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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教材資訊科技篇的特色如下：

  1  章節結構嚴謹，能充分反映國中資訊科技課程綱要的學習重點。

  2 重視運算思維歷程，培養學生能面對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並解決

問題的能力。

  3 圖文並茂讓課本內容生動活潑，能吸引學生注意並引起學習興趣。

  4簡明扼要，以保留資訊科技發展快速之內容的適時性。

  5 強調實/操作，除可避免傳統記誦教學外，也可減輕學生學習的負擔，同
時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維持學習的興趣。

  6 具有彈性，所有硬體及軟體未明確指定設備或環境，此種考慮也是為了增

加適時性，選擇教學當時最適當的教學及學習環境。

  7強調合作與共創學習，以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態度與精神。

  8視學習成果，主要考慮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

  9 配合學生之認知能力發展，個人的生活及學習經驗，使學生在課堂中能愉

快且自然地學習資訊科技之基本能力及技能。

五、 本教材期望能夠讓教師在授課時，能夠有豐富的參考資源，依據自己的教學
需求，選用適切的活動或內容以進行教學。此外，學生也能夠把本教材當作

是一本最棒的工具書，當遇到日常生活中的相關問題時，可以隨時拿出來查

詢，以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六、 本教材如有未盡周詳之處，敬請各校教師隨時提供意見，以供修訂時之參
考，不勝感激。

努力、勇於挑戰。 溫柔、善解人意。 熱心、大家的資訊

站。

穩重、憨厚又樂於

助人。

聽話、喜歡跟著星

兒。



生活科技壹

第五冊

目次 科 技

國民中學
　　經過國中七、八年級的學習，相信大家都已經學會使

用不同的材料與工具，也學會運用結構、機構及能源等知

識，設計製作出許多別具創意的作品。

　　在日常生活中，各項電器產品一定都會有開關、強弱

等不同的功能，才能符合使用者的需求，這些功能是如何

產生的呢？九年級學習的內容將聚焦在如何透過簡單的電

路設計，達到控制科技產品的目的。

　　同學們一開始學習電路與電子元件相關知識可能感到

有點困難，只要能按部就班的依循各個關卡，相信大家一

定可以完成屬於自己的科技作品。

自 己 動 手 操 作

與 觀 察 ， 培 養

「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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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陌生、易產

生迷思的概念，

進 行 補 充 及 說

明。

小提示

有系統的歸納重

要觀念、運算、

程式…等。

分 析

活用課文中提到

的概念去延伸學

習。

將範例問題做步

驟式提問，引導

學生思考。

課程內容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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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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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中處處可見科技，但這些
科技是怎麼出現的呢？為了解決日

常生活的問題，人們將觀察到的現

象，透過創意思考而產生科技。人

們對自然世界了解越多，能夠激發

的創意也越多。

  許多科技產品的功能都是巧妙
地運用科學原理設計而成，了解其

應用的科學原理不僅能夠啟發新的

創意，更可以幫助我們學會如何選

擇科技產品並能物盡其用。

科技與科學

現在要學

1 從科學原理看科技

2 生活科技課堂中的科學應用

挑戰 1 塔克（Tech）的實驗室

1 科學對科技的影響

2 科技與科學的關係

挑戰 2 科技大爆炸

1 新世紀發明家

2 當科技遇上科學

闖關任務

七年級　生活科技導論

七年級　認識科技

以前學過

關卡 2　產品設計的流程
關卡 6　電子科技產業的發展

以後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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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挑戰 1 塔克（Tech）的實驗室

學習重點

1了解科技產品如何應用

科學。

2能應用科學原理解釋科

技產品的運作。

壁虎利用剛毛結構可任意爬行於牆上，人類經

由模仿而衍生出不同科技。日常生活中的科技

還有哪些也是模仿自然世界而來呢？想想看，

這些科技產品是運用什麼科學知識產出的？

1
3

2
4

好痛啊⋯⋯ 幫妳貼上醫療用

透氣膠帶。

這個膠帶可以

承重 15KG！

我腳的細部結

構為人類帶來

許多發明。

我也可以仿

照壁虎在牆

壁上爬行。



從科學原理看科技1  
從日常生活中觀察現象，在瓦斯爐上煮湯的過程

中，水沸騰冒出白煙，鍋子內的水逐漸減少；在喝熱

騰騰的湯時，因為冷鏡片和熱空氣的溫差，使水氣凝

結成極小的水滴，導致眼鏡起霧，這些現象經過探究

後，科學家找出了「物質三態」的概念，這項科學原

理也引發了許多科技產品的發明（圖 1-1）。

請由物質三態示意圖選一個現

象，試著找出生活中應用相同

原理的例子有哪些？並與同學

分享。

做一做

液態

固態 氣態

汽化凝固

凝結

凝華

昇華

熔化

▲圖 1-1  物質三態示意圖。

製
冰

蒸
汽
熨
斗

除
溼
機

乾
冰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7



工業革命時代影響重大的「蒸汽機」是一

種透過燃煤產生動力的科技。其中應用到的知

識除了機構組合外，物質形態變化、壓力和能

量的轉換也包含在其中。水和水蒸氣在不同溫

度下會呈現不同狀態，體積較小的水經由溫度

上升，蒸發成體積較大的水蒸氣，使氣缸內的

壓力增加，推動活塞產生動能；氣泵藉由壓力

變化將水蒸氣抽入冷凝器降溫，再凝結為水

（圖 1-2）。

A

C

D
E

F

B

A 調速器
B 飛輪
C 傳動系統
D 氣泵
E 冷凝器
F 活塞和氣缸

▲

圖 1-2  瓦特改良的蒸汽機
示意圖。

B

C

A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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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機的概念被廣為運用在人類的生活當中，儘管像蒸汽船和蒸汽火車這些

科技產品現在已被淘汰，但使用的科學知識仍被應用於提供能源動力（圖 1-3），

且相關的傳動機構仍持續被改良，最後演變成今日常見的引擎（圖 1-4）。

▲圖 1-3  蒸汽機的概念被應用於火力發電廠內。

▲圖 1-4  蒸汽機的傳動機構最後演變成今日常見的引擎。

化石燃料
（電能）發電機

加熱

高壓蒸氣（熱能）

冷凝器

渦輪機（動能）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9



▲

圖 1-7  溜冰穿的輪鞋摩擦
力較小，可以提高速度。

▲圖 1-8  短跑穿釘鞋，可
以蓄積更大的力量以提

高速度。

 科技產品與科學知識

除了蒸汽機所應用的相關科學知識外，自然課堂

中曾學過的「溫度與熱量」、「力與運動」、「氣體

的壓力」等科學，也在科技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回

想一下，生活中有哪些科技產品，是應用這幾種科學

原理來產生功能呢？

在野外露營時，資源取得不易，

你會選擇攜帶哪些烹調工具煮

食？或是如何在現場利用現有

的資源進行煮食？

想一想

　　行走時，必須有足夠的摩擦

力與作用力，才能順利向前移

動。因此，在設計鞋子的時候，

必須考量場地與使用目的的不

同，而有不同設計。溜冰時，為

了要加快速度，會穿著摩擦力較

小的輪鞋（圖  1-7）；短跑時，
在粗糙的跑道上，可以選擇不易

打滑的釘鞋，藉由蹬地的反作用

力，蓄積更大的力量提高速度

（圖 1-8）。

溫度與熱量

力與運動

　　為了讓煮食更便利，市面上有

許多不同功能的鍋子，例如：外出

方便攜帶使用的悶燒鍋（罐）以及

可以快速加熱的壓力鍋。雖然都可

以煮食，但兩者使用的原理有所不

同（圖 1-5、1-6）。
▲

圖 1-5  悶燒鍋（罐）是先將食物
加熱至沸騰後放入內，減少熱量

散失，藉由良好的保溫效果，使

食物慢慢悶熟。

▲

圖 1-6  壓力鍋是藉由密閉性極佳
的構造，使鍋內可維持較大的壓

力而提高沸點，讓鍋內可以維持

更高的溫度來縮短加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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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體的壓力不同時，高壓的空氣會往低壓流，我們感覺

到的風就是水平方向流動的空氣。炎炎夏日的好伙伴「電風

扇」，它的運作原理很簡單，藉由電動機讓葉片轉動對空氣分

子施加推力，產生涼爽的風。不同的片數、形狀以及安裝角度

的葉片會有不一樣的效果，舉例來說，電風扇的扇葉通常有寬

大的表面，並設計成彎曲弧面，使空氣可以更集中流動，產生

明顯的風（圖 1-9）。當電風扇旋轉時，軸心處空氣流速慢，
扇葉外緣空氣流速快，根據白努利定律，軸心處的氣壓大於扇

葉外緣，風會先從軸心流動至扇葉邊緣，所以吊扇軸心正下方

的位置較感覺不到風。

試著將電風扇拆下來清洗，觀察一下電風扇

有幾片葉片？葉片上哪裡比較厚？裝回去時

想一想：為什麼風扇的旋轉方向要固定呢？

補給站用一用

▲圖 1-9  電風扇運作原理示意圖。

氣體的壓力

白努利定律

（Bernoulli's Law）
同一道流體流速越快時，壓力

越小；反之，當流體流速越慢

時，壓力則越大。

補給站

軸心處空氣

流速慢、氣

壓大

受葉片形狀引導

將風向前吹出

扇葉外緣空

氣流速快、

氣壓小

氣流往氣壓較

小的扇葉邊緣

流動

轉動方向

氣流由電風

扇後方進來

流速快，壓力小

流速慢，壓力大

機翼的橫切面
氣流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11



 氣球車的小科學

 簡單的氣球車其實包含了許多

科學原理，在理解相關的科學原理

和它應用的方法後，能夠使我們

在進行設計時更加快速且完善。

氣球車的製作主要可分為氣球和

噴氣管、輪軸和輪胎以及車身（車

架）三個部分來進行探討（圖 1-11）。

生活科技課堂中的科學應用2  
生活科技課堂中時常提及的結構、機構和電其實

都是科學的一部分，具備這些知識後，我們才知道該

從何下手，找到解決問題的捷徑。回想一下，過去曾

經做過的實作活動中（如圖 1-10：紙拖鞋、液壓手臂、

仿生獸等），你在製作與測試的過程中有觀察或運用

到什麼原理嗎？還是完成作品後想到了哪些更好的

改善方法？

氣球放氣是車子動力的來源，推動車子朝噴氣的反方向

前進，其原理源自「牛頓第三運動定律：作用力與

反作用力」。

氣球動力

▲

圖 1-11  氣球車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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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該怎麼應用於

仿生獸？

長短桿件的配合及

支點位置的設計，

必須恰到好處。

Q

夾爪該如何收放？

桿件和活動支點的

設計，配合液壓的

推動行程。

Q

紙拖鞋要用什麼結

構才會穩固？

密集的三角結構。

Q

重心、重量和形狀會影響車子的速度與穩定度，車身的設計除了考量造型外，還需要堅固的結構

和配重調整，透過測量與計算，避免車身重心不穩干擾行進甚至翻覆。此外，也可以運用能量守

恆定律，加上緩衝設計，倘若發生撞擊時，能減少車子發生意外後的形變量。

車身（車架）

▲圖 1-10

原理包含牛頓第三運動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氣球動力）、白努利定律以及流體的連續性定

理。當氣流穩定地流過直徑變化的管子時，每秒流入多少空氣，也流出等量的空氣；所以管徑粗

的地方氣流速度較小，而管徑細處則較大。此原理與澆花時將水管出口捏住，可以使水噴比較

遠，但同時每秒出水量也會變小的原理相似。

氣球和噴氣管

輪軸的概念是藉由一根軸連接兩個輪子，使兩個輪子可以以相同的速度轉動，讓車子順利移動。

輪軸和輪胎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13



 太陽能車的小科學

在國中八年級時曾學過能

源與動力，要讓車子移動除了

運用氣球排氣的作用力與反作

用力外，還可以透過馬達穩定

輸出的旋轉做為動力，太陽能

車就是其中一種，以太陽光作

為能源，透過太陽能板轉換成

電能驅使車子跑動（圖 1-12）。

 太陽能板與馬達結合的動力裝置

太陽能板是透過光伏效應（photovoltaic 

effect）進行發電，經由光照使半導體材料

產生電流，串接馬達形成電流迴路，而馬

達（電動機）在通電後產生磁場，應用電

流磁效應原理而轉動。

 生科教室工具的小科學 

 熱熔膠槍與熱熔膠

熱熔膠槍的結構主要有噴嘴、

加熱器和輸送機構（圖 1-13），

利用彈簧製成的輸送機構透過扳機

按壓，推送熱熔膠條至加熱器，加熱熔化

為液態，再經由噴嘴被擠出後附著至材料，

快速冷卻成固態，以完成黏合固定。熱熔

膠條的材料為樹脂、增黏劑和抗氧劑等其

他助劑，加熱時會熔化成具有黏性的膠，

能填補材料的縫隙加以黏合，冷卻時可以

快速固定。

半導體

不同於導體和絕緣體，可透過摻入雜質來調整

導電性，且導電具有方向性，因此常被用來製

造邏輯線路。

補給站

加熱器

輸送機構

噴嘴

▲圖 1-13  熱熔膠槍的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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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塵器

