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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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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歸納開授「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通識課程之教學歷

程，透過不斷地行動與調整，建構創新的教學歷程，以提升學習成效與

教學產出。在開授的五學期期間，以教育行動研究的精神為基，採取規

劃、執行、省思、修正行動方案與再執行的歷程。教學模式主要援引

Parnes（1967）提出的「創意解難」（CPS）教學模式，透過設計教學

活動，基於醫事健康的學校特色，引導學生進行生活用品與橘色科技的

發想與創作。研究者並將教學產出充分擴展延伸，指導學生團隊獲得國

際發明展金牌獎、教育部實務專題競賽前三名等佳績，並有專利和技術

轉移等具體產出。

關鍵詞：三創課程、教學歷程、通識教育、創意解難、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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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旨在歸納三創（創新、創意與創業之簡稱）類通識課程之教

學歷程及學習成效，其緣起係為當前教學現場遭遇的問題、校務研究數

據分析與教學實務過程產生之瓶頸，進而引發改善教學的動機，茲說明

如下：

一、動機～教學現場待解的問題

常聽學生說：「通識課程多是營養學分！」學校主管與教師們則

說：「通識課程難有具體或實務產出！」

研究者教授通識課程，曾任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對於以上幾點並

不以為然。但在教學現場也確實感受到學生的敷衍態度與欠缺自信的狀

態，僅有少數學生願意對通識課程投入時間與心力，更遑論從中獲得成

就感與價值感。

臺灣社會的教育風氣仍以進入一般大學為優先選項，技職體系學生

常欠缺自信，學生對學習感到挫折費力；在工作職場上，雇主則反應技

職學生沒有接受挑戰的勇氣和不敢嘗試新事物，上述狀況值得深思（邱

慧芳，2013）。

將問題拉回研究者任職的技職校院現場，分析校務教學歷程系統的

數據，2017年辦理之「全校核心能力調查」（總樣本數共4,970人）發

現，全校核心能力表現最低的三項，分別是「語文表達」、「實務學

習」與「創新思考」。經本校校務教學歷程系統數據分析，彙整畢業生

自陳評估表，發現「問題解決」與「創新思考」位居學生自評應加強的

能力的前四名，另外在雇主滿意度調查，這兩個能力也是待改進主要項

目（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7）；若審視103～105學年度本校畢業生職

場性格系統（Career Personality Aptitude System, CPAS）分析結果，本校

學生的革新性與思考性兩項性格指數尚有提升的空間。Wolska-Dlugosz

（2015）則認為創造性思維與問題解決能力是從事職業工作的關鍵能

力。如何補實這兩項關鍵能力的缺口，將是需要正視的議題。

鼓勵學子學習創新與創業精神，是當前先進國家大力推動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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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年積極推動的相關計畫，希望讓創新創業於校園中扎根（教育

部，2016）。然研究者任職學校以培育醫護專業人才為特色，多數科系

取向以國考及就業為主，創新創業動能比較不足（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017）。再者，本校校園內並無創客基地的設置，也沒有商管學系或理

工科學系，加上創新創業課程設計於校級或院級的通識課程當中，受到

重視程度普遍低於一般專業科目，面對多種不利情境，如何提升通識教

育三創類型課程的學生學習動力與學習成效，讓三創教育得以落實扎根

於校園，將是一大挑戰。

再者，目前國內各部會以及大專校院都積極辦理各種創意創業競

賽，因為參與各項競賽具有做中學的效果，學習整合多領域的知識，亦

可學得團隊合作、人際溝通及情緒管理的能力（張誠新，2008）；也是

有效連結實務發展的管道，可為專業技術厚植實力（林秀慧，2012）。

馬瑞芳（2003）認為競賽具有合作學習的功用，激發個人創意思考，提

升學習動機。研究者先前開授「創業管理」課程，過程中發現，醫護類

學生選修此類型通識課程，對於製作創業PPT與撰寫企劃書興趣不高，

常欠缺動力及信心，認為憑空談創業過於遙遠難以跨越，對外參賽更裹

足不前，導致本校對外競賽僅侷限於少數科系與學生：如今三創校園的

浪潮來襲，但在本校內似乎只形成小漣漪。

由先前開授「創業管理」課程的經驗，為了突破空談創業過於遙遠

的瓶頸，於是2016年研究者改而嘗試開授「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通識

課程，企盼以SCAMPER奔馳法促發構想並實作產品模型，以助長學生

創意思考能量。開授此課程的第一學期，學生的興趣的確提高了一些，

但教學過程仍面臨若干問題。

首先，學生的學習動力雖然有所提升，但部分同學還是存有敷衍態

度或欠缺自信；另外，學生創意構想主題過於分散多元，沒有明確的聚

焦；再者，實作過程需要經費和場地，學校目前並無支援，也無創客基

地與設備，只能依靠教師熱忱提供部分補貼，以致作品過於粗糙簡略，

未能將構想具體呈現；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教學省思到：「教學過程中

沒有系統性的創意思解模式以有效引導」；初期採奔馳法以改良產品，

但整體歷程尚不足以促發學生創意思考成效最大化等等，上述實務層面

的問題驅動了改進教學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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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授課經驗和回饋，成為後續改進教學的基石。研究者思索著

在有限的教學資源下，如何爭取外部資源，讓學生能整合所學，鼓勵學

子創意實踐，從發想、實作與引導競賽的參與過程中，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此為本教學歷程的最大價值。  

據此，本研究乃藉由三創類通識課程指導與帶領學生的行動歷程，

探析參與課程學生的學習滿意和教學成效的表現情形，以建構出有效之

教學歷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開授「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通識課程，進行不斷調整

與突破，目標在於提升此一課程的學習成效以及具體產出。而主要的研

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師生參與「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課程的教與學情形。

