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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C School目標

• 跨時空(Cross Time and Space)：

教導如何從自主學習之數位閱讀中找出關鍵訊息提出問題。

• 跨領域(Cross Disciplinary)：

提出跨領域想像教學法，輔導學生如何找出獨創性解決問題方法，培養創

造力素養。

• 跨社會(Cross Community)：

從關心生活且具鄉土性之主題式「探究與實作」課程實例教學。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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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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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校

•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

《未來學校：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定義新的教育模式》

白皮書，發表未來學習八大技能之第二項技能是「創

新和創造力技能」—包括培養創新所需技能的內容，

即解決複雜問題、分析思考、創造力和系統分析等。



•未來學家、趨勢專家丹尼爾·平克在《全新思維》一書中提到，

「全才」的優勢來自於這樣一種能力：他們能發現完全無關

的兩個系統之間的連結，能將若干個相互獨立且毫不相干的

要素組合在一起，形成某種新的觀點。

21世紀的人才新定義『全才』特質

(遠見雜誌2020-01-29)



•《創造力》一書的作者，芝加哥心理學家米哈里，也曾對很

多具有創造力的人做過研究，他發現，創造力一般都與「跨

領域」有關，最具創造力的人，能看到各領域之間被其他人

所忽視的連結。

21世紀的人才新定義與創造力特質

(遠見雜誌2020-01-29)



跨領域想像創新課程之文獻來源依據1
• TRIZ 將創新性問題劃分成五個等級

(中華系統性創新學會 榮譽理事長清大 許棟樑教授)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

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

步，並且是知識進步的源泉。嚴格地說，想像力是科學研

究的實在因素。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更重要。因

為解決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

提出新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誌著科

學的真正進步。

跨領域想像創新課程之文獻來源依據2



發明層級與TRIZ工具的關係

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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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可能面臨三項困難

• 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世文 指出

• 第一，普高首次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師缺乏經驗，跨科社群議課可能

不易達成共識。

• 第二、課程需具跨科主題式規劃，在實際課程設計可能不容易著手。

• 第三、教師不熟悉「探究與實作」課程如何評量。



課程設計目標



符合108課綱探究與實作課程目標

•一、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

•二、建構基本科學素養

•三、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

•四、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互動

•五、為生涯發展做準備



培養創造力素養

• 1.引導學生『能看到各領域之間被其他人所忽視的連結』

• 2.學會如何跨領域想像找到領域之間的連結--發現現象找問題

• 3.具備研究主題自我評估能力

• 4.探究：搜尋兩領域間的關聯性學理知識及技術--找出獨創性解決問題的方法

• 5.實作：符合科學方法的實驗設計

• 6.面對實驗失敗的正確態度



課程設計對象



課程設計對象

• 1.高中生：探究與實作課程、參加中小學科學展

• 2.大學生：專題研究



課程期程與學習規劃



第一階段(探究)1-提出問題

• 一、研究方向：研究主題思考方向引導：尋找與生活有關領域

• 二、找問題：搜尋所選擇的主題方向問題

1.事件或事故。2.困難或難題。3.待解決或無法解決問題。4.新發現。5.

