬於低分組。在三項歷程表現上，

在想法總數方面，Group4(71則)、Group6(57則)、Group9(91則)想法總則數低於

平均，屬於低分組；在認知想法品質方面，Group4(1.77分)、Group6(2.02分)、

Group9(1.95分)低於平均，屬於低分組；在團體動力方面，Group4(7分)、Group6(8

分)、Group9(9分)低於平均，屬於低分組。 

    Group4、Group6、Group9在創意產品表現方面，Group4、Group6、Group9

在總分表現較差，其中，Group4、Group9不論在創新層次、概念解析層次、精進

層次方面皆低於平均，顯示Group4、Group9所產出之創意產品缺乏較創新之概

念、概念的闡述較無法能讓人理解與應用、此產品缺乏良好組織與規劃，而Group6

在創新層次方面高於平均，顯示Group6所產出之創意產品具有較創新之概念。在

想法三類型數量上，三組所提出之想法數量較少；在認知想法品質上，三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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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皆低於平均。在討論方面，Group4之討論數量少，想法深化的部分有限，以

Group4在感溫餐具主題之討論為例： 

如果感溫原理應用在平日使用的碗具上，是不是也具備相同的可行呢？ 

有時候我們也常會被碗盤給燙傷，如果能夠設計附加感溫的功能，是否 

也可以減少這類型的危險呢…(第 4 組，感溫餐具主題，S16) 

 

…泡麵碗這個想法還不錯欸！可以把感溫變色的概念延伸 ~變成泡麵 

碗過了一定的時間會變色，變色之後我們就知道泡麵差不多好了~變色 

的原理可能可以是受到時間或是溫度的影響，過了一定的時間泡麵碗就 

會變色…(第 4 組，感溫餐具主題，S18) 

 

最大的問題好像還是在於溫度應該如何變化，雖然我想把計時功能也加 

上，不過即使配合溫度下降來改變顏色，好像還是會無法掌握一開始 

的水溫… (第 4 組，感溫餐具主題，S17) 

 

    在團體動力表現上，Group4、Group6、Group9三組在總分表現較差。其中，

Group4、Group9在成員平均參與、題目聚焦度、領導者的出現方面皆低於平均，

顯示Group4、Group9小組未能平均參與討論，而在題目聚焦度表現上，該組無法

聚焦於題目並進行想法發展，無法針對某個主題進行深入討論；在領導者的出現

方面，顯示該組無法出現領導者監督、反省該組進度與想法。Group6在題目聚焦

度方面有較好表現，顯示該組能確立目標主題，並針對該主題深入討論，而非漫

無目的的討論。但該組之成員無法平均參與討論，也無法出現領導者加以監督想

法與進度。 

    整體而言，Group4、Group6、Group9 在創意產品表現上皆低於平均，且在

三項歷程表現上之想法總數表現、認知想法品質、團體動力方面皆低於平均，顯

示 Group4、Group6、Group9 在三項歷程表現較差，而最後創意產品表現也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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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4、Group6、Group9 有較少的想法則數、較差的認知想法品質、較差的團

體動力、較差的產出成果。三組學生無法提出眾多想法、無法進行想法深化活動，

而小組成員也無法平均參與討論、無法出現領導者以監督想法，以幫助小組共構

想法、討論想法，在最終產品成果表現上導向較差之創意產品表現，使產品在整

體創新概念的提出、理解與應用、產品設計與規劃方面無法更加完整與精進。 

 

