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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教育的現場實踐-以臺北市大直國小學習博覽會為例 

壹、 緒論 

「三創教育（創意、創造與創新)」是近來世界教育的新思潮，「創意」的原

理是動腦想像，「創造」展現在動手操作，而「創新」則係指與人分享、行銷的

概念。藉由三創深度學習的概念，將能深耕三創氛圍於教育情境中。而目前席捲

全球的創客（Maker）風潮正是三創教育的具體展現。「創客（Maker，或稱為自

造者）」是一群喜歡動手做的人，透過動腦想像，自發性的利用工具和材料，做

出作品，並齊聚一起，分享創作經驗。正因為創客的創新與務實特性，美國總統

歐巴馬也曾公開呼籲，希望全民共同參與創客活動，激發全民創意，並希望透過

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教育的整合學習，拓展專業的領域

範圍，並帶動創業與產業創新。因此創客教育(makers movement)，已成為美國創

新教育的新顯學，以科技為導向，透過實際的體驗與任務，整合知識，重新定義

學習，培養出未來的資訊與科技人才 (張玉山，2016) 。 

在臺灣，教育部(2003)年頒行的〈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指出，為求在多變的

時代中強化國民競爭的優勢，有計畫與全面性地推動創造力，在學校層面，期以

經營創新的學習環境與活潑的教學氛圍為主體工程，提升教育視野，發展各校特

色；讓包容與想像力無限延伸，營造尊重差異、欣賞創造之多元教育學習環境；

而 2011 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亦將「創新」列為四大核心價值

之一；再加上臺灣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近期也積極推動創客運動，目的在激發學生

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及實踐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更將創客教育做為

2016 年起的核心施政重點。從創新知識到創意思維再到創客實踐，教育單位找

到了創新經營教育的著力點(鄭崇趁，2016)。 

「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核心價值，強調與人分享及行銷的概念，而創新

知識所產生的經濟價值已經超越過去傳統的經濟模式，例如 Steve Jobs 所開創的

蘋果天下、Mark Zuckerberg 的臉書(Facebook)傳奇，他們「創新知識」所產生的

「創意產品」，不僅增加個人財富，亦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習慣，為人類生活帶來

更多的便利性，促成「創客實踐」。「動手操作」，從幼兒園到大學，創客思維正

被廣泛運用在各個教育階段。翻轉教育、多元學習的改革熱潮正在各個教育現場

中不斷實現，而創新的精神與創新的開放式教育更是新時代的教育風貌。 

國小教育階段位處於承接學前教育的基礎，以及中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關鍵。

面對少子化的浪潮下，公立學校相較與過去，普遍面臨生源不足的窘境，目前台

北市公立國小共有 141 所，而學區制的入學方式，使得各校間相互競爭。而在分

發學校前，透過學生學習成果展的辦理，一方面可以展現學生年度的學習力，讓

學校成為孩子們多元展能的大舞台，並且也能在競爭的紅海中發揮藍海策略，成

為創新的招生策略。大直國小是一所將近七十年的老學校，也面臨少子化與鄰近

新設學校的衝擊，在 103 學年度開始透過辦理學習博覽會的方式做為第二學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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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重大主軸活動，在 105 學年度，更以「玩轉學習」為主題，與結合創客元素，

展現學生學習動能。因此，本文以創客教育的現場實踐為題，透過大直國小學習

博覽會為研究個案，分析創客教育在大直實施的概況及教育意涵。 

 

貳、 創客教育的理論基礎 

創客教育是以實作體驗為學習導向，其帶給中小學學生的教育意義，除了機

具操作、設計創新、以及 STEM 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實作體驗的學習，

以及自我效能的強化、以及團體歸屬感的建立。在實作活動來看， Montessori

的恩物教具操弄與製作、Piaget 的實作體驗引發認知概念的調適、Vygotsky的共

同參與實作帶動共同建構學習，還有從福祿貝爾、杜威、到凱欣斯泰納特的實作

教育觀點發現，創客教育對學生的概念認知學習、知識整合、創新思維、合作能

力、價值觀念、積極負責態度等，都有相當正面的意義與價值(張玉山，2016)。

創客教育的理論基礎蘊涵相當豐富，以下茲以數個重點進行分析： 

一、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現代教育之父杜威所提倡的「做中學」，強調在動手探究的過程中運用知識