（二） 瞭解「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課程學生對教學的滿意狀況與產出

情形。

（三） 透過行動實踐，探索「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課程可行的創造思

考教學歷程。

貳、文獻探討

基於上述目的，文獻回顧包含了三創課程現況與評量方式以及創造

思考教學的模式與成效等部分，從中可以獲得教學研究的啟發與導引。

一、三創課程

（一）三創課程現況

由於近年來知識經濟時代的變遷，全球面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對

於創意以及創新、創業的人才需求更形重要，鼓勵學子學習創新與創業

並付諸實踐，是目前世界先進國家大力推動的風潮（劉常勇，2002）。



5

美國可說是創業教育的先鋒，1947年第一門「新事業的管理」在哈

佛的MBA開課，1953年彼得杜拉克在紐約大學開設「創業與創新」，

Babson學院第一門創業課程則開始在1967年，到了2002年，美國的商

業學校與大學則至少提供了超過700門的創業課程（Christine, 2004），

2005年已經超過1600個高教機構開授三創課程，目前美國高教機構仍

在擴充與深化創業教育，世界各國也呈現蓬勃發展的狀態（Kuratko, 

2016）。

進入二十一世紀，臺灣自也不能墮於先進國家之後，為達到創造力

國度的願景（Republic of Creativity, ROC），教育部引領大專院校開設

「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相關課程，打造校園特色文化氛圍，發展

臺灣社會及產業的創新。而2009年第八屆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更確定了

創造力教育為未來產業發展的基礎教育（吳靜吉、樊學良，2011）。至

此，不論公民營機構或財團法人等，競相推動以創意、創新與創業為主

軸的各項計畫、競賽與推動策略等。

近年來，臺灣的創意、創新與創業課程（以下簡稱三創課程）在教

育領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有些直接成為科系所的名稱、有些包裝成

學程樣式，更多的是以課程方式呈現（陳蕙芬，2015），加上政策、補

助計畫與媒體等的推波助瀾，讓創意、創新、創業與創造力等項目在高

等教育蓬勃發展。

陳瑜芬與賴銘娟（2007）彙整了臺灣大學院校中開設的創業學程，

發現大都以結合該校所現有資源，與學校所重視的專業領域為主，亦即

除了創業的相關知識內容外，特別針對該校所重視的領域規劃較多專業

課程，形成不同的規劃與重點科目。而在重技能實作的技職院校裡，這

幾年，也紛紛掀起了開設創新創意課程的風潮，技職教育的創意創業課

程也呈現各校不同的基礎與特色（施教旺、張淑娟，2012），如研究者

所任職學校長期培育醫事專業人才為標榜，故創意創業的發展也以健康

照護議題為核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7）。

（二）三創類型課程的評量方向

從創新創意的教學觀點來看，「創意教學」指的是教師在教學過程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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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創意元素，導致以往的學術研究以及實務研討都注重「創意教

學」的教學方式，將焦點放在如何促進學生的創造力的過程（戴建耘、

陳宛非、袁宇熙，2009），而非著眼於學生的學習效果（施教旺、張淑

娟，2012）。如何去評量一門創新創意課程的教學產出或學習成效，這

一缺口正是本研究想要補實的。

Amabile、Conti、Coon、Lazenby與Herron（1996）強調在創意的評

量上「產品或可觀察的反應才是創造力最終的證明」，並認為「創造力

是一種對現存領域的行動、想法、產品的改變與更新」，而非只是教學

者或引導者的自我感覺或個人評估。所以，學生在進行創新創意課程所

產生的想法與作品，才是創意的具體表現（朱耀明、林怡君、張美珍、

王裕宏，2010；Wei, Weng, Liu, & Wang, 2015）。

實際操作這類型課程時，建議可要求學生發揮創意，在課程結束時

提交一個專題成果，或是參加創新創意類的競賽（朱耀明等人，2010；

蕭錫錡、張仁家、黃金益，2000）。施教旺與張淑娟（2012）使用問卷

調查法，調查接受完整創意課程訓練並產出創意作品的146位學生，研

究結果顯示學生產出創新創意作品對於創意學習效果是正向且有所助益

的。

亦即，三創類型課程學習效果的產生，不應僅以筆試或做表面觀

察，它可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有彰顯，所以可借助於行為改變結果或

是實物的產出去推估是否產生學習效果。學習目標若以激發對產品之創

意與設計為主，則以學習者有用的構想和概念的產生為考評標準（侯幸

雨，2010）。

Sarker、Sarker、Chatterjee與Valacich（2010）提出評估團隊合作

完成的專題時，將產出的評量區分成了過程滿意以及績效。而Finke

（1995）則提出創意構想的評價分成了創新性（originality）及實踐性

（reality）二個面向。在Aladwani（2002）的研究中指出，一個創意創

業專題的產出有：1. 任務產出，如效率或效果；2. 心理產出，如成員滿

意度；3. 組織產出，如創新的商業流程創造價值。

綜上論者的見解，本研究探討參與「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課程的

產出成效，乃包含心理產出以及具體實踐，前者以學生的滿意度為主，

後者則包含了創意構想與實體作品的成效評估，若能參與校外創新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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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發表活動、競賽，甚至得獎，則代表了該組學生學習成效應達到

一定之水平。

二、創造思考教學的模式與應用

（一）CPS模式

教學本身就是一種藝術，需要更多的創意投入。論及創意思考的教

學，常被提到的就是「創意解難模式」或稱「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 CPS是Osborn於1953年提出的概念與

方法，經由Parnes及其夥伴努力而廣為人知，效果最為顯著（Isaksen & 

Treffinger, 2004）。CPS模式發展已經超過60年，至今許多國家和研究

者仍在致力發展此一模式（Samson, 2015; Sousa, Castelão, Monteiro, & 

Pellissier, 2015）；它能提供以問題媒介，進行小組合作方式的學習，

過程中所運用的發散性思考和收斂性思考，更有助於建構處理方法或

策略上的多樣性（Nelson, 1998; Samson, 2015）。在國內也有許多學者

致力於CPS教學效果的研究及測驗之發展（王佳琪、何曉琪、鄭英耀，

2014），也被許多教師應用於科展解題及創造性的教學中（鄭英耀、劉

昆夏，2007）。

Parnes於1967年提出五階段解決問題模式，強調執行時須每一步驟

按部就班發展才會有良好的效果。此模式經Treffinger、Isaksen與Dorval

（1994）修正而發展成為六個階段，內容重點分別為：

(1) 發現困惑（Mess-finding）：列舉生活中常被困擾的問題，並將

之排序；

(2) 尋找資料（Data-finding）：蒐集一些與問題相關的資料，以供

分析之用；

(3) 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思索可能的問題，並界定問題的

關鍵所在；

(4) 發現構想（Idea-finding）：利用腦力激盪法構想出許多可行的

解難方案；

(5) 尋求解答（Solution-finding）：以客觀的標準評估各方法，並從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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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取最可行的解決方案；