吸塵器透過密集扇葉的轉動，將集塵空間內的空氣排出，減少內部壓力，這時外

部氣壓較大，因此空氣會從外流入產生吸力，使廢棄物順著吸頭吸入，完成清掃工作

（圖 1-14）。

灰塵垃圾

濾網

風扇

馬達

▲圖 1-14  吸塵器的結構圖。

排氣

▲圖 1-12  太陽能車的機構設計，運用不同大小
的主動輪、從動輪製作撓性傳動機構，藉此提

升輸出的扭力。

太陽能板

車身

輪胎

傳動皮帶

從動輪

馬達
（主動輪）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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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2 科技大爆炸

學習重點

1能夠了解科學對科技發展的影響。

2能夠分析、思辨科技與科學之間的

關係。

想想看，太空人如何成功在外太空

漫步呢？試著觀察和比較一下科學

和科技兩者之間的異同。

1

3

2

4

已經第 99 次了⋯⋯

終於可以成

功在外太空

飛行了！

NASA無重力模擬實驗室



科學對科技的影響1  
沒有科學依然會有科技嗎？歷史上的人類很早以前就已經知道如何用火（圖 

1-15），起初用火來取暖和照明，從此得以開始擴展活動區域並延長工作時間，進而

增加糧食種類，形成聚落，同時也不斷地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科技產品，在那時候人類

就已經具備科學知識了嗎？

▲

圖 1-15  史前臺灣居民的生活情況想像圖。
我會用火。

我用鹿皮和你換

需要的東西。

我懂得煉鐵了。

我會燒製陶器

來儲存糧食。

距今二千至四百年前
會用火煉鐵，越過海洋與
周遭地區開始貿易活動。

距今五萬至五千年前
已知用火，以採集、
漁獵為主。

距今七千至二千年前
會用火燒製陶器，並從事農業
活動與飼養家畜。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17



 科學是什麼？

「自然科學」是囊括了物理、化學、生物和地球科

學等領域的知識；而歷史、地理和公民等學科，也被稱

之為「社會科學」，「科學」究竟是什麼呢？簡單來說，

科學是經由假設、實驗與論證的結果。我們常聽到「那

不科學！」這句話，傳達的便是「沒有根據」的意思。

候風地動儀  

▲

圖 1-16  地震成因示意圖。

震源
震波

地震儀

過去 現在

地震儀

現代地震儀分為感震器、記錄

器和計時器三個部分。地震

時，透過擺錘晃動，使感應電

圈與磁鐵磁場變化，產生不同

的電磁感應訊號，進而分析記

錄地震數值。

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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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震為例，古代對於地震的成因眾說紛紜，臺灣傳說是地牛翻身，

日本則說是泥鰍扭動，美洲認為是烏龜動了，龜殼上的大陸跟著

晃動，這些都是當時人類觀察到「天搖地動」現象後所猜測的

說法。現在由於科學家們的考察與驗證，我們已經知道地震

是因為地殼板塊運動造成的，對於地震也不再只是憑空

杜撰，進而能夠對這個現象採取觀測及應對

（圖 1-16）。

災防告警服務

因為我翻身

才引發地震
因為我扭動

才引發地震

因為我爬行

才引發地震

臺灣

日本

美洲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19



 從人造物的演進看科技與科學

歷史上，人類從一開始使用石器和木器自給自足，後來逐漸得以提煉金屬製造更

為堅固的產品，經歷漫長的工藝傳承後，藉由能源與動力科技的創新引發工業革命，

從此科技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並帶領人們走向近代的資訊社會。

 弓──科學加速科技進步

在古代，人類為了溫飽必須狩獵，但要如何才能做出精準、銳利、實用且容易上

手的狩獵工具呢？以弓為例，古代的人們就地取材，運用動物的角、木材、竹子等天

然材料，經過一次次的使用後不斷修改精進，摸索出最佳的弓身比例；日本甚至從 10 

世紀開始便嘗試運用將竹片及木片重疊黏貼的製作方式，做出既耐壓又抗拉且同時保

持彈性的弓。歷經一千年之久，儘管弓的用途廣泛許多，可用於狩獵、戰爭和競技等，

但外觀上沒有太大的差異，經驗的累積與傳承促使科技慢慢地進步，這時的弓是老祖

宗智慧傳承的結晶。1969 年出現的複合弓則是結合科學原理與材料科學的輔助，藉由

滑輪機構的設計，使拉弓時得以省力穩定許多；此外，在弓身的製作上也大量運用鋁

合金、玻璃纖維與碳纖維等人造材料，以減少環境溫、溼度的影響（圖 1-17）。

▲圖 1-17  除了材料的演進，複合弓還加上許多簡單機械與機構的設計。

彈弓 木弓 複合弓

滑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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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遠鏡──科技突破科學限制

科學源自於人們對自然界的現象產生好奇，進一

步挖掘知識並給予解釋，科學家們反覆追求未知的答

案，過程中時常碰壁，有許多想法在過去難以被證明

的原因是研究技術與設備不夠先進，為了突破困境，

他們會運用自己的假設來自製或改良工具，以滿足探

究的需求，證明自己的理論。牛頓根據「光能夠反射」

這個現象，透過焦距與成像的關係，研製出反射式望

遠鏡，克服傳統的折射式望遠鏡會因色散而失真的問

題（圖 1-18），這項科技不僅證明了他的理論，更讓

天文觀測技術有了新的進展。

有哪些著名的傳統技術也是經

由長輩一代傳一代而流傳下來

的？請試著上網查詢資料，比

較經驗傳承的技術在過去與現

在的差異。

做一做

開啟塵封 50 年的月球岩
石及土壤樣本

2019 年 11 月，美國 NASA 
開啟了一部分由阿波羅 17號
（Apollo 17）登月計畫帶回、
且從未被開啟研究過的土壤及

岩石樣本。阿波羅登月計畫由

月球帶回許多極富價值的研究

樣本，期間大多數樣本都已

經過充分的研究或正在被研究

中。然而，當時 NASA 仍決定
保留一些樣品，以待未來可用

的研究設備與分析技術更為進

步時，能夠進行 1970 年代無
法做到的研究與分析。

補給站

牛頓發明的

反射式望遠鏡

現代的

反射式望遠鏡

▲

圖 1-18  望遠鏡的不斷改進和創新，
使得天文學得以飛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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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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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科技與科學的關係2  
科學原理是人類從自然界觀察現象，再通過各種方法去證實它的規律性並確定結

果，這樣反覆思考操作的過程是不是有些熟悉？科技和科學的關係緊密，本質上，科

技是源自問題解決，科學則是經由探究而得的，其過程與過去所學的科技問題解決歷

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圖 1-19）。

觀察界定問題 提出假設

界定問題 發展初步構想 蒐集多元資料

顏色怪怪的⋯

三稜鏡

A

怎麼辦

困惑中⋯

英國皇家學會

可是三稜鏡會

產生彩色光

牛頓

白光是單色光

（大家都這麼說⋯）

英國皇家學會

A光會反射

B  光折射會
有色散

C  各種資料

B

距離⋯

色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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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9  科學探究實驗流程與科技問題解決歷程圖。

試著回想之前在生活科技與自然課堂中實作或實驗的經驗，檢視每個步驟的用意，

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

想一想

設計實驗（解決方法） 進行實驗 結論驗證

構思解決方案 挑選最佳方案 規畫與執行

測試、評估與改善

發明出高倍率又小型

的反射式望遠鏡

那多組三稜鏡呢？

光學 萬歲！萬歲！

牛頓

牛頓

1個三稜鏡

凹面鏡

凸面鏡

入射光

目鏡

平面反射鏡

凹面
反射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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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天然到人造──以塑膠材料為例

歷史上，人們一直在尋求堅固耐用的材料與加工

方式，然而早期都只有天然材料可用，相對於自然界

原本就存在的天然材料，所謂的「人工材料」是透過

人為加工而成的，現今被廣泛使用的「塑膠」就是高

分子聚合技術產出（圖 1-20）。在尚未發展出人工材

料前，多直接使用橡膠、樹脂和琥珀等天然的高分子

化合物作為材料。

天然高分子

化合物材料

樹脂

可作為膠合劑。

琥珀

如今多為裝飾

配戴品。

橡膠

多被製為雨鞋、

雨衣或球類。

▲圖 1-20  塑膠良好的延展性與可塑性
使其可以製成各種形狀的產品。

高分子化合物

由幾千到幾十萬、甚至幾百萬

個小分子所組成的化合物。因

為分子量大，藉由分子間的作

用力，可以展現高強度、高韌

性或高彈性等特性。

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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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現於 19 世紀的塑膠──賽璐珞即是

由天然材料製成的半合成樹脂，另一種早期塑膠

──電木則是第一個投入工業的塑膠材料，在化學

家提出相關研究後，現代塑膠才快速發展並大量出

現，例如：塑膠袋、寶特瓶、鐵氟龍等。雖然塑料的

使用帶給我們更加豐富便利的生活，但也衍生了其他

的問題，因此，近年的研究方向主要趨向環境友善發

展，除了落實減量及回收外，也積極研發環境可分解

塑膠之相關技術（圖 1-21、1-22）。

人工塑膠

▲圖 1-22  遠東環生方舟是由超
過 152 萬隻回收寶特瓶所興建
的環保綠建築。

電木常用於製造電器開

關、插座等零件。

賽璐珞製品。

鐵氟龍不沾鍋是很多家

庭的常見鍋具之一。

環境可分解塑膠產品。

▲圖 1-21  生活中各種
塑膠製品的演進。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25



經過科學與科技相互輔助，塑膠材料在近代已十分常見，而加工方式也越來越多

樣化，過去尚未普及的 3D 列印技術有了製造科技的進步與傳播科技的輔助，得以快

速地普及到世界各地；而材料科學的創新，更使得可用在 3D 列印的材料種類越來越

多元，且被廣泛應用至各個領域。3D 列印的原理看似簡單，其中蘊含許多材料科學、

結構機構與電腦科學的應用。

 3D列印材料科學

常見的 3D 列印材料為 PLA 和 ABS。PLA 是可分

解且無毒的綠色高分子材料，具有容易列印的優點，

是生活科技教室內常用的選擇；ABS 在列印時會有

刺鼻的味道，但成品相較於 PLA堅固耐用許多（圖 

1-23）。現今市面上可使用的材料五花八門，有在上

述材料中融入木屑、金屬粉或是磷光等原料，以改變

成品的質感，甚至使其可以導電或具有磁性，讓我們

可以根據需求選擇適切的材料（圖 1-24）。

▲圖 1-23  聚乳酸（Poly Lactic Acid，
簡稱 PLA） 和丙烯腈-丁二烯-苯乙
烯共聚物（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簡稱 ABS） 是 3D 列印最
常見的材料。

▲圖 1-24  3D 列印的其他材料。

高強度，適合印製機械零件。

適合製作複雜造型

的陶瓷品。

具有彈性，可用於

鞋底製造。

材料

透過列印蠟模來製作

鑄造的模具。

熱塑性
彈性體

碳纖維

陶瓷

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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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列印加工應用

不同於切削、砂磨等減法加工製造方式，3D 列印須先經過電腦繪製出草圖，建立

模型，再藉由軟體設定切片等參數，最後才會從機器列印出成品。3D 列印應用的範圍

有工業上的特殊零件製造、醫療用的模型與支架和設計領域的打樣，目前也有食品列

印和房屋列印等其他領域的延伸應用（圖 1-25）。

▲

圖 1-25  3D 列印被廣泛應用
在我們生活周遭。

工業用
零件列印

醫療防護
面罩列印

房屋列印

食品列印

3D 列印技術
熔融沉積（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簡稱 FDM）：透過加熱將材料變軟，再擠出至平面，一
層一層堆疊為成品。

