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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激發學生的創造力，使學生能運用創造

發明能力，產生創新的構想與設計，是當前
工程教育應著重的重要方向之一。本計畫之
目的為探討大學機械系對激發與培養學生
創作發明能力之課程規劃與影響，內容包括
大學機械系課程與學生活動兩方面。本計畫
分三個部分進行，首先探討台大機械系目前
實施情況與效果，分別針對課程規劃與學生
活動進行檢討；其次探討國內外大學機械系
對培養與鼓勵學生創作發明之實施狀況與
其特色；最後舉辦一機械工程類之學生創作
發明競賽（第二屆橡皮筋動力車大賽），以
探討工程類學生創作發明競賽活動之實施
方式。以上三部分結果整合後，已可瞭解目
前大學機械課程對培養學生創作發明能力
之影響與成效，進而提出大學機械課程與學
生活動規劃的未來發展方向，有效激發學生
的創造力，提升學生創作發明的能力。

關鍵字：創作發明、課程規劃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and organize the
curriculum and student activity for evoking
and improving th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of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gram. Since the industry in
Taiwan demands the engineers to bring up
with new ideas and innovative concepts, the
creativity of the engineering graduat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essential. In this
research, firstly, review and investigate the
curriculum and student activity organized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econdly,

compare with the curriculum and student
activities in the ME programs of the other
famous universities to find the difference.
Lastly, find the environment and guidelines
for promoting student creativity contests.
After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some
recommendations about proper curriculum in
ME department for evoking the creativi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suggested, and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of the resources and
guidelines of student activity to maximize the
effort a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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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如何在學校提供學生適當的課程或活
動，使學生除了具有設計的一般基礎知識與
能力外，更具備豐富的創造力，運用創造發
明的能力，產生創新的構想與設計，是當前
工程教育應著重的方向。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為探討大學機械系
對激發與培養學生創造發明能力之整體規
劃，其中探討內容包括大學機械課程與學生
活動的規劃兩方面。為了達到上述的目標，
計畫分成以下三大部分進行:
1.探討台大機械系對課程規劃與學生活動的

實施情形與效果。
2.探討國內外其他大學機械系對培養與鼓勵

學生創作發明之實施狀況及其特色。
3.透過學生活動的探討，舉辦機械工程類學

生創作發明競賽，以瞭解並提出有效的工
程類學生創作發明競賽實施方式。

計畫執行的成果為瞭解目前大學機械
課程對培養學生創作發明能力應朝向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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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出對大學機械課程、學生活動與教學
環境規劃之建議，有效地培養與激發學生創
造力，提升學生創作發明能力。

二、 台大機械系創作發明課程規劃與實施

台大機械系對課程中的必修課學分數
由七十二學年度的 126 學分調整至目前的
99 學分。並且分別就不同專業領域，規劃與
安排妥當之學程，如設計、控制、自動化工
程、精密機械… 等。
2-1 創作發明課程的規劃

在培養學生設計與創作方面，除了部頒
之設計相關課程，如工程圖學、機動學、機
械設計原理… 等外，更有電腦輔助設計、電
腦輔助機械製圖、機械設計製圖、機構設
計、設計方法、機械設計實務、機械設計實
習等課程。為啟發學生對設計創作之興趣，
提高學生之創造力，自八十二學年度起即開
設『創造工學』一課，培養學生創作發明相
關知識。此外，為了進一步鼓勵學生對研究
與創作的興趣與能力，更早自七十九學年度
起，舉辦學生科技競賽。獎金與部分材料費
由本系系友會予以贊助，競賽活動至今已進
行至第七屆。
2-2 創造力培養的基本要件

為了探討機械系相關課程對於創造力
培養的影響程度，本研究特別蒐集創造力相
關的文獻並進行分析與探討 [1-6]，發現相
關 的 課 程 規 劃 中 需 要 綜 合 能 力 (synthetic
ability)、分析能力(analytic ability)及實作能
力(practical ability)等三種能力平衡發展才
能有效培養創造力的能力。
2-3 現有課程的分析與討論

由統計表中可以知道，在 86 學年度的
117 門課當中，其中有 117 門課包含了分析
的內容、25 門課中包含合成的內容、26 門
課當中包含實作的內容。相關的整理列表分
成必修與選修課的學分總數與所佔百分比
例製作，如表一：

表一、台大機械系 86 年課表分析
必修課 選修課

分析 合成 實作 分析 合成 實作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52.5 83.4% 3 4.7% 7.5 11.9% 199.8 81.9% 28.3 11.6% 15.9 6.5%

由表一的分析可知目前台大機械系所

有課程中，包含合成與實作的課程大約僅佔
五分之一左右，對於培養創造力與實務經驗
而言，明顯不足，需要再作整體而統合的規
劃。

如果將必修課與選修課分開計算，則必
修課程的分析能力培養又佔了絕大多數，忽
略其他能力的發展。由於必修課程在這方面
的不足，必須要規劃一有效且整合全系資源
共同推動的必修課程，或在選修課中增加綜
合與實作的訓練，才能補足這方面的缺憾。
2-4 其他技術支援與經費來源