(6) 尋求同意（Acceptance-finding）：針對上個步驟所選取的最佳方

案，思考實施時的可能遇上的問題和有效施行計畫，以作最後

採納的決議。

如成員們在最後「尋求同意」的步驟中，選出方案都無法獲得接

納，則需由第四個步驟「發現構想」中重新找尋其他方案。

此一模式修正為非線性循環模式，與Parnes的見解最大差異在於這

些步驟不再是線性的依序連接，亦即每次解題未必都要用到所有的成

分。爾後，Treffinger等人仍繼續進行修正（Treffinger, Isaksen, & Dorval, 

2006），但主要步驟與概念已變化不大。

Parnes與Treffinger等的CPS教學模式，雖然見解稍有差異，但核心

精神都是分組成員有系統的步驟中，先以擴散性思維方式想出不同解

難的方向或方法，再經聚斂性思考選取某些較重要或可行的方案。考

量本課程實施，學生選修只有一學期兩學分的時間，尚須保留一半的

課堂時間去進行實作產出，緊湊的狀況下教師群若採用循序漸進的步

驟實施，較有利於協助學生有系統地找出解決方案（Howard, Culley, & 

Dekoninck, 2008）。

CPS教學模式雖有上述優點，但主要為引發思考與選取方案，對於

實作課程的應用仍顯不足。Baumgartner（2010）曾提出修正的CPS七

步驟，前五步驟與Parnes等的方法雷同，但六、七步驟為制定行動計畫

（Draw up an action plan）以及實作（Do it!），如此更具有行動性。基

於本課程實作與評核的需求，故除了CPS外，教學的後續步驟則參酌陳

龍安（2006）提出的「愛的」（ATDE）教學模式。

（二）ATDE模式

我國學者陳龍安（2006）提出「愛的」（ATDE）創造思考教學的

模式，重點如下：1. 問（Asking）：老師設計或安排問題的情境，提

出創造思考的問題，以供學生思考。特別重視聚斂性問題及擴散性問

題，也就是提供學生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的機會；2. 想（Thinking）：

老師提出問題後，應鼓勵學生自由聯想，擴散思考，並給與學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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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尋求創意；3. 做（Doing）：利用各種活動方式，讓學生做中

學，邊做邊想，從實驗活動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能付諸行動；4. 

評核（Evaluation）：師生間共同評鑑，相互欣賞與尊重，使創造思考由

萌芽而進入實用的階段。

上述的CPS與ATDE模式，都強調重視聚斂性問題及擴散性問題，

並鼓勵學生聯想、欣賞以及相互評核。Parnes與Baumgartner等的CPS所

用的相關步驟是本課程實施主要的操作方式，但他的尋求解答以及尋求

同意等步驟實際實施時未必能獲致可觀結果（Howard, et al., 2008），

加上本課程實施除了創意發想之外還包含實際製作的活動，因此實作

（Doing）策略中，讓學生做中學，邊想邊做，從實作活動中調整與解

決就有其必要性，需要凸顯與強調。因此，本課程調整後的教學設計上

將加入實作、分享與成果評核等步驟，完成產品後鼓勵學生參與競賽，

讓學生的綜整能力得以全然發揮。

（三）SCAMPER奔馳法

本課程著重引導學生進行產品改良與創新，而在解難方案中，研究

者常應用Eberle（1996）提出名為「奔馳法」（SCAMPER）的檢核表

法，成效尚佳。

SCAMPER方法命名是藉7個字的縮寫，代表七種改進或改變的方

向，協助引導出新的構想，在產品改良中最為適用，7個字與改進途徑

分別為Substitute（替代）、Combine（合併）、Adapt（調適）、Modify

（修改）、Put to other uses（其他用途）、Eliminate（消除）以及

Reverse（顛倒）等。

（四）創造力教學模式的應用情形

中外的研究指出，創造性問題解決可以有效提升學生的創造力、情

意、擴散性思考、聚歛性思考的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蔡玉瑟、曾俊

鋒、張妤婷，2008；鄭英耀、劉昆夏、張川木，2007）。

吳雅萍（2009）透過後設分析，探討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與傳統教

學對學生認知、情意及高層次思考能力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發現：認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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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學習16篇，有59％的文獻呈現正向的學習態度；在情意學習20篇，有

60％的文獻呈現正向的學習態度；在創造思考能力33篇，有78％的文獻

呈現正向的學習態度。綜合言之，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確實能增進學生

在學習上的效果與能力，並進而產生正向的學習態度。

宋佳勳（2008）則運用CPS指導學生科展，發現學生能真正提升其

探究的能力以及學習動機；葉安琦（2016）也是針對科展學生，認為

CPS可使學生對議題的認知達成顯著效應，並且使學生產生多元及有創

意的解決方案。亦即CPS對於科展等較多討論、思考與實作的任務有其

效果。

新近，也有將CPS進行遠距教學的探討，發現以行動磨課師創意思

解課程對於修課學生的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力也具有影響力（高儷珉，

2016）。再者，研究者擴充CPS的應用，嘗試連結融合社會性科學議題

（Socio-Scientific Issue, SSI），進行教學實踐，探討學生的認知變化歷

程，也獲得正向效益（葉安琦，2016）。國外甚至與認知生理學結合，

探討參與者透過創造性思維方式的核磁共振腦電圖的活動狀況，發現創

造性思考時的腦波活動可以被解釋為積極的認知過程（Fink, 2009）。

綜合上述，可說CPS的應用多元，且中外的實證研究中也都呈現不

錯的效果。

參、教學實務設計與實施

本教學歷程以行動與實踐為主軸，據以發展教學活動，指導通識課

程的大學生進行生活創意的發想與實作，藉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滿意

度，也令教師本身獲得教學專業的知能成長。對應採取的教學歷程、課

程規劃與評量方式，說明如下：

一、教學的行動歷程

研究者開授此課程，整體教學歷程具有教育行動研究的精神。「行

動研究」係指實務工作者結合專家的力量，針對實務問題進行研究，以

謀求解決實際所遭遇的問題（吳清山、林天佑，1999）。而教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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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歷程，根據蔡清田（2003）的見解，認為首要界定問題和分析