光固化（Stereo Lithography Apparatus，簡稱 SLA）：以光敏樹脂為材料，由光一層一層照射，
使液態的材料凝固成形。

雷射粉末燒結（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簡稱 SLS）：藉由高溫雷射一層一層在金屬粉上畫線，
將需要成形的金屬粉末熔化黏合（稱為燒結），其他周邊的粉末則成為支架支撐成品，完成後將成

品取出，剩下的粉末仍可繼續製作下一個產品。

補給站

3D 列印除了課本中
介紹的以外，還可以

應用在生活中哪些領

域或物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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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 1

搭配挑戰 2

闖關任務

針對科技的發展趨勢，發想能夠實現的創意家

庭科技產品。

目　的

請選擇一項家庭科技產品後蒐集資料，試著想

想它可以怎麼做會更好？並根據你所知道的科

學知識和科技趨勢，畫出改造後的發明並說明

功能。

任務說明

完成一項家庭科技產品的發明草圖，並上臺分

享與介紹。

過關條件

電腦與網路、紙、筆、海報紙 1 張、彩色筆等繪
圖工具。

設備條件

1.新世紀發明家
教師可視授課需求或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當科技遇上科學二擇一進行。

A科技
產品

B問題
需求

C科學
原理

發明＋ ＋ →

配合習作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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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項目 表現優異 順利過關 挑戰失敗

資料蒐集
能找到豐富的資料並比對整

理。
能找到相關資料。

資料內容不符、來源有問題

或沒有查找資料。

原理應用
能對應產品不同部分設計解

釋原理。

能對產品的主要功能設計連

結科學原理。

原理應用不合適，缺乏設計

解釋。

發展性
能提出符合使用需求且合理

的產品改良設計。

能改良原本的產品，讓它不

一樣。

僅能畫出現有的產品，未能

進行改良。

報告分享

報告的方式活潑有創意，內

容有趣，口語表達容易理

解。

能陳述資料重點內容，口語

表達可理解。
內容表達不清楚或有錯誤。

成品展示

A科技
產品

B問題
需求

C科學
原理

發明

總是很難擰乾

怎麼辦？

應用齒輪、輪軸與離心力。

可轉動

可更換

水
放置拖把處，
下壓可旋轉使
其被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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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 1

搭配挑戰 2

闖關任務
2.當科技遇上科學
教師可視授課需求或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新世紀發明家二擇一進行。

了解科技與科學互相影響，能藉由舉例具體比喻，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

目　的

請簡單的解釋科學（Science）和科技（Technology）分別是什麼？包含了哪些？並發揮創意依照你
對「科學」和「科技」的想法畫出一張圖比喻，說明兩者的關係。

任務說明

完成一張科學與科技的關係圖，並與同學分享。

過關條件

電腦與網路、紙、筆、海報紙 1 張、彩色筆等繪圖工具。

設備條件

評分標準

項目 表現優異 順利過關 挑戰失敗

創意構想
能跳出框架，和他人不同且

有邏輯的關係圖。

有自己的想法，能描繪出兩

者的關係圖。

沒有仔細探討科學與科技的

關係。

多樣性

能用多種面向解釋兩者關

係，例如：以 2 張圖以上和
舉出生活例子說明等。

能解釋關係圖代表的意義。 沒有文字說明關係圖。

報告分享

報告的方式活潑有創意，內

容有趣，口語表達容易理

解。

能陳述資料重點內容，口語

表達可理解。
內容表達不清楚或有錯誤。

配合習作第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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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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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

2

  在七年級的關卡 1，我們曾學過
科技問題解決的歷程；而在九年級的

關卡 1，也學到了科學探究實驗的步
驟，前者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所遭遇的

各種問題、後者可以解答我們對大自

然的各種疑問。然而，當我們想要依

據特定需求創造出一項新產品時，要

思考的問題必須涵蓋更多不同的面

向。在關卡 2中，我們將認識產品設
計的流程及各階段應注意的細節，並

透過闖關任務學習如何設計出更符合

使用者需求的產品。

產品設計的流程

現在要學

1 產品設計流程簡介

挑戰 1 產品設計流程

1 重視同理心的需求分析

2 市場調查的方法

挑戰 2 規畫與概念發展

市場調查小偵探闖關任務

1規畫整體系統架構及配備

2設計構想的發展與選擇

挑戰 3 系統整體設計

家電設計構想選擇闖關任務

1細部設計

2建模與測試修正

3生產作業流程規畫

挑戰 4 細部設計與建模測試

七年級　生活科技導論

七年級　設計與製作的基礎

以前學過

關卡 5　製作創意清掃機器人

以後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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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1 產品設計流程

1
2 3

吸塵器有些地

方吸不到。

怎麼還這

麼髒？

吸塵器有很多

不同的吸頭你

不知道嗎？

學習重點

1 認識產品設計流程。

2 理解流程裡各階段的定義。

在使用各種科技產品時，你曾經

有過不好的使用經驗嗎？如果有

一天可以將它進行改造，你會如

何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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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從經驗中歸納出產品設計的六個階段，以幫助

我們能更有效率的設計產品（圖 2-2）。由抽象的概念發

想開始，設計師藉由文字、繪圖及模型等方式提出設計

構想，再透過整體設計、細部設計等反覆修正與調整的

過程，進而推展到產品的大量生產、輸送及行銷販售。

產品設計流程簡介1  
什麼是產品設計？產品設計涵蓋的範圍很廣，從一

個簡單的杯子、桌椅到球鞋、手機、汽車等，都是產品

設計的範疇（圖 2-1）。要能夠設計出一項符合使用需求

又吸引人的產品，必須經過詳細的規畫與反覆的修正。

▲圖 2-1  獲得紅點設計大獎的產品。

椅子

請搜尋紅點設計大獎或其他

國際產品設計獎項得獎作

品，找出你最喜歡的一項產

品設計，並試著與同學分享

這項產品的優點與特色。

想一想

紅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
由德國設計協會 D e s i g n 
Z e n t r u m  N o r d r h e i n 
Westfalen於 1955年創立，
是國際最具影響力的產品設

計競賽之一，主要針對產品

設 計（product design）、
傳達設計（communication 
design）及設計概念（design 
concept）等項目進行評比。

補給站

▲圖 2-2  產品設計的流程。

規畫
試產及

量產

概念發展
測試與

修正

細部設計
系統整體

設計

於測試階段，若發現問題，可回到

前階段反覆修正。每個階段的輸出

結果是下一個階段的輸入內容，都

須仔細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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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又稱為「計畫階段」或「零階段」，此階

段必須在實際進行產品設計發想之前實施，主

要目的在於找出潛在的「使用者需求」進行評

估，並預測消費客群、定義產品定位及可能面

臨的限制等。

在市面上，每一季都

會有許多新手機上市，以

手機的產品設計流程為

例，各個階段要進行的工

作包含：
評估使用者需求

1 規畫階段

請套用產品設計流程，設計某種產品或改

造現有商品，並將過程記錄下來。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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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Step 4

Step 3

　　此階段主要會進行：

1 確定產品所需的各種零件（公司自己製造

或委託其他廠商製造）的尺寸、材料和公

差，簡單來說就是確立產品的工作圖。

2建立產品製造和裝配的流程計畫等。

　　此階段主要會進行：

1確認目標市場的需求。

2 判斷市面上是否有同類型的競爭產品或替代
性產品。

3 確認功能需求與期待的規格。

4 發展設計概念並繪製設計草圖進行分析，再

進一步從不同的方案構想中篩選或彙整出一

個最終的設計。

市場調查問卷

完整的手機

配件

　　此階段主要會進行：

1將產品的功能設計趨於完整。

2 確立產品家族內容（例如：手機為主要產
品，搭配使用的耳機或手機保護殼則為產品

家族衍生的成員）。

3 透過反覆的評估與修正，確定產品各個環節

的設計。

確立手機產品

工作圖

細部設計階段

概念發展階段2 系統整體設計階段3

4

無線耳機、充電器、手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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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正式生產前，在整體設計或細部設計

階段都可能會有多個試作的產品原型，針對這

些原型必須藉由客觀的方法加以評估，確認產

品是否可達成預期的功能需求，並據以修改整

體設計或細部設計（例如：調整零件尺寸、測

試不同材料等）。

測試與修正階段5

試產及量產階段6
　　在完成細部設計後，有些商品會進行小

量的試產，並提供給客戶試用，以找出在設

計過程中可能被忽略的問題或盲點，同時也

訓練工作人員熟悉產品的生產流程。

測試原型，

找出問題

手機生產流程

完成試產階段後，針對消費

者的使用意見及試產過程中

遭遇的問題，進行修正及排

除，即可正式進入產品大量

生產階段。

手機原型Step 5

Ste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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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2 規畫與概念發展

學習重點

1 理解使用者需求評估對於規畫階段及

概念發展階段的重要性。

2 理解市場調查的細項，並加以運用。

你有沒有曾在網路或街頭填過產

品問卷呢？其實這就是市場調查

的一部分，請回想一下問卷都提

問哪些問題呢？

1
3

2
4

完全沒有奶味

不好喝啊！

市調真的很重要。

這麼難喝還賣這麼貴。

這味道不像咖啡呀。

這飲料太甜了！

難喝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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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同理心的需求分析1  
在投入產品設計初期，必須先經歷規畫與概念發展的階段，這兩個階段最重要的

目的，就是要確認產品的設計能符合使用者需求與期待，甚至發掘出潛在的需求，開

創新的市場。

 使用者需求分析

美國 史丹佛大學設計學院（D. School）及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Design For 

Change，簡稱 DFC）等單位所提出的設計思考流程中提到，設計產品時若能運用「同

理心」進行思考，可使設計的產品更貼近使用者需求，進而找出不同以往的解決方案

（圖 2-3）。同理心指的是要能傾聽顧客的聲音，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從顧客角度出

發，思考不同年紀、群體、個性的需求有何不同。

▲ 圖 2-3  將心比心地從顧客角度出發，才能成功擄獲消費者的心。

將瓶蓋改變形狀與設計
，

讓消費者可以單手開啟。

減糖優酪讓每個人都可以

依需求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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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運用同理心的需求分析，試

想不同需求的學生書包設計時

應注意哪些事項？（例如：年

級、性別、選讀課程等）

想一想
以保溫瓶設計為例，在日常生活中，因應不同需

求，很多人可能擁有一個以上的保溫瓶。為了盛裝足

夠的水量，一般常見的保溫瓶容量大都至少 300毫升，

然而，日本卻有廠商推出容量只有 120毫升的迷你保

溫瓶，原來是設計者體察部分銀髮族有定期吃藥的需

求，120毫升的水拿來配藥剛剛好，且因體積小攜帶

方便，也很適合不想帶大包包出門的人們，因此造成

一波熱銷（圖 2-4）。

使用者需求分析指的是設計者透過實地觀察、訪談或資料分析等方式，將使用者

的情緒或體驗感受記錄下來，進而找出可能產生的特殊需求。為了要能滿足使用者需

求並提升銷售量，設計者必須從使

用者角度仔細思考，真正找出問題

的原因，再試著提出多種可能的

解決方案。

▲ 圖 2-4  因應不同需求而有不同規格的產品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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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調查與市場分析

一群擁有相同需求的顧客組成市場，市場調查與市場分析目的在於發掘能讓公司

有收益的目標市場。簡單來說，「市場調查」與「市場分析」兩者都是產品開發前重

要的前導步驟，其最終目的都是希望找出公司最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定位與目標客群。

市 場調查

許多產品的失敗常歸因於不夠「市場導向」，也就是不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使得銷量不佳或反映不好。舉例來說，微軟公司於 2010年時推出一款名為「Kin 

Phone」的手機（圖 2-5），本來希望可以迎合喜好社交網路的手機使用者，然而它只

能在單一軟體進行社交溝通，且不能下載其他軟體、看影片或玩遊戲，因此銷量不佳，

最後宣告失敗。

預測目標客群

及使用者。

希望了解顧客

需求。

顧客會如何使

用產品？何時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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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分析

