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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討如何從材料主題開發身體動手做實驗單元以作為科學探究與

實作學習之素材，開發採用系統方法「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並充分掌握身體

動手做實驗單元之特有屬性，含原有及新創整理出 64 項身體動手做單元，又選其

中兩項次主題系列的四個身體動手做單元為例，包括：肌肉與彈性系列-關節與漂

浮、關節與拉長、視力和眼鏡系列-驗光與視力、透鏡中心與瞳孔距，針對這四項

實驗單元的細項內容、討論其實驗教材內容、延伸及教學運用等，可作為實驗室

教學實驗、或課堂教學演示實驗、或教室內隨時隨地的定性或定量動手做實驗教

學使用。 

 

關鍵詞：身體動手做、動手做、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 

 

 

 

 

壹、 前言 

三十年來，國際的科學教育潮流，已經從傳授知識轉而注重過程學習，從培養科學精英

的目標，轉而變成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民（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1989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1996）。由台灣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

的教育改革中可以看到探究與實作成為主軸（教育部 2003，2018），學生在參與探究與實作

的過程中，獲得不同深度的學習，有效的培養科學素養為主要的目標。屬性使然，自然領域

的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許多需要動手操作與思考的結合，連結知識與實際運用，從中培養

實作、思辨與表達的重要科學技能，這些學習大部分需要科學實驗素材，科學實驗一般有：

實驗室實驗、課堂教學演示實驗、創客基地製作實驗、教室內動手做實驗、及街頭互動式實

驗等等。如何有效整理既有的實驗素材並幫助開發新的單元，是支援自然領域教學所需要的

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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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雄地區出發推行二十多年的街頭物理（楊美珊，2018），利用簡單生活材料，設計

成有趣且可立即成功操作的科學動手做，能夠當場親自感受其趣味性，提升學習動機（周建

和，2006 ; 羅賢平和王伯財，2008）。本文以學習者本人身體各部位作為動手作實驗中主要

材料的探討主軸，採用系統思考方法「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將衍生出之材料整合、重組，

進而創新開發，共整理出身體動手做 64 項實驗單元，提供未來教學參考使用。 

 

貳、 文獻探討 

一、國內外推動身體動手做之概況 

1980 年代，美國提出了一項名為“Hands-on Inquiry Based Learning”，即「動手做」的

科學教育改革計劃，結合教育改革促進了美國科技的發展（韋鈺，2012）。1990 年，美國諾

貝爾獎得主萊德曼（Leon Max Lederman）成立以「動手做探究式教學」（hands-on inquiry-based 

teaching）為基礎教學目標之學校，成為改善科學教學的全球模式（Cohen, 2018）。1996 年，

法國物理學家夏帕克（Georges Charpak），到美國考察「動手做」科學教育改革，並將其引

入法國（Ioannis Giomataris, 2010）。1998 年，在台灣社區中流行的「街頭物理」活動 （林倖

妃，2010）大量運用「動手做」與民眾互動，而「物理教育聯合會」的前身，第一屆「全國

物理教學演示研討會」在同年舉行，會中特別關注「動手做」的相關發表。2003 年，歐盟委

員會成立“Hands-on Science Network”（動手做網絡），隔年於斯洛維尼亞啟動“HSCI”（動

手做國際研討會）（M.F.M. Costa, 200），並於 2008 年，開始發行“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Hands-on Science”（動手做國際期刊）（IJHSCI, 2008）。將動手做實驗結合日常生活的應用，