進行實作驗證，正與創客教育為「動手操作、探究式體驗」學習方式的理念與不

謀而合，因此是創客背後的核心理念（吳偉全，2016；鄭崇趁，2016）。 

二、探索體驗學習 

創客教育的實踐方式如食農教育、木工製作、溯溪攀岩及生活用品 DIY 等，

不僅在做中學習，亦強調身心感官與外在環境整合的體驗學習。另亦重視問題的

解決，透過問題導向式的教育，讓學生發現生活中的問題，尋求創意且實際的解

決方法。探索式的學習體驗，不流於傳統紙筆測驗的評量方式，目的係讓學生解

決生活情境中的問題。 

三、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 

蔡進雄、林信志（2014）指出建構主義是翻轉學習的重要理論基礎，建構主

義認為教師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知識是建構出來的，且個體必須藉由與他人合

作及互動，促進學習的成長。翻轉學習重視學生學習中的主動性與互動性，教師

角色是引導者與催化者，學生則是學習過程的主動者。創客教育強調透過親自動

手製作可供分享的作品進行知識建構，因此建構主義也是創客教育背後重要的指

導理念。 

四、知識管理與知識遞移理論 

創客是指創新知識的人，因此前提是必須要先擁有知識，並善用資訊科技進

行知識管理。吳偉全（2016）指出，學生進行跨領域的知識整合應用，可以養成

個人的知識觀，進而建構自我心中量質兼具的知識系統，以創客活動為媒介，打

破領域界線，讓將所習得的知識，透過學習、整合、分享、實作、創造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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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為自己的知識體系，形成個人智慧的循環累積，養成知識管理的能力；鄭崇

趁（2016）更強調，知識分享機制就是知識管理的方法策略。而校園中師生間的

學習模式，則可用「知識遞移理論」來加以解釋，即教師能將自己身上或教材中

的知識，有效傳遞到學生身上，學習者不僅要瞭解、知道，更要會操作知識中的

技術，強調「知識技術能力價值」四位一體，如此才算知識遞移成功，才

能成為帶得走的能力。教師方面，則應該研發授課領域的智慧創客學習食譜及智

慧創客教學模式（如圖 1 所示），是教師的當務之急。 

 

圖 1 智慧創客教育 KTAV 教學模式 

資料來源：鄭崇趁（2016，頁 132） 

參、 智慧創客在大直 

大直國小的學習博覽會起源於 103 學年度開始辦理，迄今已歷時三年；期望

透過每學年一次的學生學習成果展示，展現各領域學科師生的智慧創客成果。這

樣的教育嘉年華會，藉由與學校師生和家長分享領域教材設計原理及師生創客教

育產品，導引「知識技術能力價值」的學習模式，翻轉回歸教育本質（鄭

崇趁，2016）。活動辦理時程為每年 4 月下旬的某個週六，半日約 4 小時的展演

時間，緊湊且同時呈現各年級、各領域師生長時間共同完成的學習成果。活動籌

備約自第一學期末即開始，籌備內容包含確定活動當日流程及方式、於課發會討

論第二學期課程計畫並配合活動、寄送邀請卡予社區及鄰近幼兒園吸引未來生源，

甚至配合市府重大活動宣傳，如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增加活動能見度和可看性。 

一、活動理念 

以 105 學年度為例，本次學習博覽會的主題為「玩轉學習」，把校園變成學

生們最嚮往的未來教育主題樂園，透過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巧思，融合生活教育、

科學遊戲、語言學習、國際教育、創客教育、美感教育、體能活動等領域，將教

科書的常識改以體驗式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化身小勇者拿著校園地圖玩起定向行

動，在總計 32 關的主題樂園中開心成長，運用「做中學、學中做」之學習本質，

引導學生玩出學習力、玩出創造力。活動更邀請吉祥物「熊讚」擔任嘉賓，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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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挑戰學校「五大運動」特色課程的難關，提前為八月即將舉行的世界大學運