焦點，再者研擬可能解決問題的教育行動方案，然後採取行動，繼而實

施評鑑與回饋修正。若未能解決實務問題，則將再次進入下一個循環歷

程，直到改善實務工作與情境。研究者的行動歷程大致上依據上述論者

的見解來執行。

教學實施也歷經幾次的調整與發展，2017年則採取CPS搭配ATDE模

式規劃課程。課程實施中輔以專利諮商師與專業技師協同教學，提升構

想與成品的水平。期中與期末則進行構想書與實作產品的評核，進行教

學產出的評鑑；而行動過程中，透過非結構訪談與教學評量，瞭解學生

的學習滿意情形以及內心想法，教師則同時不斷省思與改進教學實施歷

程，以契合學生學習最佳化之所需。前上一學期的教學與成果成為下一

學期教學的基礎，形成教育行動的循環歷程，如圖1所示。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圖1 教學行動循環

創意發想課程初始

規劃與設計課程

課程實施與執行

評量與檢視成效

反省與討論

下一學期的行動循環

行
動
循
環
歷
程

二、研究對象與背景

研究者所任職學校的通識教育目標以務實致用為導向，透過人文關

懷與職業倫理的博雅課程，重視創新創業能力的培育，成為醫事健康之

專業人才。因此，本課程之教學目標乃充分符應校通識之教育鵠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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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數科系的取向以國考及就業為主，創新創業動能比較不足。雖有部

分師生參與相關補助案或競賽取得佳績，但尚未成為全面性的擴散效應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7）。且依據本校校務研究系統數據分析，發

現無論是畢業生自陳評估或雇主滿意度調查，發現「問題解決」與「創

新思考」都是本校學生最應加強的能力項目。

研究對象為某私立科技大學通識課程的授課教師以及選修該課程的

大學生，此課程所選定的主題為生活創意用品的發想與製作，每學期開

授一班約40至60位左右的同學選修。本校通識課程分為核心通識與分類

通識，而「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屬於後者，大學部學生必須從四大類

的分類通識課程中，每類各選修一門課程。

先前論者曾論及：學習成效會藉由個人特質、課程設計、人際互動

等因素產生影響（Honore, 2003）。隨著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的不同，

學習成效也會隨之改變（Agrawal & Khan, 2008）。因為本科目各系學

生從電腦系統選填志願而來，學期初師生處於完全陌生狀態，且為多科

系的組合，成員間溝通與聯繫也較困難。加上先前的學習背景有異，對

於創新創業主題多數陌生，學習熱忱高低參差，如何有效引導，提升學

習成效與滿意度實有其高度的挑戰性。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主要為教學滿意學生評量表與訪談大綱。

（一） 學生對教學滿意的評量引用本校發展的大學通識課程教學評量量

表，構面包含「教材教法」、「師生互動」、「學習評量」與

「學生學習」共16題，內容採用Likert-type六點量表形成預試問

卷，計分從「非常滿意」、「很滿意」、「多數滿意」、「部分

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分別給予6到1分。整體的內

部一致性係數為.95，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72.61%，驗證性因素

分析的潛在變項建構信度為.90，其值大於.70（建構信度良好之

標準），平均變異抽取量為70.04%，其值大於.50（潛在變項之

測量指標，代表性良好之標準），整體而言，此一研究工具的信

效度良好，加上每年本校教學發展中心都會進行教學評量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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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效度檢測，目前尚無重大偏誤情形，故可供檢測本課程教學滿

意情形。

（二）訪談部分，先依據研究目的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架構，此方式針

對研究問題聚焦，也能保有訪談的開放性，訪談大綱主要包含以

下：

1. 你覺得這門課有重要性或意義嗎？

2. 你認為這門課程的學習過程有哪些收穫或看法？

3. 你在參與競賽的過程中學到什麼？（有參與競賽者）

4. 其他補充事項？

四、資料蒐集與處理

多數學者認為教育行動研究偏向於「質的研究」，但這不意謂著教

育行動研究只能採取質的研究方式，量的研究方法也能兼容應用於教育

行動研究中（潘世尊，2004）。為瞭解學生學習的滿意度是否獲得提

升，此處以學校的教學評量系統資料，採六點量表的線上調查方式，包

含期中與期末共兩次的教學滿意度，進行結果分析，探討實施為期18週

的創意課程的學生滿意狀況。問卷部分則將資料以平均數與標準差等方

法進行分析，瞭解期中與期末的滿意度等情形。此外，該系統尚可供學

生填寫質性意見。

本研究可供分析的資料，除了學生訪談的錄音轉譯稿、學生相關作

業文件和實作產品等。學生參與教學歷程與想法的半結構訪談，一學期

內一組至少受訪一次，若有特殊表現或反應的學生則適度進行個別訪

談。訪談過程與地點富有彈性，一組以不超過20分鐘為原則，個人則不

超15分鐘，可視回應狀態調整訪談時間長短。

研究者在徵得受訪者同意之後進行訪談並錄音做成紀錄，訪談後，

將訪談錄音內容整理成逐字稿，再反覆的閱讀，進行編碼，再進行分析

與歸納，進行資料建構與類別編碼的分類工作，據以完成分析結果。訪

談資料的編碼，先於資料前面冠上受訪者名稱、類別與受訪日期，但最

終研究內容中僅出現受訪者代碼與日期，以（學生a, b, c,…+日期）為序

進行編碼。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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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歷程與成果

一、教學歷程與課程規劃

（一）教學歷程的發展

本課程的教學歷程是不斷地探索與發展。經由理論引導、學生質性

意見以及半結構訪談結果等進行調整，五學期的授課中，大致上可以分

為三個漸進改進的階段。

第一學期基於先前授課「創業管理」出現的問題，發現學生創意構

想主題過於分散多元，沒有明確的聚焦；為了讓發想與實作更加聚焦，

考量學校醫事健康特色背景下，採用SCAMPER奔馳法引導學生瞭解生

活產品與橘色科技現況，分組合作促發創意構想，但受限於學校並無創

課基地，也非理工背景，學生多僅是進行發想和製作創意構想簡報，少

數完成的樣品也過於粗糙簡略。

歸納此階段的教學歷程為聚焦醫護特色下，「引導發現困難――引

導搜尋資料――奔馳法發展創意構想――製作創意行銷簡報――創意分

享」。

第二、三學期則在先前基礎上發展，研究者積極申請外部資源，包

含進行專利經理的諮詢，再透過各類技術業師的協同指導，讓學生創意

構想得以實體化，並進一步提升產品水平與質量。

此階段的教學歷程調整為「引導發現困難教學引導搜尋資料教學奔

馳法發展創意構想教學導入專利諮商教學尋求最佳方案教學專業技師協

同指導教學創意分享與評核」。

基於前三學期的教學實施，研究者研讀相關創造力思解文獻後，希

望建立比較有系統的課程設計與成效檢核。新近兩學期的教學歷程嘗試

援引Parnes等學者提出「創意解難」的教學模式，導引學生發想構思乃

至創意的問題解決；輔以陳龍安「ATDE」創造思考模式，加強實作、

分享及評核的策略，導入專業技師協同，以引導學生完成發想與實作，

並鼓勵參與成果發表與競賽，以提升教學產出成效。

實務上應用「創意解難」教學模式循序漸進的前五步驟，實際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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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為：1. 發現生活或實習／工作中遭遇的困難（亦即為「痛點」）；

2. 尋找資料，包含市售產品、學術論文文獻與專利公報系統的查詢；3. 