參、綜合討論 

    學生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中之團體動力、想法數量、想法品質與創意產品

表現上，良好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能導向較好之創意產品成果，例如：第一類

型之Group2、Group3在三項歷程（團體動力、想法數量、想法品質）表現皆為高

分組，則在創意產品成果也表現良好，成為高分組。反之，若創造性問題解決歷

程表現不佳，則導向不佳之創意產品成果，如：第四類型之Group4、Group6、

Group9在三項歷程（團體動力、想法數量、想法品質）表現皆為低分組，在創意

產品成果表現不佳，成為低分組。 

    此外，若在創造性團體歷程之三項表現中有兩項高於平均，則可能導向良好

的創意產品成果，但存在著小組之差異情形。縱使想法提出的數量不多，但若能

有較好之想法品質，亦可能產出良好的創意產品成果，如Group1；縱使提出眾多

的想法，整體想法品質較差，但若能針對該組主題進行想法深化，亦可能產出良

好的創意產品成果，如Group8；若整體團體動力較差，但若成員能針對該組主題

進行深入討論、不斷進行想法深化，即使成員未能平均參與，且較晚聚焦主題，

仍可能產出較好之創意產品成果，如Group10。 

    在另一方面，儘管想法提出的數量較多、有較好之想法品質，但整體團體動

力較差，尤其成員未能平均參與，而參與討論之主要成員又未能加以整合與延伸

想法，加上聚焦時間點晚，缺乏足夠時間進行討論，則可能產出較差的創意產品

成果，如Group5；即使有良好的團體動力、能提出大量的想法，但所討論之主題

與既有產品相似，且其產品之實用性已被既有產品取代時，則可能導致產出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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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創意產品成果，如Group7。 

    綜觀十組之表現，十組中Group5、Group10之表現情形極為相似，皆為想法

三類型總數多、想法品質良好之組別，但卻導向不同的創意產品成果表現。Group5

整體團體動力表現較差，成員未能平均參與，而參與討論之主要成員又未能加以

整合與延伸想法，再加上聚焦時間點晚，缺乏足夠時間進行討論，導致產出較差

之創意產品成果。Group10整體團體動力表現較差，雖然成員未能平均參與，且

較晚聚焦主題，但主要參與討論的成員能針對該組主題進行深入討論、不斷進行

想法深化，因此產出較好之創意產品成果。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兩組之討論，發現

Group5之主要參與者在討論該組之主題時所提出的想法有限，無法進行想法深

化、整合；而Group10主要參與者能集中於後期、大量進行想法互動，在後期大

量產出影響該組創意產品成果之重要想法。因此，在成員未能平均參與討論、聚

焦時間點較晚之狀況時，主要參與討論之成員是否為良好的領導者，對整個團隊

最後之產出影響甚大，也是可能導致兩組成果不同之原因。 

    想法數量並不代表一切，想法數量少但品質好，可能導向良好成果；若想法

整體平均品質不佳，但對該組探究之主題能深入討論，則也可能導向良好成果；

當團體動力較差，但參與之成員為良好的領導者，即使參與討論人數少、聚焦晚，

還是可能導向良好之成果。但在另一方面，當小組尋找主題、探討主題時未能發

現既有產品之存在，而設計與既有產品相仿、相同之產品，則即使有良好之歷程

表現，還是可能導向較差之成果。此外，當小組成員參與有限、該組較晚聚焦於

主題，且主要參與成員並非良好的領導者時，也可能導向較差之創意產品成果。

整體而言，如果小組探究的主題已存在既有產品，或如果小組成員參與有限、或

所探究的主題聚焦時間太晚，或主要參與成員並非良好的領導者時，則較無法產

出較佳之創意產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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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共分為兩節。第一節提出本研究之相關結論；

第二節提供未來教育、未來研究之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知識翻新原則引導學生在知識論壇上進行知識翻新活動。本研究從

研究對象之小組創意產品成果追溯小組問題解決歷程，探討各組之創意產品表

現。此外，針對問題解決歷程（如：團體動力、想法數量、想法品質）進行分析。

最後，針對各組之創意產品表現、歷程表現進行探討，以分析不同組別在創意產

品與歷程表現上之差異情形。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 

 

壹、學生歷經 14 周之知識翻新活動之後，確實能提出創意想法並設計各組創意

產品成果 

    知識翻新原則強調「關心真正的想法，重視真實世界中實際發生的問題」、「社

群共構知識與共享責任」、「知識改進與翻新」。在這一學期中，48 名學生共分為

數個小組，小組中的每個成員被賦予對知識的責任，進行為期一學期之知識討論

與翻新。授課教師鼓勵學生從真實世界中之問題發想，針對問題進行想法的翻新

與改進，提出不同於以往之創新概念與設計，最後產出創意產品以解決該組問題。 

    學生歷經 14 周之知識翻新之活動之後，學生能在期末產出創意產品、提出

創新構想。如將學生產出之各組創意產品與既有產品比較，則可發現學生歷經知

識翻新活動後，確實能提出創新想法並設計各組之創意產品成果。各個小組針對

生活中不同之實際問題進行發想，共構知識、翻新知識，最後產出有別於以往之

生活科技產品，顯示知識翻新確實能讓學生進行想法發想與設計，而不論最後表

現為高分或低分組，每組學生在期末都能產出創意產品、提出創新概念、新增創

意功能，以解決最初發想之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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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體動力（問題解決歷程的表現面向之一）與創意產品表現具有正向相關 