來培養科學知識的反思、統合與創新能力。因此動手做實驗逐漸成為自然科教師教學場域常

見的素材。 

相較於傳統的實驗，生活周遭簡易的器材隨手可得，多以簡單器材設計即席動手做實驗

為主，再配合不同的情境融入科學知識及互動性實驗演示，讓聽眾親自體驗操作。這些動手

做都經過現場因素控制、運作方式安排等的試驗與考量，在幾分鐘內感受到科學的現象與結

果（周建和，2007）。具有諸多優點，亦包括：實驗材料容易取得且花費低、易操作及控制、

易設計且實驗設計可立即調整、容易推廣，可在短時間內進行、親自動手有助於探究思考、

在普通教室中可行，不為場所限制、材料大多為日常生活物品，生活化所以有趣、使用回收

物品兼顧環保、需要時材料可讓學生自行準備等（周建和，2007；黃玉枝，2013）。 

「身體動手做」是「動手做」中的一類，一般實驗室中的典型教學實驗通常包含實驗設

備、可操作變因的設計、量測數據的感測器，以及實驗結果的處理器等。而身體動手做實驗

單元是指含有：以學習者本身其身體某部位作為實驗中的主要要素，或身體的某種功能緊密

結合之科學概念。由於自己的身體為主要實驗器材，且現象發生於自己的身體，因此產生有

助於科學學習所需之驚喜意外，讓印象感覺自然又強烈，進而轉化成學習動機。除了基礎科

學概念外，身體的功能常識亦為科學探討主題相關，這有助於讓學生了解身體結構並與相關

領域連結。就實驗的整備而言，通常身體動手做實驗單元器材準備容易，攜帶非常方便，所

用器材花費低。特別是，學生可以用自身的行動直接操弄實驗，容易隨產生的想法改變實驗

操弄，直接觀察或感受到實驗操弄的結果，而且大部分時候實驗操弄的結果是立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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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00 年起開始主辦的「國際性學生評量計劃」（PISA），

評量十五歲學生參與社會所需的關鍵知能，提供國家整體教育成效評量資訊，作為各國調整

教育政策之參考，2018 年增加至 79 個國家參加，在 2022 年即將舉辦的第八次調查，包括臺

灣共有 85 個國家參加（台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22）。台灣於 2006 年開始加入，當時評

量結果顯示在閱讀素養方面有加強的空間，於是台灣由教育部主導推動全民閱讀計畫（張莉

慧 2009；吳清基，2010；陳木金，2012）。透過引導、分析、統整、實作等綜合性的學習方

式，提升閱讀能力，期間可看到許多幫助閱讀的有效策略嘗試，其中包含幾個系統化之圖形

組織法運用，「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是其中之一（邱怡雯，2022）。 

「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是一種有助擴散性思維的思考策略，依據「放射性思考法」和

「螺旋狀思考法」二種思考模式來進行學習層次提昇的思考策略（陳龍安，2006；Chiu et al., 

2018）。本文在此運用「擴散性思考法」來創新發展動手做實驗單元，步驟敘述如下：首先

在九宮格的中央格填入主題「身體動手做」，開始思考、探索相關的次主題，再一一整合、

重組，經過幾番的分解、組合，衍生出八個次主題，接著在周圍八個空格放進次主題，次主

題是參照身體部位或功能結合科學學習之科學概念選填，分別有：耳鼻喉與聲音、視力和眼

鏡、視覺、心臟和肺臟、肌肉彈性、神經傳遞與反應時間、身體重心、身體特徵。然後，每

一個次主題衍生出另一個九宮格，並於另衍生之九宮格其中央格填入次主題，周圍八格則將

整理歸納出身體動手做實驗單元名稱填入，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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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用曼陀羅九宮圖開發設計身體動手做實驗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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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是一種整合的系統，運用圖形組織法將欲探索之要素分解、整

合、再重組的擴散性思考模式，有層次地幫助思考實驗單元的屬性特徵、科學原理、科學概

念如何與日常生活結合，能夠幫助本研究有效分類且系統化的整合出身體動手做實驗單元。 

舉例說明：次主題的選用，由耳鼻喉與聲音、視力和眼鏡、視覺、心臟和肺臟、身體重

心即為沿身體由上至下的思考；另外，肌肉與彈性、神經傳遞、身體特徵等，則是選擇幾個

身體外在表徵的思考。接著再根據次主題發想實驗單元，以次主題「肌肉彈性」為例說明。

首先由資料搜集整理，選入「彈性拉長」中的身高變化、手臂伸長，以及彈性恢復中的漂浮

手臂，接著因為彈性拉長中手臂伸長的前後結果對照不容易掌握，而發展出手指拉長，另一

方面參考體育課中必做的伸展暖身運動，而發展出擴背肌伸長單元。再就「彈性恢復」中的

漂浮手臂而言，會注意到關節處是顯著呈現的部位，延伸思考身體還有哪些關節可以類似使

用，則發展出漂浮的腿-髖關節、漂浮手肘-肘關節之身體動手做實驗。 

 