利用市場調查結果和數據，

分析市場及其銷售變化。

Kin Phone 手機只能在
單一軟體進行社交溝

通，導致銷售不佳。

使用者需求
需求分析

目標客群

目標客群和使用者不太相同，使用者範圍較廣、數量

較多，但目標客群指的是依據不同特性（例如：性別、

年齡、職業⋯⋯等）將使用者予以分類、定義。

補給站

▲ 圖 2-5  Kin Phone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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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查的方法2  
了解市場調查的目的和重要性後，我們可以透過學習運用市場調查的技巧，幫助

我們設計出更有特色且符合使用需求的產品。

通常用來調查某種因素是否

會影響市場銷售量，再對實

驗結果予以分析。

實驗法

帶有目的性地，直接觀察受

調查對象（顧客）的表情、

行為舉止與言談內容。

觀察法

1 市場調查方式

可再細分為面談調查（面對

面詢問）、郵寄書信（或網

路問卷）與電話訪談等三種

方式，是市場調查最常採用

的方法。

調查法

3 問卷設計的原則

每個題目只涉及一個問題，需具體陳述且不可

過於複雜。舉例來說，如果詢問：「你是否喜

愛 A 品牌奶茶和 B 品牌紅茶？」，則答案無
法確認受訪者是喜歡 A 或 B 品牌。

1 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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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問卷前的準備

假設學校今年校慶將舉辦園遊會，各班可販售自訂的商品，本班決定設計一份問卷調查

校內師生對於商品的意見與喜好，請同學們討論上述「設計問卷前的準備」的三個項目。

想一想

設計問卷問題前，設計者須明確

了解問卷的主題與目的，才能避

免寫出與調查無關的問題。

目的性：想好要問什麼

釐清問題的背景或相關的專

有名詞定義，使填寫者能了

解問題的情境。

背景性：背景交代清楚

問題順序與內容須符合邏輯性，例

如：先問「你喜歡使用哪一種樣式

的環保購物袋？」，再問「你是否

有使用環保購物袋的習慣？」很顯

然地不符合邏輯。

邏輯性：問題間要有邏輯

題目需與研究主題相關。舉例來

說，如果市場調查的目的在於開

發便利的手機配件，則詢問：

「你是否喜歡購買當季的最新款

式的手機？」這樣的問題，對於

產品設計的幫助就不大。

題目內容避免涉及填寫者

的個人隱私，用字遣詞需

有禮貌。

題目應避免隱含某種期待

的思維模式或預期結果。

反例為：「身為學生，你

認為體育課可以促進你的

身體健康嗎？」

2 3 4相關 禮貌  非導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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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卷內容撰寫

現在，我們要著手進行市場調查的問卷設計了，內容可以從「三大面向」

進行設計，包含：過去使用經驗、對於產品的了解程度與感受、未來發展的推

測或期待。其問題舉例如下表所示：

向面查調 例舉題問

「上次購買產品的時間／地點？」

「從什麼管道得知產品？」

「使用產品的頻率？」

「使用產品時有發現什麼問題？」

「是否願意推薦產品給親朋好友？」

「對於產品的滿意度如何？」 

「購買產品時，最重視哪類特色或優點？」

「購買產品前，會優先考慮哪些因素？」

「您認為市面上的產品有什麼需要改善之處？」

對
於
產
品
的
了
解

程
度
與
感
受

未
來
發
展
的
推
測

或
期
待

過
去
使
用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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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查小偵探
教師可依需求選擇實際進行闖關任務，或僅簡要介紹活動內涵。

關卡 2

搭配挑戰 2

闖關任務

評分標準

項目 表現優異 順利過關 挑戰失敗

問卷修正
能找出問卷的 3 個問題並加
以修正。

能找出問卷的 2 個問題並加
以修正。

無法找出問題或僅完成 1 個
問題。

問卷設計

能完成 3 個題目設計，其內
容切合主題且無不適當的敘

述。

能完成 3 個題目設計，其內
容切合主題，但其中 1 題的
敘述略有缺失。

未能完成 3 個題目設計，或
雖完成 3 個題目，但其內容
明顯不符合問卷主題或敘述

不當。

調查分析
能完成 6 位以上的訪談，並
正確分析與歸納訪談結果。

完成 5 位的訪談，並簡要歸
納訪談結果。

未能完成訪談，或僅完成 4 
位以下的訪談。

報告呈現方式
能完整呈現調查對象、過程

與結果。
僅呈現調查結果。 未能完成報告。

配合習作第 8∼10 頁

目　的

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利用市場調查的概念與方法，針對某項「家用電器」設計簡單的調查問卷，並

實際進行訪問。

任務說明

1  針對任務主題，小翰事先設計了一款「家用電器」市場調查問卷，由於時間匆促，他來不及仔細
檢查修改，請同學們幫小翰檢查此份問卷裡的錯誤並加以訂正。

2 請與小組成員討論你們想調查的主題，並設計 3 個問題，實際進行訪問後，分析顧客們（可能是
家人、同學或師長等）的需求功能。

過關條件

1 能正確幫小翰修改問卷。

2能設計出 3 個符合研究主題及問卷設計原則的問題。
3 能運用上述自己設計的 3 個題目，製作成問卷，實際訪問 5∼10 位顧客（可能是家人、同學或師
長等），分析歸納問卷結果並上臺分享。

設備條件

電腦與網路、紙、筆、海報紙 1 張、彩色筆等繪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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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是○○國中九年級的同學，我想透過此次問卷了解民眾對「吸塵器」的選擇與習

慣，問卷採不計名方式，請放心填答。

 ○○國中　　林小翰　　敬上

請問您家中成員共多少人？1
 1∼2 人　  3∼4 人　  5∼6 人　  7 人以上

請問您是否喜愛「飛○浦」品牌吸塵器和「戴○」品牌吸塵器？ 4
 喜歡　　  不喜歡

請問您認為您的薪資所得足以買 15000 元的吸塵器嗎？5
 可以　　  應該買不下手

請問您購買吸塵器的主要目的是？2
 吸灰塵　  吸汙水　  吸寵物毛絮　  清潔家具塵蟎

 其他：                                                                                                      

請問您使用吸塵器的頻率為何？3
 一天一次　  一週一次　  二週一次　  一個月一次

 其他：                                                                                                      

請針對自己選用的

家電，再想 3 個問
題填寫在習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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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展示

1.請問您最想購買採用何種集塵形式的吸塵器？
□集塵袋　　　　□集塵盒
□空氣分離式　　□其他

3.請問您認為吸塵器外型使用哪種材質會吸引您
購買？
□塑膠　□鋼製　□環保材質　□其他

2.請問您認為下列吸塵器產品功能的重要程度為
何？

非常
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不
重要

吸塵
功率

□ □ □ □ □

集塵
方式

□ □ □ □ □

收納
方便

□ □ □ □ □

多功能 □ □ □ □ □

產品
重量

□ □ □ □ □

環保
概念

□ □ □ □ □

其他問題 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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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3 系統整體設計

學習重點

1 理解系統整體設計之意涵。

2 了解如何運用構想選擇法，評估構

想的適切性。

你租借過公共自行車嗎？或是跟

家中長輩有使用過公共機車、公

共汽車的經驗？使用過程中是否

有特別難忘的經驗？

1
2 3

沒位置了，你自

己用手機查詢附

近的空車位吧！

天氣真好，終

於可以出來運

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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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整體系統架構及配備1  
此階段在於將產品的功能設計趨於完整，除了確

認產品本身的功能，還要確立產品家族內容，以完備

產品運作所需要的周邊設備。

在七、八年級生活科技課程中，我們曾學過「科

技系統」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完整的科技系統是

由各項彼此互動、有關聯的科技產品集合而成，以達

成特定目的，這個概念和系統整體設計很像。在研發

科技產品的過程中，不只產品本身需要經過嚴謹的設

計流程，若希望產品要能夠有效的運作及被廣泛使用，

搭配的相關軟硬體設施也需一併納入系統做考量。舉

例來說：在使用手機時，除了手機本身，還需要有系

統程式（例如：ios或 android）、應用軟體、搭配使

用的耳機、充電線、電信網路等，才會構成我們每天

都會使用的「手機系統」（圖 2-6）。

▲ 圖 2-6  手機系統是由手機及其周邊搭配的軟硬體等所構成。

生活中有沒有其他系統整體設

計的案例？此系統分別由哪些

要素組成呢？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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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例子來看，臺灣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幾乎遍布各地，此系統的構成主

要包含：「自行車」、「後端管理系統平臺」與「後勤維修與服務」。完善的管理與

後勤維修規畫，是影響公共自行車系統是否便於使用的關鍵要素（圖 2-7）。

設計產品時，除了考量相關軟硬體設備，也需考

量產品對自然環境及社會是否帶來負面影響及其後續

的處理措施。舉例來說，飲用完畢的飲料容器可以回

收再利用。例如：2016 年舉辦的里約奧運，便利用回

收的塑膠瓶製作獎牌絲帶（圖 2-8）。

使用大數據資料分析，將租借

站電腦連線後端管理平臺，即

時更新自行車使用狀況，例

如：分析各個站點的自行車租

借率、在租借高峰期前及時補

足車數量、記錄每臺車被租借

的次數等。

後端管理系統平臺

結合管理系統的大數據分析結

果，讓自行車調度小組能夠及

時為各站點調整與維修，並設

有客服中心可供諮詢。

後勤維修與服務

業者在設計自行車時，須考量

安全性、騎乘時的方便性與舒

適感，並盡量降低車體的故障

率。

自行車

▲

 圖 2-7  臺灣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 圖 2-8  2016 年里約奧運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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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想的發展與選擇2          
在發展設計構想時，可運用七年級學過的創意思

考法進行發散思考，也可以藉由評估市場上現有的功

能相近的產品，找出不同的設計方案。無論是哪種方

式，當我們擁有多種不同的設計方案後，可以透過系

統性的分析方式，幫助我們客觀的分析各種方案的優

缺點。

 分析產品的替代性

「替代型產品」是指在功能或使用價值上可互相

替代的商品或服務，藉由分析市場上其他公司是否已

推出具有替代性的產品，可以評估新設計的產品是否

具有市場競爭力。若可替代的產品有以下的特質，則

可能影響到產品的銷售量（圖 2-9）：

市面上有哪些彼此互為競爭型

產品的例子？評估它們吸引或

不吸引你購買的原因。

想一想

挑戰 2 曾提到，在規畫與概念
發展階段會運用不同的方式確

認使用者的需求以及潛在的市

場與客群。在確認好需求後，

就會進行設計構想的發

展與分析，逐步找出

最佳的設計方案。

3
替代品的產品家族內容

較為豐富，或售後服務

較佳。

1
替代品的價格更低廉或

功能更佳。

2
顧客如果改買替代品花

費的成本會更低（例如

耗材比較便宜、或使用

壽命較長）。

▲ 圖 2-9  透過分析產品的替代性與否，可以評估新設計的產品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力。

LED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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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想選擇法

（Pugh 概念選擇法）

在構想的討論過程中，透過眾

人集思廣益，會產生許多不同的方

案，然而，如果只依照單一的因素

或個人偏好的方式決定，缺乏客

觀、嚴謹的評估，選出來的方案可

能不具有競爭力，甚至可能有重大

的缺點（圖 2-10）。

我原先想要一邊放書、

一邊放作品。

原計畫

▲ 圖 2-10  運用構想選擇法可以比較各種方案的優劣。

Pugh 概念選擇法
由 Stuart Pugh 所發想，又稱「樸氏
法」，是一種創意選擇的方法。通常

用於從許多不同的方案中選擇出最適

切的一個，依據問題的需求和內容界

定評估的項目，再透過方案的優、劣

勢矩陣予以分析。

補給站

我想要設計一個書櫃，

除了用來放教科書之

外，也想要有一點的空

間可以擺放我七、八年

級的生活科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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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可以讓我自由規畫

空間，額外的空間我還可以

用來擺放作品。

方案一

我最喜歡這個造型了，

但是⋯⋯

方案二

這書櫃設計太酷了，可以

讓我隨心運用，但價格⋯⋯

方案三

在完成多種方案的構想後，可運用

構想選擇法比較各種方案的優劣，

藉由矩陣評估的方式，比較每項方

案的優勢與劣勢並計算總分，再予

以排名，以選出最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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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想選擇法的實施方式（圖 2-11）

