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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創意點子王
參加領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參賽者姓名：許嘉哲 1、許清皇 1、黃麗娜 1、周素珍 1、許鴻元 1
學校名稱：彰化縣伸東國小 1

壹、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一、基本理念

本校從 95 學年度開始配合本縣教育處推行資優方案課程，課程的演變
過程如下表一，本教學團隊逐年在課程中加重科學與創造力的比重，設計
讓整體課程成為一個長期且有規劃性的科學與創造力養成課程，並在九十
八學年度進行第一循環的教學，經過本次為期八個月的教學過程後，教學
團隊自我省思與改進缺失，將本課程略做調整並再加入部份新課程，正式
成為為期一年半的完整課程，期能讓學生在長期且有別於一般學科的學習
方式及內容中，能引發科學的興趣及培養更多的創造力。
年度及方案名稱
實施內容
實施對象
實施期程
95 學年度
數學
五、六年級 寒假一週
數學資優教育培訓營
96 學年度
數學+科學 五、六年級 寒假一週
數理邏輯創意營
97 學年度
科學+創造力 五、六年級 寒假一週
少年科技創作 PowerTech
98 學年度
科學+創造力 四、五年級 98.11~99.6
創意點子王－夢想起飛
100 年度
科學+創造力 四、五年級
100.1~
創意點子王
【表一：伸東國小歷年資優方案課程】
二、課程內容
本課程以創造力和科學為課程主軸，分成四個階段。階段一創造力的訓練，
以藝術與人文、科學、資訊、語文、表達訓練等方面培養學生的創造力；階段二
創意發展，讓學生以科學的先備知識和創造力進行動手做的活動，發揮創意進行
知識應用；階段三強化科學素養的培養，讓學生透過科學探究的過程提升科學素
養；最後，階段四讓學生運用創造力和科學素養來嘗試無中生有的發明體驗。由
以上四個階段來架構成本方案的完整課程。
三、傳達意念
「因材施教」是至聖先師孔子的教育理念，我們依據這樣的理念，並搭配資
優教育的良師導引概念。使用有別於一般學科學習的內容和教法引發學生的興
趣，引導表現優秀、有興趣的學生來探索課程中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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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教材架構及課程設計概念圖
本課程為了逐步讓學生鬆綁僵化、固有的思考模式，並增強科學
知識，因此規劃分成四個階段（如下圖一）
，說明如下：
【階段一】創造力訓練：本階段為訓練學生的擴散性思考及聚斂性思
考能力，課程結合藝術與人文、科學、生活創意、劇本編
寫、科學辯論等內容，配合教學團隊內在各領域中學有專
精的伙伴專長，來引發學生們的創造力。
【階段二】創意發展：本階段利用積木做為教具，讓學生利用積木並
結合許多課程內所學到的科學知識，應用設計成不同的作
品，如：彈力車、視覺暫留塔…等，最後讓學生運用這一
段所學，設計成能自動運作的一套機關。
【階段三】科學探究：本階段以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為主，讓學生學
習發現問題，進行假設，設計實驗，進行實驗，修正實驗，
形成結論，最後撰寫成科學報告。
【階段四】創意與科學結合：本階段讓學生嘗試著進行發明的工作，
先從介紹生活中常見的巧妙發明開始（如：便利貼、訂書
機等）
，再讓孩子尋找生活中的困難點，最後分組發想解決
的方式，進而驗證實作發想的發明物。
【圖一：創意點子王課程概念圖】

創造力

階段二
創意發展
（PowerTech、機關王）

階段一

階段三

創造力訓練

科學探究

（能力養成）

階段四
創意與科學結合
（IEYI 青少年發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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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展覽）

三、教學內容說明
創意點子王

階段一
【創造力訓練】
活動名稱及教學目標
活動內容及實施辦法
補充說明
【活動一】圖形接龍：
◎利用聯想與創意，將原本的圖案加 1.課程時間：3 小時。
2.發散性思考訓練。
1.由活動過程中，培養孩
上簡單幾筆後變成另一種圖案。
子的變通力與獨創力。
例如：
2.能利用放大、縮小、旋
轉 等思考方式，將原
圖創造出另一種圖案。
信用卡→房子→路燈→飛彈→烏賊？
◎【個人創作】
：能想出越多圖案越好
◎【團體接龍】
：先聯想別人的圖案為
何，再加上幾筆變成任一種圖案，
再傳給另一人聯想，…
【活動二】變形素描：由 ◎發揮聯想與創意，利用將原圖扭
1.課程時間：3 小時。
活動過程中，培養孩子
曲、變形…等方式，創作屬於個人 2.發散性思考訓練。
的流暢力、變通力與獨創
風格的素描作品。
力。