動會暖身，積極邀請家長參與，創造親子共學的美好時光。 

二、活動內涵 

學習成果的展演方面，橫跨六年級至幼兒園各年段，活動內容係以學生學習

的成果檢核為核心，並以學生做為活動展演的主角，因此不論是活動規劃、引導、

演出等，都有學生參與，教師則扮演協助與支援的角色。活動嘗試展現學生們多

元的在校學習成果，是一場極具創意性和教育性的學習饗宴。各年段活動設計的

內涵、融合領域與成果展示，茲分述如下： 

(一) 六年級-青春的藝百種色彩 

六年級舉辦畢業美展「青春的藝百種色彩」，結合藝文、國際、創客領

域，搭配動態服裝走秀和靜態水墨、版畫展覽獨樹一格。此為畢業美展的動、

靜態展示，包含國際畫作變裝秀、美勞 DIY 及靜態導覽介紹三部分，展現

大直學生青春活力、創意滿點的優質成果。 

靜態水墨、版畫展 動態服裝走秀 

(二) 五年級-樂樂棒耀大直 

將樂樂棒球基本動作細分為傳、接、打擊和實戰等關卡，分為接高球組、

接滾地球、投球、打擊與實戰演練五組，結合體能、群性領域，透過學生們

精闢的講解與示範，以工作分析的方式讓體驗者逐步成為優秀的樂樂棒球高

手，並鼓勵親子一起下場同樂體驗。 

樂樂棒投球組演練 樂樂棒打擊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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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年級-玩轉世界~邀你一百八 

連結多元文化與國際教育，讓學生擔任導覽員並實際體驗各國童玩，結

合國際、語文、社會、藝文、綜合領域，在「玩樂追追追」中，發表、介紹

所蒐集的世界玩具與遊戲資料，並發展自行設計的新遊戲與規則；於「風情

追追追」中，引導學生認識各國文化與風情。透過義賣學生的創意作品，並

將所得捐助世界弱勢兒童，展現國際關懷的核心素養。 

玩樂追追追-踩高蹺活動 展現各國遊戲 

(四) 三年級-藝齊玩科學 

將科學遊戲和藝術創作結合，並配合科學、藝文、創客、綜合領域，應

用科學搭配遊戲、藝術創作，讓學生可以從體驗過程中、DIY 創作中體會科

學原理，藉由親自操作、探索原因、發現問題，進而創作科學玩具。 

應用科學搭配遊戲 透過預錄影片解釋科學原理 

 (五) 二年級-溫暖來相縫、衣起愛地球 

從生活教育著手，讓學生實際操作針線並學會縫製鈕扣，並結合生活、

環境、家庭領域，藉由平針、縫釦的裁縫體驗，喚醒學生的學習熱情，享受

解決問題的喜悅，並教導學生們愛物惜物的道理，由被動的接收者，變成主

動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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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針裁縫體驗 縫釦的裁縫體驗 

(六) 一年級-玩轉 play 學習霹靂 

將國語文、數學和生活教育結合，讓遊戲引導學生當學習的主人解決生

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以七巧板、拼組國字、摺衣和辨識名畫的方式，讓學

生能熟悉空間變化的概念、國字結構的精熟、家事體驗並培養藝術欣賞的涵

養，拓展生活視野。 

辨識名畫遊戲 拼組遊戲 

(七) 幼兒園-尋寶商店街 

融入配對遊戲、跳蚤市場和造型氣球課程，透過統整式的學習方式，讓

幼生體驗成為一日店長。 

動物解說員介紹星星班教室飼養寵物 搭配寵物小寶貝進行寵物氣球義賣活動 

 (八) 自然領域-玩轉 ZOO 

結合自然、生命領域，以開啟學生關心大自然且尊重生命的旅程，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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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親、土親的素養，營造與小動物親近互動的機會，希望學生能從中瞭

解他們的習性與成長歷程，學會尊重並愛護小生命。 

營造與小動物親近互動機會 結合昆蟲展 

 (九) 閩南語領域-我是囡仔王 

結合語文、本土領域，在教師專業的帶領下回味囡仔時的時光，以遊戲、

童玩、歌謠的形式，創造最有溫度的回憶。 

囡仔時的童玩 囡仔時的遊戲 

 (十) 英語領域- FUN 膽說英語 

以打地鼠、running man、猜句型的遊戲方式，結合語言、國際領域，讓

學生自然而然融入英語情境，強化聽說能力，成為國際化的小小主人翁。 

打地鼠遊戲 running man 遊戲 

 (十一) 學習中心-創客道館 

透過機器人組裝及程式設計，結合創客、體能、特教領域，訓練學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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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能力，並以口頭發表的方式報告學習歷程；以神奇寶貝為主題，結合

