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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運用創新思惟進行課程設計，結合隨創(Bricolage)概
念，進行「趣味推理數學」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在過程中利用唾手可
得的材料，依循幼教課程大綱與指標，設計「趣味推理數學」課程內容
，實際操作在課堂中，讓幼保系學生們善用手邊資源(Resource at 
hand)、即興地創作(Making do)、重組資源(Re-combination)以
成為幼兒教育場域中的有用教育材；除了是產品(Product)導向的學習
成果呈現外，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學生們創意思考能力的激發與展
現的歷程性引導，以及一個創意教室情境的安排與經營，都是本教學實
踐研究從創造力4P/6P的架構紀錄與反省此課程的實際面向。

本課程參與人數為幼兒保育系大四學生共十七名，在取得他們的同意之
下進行課程聲音與影像資料的紀錄。採用質性研究法。採用三角檢證方
式蒐集對研究過程中的文字、圖像、過程、產品的相關紀錄，並進行內
容分析。課堂中所使用的隨創材料有：報紙、迴紋針、廣告紙、彩色筆
、白紙、隨身日常用品等。
歷程中，他們互助合作、腦力激盪、交流分享、進行共識評量實作等。
觀察與質性資料顯示：他們對此結合隨創理論的課程有積極的參與度與
正向的情感，亦得到他們足以肯定自己的創意分數，84.6%同學表示課
程既學到數學知識，92%同學表示學到操作隨創力設計幼兒數學的技巧
，100%同學表示創意思考能力似乎有變好；100%同學表示學到與其
他同學分工合作；100%同學表示喜歡這門課的內容與學到的能力。

隨創(Bricolage)理論運用在幼兒保育系
「趣味推理數學」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葉倩亨助理教授



遠距教學的學習
Distance learning 

南應大‧成和正教授

2

研究結果如下：
產出的成品有：1.生活物品的分類、歸類十二項；2.有趣的序列三件；
3.創造關係的故事建構兩件；4.創意遊樂公園兩件；5.無敵棒球場一件
；6.運動會一件;7.美麗新世界一件;8.隨創的數學遊戲教案五件等。
表現的型式有書面剪貼、書寫、畫畫、手作、口頭分享發表、戲劇演出
、角色扮演、試教、遊戲帶領等。

本研究提出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1.隨創理論在幼保系趣味推理的應用與操作讓孩子對數學的學習不再害
怕。
2.隨創的設計幼兒數學教學的活動讓孩子覺得有趣而且有效。
3.本分組隨創設計不僅有助於人際的互動，對創造力的提昇亦有一定成
效。
4.教學活動不能因遊而失真,在好玩、有趣、創意的同時，幼兒園課程綱
要的確實掌握與實踐仍是教學設計的主軸。
5.隨創概念的實踐結合幼兒園常運用鬆散材料做為教育材，將可有效擴
大學習的場域，應可有效增加幼兒園教師的創意教學動能。

本實踐研究結合隨創理論展現出「趣味推理數學」課程可能的樣貌，與
多元的操作型式，並指出可能的限制，提供幼兒教育現場、大學幼保系
教學實踐的重要參考，然而，仍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有待幼教實務界與學
術界進一步開發與持續共創。
   