例如：

→變成

【活動三】科學與創意應 1. 在鋁管中漫步的磁鐵：一般鋼珠通 1.課程時間：12 小時。
用：
過鋁管時，會按照正常速度掉下， 2.發散性思考訓練。
1.透過活動讓學生了解
強力磁鐵因磁場方向的改變，速度
科學原理。
也會跟著改變，磁鐵數目不同結果
2.只要一點小小的改
也不盡相同……。
變，就會有不同的結
2. 搖搖來電：將磁鐵置入吸管內，並
果。
利用吸管和漆包線製作簡易線圈，
3.生活創意就在這些小
線圈連接到 LED 燈，利用磁生電原
變化之中產生。
理使 LED 燈發光，線圈匝數及搖晃
4.結合不同的原理，創造
速度會影響電流大小，進而產生不
出讓生活更便利的物
同結果……
品。
3. 打擊出去：以漆包線在軟鐵棒上緾
繞多匝螺線形線圈的裝置，線圈密
度愈高愈佳。將螺線形線圈通以直
流電時，軟鐵棒即可磁化為暫時磁
鐵，而當電流切斷後，軟鐵棒的磁
性隨即消失。電路接通電源時，電
磁鐵因磁化而具有磁力。附有小槌
的彈簧片因磁力而向右敲打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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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彈簧片因向右偏移而造成斷
路，電磁鐵在斷路時磁性消失，此
時彈簧槌因受到彈力而向右移動，
接觸到右側小螺絲而形成通路，不
斷重複彈簧槌則反覆敲擊。
4. 簡易磁浮列車：利用永久磁鐵或電
磁鐵異極會相吸的原理，同極卻有
極強的排斥力，磁浮列車能浮起
來，磁浮列車的前進原理是利用線
性馬達。線性馬達將原來普通馬達
轉動的力量轉換為直線移動的力
量。
1.課程時間：12 小時。
【活動四】科學辯論：
１.【基礎認識與主題設定】
1.此項課程主要在透過
（1） 於黑板表列生活中「封閉型」 2.聚斂性思考訓練。
以科學為範疇的主題進
與「開放型」的問題，先由學生自
行「辯論」。
由進行分類，再加以說明不同的思
2.藉以培養學生分析辯
考邏輯，引導出「辯論」的重要性，
題、蒐集資料、整合資
並介紹「辯論」的基礎原則。
料、論述、維護或攻擊 （2） 讓學生從生活周遭相關的科學
的論點。
議題當中，經討論後擇取具有討論
3.藉由辯論過程中與隊
價值，並符合學生本身知識能力的
友相互支援的互動，培
主題，例如：核能發電、生物複製
養「團結合作」的精神。
科技等等。 確定主題之後，教師介
4.最後期望學生在辯論
紹辯論的三步驟：「資料準備→ 辯
過程的攻防瞬間，激發
論攻防→ 結論修正」。
學生針對問題解決的創 （3） 一方面讓學生熟悉所需資料的
造力。
搜集方向與管道，一方面也讓學生
了解「奧瑞岡式」正、反雙方的攻
防責任與辯論禮節。
２.【資料蒐集與整理】
（1）先介紹論辨相關資料的收集方
向，唯為加強學生善用網路的資訊
能力，本次辯論的資料蒐集將以「網
路」作為主要的對象。由學生分次
利用電腦教室，進行資料蒐集工作。
（2）訓練學生將所蒐集的資料加以分
類整理，找出與此次辯論主張相關
性最高的資料，並且建立與論點相
關的攻防點，以利辯論進行過程中
能靈活運用。
３.【辯論原則與練習】
（1）透過「2009 海峽兩岸大學生辯論
賽」的影片收視，讓學生對辯論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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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創意劇本編
寫：
1.藉由各種音效聯想訓
練扭轉學童僵固性與盲
點，提升對問題的敏覺
力。
2.運用群體思考的腦力
激盪法，完成劇本創
作，透過自由討論的情
境，充實對問題的深度
認知及產生可行方案的
質量。
3.在擴散思考中搜集廣
播劇創意元素，在藉由
聚斂思考評估與判斷擴
散思考所提出點子的價
值，在經驗分享與傳承
中完成廣播劇。
【活動六】創意人偶與布
景造型：本課程與前後兩
課程結合，將以創造出的
造型人偶與布景拍成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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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更進一步的認識之後，再依據
學生個別特質分別擔任「主辯」
、
「助
辯」與「結辯」的角色。
（2）分別介紹辯論過程中「論述」與
「攻防」的要點與技巧，並且提醒
應避免的繆誤，建立正確的辯論方
式與態度。
（3）藉由同隊學生相互詰問功防，一
方面練習口語表達的流暢度，一方
面模擬對方可能的提問方向及我方
主張可能出現的漏洞。並由教師在
過程中針對個別問題加以說明與釐
清。
４.【正式辯論】
（1）雙方依據先前準備之相關資料與
主張論點正式進行辯論。
（2） 辯論結束後，先由學生檢討雙
方優缺點，並提出自己的收穫之
後。再由教師群說明此次辯論勝隊
獲勝的理由，以及雙方可改進的具
體事項。
◎廣播劇講究真、善、美。對白以人 1.課程時間：15 小時。
民群眾的口頭語為基礎，經過加工、 2.聚斂性思考訓練。
提煉，達到準確、鮮明、生動，更加
富有形象性和藝術感染力的文學語
言。
◎除了文學元素,尚須有音樂、音響選
擇得當的藝術層面，要達成音樂與文
學的相得益彰，需文學的創新及具巧
思的音效融合，方能成就作品完整。
故本活動藉由廣播劇劇本的創作，誘
發學童對用詞遣字及情節編纂的創
意；音效的模仿，培養學生創意思考
能力及對週遭細微事物的觀察力，從
而激發創意聯想的原動力。