發現問題，界定問題的關鍵所在；4. 提出許多可行的解難方案；5. 尋求

最佳的方案。而第3、4、5步驟中，融入奔馳法的教學引導方法。

再加上「ATDE」模式中實作（Doing）與評估的精神，以符合本課

程目標。實際的教學歷程中接續階段為：6. 綜合評估資源與能力後進行

實作；7. 實作的產品或模型進行測試，教師與同儕給予回饋，據以進行

實作的修正；8. 最終進行創意構想的分享以及評核；9. 擇優鼓勵對外參

賽。期間為完成實作作品後的半年至一年左右，繼續修改實體作品，尋

找適合的比賽或研討會參與，並透過教育部南區的區域產學中心，尋找

輔導資源，以協助將產品量產上市。以上步驟在遇到瓶頸或實作遭遇困

難時，可以再往前一階段進行修正，以保有彈性。

歷經不斷調整的教學歷程，最近一學期課程實施，導入「創意解

難」教學模式為主軸，實施步驟為「引導發現困難――引導搜尋資料

――提出解難方案――導入專利諮商――尋求最佳方案――材料估價和

實作――專業技師協同指導――完成與精進實作――創意分享與評核

――鼓勵參賽參展」。其實施歷程如圖2所示：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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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綱要與進度

綜上所述教學歷程的應用，經過修正演變，不同年度18週次的教學

實施，授課規劃如表1所示：

圖2  本課程教學實施歷程圖

引導發現週遭捆擾

尋找與彙整相關資料

界定問題的關鍵項目

提出諸多可行的方案

選取最佳方案與排序

綜合評估後進行實做

實際測試與修正作品

創意分享與成果評核

擇優競賽與申請專利

尋找資源協助量產

遇
到
瓶
頸
的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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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與107學年的教學歷程：課室教學，以創意圓夢教室為主要基地

（本校專為創意發想所設計的討論發想教室，如圖3-1、圖3-3等），前

幾週目的是引導每一學生能產出一個創意點子，從個人創意隨手貼、

小組討論塗鴉紀錄等，導向至生活創意或橘色科技的產品創發。利用

SCAMPER的創意發想技術，讓成員發想時擁有多元的面向。

第三週參訪臺南在地的創客工廠――胖地創客基地，參觀與瞭解時

下微型創客基地使用的設備與產品樣品，以瞭解合適的題材與標的可

用的工法，如3D列印、迷你CMC、雷射切割、雷射雕刻、裁縫與木工

等，基地裡的專業師傅也是業師的主要來源。第五週則引導學生既有的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表1 

創意發想與實作不同年度的課程安排

週次         104教學內容

 1 課程概述與分組

 2 創意創新的意涵與實例

 3 尋找生活問題與「痛點」

 4 專利搜尋與市售產品蒐集

 5 SCAMPER的創意發想技術

 6 教師引導與分組討論

 7 初步構想分享與確認

 8 創意構想規劃分析

 9 期中考週-筆試

 10 SWOT分析+自主實作

 11 競爭者分析+自主實作

 12 STP分析+自主實作

 13 藍海策略+自主實作

 14 五力分析+自主實作

 15 產品與簡報完成度檢視

 16 實務產品展演與簡報分享

 17 實務產品展演與簡報分享

 18 期末考週-產品繳交

105教學內容

課程概述與尋找生活問題

創意創新的意涵與實例

成功產品案例與分享

專利搜尋與市售產品蒐集

SCAMPER的創意發想技術

專利分析師討論與分享

初步構想分享與確認

創意構想規劃分析

產品材料估價與購買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SWOT分析+實作

產品與簡報完成度檢視

實務產品展演與簡報分享

實務產品展演與簡報分享

期末考週-產品繳交

106/7教學內容

課程概述與尋找生活問題

創意創新的意涵與實例

創客工廠參觀與回饋

SCAMPER的創意發想技術

專利搜尋與市售產品蒐集

專利分析師討論與分享

初步構想分享與確認

產品材料估價與購買

材料估價與購買/產品實作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自主實作與技師協同製作

SWOT分析+產品實作

STP分析+產品實作與測試

產品與簡報完成度檢視

實務產品展演與簡報分享

期末考週-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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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去尋找相關專利與市售類似產品，分析雷同程度或是藉以尋找新

的突破點。

第六週邀請專利商標申請公司的經理來校與學生各組進行討論，彙

整各組提出的初步點子而提供意見，協助學生修改精進，以聚焦於最有

創意或突破點的一個點子。隔週則進行各組初步構想分享與確認，分享

時為了具體起見，則需做草圖繪製。

確認創意構想所欲製作作品後，第八週起各組即可進行產品材料估

價與購買，爾後的6至8週時間，主要是產品的實際製作，此一過程中包

含進行使用目標對象的測試以及產品的修改。協同實作實踐的場域，除

了臺南胖地創客基地可以提供的設備與工法外，還包含了針對產品類型

與製作所需的SOHO族工作室、專業技師的工廠（如鐵工廠、木工工廠

等）或住家（如裁縫師）等，沒有至校外製作的組別，則攜帶購置的材

料，到創意圓夢教室進行現場的簡易實作，並由教師指導協助與檢視作

品。

第十六週預計進行產品與簡報完成度檢視，以確保進度的完成。並

鼓勵較優秀的作品參加校內外三創比賽。第十七週則進行班上的實務產

品展演與簡報分享，第十八週則為校內或校外的成果發表會與展演。配

合校內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成果發表活動辦理，擴大與高中職策略聯盟

學校師生的觀摩活動。部分產品則依據其針對性，參加校內外的實務性

質之論文成果研討會，擴大教學成果分享之徑路。上述過程見圖3。

（三）評量方式

授課之第一學期，學生評量方式為平時成績、實作情形和期末分組

報告。爾後三學期，為了引導學生將構想導引至完成作品，並鼓勵參與

競賽，必須於評量方式上進行調整，平時成績加入了專利師晤談紀錄

單，並且新增了校內外競賽或補助案的加分項目。106與107學年的評量

比重如下：

1. 平時成績，占30%：除了學生出席率外，包含課堂個人創意隨手

貼、小組討論塗鴉紀錄、構想手繪草圖、專利師晤談紀錄單、市售產品

與專利公報查詢紀錄表、分組報告回饋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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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作情形，占30%：包含產出創意構想書內容以及小組之實務作