參、 身體動手做實驗 

特選兩個主題系列身體動手做，包括：肌肉與彈性系列、視力和眼鏡系列，針對其中幾

項創新實驗單元的細項內容、討論其實驗教材、教具使用、教學運用等，可作為實驗室定量

教學實驗、課堂教學演示實驗、教室內隨時隨地的定性或定量動手做實驗教學使用。 

（一）肌肉與彈性系列-關節與漂浮 

人類一直以來想像小鳥飛上天空，巧妙運用生理學與物理學的原理，可以做到手

臂自動漂浮，感受自己能飛的驚喜感覺。 

1. 器材及空間：身體、隨地取材手推不動的方便物體（如牆面、重桌等）。 

2. 步驟： 

步驟一：側身鄰牆面，手臂自然垂下。步驟二：手背頂牆，很用力至肩膀感到

微酸痛，如此持續 40 秒後放鬆。步驟三：放鬆時注意讓手臂有伸展的空間，自然

感受抵抗地球引力自動漂浮的效果，如圖 2 所示。 

 

圖 2：動手做漂浮手臂單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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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理： 

這裡的動作屬於手臂側舉。人的肩膀有很大活動度，靠著肌肉和韌帶支撐帶動

關節，能像輪子轉動般畫大圈。人肩膀的肌肉，主要是三角肌（Deltoid muscle），

從前方鎖骨延伸到背部的肩胛骨圍繞著肩膀，往下到肱骨中間，依照位置，可分

為前三角肌、中三角肌、後三角肌。手臂向兩側外舉需要用到中三角肌。 

當手背用力頂牆時，大腦運動皮層會下命令手臂要用力，然後另外一個運動控

制中樞（基底節）轉達指令，調動相關的肌肉發力。大腦命令和肌肉開始動作需

要神經傳達時間，產生會有很短時間延遲，開始推時不會察覺這個延遲。但放鬆

停止用力時這個延遲就發揮作用，當 40 秒後手臂放鬆，在放鬆的過程中，大腦運

動皮層不再繼續發送指令，基底節在沒有停止的指令下會繼續發出剛才的指令，

直到指令消失。因此，在基底節的指令沒有完全消失前，手臂會不由自主地抬起

，彷彿有外力拉著一樣，感覺真實又強烈，這種現象稱為“Kohnstamm phenomenon

”（康斯塔姆現象）（Havas et al., 2017）。如果實驗失敗了，很有可能是身體沒有

完全放鬆下來，而大腦給了手臂一個控制訊號，導致控制訊號大於基底節訊號，

所以手臂沒有浮起來。 

以上康斯塔姆現象從生理學方向說明了時間延遲，至於物理學上抵抗重力下拉

，則來自肌肉的彈力，也就是事先的動作，用力作功所儲藏的彈性位能釋放。 

4. 討論： 

漂浮手臂動手做學習上的應用，主要由學習者本身身體動手做的活動，親自去

操作、去觀察、思考、體驗。在從事體力活動或工作時，理解生物力學中生物體

內物質運動的科學知識，其中包含生物的肢體運動、神經傳遞信息、神經肌肉控

制、肌肉彈性收縮等力學現象，當然也受到物理學（力學）定律的支配。透過跨

領域整合，讓學生認知到學科如何活用於現實生活中，也是性向探索或提升學習

動機的方法。 

在延伸方面，身體還有許多做類似操作的關節，綜合考慮操作方便性及現象感

受容易性，操弄髖關節讓單腳整個漂浮，現象誇張驚喜是其特點，以及操弄肘關

節讓雙手自動上彎，因為手的質量輕操作容易成功，這兩個動手做都經過活動測

試過。 

另外，也可以考慮用來當作學生深入探究的獨立研究探討，例如進一步學習使

用肌電的量測，經過精確地定量分析現象，相信會有更多的發現。 

（二）肌肉與彈性系列 -關節與拉長 

早上起床量身高會比中午高，身體關節的肌肉像橡皮筋一樣可拉長，運用這個道

理，我們可以讓自己的手臂、手指變長。 

1. 器材及空間：身體的手臂、雙手的手指。 

2.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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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臂拉長： 

步驟一：身體面對牆，雙手平行地面向前舉，將手指觸牆，保持姿勢後退

約 3 公分，作為對照數據。步驟二：兩手放下，然後選其中一隻手後甩繞肩碰

背，連續 30 下，另一隻手保持不動以作為原長對照。步驟三：動作完畢後原地

雙手平行地面前舉，比較兩隻手臂長度，如圖 3 所示。 

 

圖 3：動手做手臂拉長單元示意圖 

（2） 手指拉長： 

步驟一：合掌後微分開，由接近手掌那一節當基準比較兩隻中指的長度。

步驟二：張開雙手曲肘微靠腰，選中指較短的那隻手（若一樣長則選任一隻手

），連續握拳張開 30 次，另一隻手保持不動。步驟三：動作完成後重複前步驟

再次比較兩隻中指的長度，如圖 4 所示。 

 