    知識翻新原則強調「社群共構知識與共享」、「知識翻新注重談話歷程」、「成

員平等參與知識產出過程」。在知識翻新學習中，小組是一個社群，而每個小組

必須共同合作、參與知識產出過程，並且每個成員皆對知識負有責任，透過不斷

的想法發想與互動，於期中決定該組欲探討之主題，時而由成員扮演領導者之角

色監督想法進展，最後產出創意產品。 

    研究者針對各組之想法討論歷程予以分析，並設計團體動力評分表以了解各

組之互動與合作情形，進一步將團體動力與創意產品表現進行相關分析，分析結

果顯示，團體動力與創意產品總分具有正向相關，亦即若小組團體動力表現較優

良，則在該組之創意產品表現也可能會有較優良之表現；若小組創意產品表現優

良，則在團體動力表現上也可能會有較優良之表現。 

 

參、各組所經歷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並非循序漸進由階段一（搜尋目標、問

題）發展至階段六（實踐設計） 

    在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之表現方面，並非每個小組都歷經每一個階段，且在

階段的演化上也並非循序漸進的發展。在各組未確定主題之前，傾向於大量搜尋

目標、探討問題之工作，進行大量的階段一、階段二之活動。之後，隨著該組主

題確定，發展階段三，才進行階段四、階段五、階段六之活動。整體而言，學生

傾向於期中以前大量發展階段一（搜尋目標、問題）、階段二（探討關於問題之

相關資訊），待期中確定該組主題（階段三）之後，針對該主題進行更深入的激

發點子（階段四）、評估想法（階段五）與實踐設計（階段六）。各組之創造性

問題解決歷程表現是非線性的，階段與階段之間彼此交錯進行，而非循序漸進由

階段一發展至階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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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知識翻新能幫助學生發展較高層次的認知活動，特別是關於「想法深化與澄

清」之活動 

    知識翻新原則強調「以多元觀點切入與探討想法」、「想法可以持續被改進」、

「成為知識的自主追求者」，著重於想法之間的互動、持續改進想法，以及成為

知識自主追求者。在為期一學期之活動中，學生必須持續的討論與激發想法，成

為知識的自主追求者，透過想法之互動與資源之提供，進行想法改進活動。 

    在想法品質方面，學生於平台上之互動集中於「想法發想」、「想法深化與澄

清」，各組想法平均品質分數並不高，難以達到「想法整合」層次。然而，有些

組處於「想法發想」層次，而有些組則界於「想法發想」與「想法深化與澄清」

層次之間。在時間序列分析方面，少數組別之時間序列分析結果為從「想法發想」

發展至「想法發想」之類型；但另一方面，部分組別之想法演變歷程為從「想法

發想」發展至「想法深化與澄清」之類型，表示部分組別在知識翻新學習之下，

能往較高層次之想法類型演變，特別是關於「想法深化與澄清」之活動。顯示知

識翻新活動能提升想法之互動與精進，幫助學生往較高層次之想法類型發展。 

 

伍、問題解決歷程表現較好之組別也較易產出較好之創意產品成果。反之，如果

小組探究的主題已存在既有產品，或如果小組成員參與有限、或所探究的主題聚

焦時間太晚，或主要參與成員並非良好的領導者時，則較無法產出較佳之創意產

品成果 

    知識翻新原則強調「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越」、「想法可以持續被改進」，

在一學期之知識翻新活動中，學生進行一連串之想法發想、深化、整合之活動。 

    良好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團體動力、想法數量、想法品質）較可能導向

良好之創意產品成果。在三項歷程表現中有兩項為高分組者，亦可能導向良好之

創意產品成果，但其存在著差異情形。如果小組探究的主題已存在既有產品，或

如果小組成員參與有限、或所探究的主題聚焦時間太晚，或主要參與成員並非良

好的領導者時，則較無法產出較佳之創意產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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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對未來教育之建議 