1 提出構想：針對問題提出各種

構想方案，並選擇其中一種作

為比較基準（通常會選擇最原

始的）。

2 列出評估項目：依據問題的需

求與特性，列出重要的比較項

目，項目的設計必須具體可理

解且可以比較。 

設計矩陣步驟1
將每個方案與原計畫進行比較，

針對每個評估項目進行評比，並

在矩陣上對應的格子內填上：

「較好（better）」（＋）、「一
樣（ s a m e）」（S）、「較差
（worse）」（－）等評比。

評估概念步驟2
分別加總所有「較好」、「一

樣」、「較差」的分數，並在矩

陣的最後一列填入加號與減號的

數量總和，即可獲得每項方案的

分析結果。加號越多、減號越少

代表相對來說更具有優勢。

概念排序步驟3

收納

可容納的作品數量與大小
s + – s

費用 s s + –

外型尺寸

是否能放置於書房預留的空間
s + – s

靈活性

是否可調整層板高度
s – s +

                統計
+2
–1

+1
–2

+1
–1

結果

案方計設

目項估評

原計畫 方案一

（＋）個數

（－）個數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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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具客觀性

提供一個客觀的依據，可以減

少主觀意識的影響，參與人員

較容易對最終方案達成共識。

1 多面向的評估

藉由具體列出評估的項目，可

以使思考的面向更完善。

2 協助方案的研發與改良

矩陣評估以及設計改進的作業可反覆

進行多次，直到找出最佳的設計。

3

 構想選擇法的優點

收納

可容納的作品數量與大小
s + – s

費用 s s + –

外型尺寸

是否能放置於書房預留的空間
s + – s

靈活性

是否可調整層板高度
s – s +

                統計
+2
–1

+1
–2

+1
–1

結果

挑選一項產品，試著

蒐集類似的競爭產品，

並運用構想選擇法比

較評估這幾項產品的

優勢與劣勢。

做一做
▲  圖 2-11  構想選擇法的

實施方式。

方案二 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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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 2
闖關任務

搭配挑戰 ３

家電設計構想選擇
教師可依需求選擇實際進行闖關任務，或僅簡要介紹活動內涵。

評分標準

項目 表現優異 順利過關 挑戰失敗

設計構想

能依據市場分析結果，列

出 4 種以上具創意的設計構
想。

能依據市場分析結果，列出 
3 種具創意的設計構想。

未能提出或僅能提出 2 種以
下的設計構想。

評估項目
能列出 4 項以上具體的評估
項目。

能列出 3 項具體的評估項
目。

未能列出或僅能列出 2 項以
下的評估項目。

客觀分析
能客觀評估與分析每個構想

方案及項目。

能客觀評估每個構想方案及

項目，但部分分析結果有

誤。

僅依靠主觀想法或喜好分

析。

目　的

 能依據市場調查資料提出不同的設計構想，並客觀分析各種構想的優勢與劣勢。

任務說明

接續上則闖關，請同學發揮創意及依據所蒐集的調查結果，完成以下任務：

1依據市場調查結果，提出不同的設計構想。

2選擇一項市面上既有的產品作為「參考產品」，利用構想選擇法進行分析。

過關條件

1 能提出 3 種設計構想。
2能列出 3 項具體的評估項目。
3能完成客觀的評比與分析。

設備條件

電腦與網路、紙、筆、海報紙 1 張、彩色筆等繪圖工具。

配合習作第 1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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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展示

產品名稱 設計說明簡略的構想

一般家用
吸塵器

以電源線連接插座供電。
集塵力強，容量大。
吸頭輕，但機身重，移動不便。
價位選擇多。

參考產品

直立式有線
吸塵器

以電源線連接插座供電。
體積輕巧，使用時較省力。
價格便宜。

方案一

小型無線
手持吸塵器

體積輕巧，使用時較省力。
無線方便移動，可以靈活清潔縫
隙。
電力持久性較差，吸力較弱。
價格便宜。

方案二

無線手持
吸塵器

體積小，無線方便移動。
機身手持，重量不輕，長時間使
用費力。
有多種吸頭可以選擇。

方案三

我們調查出來的產品需求是：

1.價格中等。
2.輕巧省力。
3.有多種功能變化。
4.可以清潔天花板、角落。
5.可以連續使用30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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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展示

結論：選擇方案                                  。

設計方案

評估項目

一般家用
吸塵器

直立式有線
吸塵器

小型無線
手持吸塵器

無線手持
吸塵器

價格中等 s ＋ ＋ –

輕巧省力 s s ＋ s
有多種功能
變化 s s – ＋

方便清潔天
花板及床底
角落

s – – ＋

可以連續使
用30分鐘
以上

s s – s

統計
（＋）個數

（－）個數

參考產品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三

＋

–
1

1

＋

–
2

3

＋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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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可以試著結合電

腦建模的方式，利用

雷射切割重新製作一

臺新的呀！
我記得當時連桿長

度沒有算好，重切

了好幾支。
我是針筒沒有

裝好，弄得全

身都是水。

學習重點

1 理解細部設計之意涵。

2理解建模之意涵及方式。

如果讓你重新設計

液壓手臂，你會做

哪些改變呢？

挑戰 4 細部設計與建模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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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設計1  
進行細部設計時，必須使每項零件的設計都非

常明確，包含所採用的材料、尺寸與公差等，都要

在設計圖上明確標示，以利加工生產（圖 2-12）。

此外，各項零件的設計也必須力求簡單，可以盡量

採用通用規格的零件（例如：螺絲、螺帽），如此

不但可以降低加工的複雜性、提升穩定性，也可以

降低成本。

有了產品設計的點子、並完成

產品功能與系統整體設計後，

在進入正式量產前，還必須經

過反覆的設計與修正，以確認

產品的外型、所需零件的尺

寸、種類與數量、加工

及組裝方式，以形成

產品最終的樣貌。

▲ 

圖 2-12  細部設計時，必須使每項零件的設
計都非常明確，圖為書櫃細部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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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產品的設計必須確保使用者的安全，例如：

汽車車商會要求駕駛每半年或一年定期回廠維修並更

換部分消耗性的零件，而一般家裡的電路則都設有保

險絲或無熔絲開關，在電路發生異常或故障時，可以

自動斷路，避免發生危險，許多家電也會設計多重的

安全防護裝置，避免單一保護裝置失效，提升使用安

全（圖 2-13∼ 2-15）。

▲ 圖 2-13  為了使用者的安全，汽車必須定期檢查與更換零件。

▲  圖 2-14  許多家電會有傾斜自動斷電的設計，
以防止發生危險（圖為除溼機）。

▲ 圖 2-15  家裡的電路都設有
保險絲或無熔絲開關。

觀察生活周遭的電器產品，了

解其關於使用安全的設計與作

動時機（例如：除溼機水箱滿

水時會自動關閉電源）。

用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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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建案模型

建模與測試修正2 
在產品設計的過程中，建模指的是「建立模型」，

若設計師腦海中的想法或設計圖（不管是平面圖或立

體圖），只能用文字描述或口頭表達，對於非設計師

的其他人來說可能難以理解，此時「建模」就是一個

良好的溝通平臺，可以搭起設計師與使用者的橋梁，

讓使用者能更加了解產品的外型、功能與使用方式等

（圖 2-16）。

可作為產品量產前的評估，比起虛擬的設計圖，真實的模型更貼

近實際，也可以進行部分或整體功能的測試。

功能一

可做為日後行銷時的資料，例如：用在產品宣傳照片上。

功能二

可吸引投資商的目光，說服投資商出資以進行後續的量產。

功能三

簡單來說，製作產品模型有三大功能：

iPhone 原型機（未上

市前提出 3D 模擬圖）

3D 列印工業
設計

產品模
型

▲ 圖 2-16  產品的建模。

概念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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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呈現的方式很多元，有可能是圖像、數位模型或用紙板與黏土製作模型等。

舉例來說，室內設計師可以透過電腦軟體或實體模型的輔助，與顧客快速的確認設計

方案是否適切，並依照客戶的需求修改後，再進行實際的裝潢施工，如此能有助於降

低成本並減少錯誤的發生（圖 2-17）。

此外，服裝設計有一個重要的環節稱為

「打版」，即為做出設計圖的樣版。設計師

繪製出設計草圖後，還需要經過平面打版或

立體剪裁的方式，分析出組成衣服所需的零

件，再經由試穿與反覆的修正調整，才能完

成一件件美麗的衣裳！由此可見，精確的零

件尺寸往往需經過實際製作以後才能確認

（圖 2-18）。

▲

 圖 2-18  服裝設計必須經由反
覆的修正調整，才能完成一件

件美麗的衣裳。

▲ 圖 2-17  室內設計建模（設計圖與實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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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1  藉由電腦建模進行製作。  

藉由電腦建模的另一項優點，即是

可以運用數位加工機具（例如：雷射切

割機、3D印表機）進行製作，幫助我們

大幅減少加工的時間，並提升零件的精

確度喔（圖 2-21）！

以我們曾經進行過的活動為例，在八年級下學期，我們曾學過「液壓機械手

臂」，那時候主要是以木板進行製作，若能先用電腦軟體進行手臂的機構模擬（圖 

2-19），或是利用風扣板進行建模（圖 2-20），便能從中觀察手臂的機構是否能

正確作動，進而減少許多錯誤的設計。

▲圖 2-20  利用風扣板進行建模。▲ 圖 2-19  使用電腦軟體進行手臂的機構模
擬。

若沒有按照設計圖建模，可能會產生什麼

後果？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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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作業流程規畫3  
完成產品的設計開發後，在實際量產前，必須建

立產品生產製造和裝配的流程計畫。不同類型產業的

生產作業流程可能不盡相同，例如：製作汽車和製作

電視的作業流程因為零件不同，就會有所差異。一般

而言，大致上具有右列幾個基本概念：

現代的生產線當中，很多高危險、反覆性的步驟

都已藉由機器人（機械手臂）來代替人類工作（圖 

2-22），在某些時候，需要人們與機器人共同合作以

完成生產的程序。因此，了解機器人如何運算與運作，

進而能有效設計與控制，是未來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知識。

以包裝糖果為主題，在

小組內規畫一個具有 3
個工作站的生產線，比

賽看看哪一組的包裝動

作最快又最正確。

做一做

▲ 圖 2-22  機械手臂在工廠中作業示意圖。

把生產作業流程區分為不同

環節與工作站，每位工人只

負責其中一項或幾項特定工

作，以減少學習技術的時

間，提升工作熟練度。

1 分工

透過輸送帶、物料管理系統

以及加工時間的計算等方

式，減少物料、時間與人力

的浪費。

2 減少浪費

降低零件生產與維修成本。

3 使用通用規格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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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

3

  科技發展瞬息萬變，現在
生活周遭許多東西逐漸轉為以

電子的形式來控制，例如：居

家常用的家電、搜尋資料使用

的電腦、手機等，在認識了各

種電子元件並學會銲接技巧之

後，同學們可以試著動手實

作，設計屬於自己的桌上型電

動清潔機喔！

認識電與控制
的應用

（電子元件）

挑戰 4 製作創意桌上型電動清潔機

1 麵包板電路實作與三用電錶測試

2 銲接電路實作：英雄手套

挑戰 3 基礎電路實作與應用

現在要學

1 電子科技的發展

2 解構生活中的電器

挑戰 1 電子科技的發展與運作系統

生活中的電器分析闖關任務

1 基本電路與常見電子元件

2電子電路基本工具

挑戰 2 電子電路小偵探

七年級　認識科技

八年級　認識能源

以前學過

關卡 4　認識電與控制的應用
（控制邏輯系統）

關卡 5　製作創意清掃機器人
關卡 6　電子科技產業的發展

以後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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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1 電子科技的發展與運作系統

巴斯卡機械式計算機

1642 年巴斯卡（Blaise 
Pascal）運用齒輪機構，發明
了世界上第一臺可進行加、

減法計算機。

1896 年何樂禮（Herman 
Hollerith）發明了打孔卡片
製表機，是電腦的前身。

有電腦可以使

用真是方便。

萊布尼茲計算機

1671 年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加入步進
齒輪的設計，使計算機可以

做到乘法及除法的運算。

沒有電力的時代：已經知
道利用槓桿、齒輪等製作

機械式計算機

有電力的時代

學習重點

1了解電子科技的發

展歷程。

2了解生活中的電路。

從起床、出門到

學校，你身邊有

哪些東西是透過

電來控制的呢？

現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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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科技的發展1  
第二次工業革命後，機器逐漸取代原本的人力，讓我們的工作從勞力逐漸轉為腦