圖 4：動手做手指拉長單元示意圖 

 

3. 原理： 

身體上有許多活動關節讓人體能夠靈活的動作，靠著肌肉和韌帶支撐帶動關節

，連接關節的肌肉是能收縮的人體組織，就像橡皮筋一樣擁有彈性的特性，彈性

限度內受到外力會拉長壓縮，外力去除則會恢復原狀。由於晚上睡覺平躺不受力

，起床後的活動多為站立，會受地球引力影響下壓，因此早上起床量身高會比中

午高。相同的道理特地施力可以使關節肌肉拉長，手臂與手指變長，增長的長度

手臂有幾公分、手指也有近半公分，過一段時間後就會恢復原狀，恢復的時間有

數分鐘長，現象明顯足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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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 

彈性拉長可供選擇搭配物理中的彈性概念教材，或於各類體育活動中強調運動

前後伸展動作的必要性，或用來幫助伸展。由於身體容易不自覺地改變位置，彈

性拉長中手臂伸長的前後結果對照不容易掌握，但手臂長增長效果較大。手指拉

長由於只用到手掌，對照相對容易做到。在延伸方面，身體還有許多做類似操作

可做，比如暖身操或體適能測試中的直膝彎腰觸腳，經過擴背肌的拉伸 30 次以上

，伸展會有明顯的改善，甚至原本摸不到腳的人可望能摸到腳。另外，也可以考

慮用來當作學生深入探究的獨立研究探討，例如進一步精確地定量的分析現象，

身長長度與動作次數的關聯，人體構造深入了解等。 

（三）視力和眼鏡系列-驗光與視力 

1. 器材及空間：印有 14 字級文字的紙張、尺、眼鏡、照明良好的空間。 

2. 步驟： 

在沒戴眼鏡或拿掉眼鏡讓自己呈現無矯正狀態（裸視）時，將 14 字級文字的

紙張拿至前方眼睛直視處，開始慢慢地拿遠離自己的視線，移動到文字開始變模

糊，感到文字旁邊有點暈開的情況下即刻停止移動。將紙張移至清晰視線最遠距

離保持不動，用尺測量出紙與眼睛之距離；有戴眼鏡者，戴上眼鏡重複以上步驟

，測量視力調整後之紙與眼睛的距離。 

3. 原理： 

在沒戴眼鏡（即裸視）的情況下，可看清楚文字完全不暈開的最遠距離稱為遠

點，這個長度同時也是近視矯正鏡片的焦距。利用公式：度數=
10000

遠點
，即可算出

自己的度數。（公式原理：
1

物距
+

1

像距(遠點)
=

1

焦距
，屈光度=

100

焦距
，度數=屈光度

×100，單位：公分）。 

靠著水晶體屈折變形的程度，視力有其看清楚的範圍，由遠點和近點界定，看

遠時不需用到調節力，最遠能看清楚的那一點稱為遠點；而看近需要使用調節力

，因此在調節作用下，看近最清楚的那一個點稱為近點。正常人眼的遠點在無窮

遠處，定義上正常眼由近到遠所有事物皆可清晰看到；近視眼的眼睛，觀看遠方

物體時的視覺成像不能聚焦於視網膜上，而是聚焦於視網膜前方，導致影像模糊

，因此眼睛必須靠近物體，才看得清楚，也就是遠點距離逐漸變小，依模糊距離

判斷近視程度。開始近視時會先從無窮遠開始模糊，但隨著近視的加深，能夠看

清楚的距離則會越來越近，也就是清晰的範圍越來越少，此時需要用凹透鏡來做

視力矯正，利用凹透鏡將光線折射，讓遠方物體影像至可看清楚的範圍之內，也

就是說讓物體影像落在近視眼可以看清楚的遠點位置，或者說能讓物體透過鏡片

和眼睛正確成像在視網膜上（醫光科教學研究所，1985；郭啟昭，1985）。 

利用以上原理從基本物理學的角度來計算近視度數，讓學生測量自己的視力狀

況，定期檢查眼睛，同時也能了解透鏡成像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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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 