一、教師可以融合知識翻新原則於教學 

    在本研究之課程中，知識翻新原則無所不在。知識翻新原則徹底落實於教

學，例如：(一)關心真正的想法與實際的問題：學生歷經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

學習從生活中尋找問題、蒐集資料，彼此進行大量的想法互動、深化、整合，最

終發表創意產品；(二)知識翻新注重談話歷程：在一學期中，學生進行大量想法

互動，不論是該組或組外同學，學生彼此交流、討論想法；(三)社群共構知識與

共享：在團體中，成員之間彼此合作，一同共構知識、分享資源。 

    研究者發現，學生具有許多想法，且能夠在歷時一學期的課程中，透過不斷

的腦力激盪、透過與他人之交流，共構與翻新知識。不僅能產生創新想法，也能

考量創新想法的運用層面，設計創意產品以回應最初的實際問題，從中培養解決

問題與創新思考能力。因此，建議未來教師可以考慮融合知識翻新原則於課程，

落實知識翻新學習，讓學生有機會提出想法、創新思考，並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二、教師應注意各組學生之團體動力情形 

    在知識翻新學習中，強調社群成員共同參與知識產出之過程，在小組中之每

個成員都應被鼓勵提出想法、踴躍參與討論，進行想法間之對話與分享。從本研

究中可以發現，各組團體動力表現與創意成品表現具有高度相關，顯示團體動力

表現優良之組別，往往也較能夠在創意成品有較優秀之表現。 

    在知識翻新學習之中，教師之角色不再局限於講述者之角色，而漸漸轉變為

引導與協助者之角色。在高度知識翻新環境中，學生成為主導者、成為知識自主

追求者，然而，正因為知識翻新強調學生程為知識自主追求者，在本研究中發現，

學生在知識翻新環境中成為知識自主追求者之表現存在著差異情形。部分小組擁

有很強烈的團體動力，能夠透過小組合作，持續進行想法改進活動，能自發性的

進入學習平台進行想法討論，以讓小組之討論更加有效率，最後導向較好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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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然而，在另一方面，部分小組團體動力表現不佳，成員未能參與討論過程，

以至於想法無法有效討論與改進，最終導向較差之成果表現。 

    在本研究中發現，部分小組之成員未能參與知識翻新活動，導致該組整體的

團體動力不佳，最後影響創意產品表現。因此，研究者認為未來教師如採以知識

翻新原則為中心之教學、知識翻新活動，則應更加注意各組合作與團隊表現方

面，應特別注意各組學生之團體動力情形，以瞭解各組成員參與情形，並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知識翻新活動。 

 

三、教師應重視學生想法討論品質 

在知識翻新學習中，學生須透過不斷的對話，進行想法的發想、深化、整合。

在討論初期，教師應鼓勵學生大量進行想法的發想與討論，而隨著時間之進行，

教師應鼓勵學生從想法「廣度」上之發想，逐漸轉為想法「深度」上之發想與整

合，針對探究之問題進行取捨，鎖定一主題進行研究與修正。在討論之內容上，

學生應從起初廣泛的想法討論，漸漸聚焦於某些主題，並開始設計與深化相關想

法，進行想法的深化與整合。 

知識翻新原則強調「關心真正的想法與實際的問題」、「想法可以持續被改

進」、「知識翻新注重談話歷程」、「統整想法有助於邁向超越」…等。因此，想法

是需要持續地提出、改進、對話、整合。想法大量的提出有助於想法的討論與延

伸，但教師除了關切學生所產出之想法數量之外，亦應關切學生想法討論之品

質，鼓勵學生提升想法層次，讓想法得以朝向「深度」發展，使想法得以持續地

改進、整合。 

在本研究中發現，部分組別能產出大量的想法，而這些想法的確可以幫助小

組想法上的發想。想法數量多不一定就代表能往較高層次的想法層次發展，想法

數量多但想法品質不佳，不一定會導向較好之成果表現；然而，想法數量少，但

想法品質與想法層次較好，則可能導向較好之成果表現。因此，想法數量之多寡

固然重要，但也應重視想法品質、想法層次的發展，使想法朝向「深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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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變項 

本研究以個案分析探討 48 名學生在歷時一學期之知識翻新活動之相關表

現，以了解學生在創意產品表現、想法討論歷程、團體動力表現之差異情形。對

未來研究之建議方面，研究者認為未來可以朝向實驗設計之方式進行，以探討實

驗組與對照組在表現上之差異情形。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科系背景多屬社會科學領域。建議未來研究

者可以嘗試不同領域背景的對象，或是針對不同年齡層之對象進行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分析方式進行探討，分析學生於知識論壇平台上之互動情形。

由於時間與人力之因素，研究者未能針對受試者進行較深入之訪談，僅以個案研

究方式進行探討與分析。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能增加對受訪者之深入訪談，或

對個案進行較長期追蹤與評估，以瞭解其他可能影響研究之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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