◎本階段將利用積木來創造前一課程
劇本作品中的人物，發揮創意製作出
劇本劇情中的情境，以利後一課程的
動畫製作。

1.課程時間：9 小時。
2.聚斂性思考訓練。

畫小短片。

【活動七】動畫製作：活 1.欣賞動畫。
動過程中，使學生充分發
（1）便利貼製作動畫。
揮積木可組合之特性，並
（2）黏土製作的動畫。
了解動畫製作過程。
（3）積木製作動畫。
2.動畫軟體功能介紹。
3.積木動畫製作流程。
（1）腳本製作、拍照。
（2）照片編修、編排。
（3）加字幕。
（4）加音效。
4.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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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時間：12 小時。
2.聚斂性思考訓練。

階段二
【創意發展】

活動名稱及教學目標
活動內容及實施辦法
補充說明
【活動一】創意機械獸： 1.本活動以中華創意發展協會推廣的 1.課程時間：36 小時。
1.讓學生能瞭解機械獸
科技創作競賽之初賽競賽物「螞蟻
其中所包含的科學概
雄兵」為主要教學內容，本活動是
念，並能確實用以修正
讓孩子透過動手做使用手工具來製
其作品之機能。
作競賽物「螞蟻雄兵」
，製作過程學
2.透過參加競賽增廣孩
生必須瞭解離心力、重心、輪軸等
子的見聞，並訓練其抗
科學概念，再配合創造力的發展製
壓性。
作出機能完善的「螞蟻雄兵」。
2.本活動以中華創意發展協會推廣的
科技創作競賽之決賽競賽物「機器
戰鼠」為主要教學內容，本活動除
了延續上一活動的科學概念外，因
競賽物「機器戰鼠」的機能與螞蟻
雄兵不盡相同，因此會加強作用力
與反作用力及彈力的科學概念，讓
學生應用來修正機能以在競賽中取
得好成績。
【活動二】創意機關設
1.【機關設計概論】
：以日本機關王及 1.課程時間：54 小時。
計：
去年本校學生參加中華創意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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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以【問題導向學
會舉辦之綠色能源全國機關王競賽
習】，過程中除了介紹
的影片介紹機關王的設計概念。
並運用科學原理之
2.【尋找新創意】
：此部份讓學生們分
外，也藉以培養學生的
組從網路資源或圖書館中的書籍資
問題解決能力，其能完
料中尋找在小學自然課本中沒有的
成任務的過程中發揮
科學實驗或科學遊戲（如：水果電
所學及施展創意。
池等）
，先思考可否用於未來機關之
2. 讓學生透過觀察瞭解
關卡設計，選擇可用的部分來試
生活機械的機械構造。
作，並分享給其他組。
3.讓學生以積木模擬所
3.【綠色能源之運用】
：本活動將利用
觀察之機械藉以了解
積木中的太陽能組、風力能源組、
科學原理的運作情形。
氣壓水動組做為動力來源，進行應
4. 學生能利用所學設計
用、開發新機構，因綠色能源所創
成一連串的機關，並能
造的能源效率較差，因此需在機構
完整說明。
上特別進行改造及設計。
4.【機械結構及原理】
：本活動將以生
活中的機械讓學生從中瞭解其機械
結構及其中的科學原理，例如：變
速腳踏車的運作方式、馬達中的輪
軸省力裝置、汽車是如何四輪傳
動、如何讓馬達同時帶動不同裝置。
5.【機關組合訓練】
：將前面所學及發
揮創意運用各種環保及生活用品，
設計至少五關的關卡。