以學習者本身為主要實驗器材，透過實驗測量自己的眼睛度數，從中理解近點

、遠點的差異。從數據計算中，理解焦距、像距之意義。在實驗觀察光線經過透

鏡後之成像現象，從中理解光的折射現象與原理。在實像與虛像中，理解凸透鏡

與凹透鏡之應用與區別。在延伸方面視力和屈光度、眼鏡的關係，還有許多情況

可探討，比如老年人看近時調節力減退，近點變遠是因為老花造成，因此利用多

焦點鏡片來校正視力，從調節力來看，眼睛從看遠（6 公尺或以上）到看近（眼前

30 公分）都能看清楚。 

（四）視力和眼鏡系列 -透鏡中心與瞳孔距 

1. 器材及空間： 透鏡（眼鏡鏡片、凸透鏡及凹透鏡）、紙張、簽字筆。 

2. 步驟： 

在平放桌上的紙畫一條長約 15 公分的直線，手持眼鏡鏡片，讓鏡片平行紙面

，從鏡片上方看紙上直線，當移動鏡片讓直線靠近中心，至鏡片內直線成像與鏡

片外實際直線接在一起成一直線，沿線利用簽字筆作上記號；接著將鏡片轉 90 度

，再操作一次，兩條線之交點即為眼鏡鏡片中心。 

3. 原理： 

透鏡會將通過的光線折射，若紙上直線沒有在通過透鏡中心位置，從鏡片上方

看鏡片內直線成像與鏡片外實際直線錯開不會接在一起。在凸透鏡下將直線移動

會與成像移動的方向相反，例：先固定直線位置，利用凸透鏡（聚焦）對準直線

後向右移動，則像會向左移動；若是利用凹透鏡，則成像移動方向相同，對準直

線後向右移動，則像會向右移動。利用上面方式找出水平軸的中心線與垂直軸的

中心線，將兩直線相交於一點，即為透鏡中心（郭啟昭，1985）。利用上述原理，

學生可以找出自己眼鏡鏡片的鏡片中心，進而知道自己眼睛的瞳孔距離。 

4. 討論： 

經由實際動手操作將基礎科學概念結合日常生活，讓學生了解身體結構並與科

學相關領域連結，激發學生科學探究與學習興趣。視力與透鏡可供選擇搭配物理

中透鏡的成像概念教材，光線的傳播經過反射、折射延伸探討，或於產品的應用

上，結合多重影像，經由不同角度的變化產生不同的影像變化。 

現代 3C 族的眼鏡大多以近距離使用為主，加上疫情影響，每天的遠距教學，

長時間盯著螢幕觀看，配一副眼鏡鏡片看遠清楚，但是長時間看電腦或手機時，

為了使出更高的調節力，睫狀肌就必須持續收縮緊繃，如此長時間下來，眼睛會

更疲勞，使調節力變差，進而加深度數。因此，可以考慮用來當作學生深入探究

的獨立研究探討，例如利用精確的儀器分析眼睛視力的狀況，提供適用的輔具，

並了解視覺器官的構造及視覺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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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按照上述方法初步開發或整理出身體動手做 64 項實驗單元，如圖 1 所示，提供實驗室

定量教學實驗、課堂教學演示實驗、教室內隨時隨地的定性或定量動手做實驗教學參考使

用。 

以自己身體為主要實驗器材，身體的功能是科學探討相關，身體的反應使學生有驚喜意

外的反應，自然形成強烈動機。其實驗操作簡單，能增加興趣親自操作，教師在教學中自然

地跨領域，進一步讓學生從動手做、做中學的生活應用、解決問題、五感學習之能力提升，

其科學概念之教學應用也可供不同領域參考，可以應用到生物、數學、醫療（學）、醫學工

程、物理治療、復健、樂齡、運動（體育）、職業安全、AI 自動化、遊戲產業、人因工程等

方面。依據相關科學原理研究工作人員和工具、機器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交互作用，以提高作

業效率並減少肌肉骨骼方面的傷害或疾病。當然，身體動手做不限於文中的 8 個次主題，實

驗單元不只 64 項，系統性創新開發的方法「曼陀羅九宮格發想法」只是其中一種，身體動

手做的討論上有很多潛力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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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how to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Hands-on experimental equipment for teaching 

Physic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 lots of Hands-on experiments could be developed by using a 

design thinking tool, called “Mandala Chart”. Including sort out and new creation, 64 body 

hands-on experiments will be present here, after proper attributes analyzing. Those can be used as 

laboratory or demonstration hands-on experiments,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hands-on experiment 

to be used anytime and anywhere in teaching. Four units, new Body-Hands-On experiments of two 

series, “Muscle Elasticity -Floating Arm, finger stretch” and “Optometry and vision-optometry, 

center of lens and pupillary distance” would also be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here. 

 

 

Keywords: Body hands-on、Hands-on、Mandala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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