關注焦點。

• 三、研究主題確定前置思考

1.提出所要解決的問題。

2.蒐集有利於研究動機的佐證文獻。

3.研究主題自我評估

(1)清楚且聚焦(2)對相關研究領域有貢獻(3)可用科學方法檢驗(4)鄉土之相關性



第一階段(探究)2-定義問題

• 四、決定主題：更精準掌控發酵-酵母菌在麵粉糰中發酵程度的

電特性大數據研究



第一階段(探究)3-解決問題

• 五、跨領域想像解決問題：舉例說明



第一階段(探究)4-跨領域想像解決問題

• 1.B領域問題

• 麵粉糰發酵程度均以手指壓可回彈與不回彈來判定是否過度發酵，思考有其他方法可更精確判

定麵粉糰發酵程度嗎？

• 2.思考B領域麵粉糰發酵問題

(1)麵粉差異：高筋、中筋、低筋差異在麵粉中的蛋白質含量比率，高筋蛋白質含量比率最高。

(2)化學反應：酵母菌發酵時產生二氧化碳及酒精。

(3)生物領域1：蛋白質隨著PH值不同會帶不同極性電荷，PH值6以下帶正電，PH值7以上帶負電。

(4)生物領域2：蛋白質電泳率與外加電壓成正比。



第一階段(探究)5-跨領域想像解決問題

• 3.用A領域(電學)知識技術思考B領域問題：

麵團中的蛋白質與氯化鈉皆具有導電特性，使麵團在某個程度上具有導

電物的性質。蛋白質的基本單元為胺基酸，其胺基、羧基以及另外的官能

基都能接收或釋出氫離子，在不同的環境 pH 值下可能帶不同淨電荷。氯

化鈉溶解於水中時由於可解離為氯離子與鈉離子，故具備導電特性(林育

瑋，106)。能導電的物質應具備可測量之電阻，電阻是一個物體對於電流

通過的阻礙能力，相關方程式如下：所以R = ρ(L/A)，若用於測麵粉糰

電阻R時，ρ是麵粉糰的電阻率，L是測量之兩端點間的電流導通路逕長度，

A是麵粉糰電流導通路逕之截面面積。



第一階段(探究)6-跨領域想像解決問題

發酵後CO2變多使電流導通路逕長度變長電阻值變大



第一階段(探究)7-跨領域想像解決問題

• 麵團中的酵母在生長過程中，將糖分轉換成酒精與二氧化碳以獲得

能量，二氧化碳的累積使麵團膨大，造成麵包的多孔隙結構。根據

上述方程式的描述，當麵團發酵、二氧化碳氣泡變大時，可能使得

電流路徑增加，造成電阻值的上升。以跨領域想像思考到利用電阻

定律(電導率、電阻率和導電路徑之長度)來測試能否對應到麵團的

發酵狀況，期望此實驗能透過分析電阻值變化及麵團發酵程度找到

其規律性，以作為設計精準控制麵團發酵的創新裝置原理。



第一階段(探究)8-解決問題方法評估

• 六、主題解決問題之方法自我評估：創意、學術或實用價值

1.有原創性。2.方法具可行性。3.對科學有影響之潛力。4.對社會有影

響之潛力。5.對經濟有影響之潛力。

七、撰寫研究企畫書：摘要、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研究設計、

參考資料及其他



第一階段(探究)9-研究企畫書

• 七、撰寫研究企畫書：

摘要、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研究設計、參考資料

及其他



第一階段(探究)10-撰寫研究企畫書
• 研究動機-麵粉糰導電依據

• 蛋白質帶電特性：蛋白質分子上的淨電荷，取決於環境 pH 高低；若環境pH 高

於其pI，此蛋白質帶淨負電，反之帶淨正電；若剛好等於其pI，淨電荷為零 (正

電數目等於負電)。 同一分子在不同 pH 環境下，可能帶不同 淨電荷



第一階段(探究)11-撰寫研究企畫書

• 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

• 高筋麵粉、中筋麵粉、低筋麵粉，搭配做不同參雜酵母菌量的9種實驗，

預計會有27項測試，每項實驗再分同等份的麵粉糰量2份同時做恆溫發酵

測試，以提高實驗的可靠性，我們將設計固定量之麵粉糰放入特製發酵

筒，分別用電極板及插入探針兩種偵測方式，接上數位電表測量隨著時

間拉長其發酵程度之膨脹高度變化與電阻變化關係，觀察隨著發酵程度

越大電阻值之變化如何？分析數據特性找出此麵粉糰的等效電特性？



第一階段(探究)12-撰寫研究企畫書

• 實驗設計1(探針式)
 



第一階段(探究)13-撰寫研究企畫書

• 實驗設計2(電極板式)  

電極片電極片



第二階段(實作)