創意點子王
活動名稱及教學目標
【活動一】科學展覽：
1.以科學探究的教學來培
養學生的科學素養。
2.讓學生能有「大膽假
設，小心求證」的實驗
精神，並確實執行。
3.讓學生能將實驗所得寫
成淺顯易懂的說明書，
並有口頭報告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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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
【科學探究】
活動內容及實施辦法
補充說明
1.【科學素養養成】
：以本校歷屆科展 1.課程時間：21 小時。
作品介紹該如何探究生活中的科學
現象，並介紹實驗設計的概念及如
何找到適當的主題。
2.【科學探究實作】
：分組進行進行實
驗設計、資料搜集、實作實驗、實
驗檢討，最後進行實驗改良。
3.【科普文章寫作】
：將實驗歷程和記
錄寫成科學展覽作品報告書，並練
習報告。

創意點子王
活動名稱及教學目標
【活動一】發明展：本活
動是整個方案的成果驗
收，讓學生利用整段課
程中所學得的創意技能
及科學素養來進行發
明，期能從作品中看到
學生的創造力。

階段四
【創意與科學結合】
活動內容及實施辦法
補充說明
1.課程時間：15 小時。
1.【發明設計觀摩】
介紹過去幾年國內及國際作品，觀
摩優秀作品的想法。
2.【創意發想】
透過不同媒體（圖書、網路）尋找
創意的點子。
3.【創意點子實作】
尋找適合的素材嘗試將想法實作出
來。
4.【想法精煉】：檢討實作結果並改
進。
5.【成果發表】：撰寫發明成果報名
書。

參、創意教學創新策略
一、教學理念之創新
1.強調自主學習：本方案中落實教學者為學習的輔助者的想法，大量增加
讓學習者動手做的機會，讓學習者真正成為學習的中心。
二、教學方法之創新
1.完整的課程架構：以完整、順序的四個階段課程實施，搭配學生的先備
知識，讓學習更有效率。
2.主軸課程建立：所有課程以創造力和科學為主軸進行設計，不受任何學
科、領域的限制。
3.重視科學原理之應用：方案課程中不以灌輸新的科學知識為主要訴求，
反而以讓學習者進行知識的應用及探所為主要目標。
三、教學環境之創新
1.教學時間拉長：任何能力的養成都不是短時間能做到的，因此我們打破
經費的限制，強化與學習者及家長的溝通，將教學時間
拉長到一年半，不論學期間或寒暑假期間不間斷。
2.教學環境不受限：課程學習除使用各種不同的學習環境外，更主動帶領
學習者走向校外，參與各種校外比賽，讓比賽過程也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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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學習的過程之一。
四、教學材料之創新
1.創意教具提升學習興趣：運用積木當成教具，能有效提升學習興趣及效
率。
2.採用學長姐的成功經驗為學習材料：大量運用學長姐的作品為範本，降
低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的陌生感，有效提升其自信心。

肆、教學團隊的省思
在九十八學年度本教學團隊實施過一次本方案的課程內容，學生及家長的反
應都相當良好，因為便以該次課程為本方案的雛型進行修正，本教學團隊進行了
以下的省思：
一、課程時間過短：由於本方案的實施經費來源來自於教育部或本縣教育處的特
殊教育經費，因此常受限於申請期程限制和公文核定的時程限制，使得課程
常會延後或縮短，造成教學進度延宕，教學效率降低，因此教學團隊決定將
課程拉長成一年半的完整課程，並與學習者和家長溝通提供經費不足時的協
助，以利課程推動。
二、強化課程間連結：本方案以創造力和科學為課程主軸，在創造力訓練階段以
多元領域刺激創造力的養成，但課程間的連結不足，因此在方案修正時，我
們將劇本寫作、戲偶創作和資訊融入連結成一個偶戲動畫的作品呈現。
三、增加個別指導的機會：本方案內容牽涉到許多專業領域的知識，為讓學習者
能把握如此難得的學習機會，因此方案課程進行中每堂課至少需要有兩位以
上的專業老師在場指導，提供即時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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