關鍵字： 隨創、幼兒數學、創意教學、教學實踐、幼兒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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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創造力是未來力，創造力一直都是晚近教育致力的關鍵能力。自2000
年教育部創造力白皮書公佈後，各級學校無不把創造力、創新當成重要
的素養與能力，從K-12皆然是如此。而隨創(Bricolage)則是善用手邊
的資源(Resources at hands)、即興地創作(Making do)、重組資源
(Re-combination)而產生新價
值（Baker & Nelson, 2005），甚至在其中有部分是需要有意識地漠
視限制，而堅持嘗試解決方案，蠻符應創造力裡的變通性，在上游的資
源被限制住時，僅能使用既有的資源湊合著使用，在資源有限的學校或
教室裡，如何運用現在的資源，變通性地湊合著、運用手邊資源，以造
就創新教學的可能價值。於是，在設計幼保系四年級趣味推理數學時，
研究者循著過去創造力研究的思惟與數學教學的實務經驗，加上與修課
孩子們初步互動後，了解他們在數學學習上的過往經驗（焦慮、沒有興
趣、無聊...），創新教學設計是一定要的,又考量學生們在未來工作場域
的需求（教導幼兒數學的任務需求，符應幼兒園課程綱要等），於是興
起隨創理論運用在趣味推理數學課程設計的可能。
將隨創的概念置於幼兒園教育情境中，與其說是有限的資源或資源的限
制，不如說依瑞吉歐理念的教育環境，幼兒園撿拾落葉石塊即些許鬆散
材料，與各領域的學習結合，但是對未來的幼兒園孩子而言，依著108
課綱，強調素養導向，孩子擁有的能力應更全面性，統整性，應從幼兒
即開始。因此，本學期在進行幼保系趣味推理數學興起隨創概念與趣味
推理數學的結合，而有此實踐型研究。本實踐研究的設計係讓幼保系孩
子從趣味推理數學的操作開始，練習隨創理論中的湊合，發揮創造力將
手邊唾手可得的材料變通改造成有用的教育材，是創新課程實踐的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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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期於上述，本研究目的有：一、經由行動研究的歷程，結合創意教學
的精神與鬆散材料的運用，而構成隨創理論在趣味推理數學課堂的實踐
；二、經由隨創的教學行動與學習活動中，反思教學實踐的歷程與結果
，並實際對學生學習成效做質性和量化的資料蒐集，以了解實際的學習
成效，以作為未來大學幼保系數學教學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隨創理論
隨創理論的前提是在資源較不足的情況下解決問題，湊合就會是重要的
元素，需要將就著運用手邊的資源，創造新價值（Di Domenico et 
al . ,  2010）。手邊有什麼資源，就善用這些資源，是隨創的基本原則
（Baker & Nelson, 2005）。湊合(making do)是無中生有的歷程
，藉由運用現有的資源創造原本沒有的（如在創業領域中創造新的產品
或服務）（Di Domenico et al . ,  2010），在湊合的過程中，強調行
動，而非思考可行性（Baker & Nelson, 2005），積極主動參與在問
題與機會中，創造新的可能性。不過度思考是否能無中生有，並不表示
解決方案是平凡或隨便的，有時反而因此出現令人驚豔的結果（Baker 
& Nelson, 2005）。
Smith 與 Blundel（2014）認為即興有以下的特性，比起完善的規劃
後再執行，即興通常是規劃和執行同步進行的，而沒太多事前的規畫；
即興多是自發性、直覺的行為，是具有新穎性的即興活動，而即興是人
類普遍的能力， 通常會出現在創造性的活動中(引自楊子嫻,陳威廷
,2017)。Smith 與 Blundel （2014）也認為即興可以是稍微改變，
或是完全背離原本的現有的程。隨創中將就著使用手邊資源，常常是即
興的行為，而未仔細事先規劃或偶然的組合（ Baker & Nelson, 
2005），這樣的即興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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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曾在過去執行創意教師相關研究的過程中，在與創意教師的互動
裡，發現他們時常會有即興的創意教學活動設計，例如，新竹實驗中學
李老師就在課前突發奇想地利用碎紙機中的碎紙片，設計成國語「拾穗
」課本的教學活動等,確實帶來驚奇的活動效果;在幼兒園裡,鬆散材料運
用在教學中十分普遍,都是即興與湊合的教學設計，甚至產生Eisner所
指表意目標(Expressive Objective)的效果。
    因而，隨創理論與趣味推理數學課程的結合，便是在研究者的創造力
研究脈絡，數學教育背景，課程本位的思惟等因素而成形，並落實在實
際幼保系四年級的趣味推理數學課堂中。

