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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及內容：
課程將發展動手做的探究活動，採取在設計為基礎的學習模式下
（Design-based laearning，以下簡稱 DBL），試圖透過問題設計過程，產生在某
種程度上新知識，而這個歷程類似的科學探究的過程。
DBL 具有以下幾個優點。首先，學生主動地學習，因為他們的知識比較明
顯的應用到實際生活中的情況。其次，DBL 是一個積極的過程，並擁有所有的
主動優勢學習。使學生在教育方法與學習過程成為中心。從主動學習改變了從
老師的角色講師導師指導，並在學習過程中的合作夥伴的角色。藉由主動學習
所獲得的知識是有建設性的知識而不是從記憶和做導致的知識類型演習或從書
本作業。此外，DBL 通常是一個團隊的活動，因此具有團隊合作學習的優點。
使團隊能夠幫助學生培養他們的人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Lazarowitz, HertzLazarowitz & Baird, 1994, Verner & Hershko, 2003)。
設計過程是平行地解決問題，並具有一個一般結構，其通常包括階段，例如：
定義問題和識別的需要，收集資料，引進替代解決方案，選擇最佳的解決方案，
設計和建造一個原型，並評估。
（McCormick & Murphy，1994）。幫助學生在整
合從科學等學科知識轉化為其設計思想（de Vries,，1996）。
從「想」到「做」的展現則成為影響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因為「想像」是創
意的來源，
「實踐」是創新的可能。如同大家熟知的，美國家庭的車庫往往是實
驗、腦力激盪、翻轉碰撞的實驗室，提供各種創意落實的可能，蘋果電腦創辦

人 Steve Jobs 在車庫中製作出第一代電腦，就是最佳的詮釋典範。因為連結了
「想」與「做」的過程，有助於找到答案並解決問題，更可能誘發新的創意與
發明，是當前開創性動力的來源。
一、

研究目的：

(一) DBL 模式運用於科學課程之發展為何？
(二) DBL 模式運用於科學課程後，對提升其科學學習成效為何？

貳、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

研究參與者：
(一) 課程研發階段：本次專案計畫邀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習陳偉仁教授擔
任課程設計指導、海洋大學邱智輝教授及研發團隊指導飛行器製作、臺
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研究員林文隆老師擔任鳥類專家，參與校內成員
10 人，包括：二名行政、三名自然領域教師、一名資訊領域教師、一名
身障類教師、三名資優班教師。
(二) 教學實施階段：
1. 本研究於 106 年寒假辦理，以本校四年級對自然與飛行器製作探究感
興趣的學生 20 名，將學生各分為 4 組，每組 5 人。
2. 本研究由寒假營隊中再選拔出三位學生參與進階專題研究，參與 106
年科學展覽會競賽物理組。

二、

研究歷程概述：

(一) 課程設計理念：
本課程採取 DBL 模式(如圖 1)，傳遞課程主軸概念及課程標準，從課程中界
定出一個主題「飛行」
，將此主題轉換成一個前所未見的設計挑戰，老師與學生
討論並列出課程評量標準，讓學生嘗試科學實作、引導學生修正實作設計，最
後產出前所未見的作品。本研究重點為討論 DBL 模式運用於學生科學課程之成
效，並設計 DBL 模式運用於科學課程之發展模式。
(二) 課程目的：

1. 透過 DBL 教學活動，引導學生科學學習探究的技巧。
2. 透過問題設計過程，提升學生創造能力成為飛行科學專家。
3. 藉由團隊相互學習，激勵團隊思考及發揮創新合作的問題解決能力。
4. 提供設計學習歷程從科學的學科知識轉化為設計思想。

參、 目前研究成果：
一、

二、

課程設計研發專題講座

課程研發-專家指導

鳥類專業知能課程

飛行器知能講座

(陳偉仁教授)

(林文隆老師)

(邱智輝教授)

課程設計活動表
主題

辦理日期/
時間

課程、師資、時數
課程/活動內容說明

師資

Design based
learning─
飛行科學營

106 年 1 月 21 日 學生報到
開幕活動(頒發任務信)
(8:30~9:00)

王春堎校長

飛行科學營關鍵概念

106 年 1 月 21 日
認識各種飛行的原理。
(9:00~12:00)

蔡季妙老師

飛行科學營飛行器製作

106 年 1 月 21 日
簡易撲翼機製作。
(13:00~16:00)

賴依婷老師

飛行科學營任務標準

106 年 1 月 22 日 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提出
黃淑芳老師
執行規準與成果標準。
(9:00~12:00)

飛行科學營
設計挑戰

學生以簡單的素材，依據標
準嘗試製作「飛行器」簡易
106 年 1 月 22 日
模型，舉辦小型提案說明 林雅慧主任
(13:00~16:00)
會，並請專家給予原型構想
回饋與建議。

飛行科學營分析修正

飛行科學營如何飛得好

飛行科學營成果測試

飛行科學營
成果發表會
三、

鑑賞大師的案例，教師引導
海洋大學
106 年 1 月 23 日
學生歸納，檢視大師所設計
林杰民老師
(9:00~12:00)
的飛行器要素。
提供飛行充電站，讓學生蒐
106 年 1 月 23 日 集飛行的相關資料，教師與
莊椀筑老師
(13:00~16:00) 學生共同討論，修正原本設
計並製作「任務型飛行器」。
學生成為飛行專家，實際操
106 年 1 月 24 日 作 各 自 飛 行 器 進 行 任 務 測 海洋大學
試，如有必要即修正其飛行 邱智煇教授
(9:00~12:00)
器。
學生執行任務角色，設計了
，讓學
106 年 1 月 24 日 一個「任務型飛行器」
黃姿綺主任
(13:00~16:00) 校與來賓以前所未見的方式
體驗遨遊天際。

營隊學生成果

DAT1-學生小組主題發想

DAT1-市售撲翼機實作

DAT1-學生實際測試

DAY2-飛行設計任務規準

DAY2-小組設計初稿分享

DAY2-學生初步製作成品

四、

DAY3-專家指導

DAY3-分析與修正

DAY3-學生修正後試飛

DAY4-飛行器知能補充

DAY4-精進與調整

DAY4-成果分享

科學展覽會學生成果

肆、 目前完成進度
目前在課程研發與教學實施階段皆已完成。

伍、 預定完成進度
後續將持續進行的研究成果分析與討論。

陸、 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

課程研發

1. 本次課程研發以跨領域教師社群進行科學課程設計與合作，以外加式活動辦
理，未來可以持續課程發展的團隊模式推動學課程的教師協同課程。
2. 本課程採用的設計本位模式運用於國小自然與生活領域，未來可以以此作為
參照，開發其他主題式的課程活動與內容。
3. 北課程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指導與對話的系列工作坊，讓教師在課程設計知能
尚能有所擴展與深度討論。
二、

課程教學實施

1. 此次在寒假期間辦理集中式教學活動，學生均能產出作品，並在歷程中能透
過引導修正與分析進行探究。
2. 本課程教學實施後，仍有學生持續學習與主動探究，並參加國小科展-物理
科獲得縣賽優勝的成績，乃課程額外的收穫與成效。

柒、 參考資料
收集整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