除了課程的規劃以外，有關提供學生使
用的軟硬體設備、技術支援及經費來源等相
關問題，條列說明如下：

1. 硬體設備─機械工廠等相關設備
2. 技術人員─十名技術人員輔助學生
3. 特殊儀器─精密工具機等設備
4. 教育訓練─每年實施工廠訓練
5. 經費來源─相關課程的經費來源主

要包含以下三項來源：機械系、機
械系校友會、任課教授的研究計畫

2-5 實施成效與檢討
目前台 大機 械系 透過整 體的 課程 規

劃，進行培養學生創作發明能力，增加學生
參加相關競賽的動力與發表專利的興趣。目
前學生發表專利數已有共計十餘件，亦組隊
參加第七屆國際微小機器人競賽榮獲最佳
設計獎。

機械系學生普遍對於電子、電機、電
腦、網路相關知識與儀器設備能提供的技術
支援還不足夠充足。因此，有關機電整合的
基本知識與相關應用的課程仍待加強，以便
補足學生在此方面的缺陷。

三、 國內外大學機械系創造發明課程規劃

3-1 國內大學機械工程課程規劃
本研究針對國內外大學機械系的課程

規劃進行分析，比較其他大學機械系在規劃
課程時與台大機械系的差異，透過網際網路
搜尋與郵件的往返，收集了台科大、成大、
清大、交大、中正、中山等幾所國內大學機
械系的課表及相關創意課程的簡介，作為分
析與探討的依據。並實際參觀訪問美國的史
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麻省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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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等校取得相關的訊息。國內大學機械系
課程分析如表二：

表二、相關大學機械系的課表分析
必修課 選修課

分析 合成 實作 分析 合成 實作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總數 比例

台大 52.5 83.4 3 4.7 7.5 11.9 199.8 81.9 28.3 11.6 15.9 6.5

清大 66.5 83.1 2.5 3.1 11 13.8 37.67 76.9 4.67 9.5 6.67 13.6

交大 59.33 78.1 3.83 5.0 12.83 16.9 53 86.9 5 8.2 3 4.9

成大 69.5 80.8 4 4.7 12.5 14.5 119.5 87.9 6.5 4.8 10 7.3

中正 67 77.9 3 3.5 16 18.6 77 90.6 7 8.2 1 1.2

中山 64 82.1 4 5.1 10 12.8 54 94.7 3 5.3 0 0

中興 68 85 3 3.8 9 11.2 89.5 86.9 6.5 6.3 7 6.8

由表二可知，台大機械系在必修課的總
數最少，但相關合成與實作能力培養的課程
比重較高。以選修課而言，清大與交大的課
程數目比起台大機械系的課程數少很多，但
相對於整個課程而言，實作課的比重佔比較
多的份量。對於培養創造力的課程而言，是
具有較正面的意義。相較於實作課程的分配
而言，統合性的合成課程就比較少，對於提
供學生培養整體思考的概念，稍嫌不足。唯
在各校課程規劃中未見有相關專門探討創
造力發展與實作的課程是一項缺憾。相關大
學中較具有特色的課程是台科大的機械系
統設計、交大的機械設計等課程，皆要求修
課學生實際參與產品分析、設計與製造，最
後並舉辦比賽，讓所有同學觀摩課程學習的
成果。
3-2 國外大學機械工程課程規劃

有關國外著名大學在規劃相關課程方
面，透過實際參觀訪問美國幾所著名大學，
有許多的收穫與參考價值。由訪問的幾所大
學中，可以瞭解教授們對創造力課程的想法
與規劃。以下將分別針對史丹福大學與麻省
理工學院機械系實施相關課程的方式作深
入的探討。

3-2-1 史丹福大學：
史丹福大學機械系極為重視學生創作

力的培養，亦有暑期創造力培訓的課程。經
與創造力課程的主要核心人物 Roth 教授訪
談，發現該系在培養學生創造力上並無特別
課程上的規劃，主要以學生專題為導向，並
舉辦紙腳踏車比賽的活動，融入相關設計課
程中。透過專題與學生比賽的實施，指導學
生們學習相關創新設計的能力。

3-2-2 麻省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系在大學部規劃特

別的設計課 2.007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I 有著獨特的風格與傳統的意涵。這門課由
於十分受到重視，已成為 MIT 機械系的傳
統。2.007 課程是大二的必修課程，課程規
劃中導引學生有實際動手做的經驗。該課程
是 12 學習單位(unit)的課程，參加的對象是
所有大二的學生，針對完全沒有任何實作經
驗的學生來做計畫，而且是一位學生做一件
機器，每位學生都有個別的成績。上 2.007
課程之前，為培養學生實作的能力，先有
2.670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ols 的先修
課程，內容包括工廠實作、Pro Engineering
及 Matlab 軟體的使用。