力行為。在科學家對電學有更深入的了解後，人們開始運用電力作為主要的能源形式。

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運作中的電力，已成為科技發展的重要關鍵，也衍生出許多相關

的專業領域，例如：電機工程、電子工程等。

在發展過程中，與電相關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都會有高度的關聯性。其中，電機

工程著重於探討如何進行電能的傳輸與控制，其所涉及的電壓通常較大，例如：從發

電廠到居家用電的配電系統。而電子工程則偏向於利用電子訊號進行資訊的傳輸、控

制或邏輯運算，其使用的電壓通常較低，例如：二極體、電阻、印刷電路板等常用的

電子元件（圖 3-1）。

▲圖 3-1  電機工程、電子工程領域。

電機
工程

電子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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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管是一種在電路中控制電子流動的電子元件，可用於電流放大。在

電子科技發展的初期，真空管是主要執行運算的電子元件，其體積龐大，

運作過程耗電量高，亦會產生高溫。如 1946 年發明的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
便是運用真空管進行邏輯控制，其尺寸需要一個教室的空間才能容納（圖 
3-2）。

　　直到 1947 年蕭克利（Shockley）、巴丁（Bardeen）、布萊頓（Brattain）三位科
學家發明電晶體後，整體電子計算機的體積得以大幅縮小、耗電量也只剩真空管

電腦的 5％（圖 3-3），因此，在電晶體發明後即取代了真空管的用途。

▲  圖 3-3  電晶體計算機。

電晶體（Transistor）

真空管（Vacuum tube）

是一種合成半導體，具

備三隻腳位，可以透過

電壓控制來調整電晶體

的開關，並具備放大電

流的功能。

電晶體

 推動電子科技的關鍵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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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尋找生活中的電器設備，試著

搜尋其演進歷程，並與同學討論

當時的時空背景對這項產品的發

展造成了什麼限制？

做一做

1958 年積體電路的發明，使得原先透過許多電晶體完成的控制單元得以整合到更小的
晶片中，進而加速了後續電子科技的發展（圖 3-4）。如今，我們手上能握著與一
顆真空管體積相似的手機，進行更大量的運算及資料傳輸。在不久的將來，許

多科學家期待運用量子力學，設計出反應速度更快且更為精巧的量子電腦與

電子設備（圖 3-5），讓我們能在這個電子化的世代具備更好的生活。

▲ 圖 3-4  電晶體與積體
電路示意圖。

量子電腦（Quantum computer）
一種藉由控制原子、分子的量子態以進行運算的電腦，運用量子力

學的特性，可以打破傳統位元電腦運算能力的極限，在數分鐘內解

開傳統電腦需花費多年才能算出的數學難題。

補給站

▲ 圖 3-5  IBM 的量子電腦。

▲  圖 3-2  世界上第一臺電子數值積分計
算機（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ENIAC）。

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簡稱 IC）

是一種將電路元件（例如：半導體裝

置、被動元件等）縮小，並集中

製造在半導體晶圓表面上

的方式。

積體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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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生活中的電器2  
日常生活中有許多透過「電力」驅動的裝置，例如：教室內的日光燈、電風扇、

電腦、單槍投影機等，這些裝置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便利。電力是如何被用來點

亮燈泡或是驅動馬達？對於亮度跟速度的控制，又是如何達成的呢？

以電風扇為例，當我們將它

拆開來之後會發現，其零件組成

大致可區分為（圖 3-6）：

▲ 圖 3-6  電風扇構造圖。

電源供應元件

控制元件

作動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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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開始接觸電路的學習時，不妨先從觀察生活中的電子產品開始，同學們可以

試著在安全的情況下將它拆開來看看，了解其內部包含哪些元件，彼此之間又是如何

運作的。

外觀結構扮演著固定

上述物件的角色，亦是整

臺電風扇能順利運作的重

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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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系統存在的目的，也是
使用者預期達成的結果。

當天氣炎熱時，我們希望藉由風扇

讓室內溫度涼爽。

目　標

給予系統運作所需的資源，
包含：人力、知識、材料、
能源、設備、資金與時間
等。

透過插頭及電線從家用插座取得電

力，以及透過開關或遙控器等方式

輸入動作指令。

輸　入   

如果運用七年級學過的科技系統來分析，結果如下圖（圖 3-7），  

簡單來說，常見的電路組成包含電源供應元件（例如：家用插座、

USB或電池等）、控制元件（例如：開關、電阻、微控制器及電腦

程式等）及作動元件（例如：馬達、LED或蜂鳴器等）。各項元件

▲

 圖 3-7  系統的處理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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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運作的過程。

1 藉由電路板的控制，將輸入的訊

號轉換為對於馬達與各項機構的

控制。

2 馬達則透過電流的磁效應旋轉。

處　理

回　饋   

在科技系統運作過程中，除了達
成預期的結果外，也希望能夠改
善系統運作的情形，或是即時控
制、了解系統運作的過程。而要
達成這個目的，就需要仰賴「回
饋」的機制。

由使用者做風速的調整，或藉由風扇內的

智慧溫控晶片，自行依據室溫調節風量。

系統運作的結果。

藉由馬達帶動扇葉旋轉所吹送的風

以及左右擺頭等動作。但馬達旋轉

時，也可能產生噪音及發熱等負面

的輸出結果。

輸　出 

都有不同的型式與規格，配合不同的電路設計，可以達成各式各樣不同的功能。如果

想要運用電子元件設計製作不同的作品，必須先了解可能會需要用到哪些類型的材料，

並考量規格需求進行規畫設計後，再實際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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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 3

搭配挑戰 1

闖關任務
生活中的電器分析
教師可依需求選擇實際進行闖關任務，或僅簡要介紹活動內涵。

透過資料蒐集或拆解觀察，了解電器設備中所運用的電子元件組成，探索其原理、用途及使用時機。

目　的

一字或十字螺絲起子等拆卸工具。

工　具

建議使用淘汰的小型電器進行活動，如果身邊沒有可拆解的電器，可以改為上網搜尋電器的拆解資

料。

材　料

1 選擇一個身邊的小型電器設備，閱讀使用說明書，了解其功能與操作方式。
2 在未連接電源的情況下，運用正確的工具與拆解方式，逐步拆解電器並拍照記錄其電路構造及組
成元件。

3記錄完成後，再將電器組裝復原。

任務說明

能正確且安全的拆解小型電器設備，觀察這項電器有哪些元件，並試著搜尋這些元件的運作原理、

功能以及在電器設備上的用途。

過關條件

評分標準

項目 表現優異 順利過關 挑戰失敗

電器拆解

能依照正確的方法拆開電器

外殼及大致分解內部構造，

進行細部觀察後，能正確組

裝復原。

能依照正確的方法拆開電器

外殼，觀察整體構造後，能

正確組裝復原。

使用不正確的方法拆解，或

導致電器損壞。

電子元件之
運作原理

能寫出各項元件的功能與運

作原理。

能寫出部分元件的功能與運

作原理。

對於元件的功能與運作原理

說明有誤。

配合習作第 1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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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展示

按壓開關，用來

選擇風量大小。

控制元件

馬達帶動扇葉及轉向機構。

作動元件

電線連接家用

插座供電。

電源供應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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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2 電子電路小偵探

學習重點

1認識基本電路與常見的電子元件。

2認識製作電子電路的常用工具。

電子、電路看似複雜又神奇的東

西，如果要自行製作，該運用哪

些工具來製作呢？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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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電路與常見電子元件1  
一個最簡單的電路中，包含有電源、電子元件

和導線，這個電路是一個帶開關的 LED，當開關壓

下後，LED會亮起來；而開關鬆開後，LED則會熄

掉（圖 3-8）。

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會用到類似的

電路呢？

想一想

▲ 圖 3-8  常見的電路。

要理解電路運作的原理，

必須先了解電路相關的概

念知識，以及各項電子元

件的功能與使用方式。

電線 見 P94

開關 見 P88

電池 見 P84

LED 見 P90

電阻 見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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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壓（V）、電流（I）、電阻（R）

在電的原理中，電壓、電流與電阻這幾個名詞都是重要的基本觀念。電流是每秒

通過導線某一截面的總電量；電壓是導體中的電位差；而電阻則是導體兩端電壓與通

過電流的比值。

電壓、電流和電阻三者的關係可以透過水管中的水流來解釋（圖 3-9）。加壓馬達

提供的就是電壓，水管裡的水流即是電流，水龍頭就是電阻，當水流太大時，我們會

轉緊水龍頭讓水流變小。在電路中，固定的電壓下，電阻值越大，電流越小；反之電

阻越小時，電流就越大。

▲ 圖 3-9  電流的概念示意圖。

在家中使用電器時，需注意以下安全事項，避免發生火災：

電線及延長線不
綑綁。

電器用品與電線
不靠近火源，周
圍不放可燃物。

電器設備不用時
應拔插頭。

水管裡的水＝電流

水龍頭＝電阻

馬達＝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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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入一點來看，電路設計中最常使用的基礎定律是「歐姆定律」，其定義為『導

體兩端的電壓與通過導體的電流成正比』，因此歐姆定律的公式寫成：

伏特〔V〕
歐姆〔Ω〕

安培〔A〕

　　當電壓固定時，如果希望電流小一點，則電阻的數值需要比較大，因此會在電路上

加裝較大的電阻以限制流量，舉例來說，如果希望 LED 能稍微變暗或是馬達轉得比較
慢時，就可以增加電阻，讓電流變小。

　　當電流通過帶有電阻物體時，部分能量會以發熱的形式逸散，因此在做電路

設計時，如何避免因為發熱而產生危險，是很重要的關鍵。

延長線的用電不超過負載，並選
用具有自動斷電功能的延長線。

插頭不汙損，定期
汰換老舊延長線。

51Ω 51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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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能提供電子設備電源，它

的高電位處稱為正極，低電位處稱

為負極，電流由電池正極經外部電

路流向負極，再經由電池內部流回

正極（圖 3-10）。電池有許多規格，

同一種規格又會因為材料的不同而

有碳鋅電池、鋰電池、鎳錳電池等

區分，且有不同的電壓以及蓄電量

（圖 3-11）。

電 池

鎳錳電池

電壓：1.2∼1.3V（以 3、4 號電池為例）

使用時機：可充電的電池，常用於需瞬間耗電大的設備，

例如：數位相機。

▲ 圖 3-10  電池與電流示意圖。

電池

（電位差）

燈泡

（發光）

導線

（電流）

導線

燈泡

電池

＋

－

▲

 圖 3-11  常見的電池種類。

碳鋅電池

電壓：1.45∼1.65V（以 3、4 號電池為例）

使用時機：一般家用電量較小、間歇放電的設備，

例如：遙控器等。

電壓：9V（9 號電池）

使用時機：較傳統需高電壓之設備，

例如：三用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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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看家裡常見的電器用品使用哪些電池？電壓是多少？可以在哪裡買到呢？

做一做

　　使用電子設備時，如果裝上電壓或是電流不適合的電池，電子設備可能會發生無法

正常運作或是損壞，例如：裝上電壓過高的電池，會導致燈泡電流過大而燒毀；安裝電

壓太小的電池，則會因為電流不足而無法驅動時鐘內的馬達。因此，在使用家中電器

時，務必詳細閱讀說明書的指示，以正確操作家中的電器。 

鹼性電池

電壓：1.45∼1.75 V（以 3、4 號電池為例）

使用時機：需較長時間有大電流輸出之設備，

例如：遙控車等。

鈕扣電池

電壓：1.2V（以 LR44 電池為例）

3V（以 CR2032 電池為例）

使用時機：體積較小的產品，例如：電子

溫度計、計算機等。

鋰電池

電壓：3.6V∼4.2V

使用時機：大電流輸出的充電電池，例如：行動電源。

CR2032LR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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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材料會有不同的電阻值，有些為導體（例

如：金屬）、有些為絕緣體（例如：木材），也有一些為半導體

或超導體。善用材料本身的導電性，可以製作出具有不同功能的

電阻元件（圖 3-12、3-13）。

電阻

精密電阻

電阻值：0∼150KΩ

特性與適用情境：單顆電阻的電阻值固定，常使用

於一般電路。

電阻換算

1000Ω=1KΩ
1000KΩ=1MΩ

▲ 圖 3-12  精密電阻中使用碳化合物作為電阻材質。

色碼

引線

絕緣被覆

固態電阻物質

（碳化合物）
▲

 圖 3-13  常見的電阻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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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阻是提供電路裡阻力的元件（圖 3-14）。
有時候電路當中的電子元件無法承受太高的電流，