品之完成度。

3. 期末分組報告（實作成果）占30%：3～6人一組，製作創意構想

PPT簡報，簡報過程中須包含有實作成品或模型的操作示範。分組報告

成績包含自評與互評成績。

4. 加分：參加校內競賽或補助案總成績加10分，參與校外競賽或發

表會等加15分，得獎者加20分。

本課程的教學實施之實務情形呈現如圖3：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3-1  創意圓夢教室SCAMPER引導 3-2  邀請專利諮商師進行構想晤談

3-3  創意圓夢教室內腦力激盪 3-4  電算教室引導學生專利/產品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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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技師指導3D列印製作產品 3-10  期末進行分組報告與分享

圖3 教學歷程之實務紀錄

3-5  臺南胖客基地參訪與學習 3-6  學生創意點子初步分享

3-7  教室內實作與討論產品 3-8  與技師討論成品製作（裁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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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之具體產出

本課程針對三創的特殊屬性，採用新創教學歷程，結合校內討論空

間、校外創客基地與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專業技師等協同

合作，完成實務成品，修課的同學都能提出一個以上的創意構想，分組

能產出一實務作品，符合課程的預期設計。

學生產出成效的評核，主要是創意構想書以及實作成品的考核。評

核人員除了授課教師外，還包含了協同的業師（含專利諮商師）以及學

生同儕互評，除了分數的給予外，並提供文字書面的建議，透過意見反

饋，期盼能再度提升作品的水準。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4-1  學生提出創意構想草圖 4-2  製作的具體成品或模型

4-3 106-1學期末完成具體成品 4-4  學期末完成具體成品和得獎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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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教學滿意度與回饋

（一）教學滿意度量化資料

為了瞭解學生對課程實施的滿意情形，此處的量化評量採本校發

展的大學通識課程教學評量量表，6點量表設計，呈現期中與期末成績

（107學年起，僅做期末調查），五個學期教學滿意總平均為5.40分，亦

即90%的整體滿意。此滿意度高於全校通識課程的總平均5.01。值得注

意的是每次評量平均皆高於5.29分以上，唯獨106學年第一學期期末成績

偏低，有待進一步探討。

若再由教學滿意的四大構念分析，則發現教材教法五學期總平均為

5.37外，其餘師生互動、學習評量和學生學習的總平均分別為5.42、5.42

與5.41，亦即四構面的評量分數落差不大。

4-5  學生報告同儕回饋單 4-6  學生報告同儕回饋單

圖4 教學成果――學生構想、產品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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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滿意評量質性意見

彙整學校教學評量系統的質性意見，挑選較具代表性者如下:

104學年： 老師很用心。

 有邀請創意創業的業師分享，很棒！

 感謝老師，我的人生第一張全國競賽獎狀拿到了！

105學年： 看到許多創意發想，能動手很棒！

 想到腦筋都快糾結了，但很有成就感。

 太神奇了，居然能夠在全國比賽得獎，這門課CP值高！

 很不錯的課程，但要不斷地想……

106學年： 我們不是上這一科而已，沒時間作這……

 能夠動手做，將點子具體做出來，很特別的課程……

 上課已經很忙了，不想要實作……

 課程很有趣，大學很少有實作課。

 希望花時間做出來的產品能夠得獎。

107學年： 不要為難我們啊QQ，我們課業也很重呀。

 見識到很多平時自己不會想到的產品，也學到能在一樣產品

上做很多的功能變化。

 看到了許多同學的創意作品覺得好玩又有趣，謝謝老師的用

心帶領下讓我們製作出了一個實用的創意作品。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表2 

授課五學期的教學滿意情形

學期 1042中 1042末 1051中 1051末 1052中 1052末 1061中 1062末 1071末

學  生  數 55 55 50 50 42 42 54 54 53

總  平  均 5.46 5.40 5.34 5.29 5.65 5.77 5.29 4.89 5.48

標  準  差 0.09 0.03 0.06 0.08 0.06 0.06 0.03 0.09 0.07

教材教法 5.42 5.39 5.31 5.23 5.61 5.76 5.27 4.86 5.45

師生互動 5.51 5.4 5.37 5.32 5.70 5.78 5.31 4.90 5.47

學習評量 5.48 5.41 5.37 5.32 5.66 5.77 5.29 4.95 5.51

學生學習 5.48 5.27 5.35 5.27 5.68 5.80 5.30 5.10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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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106學年度上學期的期末教學評鑑的詳細資料，發現有3～4位

同學刻意將教學評量分數打很低（1～2分），從質性意見也可以互為對

照，因此，該學期整體的教學滿意成績在五學期中敬陪末座。此處，也

可以從學生訪談資料中看出端倪。

此外，針對部分態度積極、作品較為突出的學生，研究者指導作品

精進與簡報檔加強美編後，引導參加校內外競賽，學生除了口頭表示感

謝外，並於教師節撰寫卡片表達謝意。

5-1  學生教學滿意度評量之一 5-2  指導競賽學生寫的教師節卡片

圖5 教學成果――學生滿意度與回饋

四、學生訪談資料匯整

（一）課程的意義或重要性之看法

五學期以來，多數學生於受訪時多表達學習這門課程的價值和必要

性，多給予正面回饋，也認為這是開拓他們於系專業課程所無法接觸的

視野，如以下受訪學生的意見反應：

這門課以往都沒接觸過，其實創意或創業都是需要的，因為我們未

來可能會用到，畢竟我想有一天自己創業。（學生a-2016.06.01訪

談）

家裡是做生意的，我想要瞭解一下怎麼改良，以及行銷，未來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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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己嘗試看看。（學生b-2016.12.09訪談）