• 1.準備實驗器材

• 2.依實驗設計實驗

• 3.實驗數據分析

• 4.討論實驗結果



第二階段(實作)1-準備實驗器材

Panasonic麵包機
調製麵粉糰

數位電表晶華冷熱兩用電子行動冰箱
恆溫發酵用



第二階段(實作)2-準備實驗器材

第1代麵粉糰實驗
第2代麵粉糰實驗



第二階段(實作)3-準備實驗器材

• 不同蛋白質含量之麵粉，由左至右分別為駱駝牌(13.7%)、凱薩

琳麵粉(11.6%)、大家發低筋麵粉(8%)



第二階段(實作)4-實驗配方

• 統一麥典麵包專用麵粉(高筋)125g、砂糖13g、鹽2g、奶油13g、

水75ml、酵母菌1.5g 



依實驗設計實驗-兩種直接測試電阻方式

• 電極板式測試• 探針式測試



實驗記錄



第1代實驗數據分析1-探針式

發酵時間越長(穩定後)確實越大，第1個5分鐘12.9MΩ第2個5分鐘25.1MΩ



第1代實驗數據分析2-電極片



實際教學實驗檢討過程1



第1代討論-探針式

•呈現電感特性

•電阻太大(MΩ)

•探針做侵入式測試影響麵粉糰

•決定第2代以平面式為主

 



第1代討論-電極片式

• 有類電容阻抗特性

• 電阻值較低

• 杯子測試因發酵膨脹擠壓電阻大且不穩定

• 平板市點組變化較穩定

• 但是電表時間過長它需要重開機

造成數據有不穩定變化(前面所說的

電容特性)

 



第2代平面電極板改良

電極板設計方式

電極板



第2代平面電極板間接測試

改進第一代實驗設計，避

免電錶歐姆檔長時間測量

時，發生自然中斷影響測

試結果，新測試方法之測

試電路：(採間接測量麵

團電阻Rm)



第2代平面電極板-間接測試



第2代平面電極板測試實驗數據1



第2代平面電極板測試實驗數據2



實際教學實驗檢討過程2



第2代平面電極板間接測試

•數據穩定

•麵粉糰需形狀一致貼放測試銅片電阻值才較接近準確

•銅片測試板會有銅綠留在麵粉糰(改不鏽鋼片)

•電極片需再加大



第3代平面電極板設計(5公分 X 5公分)



課程遇到瓶頸困難如何解決



正向面對實驗失敗

•正向面對實驗失敗，因為『實驗失敗是創新的祝福』

•1.檢討實驗過程瑕疵

•2.再思考學理是否充足

•3.實驗失敗是上帝要給您新的思維-會有意外發現

•4.是再探究的機會(找到蛋白質電泳率與外加電壓有關)



評量標準

• 一、研究主題(30％)：(一) 清楚且聚焦。(二) 對相關研究領域有貢獻。(三)

可用科學方法檢驗。(四)鄉土之相關性。

• 二、創意、學術或實用價值(40％)：(一)有原創性，方法具可行性。(二)對

科學、社會或經濟有產生影響之潛力。

• 三、科學方法之適切性(20％) 

• (一) 設計周全之研究計畫。 (二)控因及變因清楚、適當及完整。(三)有系

統地收集數據及分析。 (四)結果具有再現性。 (五)適當地應用數學及統計

方法。(六)數據足以證實結論及釋義

• 四、展示及表達能力(10％)



學生的學習成果



榮獲新北市109學年度中小學科展獎項

1.光仁中學還以最高積分，獲頒代表學校最高榮譽的推動科學教

育有功獎高中組（六件以下）學校團體組第一名

2.「更精準掌控發酵─酵母菌在麵粉糰中發酵程度的電特性大數

據研究」，榮獲高中組農業與食品學科特優國展暨探究精神獎

3.「超前部署─從非線性聲學角度研究定向喇叭音質不佳原因之

初探」作品，榮獲高中物理組物理與天文學科優等暨團隊合作獎







未來展望



智慧型發酵箱-最佳發酵到位偵測與警示

最佳發酵到位
偵測裝置



分享完畢
感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