但電壓又太高時，我們就必須將電阻提高，降低電

流，來確保電子元件運作正確，這就好比開車進入

校園、停車場或是需要減慢速度的地方時，地上會

設計減速坡，幫助駕駛降低車速。

可變電阻

電阻值：10Ω∼5MΩ

特性與適用情境：可透過旋鈕等方式

調整單顆電阻的電阻值，以進行設備

的控制。例如：音響的音量旋鈕。

▲ 圖 3-14  電阻示意圖。

熱敏電阻

電阻值：100Ω∼100KΩ

特性與適用情境：用以感測外界溫度，達到溫度回

饋之效果。例如：食品溫度計的感應裝置、冷暖氣

設備防過熱感應裝置、電鍋的溫度感應裝置等。

光敏電阻

電阻值：1KΩ∼10MΩ

特性與適用情境：感應光線明暗調整電路

運作或開關。例如：小夜燈的感應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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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是最簡單的電路控制方式，它的功用是將原先的電路斷

開，透過開關中的金屬片進行電路的連接以及分開的控制。一般

電子材料行中常見的開關有：船型開關、按壓開關、滑動開關、

微動開關等（圖 3-15）。

開 關

微動開關

微動開關又稱為限位開關，常出現在電梯門、

鐵門、滑鼠、冰箱、3D 印表機等設備上。

船型開關

生活中常見的開關之一，一般用

於長時間開啟或關閉的裝置中。

▲

 圖 3-15  常見的開關種類。

搖頭開關

具備較大的開關柄，用來撥動以開啟開關。

常見於飛機駕駛座裡的控制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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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夠從學校及家裡找出幾種

不同的開關呢？

用一用

按壓開關

用於短時間按壓的控制元件上。

例如：電梯控制面板、滑鼠等。

滑動開關

以左右滑動的方式來開啟電器設備，常出現在手電筒、遙控車、

玩具的電源開關上。

旋轉開關

常用於可以調整不同狀態的電器用品。例如：

電暖器、烤箱、電風扇等。

回彈式開關

有些開關會自動彈

回，因此使用時需要

持續按壓。使用者可

以依據使用需求進行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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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二極體是一種具有方向性的發光電子元件。它的概念類

似電池具有正極與負極，若正、負極裝反，則電器無法運作。

LED 元件的兩隻接腳也有正、負極之分，只有當長腳接正電壓，

短腳接負電壓時 LED 才會發光，反接就不會發光。然而，前面所

介紹的幾種電阻則沒有方向性的區別。這種具備方向性的電子元

件在電子電路中很常見，使用前必須確認其特性，避免電路無法

正常運作，甚至燒壞電子元件。 

發光
二極體

生活中有哪些照明設施使用 
LED 呢？ LED 取代了什麼發
光元件？有什麼好處？

想一想

封裝體
（透明環氧樹脂封裝）

負極

晶粒
（LED 芯片）

金線
（陽極絲）

底板反射腔

支架
（正極）

　　LED 的基本構造包含：晶粒、封
裝體、金線、支架等，主要發光的部分

是封裝體裡面的晶粒。封裝體用來固定

支架，金線是把電流由支架導入發光晶

粒，隨著應用的不同，封裝體已可以任

意改變成為不同的型態（圖 3-16）。

　　LED 也被稱為第四代光源，它具
有節能、環保、安全、壽命長、功耗

低、高亮度、微型、光束集中、維護簡

便等優點，目前已被廣泛應用在日常生

活當中（圖 3-17）。

▲ 圖 3-16  LED 的基本構造。

▲

 圖 3-17  博物館
的照明多使用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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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容是一種儲存電荷的容器，類似電池，但容量較少，充、

放電速度也比電池快很多（圖 3-18）。通常用來吸收發電時

突然產生多餘的電，或應付突然需要大量用電的電器，幫助穩

定電壓、保護電路。若將電容以水塔來比喻，自來水公司送到

住宅的水會先流入水塔，再從水塔提供給家中的水龍頭使用；

因此不論自來水公司送來的水壓突然變大或臨時停水一小段時

間，家中都能有穩定的水量可以使用。常見的電容有以下幾種

（圖 3-19）：

電 容

▲ 圖 3-19  常見的電容種類。

電容多會出現在電

源中，例如：行動

電話的充電頭，或

是遙控車馬達上，

可用來降低雜訊干

擾，避免影響遙控

車的運作。

電解電容

一般使用於電源上，作為低頻

率波所用，電路有正負之分。

陶瓷電容

一般使用於電路的高頻率波，

減少數位訊號的雜訊。

塑膠電容

多用於高頻率波，但其材質特

殊，故壽命較長。

電解紙

陰極箔

陽極箔

導針

電容器

正極負極

▲ 圖 3-18  電容的基本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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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達

步進馬達

規格：5V（以 28BYJ－48 型號為例）

功能與適用情境：用於精密控制，例如：機器

人手臂、3D 印表機或是電腦光碟機中，藉由電
子訊號來控制馬達進行高扭力且細緻的運動。

雖然一開始的基本電路中沒有馬達，但馬達是生活中很常

見的電子元件，可以用來驅動各種不同的電器用品。市面上販

售的馬達種類非常多元，有電動摩托車使用的馬達，也有小型的

玩具馬達。一般在電子材料行中容易購得的馬達有以下幾種（圖 

3-20）：

▲

 圖 3-20  常見的馬達種類。

F130馬達

規格：工作電壓：1.5V∼12V

功能與適用情境：最常見的馬達類型，常

出現在小型的攜帶型風扇、四驅車或玩具

車裡。

我國小做自然實驗

的時候，曾經用過

這種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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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馬達

規格：工作電壓：5∼12V

功能與適用情境：藉由齒輪組減速，

增加馬達的扭力。常見的有：TT 直
流減速馬達、GA12-N20 微型金屬減
速馬達、強扭力直流減速馬達等。

伺服馬達

規格：工作電壓：5V

功能與適用情境：為常見的一種精密控制馬達，可透過電

子訊號控制伺服馬達的旋轉角度，使其固定在一個角度停

止旋轉。

GA12-N20 微型金屬減速馬達強扭力直流減速馬達

TT 直流減速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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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是用來連接電子元件，將電路導通的材料，一般會以導

電的材質，例如：鐵、銅、鎳、銀、金等作為電線的材料，並在

外面包覆一層絕緣的材質來避免電線短路。不同材質會影響電線

的電阻值，例如：銀是電阻最小的材質，多被應用在高級音響上。

電線除了不同材質外，其電阻值還會受到它的截面積影響。

如同前面在介紹電阻時，電流很努力的要穿過被電阻纏小的洞口，

當電線半徑越小時，電阻值就越大。而電阻越大，同樣的電流下

會產生高熱，進而產生燃燒的風險（圖 3-21），這也是為何在連

接小馬達時，會選用較細的單芯線或多芯線，而在家裡的插座當

中，則會使用較粗的銅線。在選用電線時，需注意是否使用合理

的線徑。 

電 線

▲ 圖 3-21  電阻與線徑示意圖。

寬＝電阻小

窄＝電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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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芯單芯

此外，氧化的電線電阻值會增加，也可能因此增加電路過熱燃燒的機會，故在使

用環境較差或使用時間較久的情況下，需注意電線是否產生劣化的情形，以避免發生

危險。

除了選擇正確的導線外，在連接電路的時候必須避免短路的情況。短路是指在一

個電路中電勢不同的兩點直接碰觸、或被電阻非常小的導體接通。舉例來說，若曾嘗

試將電池的正負極直接用一條電線接起來，會發現電線很快就變得很燙而難以拿住。

由此可見，電線短路往往可能損壞電器設備或發熱引起火災，必須小心避免。

線徑

指的是電線當中導線的粗細，臺灣的線徑規範是以公釐（mm）為單位。若為單芯線，多以直徑
（mm）表示；若為多芯線，則用截面積平方（mm2）表示。在進行小型的電子電路實作時，市面

上可購買到的電線多以「美國導線規格（American Wire Gauge，縮寫為 AWG）」標示，AWG 數
值越小的電線線徑越粗，可以容納的最大電流就越高。電線上會提供的資訊如下：

補給站

多芯線在同樣粗細下的材料性質較軟，單芯線相

對較硬。在課堂上進行電路實作時，一般會選用

22AWG 的單芯線搭配麵包板操作，使用於家用
電路時，大電流多使用單芯線（例如：牆壁中連

接至插座的電線）、經常移動的場合則使用多芯

線（例如：各式家用電源線、延長線等）。

90℃：外皮熔解溫度 90 度1A：最大安全電流為 1 安培

22AWG：此為 22AWG 的單芯線
（其線徑換算成公釐為 0.644mm）

耐電壓 300 伏特

FT1、FT2
（通過 FT1、FT2 耐燃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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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電路實作時，會需要有一個方便固定及擺放電子元件

以進行測試或實作的電路輔助用板子，麵包板及萬用板就是兩種

常用的工具。

免銲萬用電路板俗稱「麵包板」，是一種不需經過銲接過程，

就可以使電子元件相連，便於進行電路測試的實驗用電路板。其

優點在於可以反覆利用，易於更換零件（圖 3-22）。

萬能電路板也叫萬用板，因為整個板子布滿許多孔洞而俗稱「洞洞板」。使用者

可以將電子元件插上後透過電烙鐵與銲錫將電子元件固定、導通，形成有效的電路。

其優點在於可以裁切成適當的大小，以利於安裝；缺點則是一旦銲接錯誤，比較難修

改，也無法重複利用（圖 3-23）。

麵包板

洞洞板

▲  圖 3-23  洞洞板。

有些洞洞板會在上面預

先將多顆洞透過銅連接

起來，以減少需要銲接

多條線的麻煩。

▲ 圖 3-22  麵包板。

每 5 點相
互連接

每 25 點
相互連接

電
源
軌

接
線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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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路基本工具2  
製作電路時，有很多簡單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安

全又有效率的完成各項工作（圖 3-24），有的可以用

來製作電路，有的則可以協助檢測電路狀態。無論使

用哪種工具，在操作的過程中，被加工的電子元件或

科技產品記得要保持在斷電的狀態，以確保安全。

三用電錶 電工膠帶 耐熱海綿

尖嘴鉗

剝線鉗 烙鐵架

斜口鉗 電烙鐵

銲錫

麵包板

▲ 圖 3-24  電子電路的基本工具。

吸錫器

認識這些常見的電子元件與工具

後，請試著訪查學校或住家附近

哪裡可以購買這些電子材料。

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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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彎折

與剝線工具
（圖 3-25）

尖嘴鉗、斜口鉗

尖嘴鉗與斜口鉗是最常使用的兩種工具，斜口鉗的

尖端較尖，適合在細小物件裁剪時使用；尖嘴鉗則適合

用來夾取或是固定各項電子元件。

尖嘴鉗

斜口鉗

同學們以前在製作各種作

品的時候，可能曾經使用

過老虎鉗來彎折或裁切鐵

絲，或曾使用較大把的電

工斜口鉗來剪切細木條。

在進行銲接電路時，因

為多數電子元件都非常細

小，因此必須選用較適合

精密加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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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線鉗

在連接電路前，必須先將外層的絕緣皮剝除，這時可以使用尖嘴鉗搭配斜

口鉗進行剝線，也可以選擇尺寸合適的剝線鉗進行操作。使用剝線鉗的優點在

於剝線的孔徑精準，較不容易傷到線芯；而使用尖嘴鉗搭配斜口鉗的優點在於

可以靈活適用於不同尺寸的電線。

精密

剝線鉗

自動

剝線鉗

剝

剪

▲  圖 3-25  裁切、彎折與剝線工具。

剝線過程中需

小心，避免剪

斷線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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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連接電子元件與電路板的金屬材