在價值方面，主要如以下受訪者所論述：

這種實作課程比較有意義，可以去動手實作，感覺發明與比賽不是

那麼遙遠。（學生c-2017.05.24訪談）

多數學生的回饋單上也有相同看法。

我知道老師很用心，還帶我們去參觀創客基地，教育部找經費，還

有業師的協助，這次我可以將以前的一些想法來實現看看。（學生

d-2017.11.22訪談）

我覺得這門課很有趣，聽去年同學的介紹來的，……上課除了讓我

們想，請發明家和實際創業者來分享，對於創發比較實際。（學生

e-2014.04.26訪談）

這門課從無到有作品出來，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獲得了自己在生

活上遇到了不便時的解決方法。（學生f-2018.12.26訪談）

（二）學生負面的見解

不過，仍有部分學生認為實作課程耗費時間，覺得重點應放在國家

考試，取得專業執照才是目標，本課程給予的工作量太多，不想花這麼

多時間去處理這區塊，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選這門課誤打誤撞，對參加比賽沒興趣，老師上課常常講，但那不

太可能達成的吧！（學生g-2017.06.14訪談）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準備國家考試，通識課……老師你也知道，重

要性嘛系上科目還是比較重要！……我們系上一些是重科，念不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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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這通識還要到外面去實作和訪價，會用很多時間。（學生

h-2016.06.15訪談）

我們來這裡，只是修個通識課程，不是每個人都想要比賽，我們不

可能有好成績……我只想通過就好。（學生i-2017.06.14訪談）

我們選不到其他課才來這裡，我想不出什麼東西，這是很麻煩的課

程。（學生i-2018.11.08訪談）

（三）部分學生的矛盾態度

少數學生則有種矛盾心態，亦即有興趣來動手嘗試，但是對於競賽

卻沒有信心。

老師，作業我會儘量完成的，創業者分享很有趣，不過可以不要

上台和比賽嗎？……壓力很大，只想課堂上報告就好。（學生

j-2017.11.15訪談）

雖然上課過程中可以上去分享，不過期末的成果發表會還是讓人小

緊張，我想產品還不是很好，需要慢慢修改，這次校內辦的比賽有

拿到好成績，……日後可能沒機會再比賽。（學生k-2017.06.14訪

談）

我以前被說是點子王，一大堆奇怪的想法，感謝老師可以讓我有機

會去完成，……但是沒參加比賽，沒有上台過。（學生l-2016.12.09

訪談）

點子一定要完成成品嗎？有些想法太天馬行空了，完成可能太困

難！ ……我有去看學校辦的全國賽，覺得他們太強了，比賽感覺很
遙遠，我們會有機會得獎嗎？（學生m-2017.11.15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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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競賽的觀點

我不後悔修這門課，……做出東西很有成就感，參加校內比賽更

是難得的經驗，看到全國的一些隊伍作品，大開眼界。（學生

n-2016.06.22訪談）

我以前聽學姐的建議修這門課，未來也會建議學妹來修，……過程

當然要付出，辛苦是值得的，能夠去參加比賽，讓我視野不一樣，

我們主要是醫護產品，目前也很有市場。（學生p-2017.12.22訪談）

競賽的過程都要互相合作，大家各有一些專長，如上台或製作海報

等，要能整合在一起，這樣才有比較好的效果，……一些人有打工

或補習，時間上也要協調，才能順利完成，……這樣走一趟，可以

學到很多，和課堂上的東西不一樣。（學生q-2017.12.22訪談）

一學期中大概只能完成作品，比賽需要更多時間準備，……大家要

分工協調好，把各自的優點拿出來，這樣才會有好成績。……過程

中要不斷討論與修改，其實不輕鬆。……要抽出時間來練習，時間

的控制很重要，……不過學習到很多東西。（學生r-2018.01.03訪

談）

老師教給我們許多東西，原來一個比賽是這樣準備的，……創意產

品是首要的，還有創意競賽PPT，還要不斷背稿，各種項目都具備
了才能有好成績……不過要花不少時間有點忙。（學生s-2019.01.10

訪談）

（五）討論

多數學生，對創意實作這課程抱持著較正向的看法，認為可以發揮

他們創意，課程安排也比較豐富不死板。

課程實施的初始，礙於資源不足，故以導引學生發想與繪製出構想

草圖為主，製作簡易模型為輔。第三學期開始，申請教育部區產中心小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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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計畫案，106年更獲得教育部教學先導計畫補助，提供更多經費下，

也要求各組學生要由構想中製作出具體模型或樣品，結果少部分學生認

為負擔過重，覺得通識課程不需要付出這麼多時間來學習。甚至給予較

低的教學評量回饋，尤其是執行教育部教學先導計畫的該學期，學生教

學評量分數給分最低。107學年執行教育部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則

不再硬性規定小額材料訪價以及估價單，以降低繁複的採購流程，改由

教師自行支給；部分較無興趣的組別則採簡易模型製作代替等，透過這

些作法，多數學生都較能接受，教學評量分數也有所提升。如何斟酌學

生的興趣與負荷，將是研究者未來要學習和調整的課題。

對於參與競賽，學生的看法比較分歧，有的認為是個擴展視野的機

會，有的躊躇不前，有的仍自我菲薄。不過，擁有參賽經驗者普遍感覺

收穫滿滿，大致上能提升時間管理、培養團隊合作及人際協調的能力

等。這與張誠新（2008）、馬瑞芳（2003）以及林秀慧（2012）提出的

競賽學習的效益面向，頗有共通之處。

五、教學成果的延伸與分享

（一）申請專利與競賽得獎

1. 和其他三創類型通識課程相較下，本課程能創發更多具體而豐富

的學習產出。每一學期的課程，平均一位學生可以擁有一件創意構想，

106學年起，每組可完成一件的具體作品和創意成果簡報。五學期間，

製作創意行銷PPT每學期平均達10件以上，參加全國性三創或專題競賽

得獎每學年5件次以上，申請的專利數平均每年達2件以上。

2. 總計經由創業管理、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教學產出，指導學生團

隊榮獲馬來西亞與臺北國際發明展競賽三金二銀一銅佳績，教育部全國

技專校院實務專題競賽前三名累計獲獎5件，累計全國性實務專題與創

新創業競賽等得獎39件，師生合作申請發明與新型專利9件，並有2件作

品量產上市。

專利的部分，I555839號隨身用洗潔錠之製作方法屬於發明專利，另

有8件新型專利：M508998號流鼻水專用寢具組、M508932號能協助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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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邊之童鞋結構、第M509634號尿布裝置、M526362號廚浴清潔脫水