地板滾球與抓寶活動，讓學生體驗投擲技巧與樂趣。 

機器人組 神奇寶貝-地板滾球與抓寶活動 

 (十二) 潛能班-大直樓下活力小舖 

結合數學、生活、特教領域，使潛能班配合數學(數字與錢幣)、社交技

巧(買賣東西)的課程，藉由設立攤位的買賣活動，讓學生實際體驗、感受真

實情境，學習解決問題。 

設立攤位進行買賣活動 社交技巧(買賣東西)課程 

肆、 創客教育在大直的綜合分析 

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全世界創新與創造力產業的震央，有理念、有資源，目

的在培育精英的私立學校們，率先導入「動手做」課程的先鋒。透過改變空間、

規劃新課程、挪走傳統的評量，重建學校為有創客精神的學習場域們，並且相信，

「動手做」可以培養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四大關鍵能力：創新、獨立思考、動機

與解決問題（親子天下，2017）。未來世代所需要的不再是照本宣科以教師為中

心的知識傳授方式，相反地，透過學生體驗、遊戲式、動手做的學習，解構了傳

統教室的秩序，重新定義了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學生是創作者、老師是協作者，

老師在遊戲的規劃與引導，讓學生在「做中學」中嘗試與體驗，培養獨立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不在是教室中的客人，儼然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學校透

過學習博覽會的辦理，展現出全校師生智慧創客的學習成果，不僅是一場智慧饗

宴，活動辦理亦蘊含相關的教育理念，茲分析如下： 

一、彰顯校本特色，展現創新經營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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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崇趁（2006）指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每一個學校均有基於學校本

位課程開發的｢特色課程｣及｢主題教學｣，這些特色課程以及主題教學資料，對學

校而言，就是創新經營賣點。學習博覽會進行跨領域的整合，結合學校特色課程

及主題教學，不僅彰顯學校特色，亦以發表展現學校績效，以發表揮灑創意，以

發表增進學校的創新實踐。 

二、詮釋活動意義，實踐教育價值管理 

學校的活動要有屬於自己的教育意義，是在地的、獨特的、有感覺的，活動

沒有意義就只是煙火式活動，倘無法培育可長可久的火種，就會成為一閃即過的

煙火。學校是培育人才具有公民基本素養的場域，亦具有提高公民科學文化和思

想道德素質的公共價值。學校活動要有意義、有價值，更有賴學校領導者整合創

能，實踐價值管理的功夫。 

三、擴張自我境界，進行跨域教育合作 

學校辦理成果展演相關活動，除了校內跨領域、跨科目的統整外，亦可善用

校外資源、增進公共關係，如邀請轄區派出所進行法制安全教育宣傳的設攤，或

是配合市府重大活動如將世大運納入課程等，除豐富活動的內容，亦擴張了學校

自我境界。 

四、散播感動氛圍，營造互助信任文化 

在學校中，透過大型活動的辦理強化行政團隊與教師間的連結度，相互溝通

協作，營造互助信任的組織文化，組織成員間的信任和諧，互為鷹架，相互溫暖，

促發集體善性交心的感動情境氛圍，共謀學子福祉與校務發展之流暢與永續。莊

明達（2016）指出，在感動力領導作用下，易於發揮全校大愛動能，教師回歸專

業發展的可能性高，對教學、研究、服務、人際互動的應用實踐性作為有所助益。 

五、提供展演平臺，成就師生自我實現 

學習博覽會以學生為主角，透過教師從旁指導協助，學校提供展演平臺，讓

學生能在這場教育嘉年華會中展現創客教育的教育產品，並兼重知識、技術、能

力、價值的品質檢核，不僅發揮師生多元成就觀，亦實踐創客師生。 

 

伍、 結語 

    「Maker」風潮正吹向台灣，已有許多青年世代投入數位製造，3D 列印技術

展現、食農教育等活動在學校教育中更是興起一股風潮，教育現在正在用實際行

動改變台灣。創客，讓學校教育從過去單向「想」的學習模式，欠缺「實作」的

學校課程，到今日創意創新成為競爭主體的時代來到，翻轉了傳統觀念，真正實

現 Dewey 做中學的理念，激發學生動腦想像的創造力、動手操作的實踐力。大

直國小每學年辦理的學習博覽會，展現出學生的學習成果以及教師的專業引導，

更是師生平時課程的點滴工程，而跨領域、團隊間的協同合作，發想出 32 個闖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4%A0%E8%B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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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卡，以「玩轉學習」包裝整個成果展演活動，兼具動態與靜態的學習成果展

示，擴展了教育創客的價值。九年一貫課程主張學生學習的是帶得走的能力，而

不是背不動的書包。透過學生創客學習成果的展現，看見的是超乎其年齡的想像

力發揮，看見的是臺灣教育的未來正在改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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