參、行動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進行教學實踐與探究，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者
在實際工作情境中，依據自身的實務經驗，針對實務工作上所遇到的問
題，以研究者的角色，研擬解決問題 的策略，藉由實際執行策略的行動
，加以反 思、修 正 以 解 決 問 題( 蔡 清 田2 0 0 4;M i  l  l  s  ,  2003)
。本研究旨在趣味推理數學課程中，思索一般數學課可能遇到的問題以
及幼兒園本位課程思惟，再結合個人數學教學與創造力研究領域背景，
進而促成隨創理論在趣味推理數學課的教學實踐行動，以期能建構促成
學生學習成效之有效教學方式。因此，採用行動研究為主軸，經由規畫
課程、教學 行動、上課觀察、課後省思、進行修改及再行動的動態循環
歷程，安排以隨創、創新教學活動為主的創意教學，並探討其對學生學
習的影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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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修習研究者於2020年3月於幼兒保育系開設之趣味推理數學課
程學生為對象，共17人（全為女性），為二技二年級的學生。研究者於
開學第一週上課時對學生的先備經驗與知識經由一個開放問卷與口頭問
答做大致上的理解，並於課堂中說明本堂課將進行行動研究的目的與方
式，邀請學生參與，在獲得所有同學同意後，始進行教學過程的影像紀
錄與各項資料的蒐集。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行動研究之規畫、行動、觀察、省思與再行動等歷程(黃志雄
,2017;Mil ls ,  2003)，本研究依動態循環模式之步驟實施，如圖 1 所
示，詳細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一）發現問題與思考可能解決方法
大多數人有數學焦慮，經驗裡總是無聊的數學課，加上幼保系同學將來
教導幼兒數學的需求等，對幼兒園教學場域中鬆散材料的運用頻繁等各
項因素與條件，加上個人創造力研究的經歷與背景等，促成研究者構思
出以隨創理論的理論運用在趣味數學推理課程設計與實踐。

（二）設計課程內容與學習活動
依據研究者個人數學教學的經驗，以及創造力、創意教學的研究背景，
並配合本課程之教學目標，規劃課程內容，以及以隨創為主的學習活動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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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展隨創教室的實踐模式
除了在第一次學前測驗，以及第二次設計數學趣味材枓以及幼兒園課程
綱要的講授內容外，其餘皆進行所謂隨創性的學習與教學活動:材料的提
供，腦力的激盪，分組產出，合作學習，分享發表。

（四）課程實施與教學省思
根據課程度安排進行教學，並在課中觀察，依學生上課參與,及隨時分析
各項學習成果，小組報告等，掌握學生學習的狀況,並時時反省性思考，
並做必要的修正。

（五）同儕互評,回饋與省思
關於創造力的評量常採用共識評量,或經由守門人來加以把關,因此,在本
課程中亦讓孩子進行互評與互相回應,與省思。

（六）行動檢討與分析與再修正
在本教學行動研究中，經由計畫，執行，不斷地檢討，修正使得教學再
精進，也貫徹行動研究精神。

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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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

(一)數學態度量表
      研究者修訂Tapia,  M. & Marsh,  G.  E.  (2004)出版的數學態度自
陳量表共40題，對學生進行教學前後測，藉以了解她們的數學學習態度
是否有顯著改變。

(二)學習單與成果海報
      在課堂中讓孩子完成即興任務型的學習單，並將部分成果製作在海
報紙上做為展示用。

(三)學習回饋表單
      研究者以google表單的方式對學生蒐集課程的回饋,共計有認知(是
否學到數學知識)，情意(喜不喜歡)，技能(是否學到幼兒數學課程活動
設計技巧)等。

五、研究資料分析與信效度
量化資料的部分，使用相依樣本t檢定,以檢驗前後測的差異;在回饋表單
部分則使用描述統計。質性資料部分，則除了紙本資料的內容分析外，
輔以焦點訪談與觀察，研究札記等，以達資料來源的三角檢證。資料分
析部分，採開放編碼與持續比較法。

六、行動研究中的計畫、行動、觀察、反省
    (一)隨創理論的趣味推理數學的課程計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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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課程計畫與活動舉隅