裝置、M535986號戶外多功能緊急救護傘具、M553040號幼童多用途之

學習盒、M552806號免求人省力起身輔助器結構、M564403號母嬰多功

能專用袋裝置。上述專利都是創新生活用品或是健康照護產品，符應本

校之醫護特色。

6-3  臺北國際發明展獲獎 6-4 教育部專題實作競賽獲獎

圖6 教學成果-學生專利與競賽成果

6-1  師生共同申請專利 6-2  2017年大專創意行銷競賽第

一名   

3. 引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實務性質的論文研討會，擴大教學成果分享

之徑路。包含參與2016年幼兒安全學術研討會與2017年教育實踐與設計

實務學術研討會。

4. 修習本課程，引導學生創意發想並建立實作樣品或模型，讓三創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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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紮根，學生可連結創業管理的相關課程，透過發想與實作產品，以

助長學生創業思考的速度以及成功機率，讓創新創意跨越創業最後一哩

路。2015年師生團隊獲教育部創新創業大獎30萬創業基金，足見課程的

成效。

（二）教學成果擴散與教學社群分享

1. 開發數位教材，可供學生複習、同仁觀摩與分享。研究者針對此

課程逐步製作完整的簡報教學檔，並錄製EverCam教學影音檔，建置於

校內翻轉教室平台，可供學生線上複習使用。此外，整學期教學過程錄

製30分鐘的重點剪輯與3分鐘菁華短片，同時開放提供校內師生與夥伴

學校師生使用與觀摩，擴大教材建置的效益。

2. 組織校內的教學群組，平時利用line群組將創意點子或教學過程

於教學社群中分享，學期並提供開放觀課1～2次，提供其他教師群開授

三創課程之參考。

3. 經過五個學期蒐集的業師資訊，建立了百工達人（專業技師）資

料庫，掛置於通識教育中心網頁，可以供自身和同仁申請業師協同教學

時選取使用，促進全校師生作品的水準提升。

7-1  錄製影音教材放置翻轉教室 7-2 錄製30分鐘的重點剪輯（截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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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學生於學術研討會中分享 7-4  教學社群中開放觀課

提升三創類通識課程學習成效之教學歷程探討――
以「生活創意發想與實作」為例

伍、結論與省思

一、結論

（一）發展實作類型三創課程的有效教學歷程

「教」與「學」是不斷調整與成長的過程。本課程的教學模式援引

Parnes等的「創意解難」教學模式，幾經調整後，目前實施歷程為「引

導發現困難――引導搜尋資料――提出解難方案――導入專利諮商――

尋求最佳方案―材料估價和實作――專業技師協同指導――完成與精進

實作――創意分享與評核――鼓勵參賽參展」，調整後再進入下一學

7-6  建立百工達人資料庫7-5 教學先導計畫研討會分享教學

歷程

圖7 教學成果擴散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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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透過五學期的行動教學歷程，發展出不錯的實務成果與績效，可以

提供其他三創類課程實施時參考，研究者仍在不斷摸索與改進當中，希

望能夠更有效地提供教學引導。

（二）提升學生滿意度與信心，讓通識通課程真的好「營養」！

透過本課程的修習，引導學生創意發想與本校醫事健康特色密切扣

合，並建立實作樣品或模型，透過申請專利、參與成果發表乃至於參加

競賽，建立學生興趣與信心。五個學期的學生教學滿意的評量，雖然有

少部分的學生未能滿意，但整體而言，五學期接近90％的平均滿意度，

而質性意見和訪談結果，也顯示多數學生對教學歷程持正面的看法。本

課程可以說大致上達到提升學生滿意的目標。

整體而論，創發構想及實作能達成校通識教育預期的務實致用和創

發目標，過程中逐步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與「創新思考」兩項能力，

讓通識通課程不只是「營養學分」，而是真的富含「營養」！

二、省思

（一） 整體成效與跨域的難度：研究者一直認為依據技職學生特質和本

校醫護特色，引導至實務取向產出，可以獲得具體成就，並建立

學生信心，授課過程中的確也見到初步成效。但過程中也發現本

校科系背景過於雷同，欠缺理工或商管背景者，要完成跨域的理

想鵠的，還有待克服。

（二） 對學習成效要求的拿捏：研究者努力對外申請經費，第四學期更

獲得教育部教學先導計畫補助，要求與技師合作製作出樣品，結

果少部分學生認為負擔過重，甚至給予較低的教學評量回饋，讓

研究者感到沮喪。如何拿捏學生的能力與負荷，要如何鼓勵擇優

參賽，仍要持續學習掌握。

（三） 教學成效的擴展性：同一課程實施幾學期後，發現此一混成班級

真能帶動的學生約略只有半數；因為來自不同科系學生的自發性

選修，最終願意持續精進作品並去參與競賽的學生，期末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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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位數，如何讓更多醫護類（需準備國考）學生願意持續投入，

需要全盤思考與更多誘因的配合。

（四） 未來課程運作的建議：本課程未來可以開授成深碗課程，加強專

業技師的協助；或是建立一學年的課程模組，連結至通識的創業

管理課程，從創意構想、模型產出到創業企劃一脈相承，成為有

系統的三創課程架構，建立沈浸式的三創校園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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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費資助，特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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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for General 

Education – Using the Course “Creative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in Daily Life” as an 

Example

Yi-Lian Huang*  Yi-You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for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creative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in daily life,” which 
has been taught for five terms hitherto.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output via consistent action, 
adjustment and creation of the new instructional process. In the five terms 
in which the course was delivered, the spirit of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remained the basis of a process that involved planning, execution, reflection, 
correction, and re-execution. The teaching model mainly modified the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 model proposed by Parnes (1967). The 
teaching focus is on medical health, which i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are guided to create and develop ideas in terms of orange 
technology and daily needs. Researchers have completely extended the 
course’s teaching output by guiding student teams to earn the honor of a 
gold medal at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fair and rank among the top three 
in an application-based project competi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E), in addition to obtain paten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s.

Keywords: creativity-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course, instructional 
process, general educatio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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