設計課程最重要的一環就在準備比賽
的過程激勵學生學習動機，造成壓力，透過
競爭性及兩組對抗的方式，在競賽過程中激
發學生的潛能，達到更進一步的學習效果。
學生在大二時就能有動手作的經驗與能
力，對爾後學習或研究都能有所幫助。
3-3 討論與分析

經由以上的訪問與研究，可以發現不同
學校在發展創造力的課程時，有著自己獨到
的看法與見解。不同的培養與訓練方式會造
就出完全不一樣的人才，唯有詳細規劃與設
計課程，才能符合不同的需要，達到我們想
要培養的目標。

四、 創作發明學生活動之規劃

針對學 生活 動與 創造發 明有 關的 規
劃，可以分為課內與課外的活動來探討。課
內活動包含了專題實作的實施，設計課程的
規劃與設計競賽等。課外的活動包含了學生
科技競賽、科技觀摩發表、社團活動等。以
下針對幾項來討論：
4-1 學生專題

學生專題是在課堂中在老師指導之下
進行，有部分專題是由學生獨力完成，部分
的專題是分成小組作業來共同達成目標，將
作品製作出來。例如台大機械系開設的創造
工學、機械設計原理、機械設計實習等課
程，台科大的機械系統設計專題、麻省理工
學院的 2.007 設計與製造 I 及史丹福大學的
專題設計課程等，都是利用課堂的專題，透
過學生們自行設計與尋找答案的方式培養
學生創造力的能力。專題活動的規劃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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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 教授論文[7]。
4-2 學生科技競賽

透過課外的時間，讓學生們能在課餘的
時間進行活動的競賽，學生競賽的活動，分
為全國性、地區性、校內、系所本身的競賽
活動。例如：全國省油車競賽、台大機械系
的科技競賽等都可激發同學培養創造力的
能力。科技競賽的規劃雖然以學習的觀點看
來，可能會有比較負面的影響，例如：造成
學生互相競爭，失去相互吸取經驗共同學習
的經驗。但由於它是最簡單且最迅速讓學生
們進入狀況的方法，我們可以設計並規劃出
好的競賽方式，在規定的期間內激發出學生
的創造力並真正將產品作出來，這樣的學習
會是最有效率的學習方式。
4-3 活動驗證

本研究特別舉辦了學生競賽「第二屆橡
皮筋動力車大賽」，瞭解工程類學生創作發
明競賽的實施方式。活動中突破傳統車輛的
想法限制，增加了障礙物的條件。實施的結
果可以看出得獎的作品皆是突破傳統的車
輛想法，透過不同的機構形式達到突破障礙
物的條件。如此，藉由同學們突發奇想的能
力，改變傳統的設計，進而以自己所學的知
識實際做出產品而達成設計的需求。這已經
符合了本研究認定提升創造力的三個要素
─分析、合成與實作三方面達到平衡的條
件。相信以後多舉辦類似的創意活動，將能
有效促進學生們激發自己的創造力潛能。

五、 討論與建議

經由以上的分析與研究後，可以得知目
前的課程規劃和安排，還有需要再加強與補
充的部分，以下針對幾個方面進行討論與建
議。
1. 增加實作、合成及應用課程比重，加強

綜合思考的學習能力。
2. 統合全系所有資源，規劃整體性的創造

力訓練課程與專題。
3. 建議在研究所入學甄試中，增加專題研

究表現的成績認定。
4. 規劃設計創造力教師培訓計畫與教材，

培訓創造力種子教師。
5. 多方面規劃並實施具有培養創造力意義

的競賽活動。
6. 設立創造力養成規劃中心，專責研究發

展創造力課程與統合。

六、 結論

由本研究計畫之分析與探討，得知目前
大學機械系對激發與培養學生創造發明能
力，針對課程與學生活動二方面之規劃情
形。現今大學機械課程對培養學生創作發明
能力所應朝向的方向，應該是統整所有課
程、增加相關綜合能力與實作能力的課程，
讓學生能在課堂中培養相關創新設計與綜
合思考的能力。

對大學機械課程、學生活動與教學環境
規劃之建議，除了在課程規劃上有所調整，
增加實作、合成及應用課程的比重，加強學
生綜合思考的學習能力外，更進一步以必修
課程型式的專題研究，加強學生的能力，並
以研究所入學甄試或工業界甄選設計人才
時，增加創新專題研究成果的方式，激勵學
生學習相關知識的動機，此外，籌設成立創
造力養成規劃中心，專責研究發展創造力相
關課程與訓練教材。如此有效地激發學生創
造力，才能提升學生創作發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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