課程主題 教材內容/活動任務 教學材料與操作 評量 

廣告紙尋寶樂 1. 課綱下的認知活

動設計 

2. 分類/序列/關係/

關係加序列 

1. 彩色廣告

DM、A3白

紙、 

2. 以隨創方式設

計可能的幼兒

數學活動或課

程 

口頭發表、互

評自評 

舊報紙七十二變 1. 課綱下的活動發

想與設計 

2. 分類/序列/關係/

關係加序列 

1. 舊報紙、全開

海報紙、迴紋

針、剪刀、膠

水、膠帶等 

2. 隨創地設計可

能的教學活動

或教具(幼兒數

學) 

 

 角色扮演,互

動發表,交互提

問,互評 

量一量,測一測 1. 數量數一數 

2. 測量活動 

1.教室空間、長度 

2.身體或任何可想

到的隨創物品 

發表與實作 

生活中的形狀--

支援前線

GO!GO!GO! 

1. 幾何形狀 

2. 生活的幾何 

1. 隨身物品 

2. 箱子 

遊戲,競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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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係在學生小組的產出成品中，試圖從來自隨創材料所設計的教學
活動去理解教學活動的內涵是否以及緊扣著課綱中的認知部分，並將創
造力的標準置於其中引領同儕間進行互評與自評。

 (二)行動
    大家依老師的佈題與所提供的有限材料,進行課程中的任務解決，同
學們非常熱情，也完全融入其中，覺得非常好玩，形成一種創造思考取
向的隨創產出。 
(三)觀察
    教室像是活動與創客的空間，同學席地創作，討論聲此起彼落，也可
聞學生意見交錯爭執堅持的聲音。
(四)反省思考
創意教室中，腦力激盪的熱情使得幼兒數學教學活動的創作很順利，也
很具流暢與變通性，然而卻容易失去與教學目標的連結,忽略了數學課綱
與幼兒數學教學的聯結，但有時又會有意外的表意目標的連結表現。

肆、研究結果

學生在隨創表現的型式有書面剪貼、書寫、畫畫、手作、口頭分享發表
、戲劇演出、角色扮演、試教、遊戲帶領等。
學生在課程進行中產出的成品有：1.生活物品的分類、歸類十二項；2.
有趣的序列三件；3.創造關係的故事建構兩件；4.創意遊樂公園兩件；
5.無敵棒球場一件；6.運動會一件;7.美麗新世界一件;8.隨創的數學遊
戲教案與教學0五件;10.學習工作單共數十張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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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無敵棒球場圖二 無敵棒球場 圖三 美麗新世界

圖四 廣告紙數學教學活動設計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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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中，他們互助合作、腦力激盪、交流分享、進行共識評量實作等。
觀察與質性資料顯示：他們對此結合隨創理論的課程有積極的參與度與
正向的情感，亦得到他們足以肯定自己的創意分數，84.6%同學表示課
程既學到數學知識，92%同學表示學到操作隨創力設計幼兒數學的技巧
，100%同學表示創意思考能力似乎有變好；100%同學表示學到與其
他同學分工合作；100%同學表示喜歡這門課的內容與學到的能力。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1.隨創理論在幼保系趣味推理的應用與操作讓孩子對數學的學習不再害
怕。
2.隨創的設計幼兒數學教學的活動讓孩子覺得有趣而且有效。
3.本分組隨創設計不僅有助於人際的互動，對創造力的提昇亦有一定成
效。
4.教學活動不能因遊而失真，在好玩、有趣、創意的同時，幼兒園課程
綱要的確實掌握與實踐仍是教學設計的主軸。
5.隨創概念的實踐結合幼兒園常運用鬆散材料做為教育材，將可有效擴
大學習的場域，應可有效增加幼兒園教師的創意教學動能。

本實踐研究結合隨創理論展現出「趣味推理數學」課程可能的樣貌，與
多元的操作型式，並指出可能的限制，提供幼兒教育現場、大學幼保系
教學實踐的重要參考，然而，仍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有待幼教實務界與學
術界進一步開發與持續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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