料。其運作原理類似熱熔膠槍的膠條，

當銲錫透過電烙鐵加熱時會形成液態

狀，冷卻後就會以金屬的形式固化，並

將電子元件固定在電路板上。

錫銲

▲ 圖 3-26  銲接工具。

用來增加銲錫流動性，

提升銲錫與金屬表面接

合性的一種物質，能幫

助清除金屬表面的氧化

物、利於銲接，又能保

護烙鐵頭。

劑銲助

電烙鐵的加工溫度高，

容易燙傷，因此電烙鐵

需要放置在烙鐵架上以

確保使用時的安全。

架鐵烙

操作時以持筆的方式握

住塑膠握柄，可依照個

人使用習慣選擇左手持

握或右手持握。
電烙鐵是用於銲接操作時的

加工工具。在電子電路實作時，

需將電子元件用銲錫固定在電路

板上，而要熔化銲錫便需要用到

電烙鐵。

銲接

工具
（圖 3-26）

電烙鐵

TIPS  使用時須小心不要碰觸
到金屬處，以免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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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銲接後，銲錫會黏附在電烙鐵上，如果有要再繼續銲接物

件，這時候就需要使用沾溼的耐熱海綿將電烙鐵上多餘的銲

錫清除，或使用銅絲絨進行清潔。

絨絲銅 綿海熱耐

如果不使用電烙鐵了，

在電烙鐵降溫之前務必

加上一些銲錫，藉由銲

錫包覆在烙鐵頭，避免

其氧化壞掉。

可以將銲錫從電路板上

去除的工具，操作時吸

錫器會快速的回彈，使

尖端產生低壓，進而將

加熱後呈液體狀的銲錫

吸入吸錫器腔體中，使

用時應時常清潔。

器錫吸 

氧化的烙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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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電錶的

檔位介紹。

交流電壓
測試檔位

蜂鳴器檔位

（電路導通檔位）

電晶體測試

電阻測試檔位

直流電壓
測試檔位

直流電流
測試檔位

▲ 圖 3-27  量測工具。

錶電用三式位數

三用電錶

三用電錶可以測量電路的電壓、電流、

電阻，有的甚至可以測量電子元件的方向、

電容大小與電路是否導通等，在電路實作

時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量測

工具
（圖 3-27）

錶電用三式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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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各項電子電路工具的操作方式。

2三用電錶的實際應用。

3能進行銲接電路的實作：英雄手套。

學習重點

挑戰 3 基礎電路實作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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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板電路實作與三用電錶測試1  
認識了基本的電路工具後，我們可以試著利用麵包板接出挑戰 2 一開始所看到的

那個帶有開關的 LED 基本電路，並學習各項工具的使用。

實作前，同學們應該會發現幾個問題：

1電線應該如何剝線？

2LED 有長短腳，我該怎麼接？
3如果只接一顆電池，LED 會亮嗎？
4有接或沒有接電阻，會不會有差別呢？

以下將帶領同學逐步解決這些疑惑。

材　料

麵包板、LED 1 顆、3 號電池
座與電池 2 顆、電阻以及電線。

尖嘴鉗、斜口鉗、剝線鉗、三

用電錶。

工　具

對應這個電路圖，所需準備的材料與工具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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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線鉗是一種便利的剝線工具，當你手邊沒有剝線鉗時，也可以使用尖嘴鉗與

斜口鉗來剝線。

問題一 電線應該如何剝線？

剝線 剪線

2再以斜口鉗夾住電線外皮。

3 以斜口鉗底部貼齊尖嘴鉗，運用槓桿原理將斜口鉗翹起即可剝線。

1以尖嘴鉗夾著電線。

鉗線剝

鉗嘴尖 鉗口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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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可以試著把 LED 正接或反接看看，試著觀察哪種方式才能使它發亮。

問題二 LED 有長短腳，我該怎麼接？

在解答前兩個問題以後，就可以試著在麵包板上，將電池、電阻、LED 及開關依

據下圖的方式進行連接。連接好以後按下開關，可以看到 LED 順利亮起。

長腳接正極、短腳接負極的時候會亮。

如同挑戰 2 介紹的：LED 和國小自然課實驗所使用過的小燈泡不同，LED 有正負
極之分，最簡單的記憶方式就是「長正短負」。

答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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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答案前，同學們可以試著直接拿一個三號電池

連接 LED，試試看它是否會發亮。

問題三 如果只接一顆電池，LED 會亮嗎？

LED 在一顆電池時不會發光。

如果上網搜尋 LED 的資料，會發現每顆 LED 都會有一欄名為「啟動電壓」，就像
在理化課學過的最大靜摩擦力，電壓要高於這個數值，LED 才會亮，LED 最小的
啟動電壓為 1.8V，同學們可以試著運用三用電錶，測量電池的電壓。

答解

市面上還有許多不同種類

的電池，試著利用三用電錶

測量看看這些電池的電壓。

做一做

先將檔位調至 500V，如
果測出的數值小於 1，
再將檔位調整至 200V，
以此類推。若不當調整

檔位可能造成三用電錶

損壞。

 三用電錶測量電壓：以碳鋅電池為例

步驟 1 將三用電錶調至直流電壓檔位，檔

位的調整須由高檔位往低檔位（在

本示範電錶中為上到下），調整至

可閱讀量測數據為止。

TIPS  因為改為測量 2 顆電池，所以要重
新調整檔位。

步驟 2 將探針觸碰電池的正負極，會讀到 
1.63V 左右的數值。

步驟 3 將兩顆電池串聯再進行測量，則會讀

到 3.26V 左右的數值。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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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面的實驗，同學們應該對這個電路有基本的認識了，然而，在製作過程中

或日常生活上，你是否有遇過 LED 或其他電子元件燒掉的情況呢？ 

導致 LED 燒掉的原因，在於每個電子元件都有它最大的電流承受範圍，當電壓太

高、元件中電阻固定時，依照歐姆定律（V=IR），電流會增加，進而可能造成電子元

件損壞。為了確認電路中的電流大小，可以運用三用電錶進行電流的測量。

各色 LED 啟動電壓數值
不同顏色的 LED 會有不同的啟動電壓，一般來說，紅、
黃、黃綠的啟動電壓約在 1.8∼ 2.4V 之間，白、藍、翠
綠的電壓為 3.0∼ 3.6V 之間。啟動電壓值會影響整體電
路的電流數值，進而決定 LED 應該搭配多少的電阻以防
止它燒掉。

補給站

我的 LED 不亮了，
怎麼會這樣呢？

你是不是忘記

接電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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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用電錶測量電流

三用電錶可以進行電流測試，電流就好比是水管中的水流，想要知道它到底流得

多快，就需要將它剪開，然後把儀器放進去測量；測量電流也是一樣的方式，我們需

要將原先導通的電線分開，將探針移到上面，讓電流流過三用電錶即能測量到數值。

步驟 1

將三用電錶調至電流檔位，檔位

的調整需由高檔位往低檔位（在

本示範電錶中為下到上），調整

至可閱讀量測數據為止。

步驟 2

將兩顆電池接上 LED，接著接
上三用電錶。

步驟 3

按下電路上的開關，讀取三用電

錶螢幕上顯示的數值為 5.32mA，
即為電流數值。

TIPS  先將檔位調至 10A，如果測
出的數值小於 1，再將檔位
調整至 200mA，以此類推。
若不當調整檔位可能造成三

用電錶損壞。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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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有接或沒有接電阻，會不會有差別呢？
運用電阻，可

以保護  L E D 
在高電壓的情

況下不被燒壞。

答解

挑戰 2有提到當電流太大時，電阻可以幫助降低電流，

避免電子元件損壞，同學們可以使用三用電錶測量看看手邊

的電阻，了解其電阻值大小。

黑 0
1
2
3
4
5
6

8
9 9 9

8 8
7 7 7

6 6
5 5
4 4
3 3
2 2
1 1
0 0 10⁰(1Ω)

10¹(10Ω) ± 1% (F)
± 2% (G)

± 
± 

± 

± 
± 

± 

0.5%
0.25%
0.10%
0.05%

5%
10%

(D)
(C)
(B)

(J)
(K)

10²(100Ω)
10³(1KΩ)
10⁴(10KΩ)
10⁵(100KΩ)
10⁶(1MΩ)
10⁷(10MΩ)

10ˉ¹(0.1)
10ˉ²(0.01)

棕

紅

橙

黃

綠

藍

紫

灰

白

金

銀

碳膜電阻器

電阻色碼識別表

金屬皮膜電阻器

【例15kΩ±1%】

【例47kΩ±5%】

色 　 彩 倍 　 數 誤 差 代 號第 一 色 第 二 色 第 三 色

電阻的數值可以透過色碼表判

別與識讀，右圖是電阻的色碼

表規範，請試著計算看看教室

內的精密電阻的電阻值是多

少？與實際用三用電錶測量出

來的數值是否相近？

做一做

 三用電錶測量電阻

步驟 1

將三用電錶調至電阻檔位，檔位的調整需由高檔

位往低檔位（在本示範電錶中為左到右），調整

至可閱讀量測數據為止。

步驟 2

將探針碰觸電阻兩端，即可讀取螢幕上的數值為

216Ω。

低
TIPS 實際電阻值會因製造過程而有誤差。

TIPS  先將檔位調至 2MΩ，如果測出
的數值顯示 1，表示電阻值超出
可顯示範圍，再將檔位調整至 
200KΩ，以此類推。若不當調
整檔位可能造成三用電錶損壞。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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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可變電阻對電路的改變

前面介紹了電壓、電阻和電流，到底電阻值的改變如何對電路產生影響？接下來

可以使用可變電阻和三用電錶，一起來觀察電阻所扮演的角色。同學們可以使用實際

的電子元件及三用電錶進行實驗，也可以試著用模擬軟體來測試，它能更快速的觀察

數據變化喔！

9V 的電池對於 LED 來說電
壓過大，若不使用電阻的話，

直接連接會使 LED 燒毀。

材　料

麵包板、LED 1 顆、9V 電池以及電池扣、
500 Ω 可變電阻以及電線。

三用電錶。

工　具

可變電阻

可變電阻內部是一個圓弧形的電阻物質，其設計概念是透過改變 1、2號（或 2、3 號）腳位中間電
流經過之電阻物質的長短，達到電阻值的變化。用三用電錶測試 500Ω 可變電阻時，1、3 腳位量
測到的電阻為 500Ω 左右，而量測 1、2 腳位時，電阻值則會依據旋鈕旋轉的角度改變。

補給站

1 2 3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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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將三用電錶連接上可變電阻的 2、3 腳位，以測量可變
電阻數值。

1 2 3

390

110

連接 2、3腳位是因為不
可在受測物有電壓的情

形下，使用電阻檔位量

測，否則會損壞三用電

錶。因此，在此情況下要

觀察可變電阻的變化，必

須連接沒有通電的腳位。

步驟 1 將電路接成如下圖所示的樣子。

步驟 2 將電路接上三用電錶，用來測量電流。

TIPS  此處需注意，畫面中電
錶所顯示的數值是沒有

經過電路的電阻值，因

此實際在電路中的電阻

值要用 500Ω 減去顯示
的數字，才是正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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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調整可變電阻，從最右邊開始逆時針旋轉電阻，可發現 LED逐漸亮起（有些型式 LED 會
有亮度變化、有些不會），觀察電錶的數值會發現，可變電阻提供的電阻值越來越小、通

過電路的電流量逐漸變大，若在接近最左側時 LED 一瞬間暗掉，這代表它已經燒毀，需
要換上新的 LED，才能重新運作。

電阻越來越小，代表

電流量太大，LED會
承受不住而燒毀。

LED 會越來越
亮

                                                                                      LED 瞬間
燒

毀

500

34
0 17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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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kercad Circuits 模擬器
過去在進行電路設計時，多半只能將實際電路製作出來後再透過儀器檢測電路是

否運作正常，但是在電腦發達的現代，則可以透過程式，在製作前先進行電路模擬，

確認是否能夠正常運作。市面上常見的 Fritzing、Tinkercad、Altium Designer 等軟體

都具備這樣的功能。

Tinkercad 是其中免費又易學的一套軟體。同學們不妨實際動手操作看看，後續在

實際進行電路設計前，都可以先用模擬軟體，確認電路設計的正確性。

輸入「http://tinkercad.com/」。 點選「立即加入」申請帳號，才能使用。

1

2

申請帳號與登入使用

補
給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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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Tinkercad 後，先出現 3D 繪圖介面，點選「Circuits →建立新電路」，進入電路操作介面。步驟 
1

進入新的電路工作畫面，可以區分為：功能列、工作區、積木區。在操作時，只需將元件從積

木區拉至工作區就可以。
步驟 
2

2

1

功能列

工作區

積木區

建立檔案與基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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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測試電壓為例：先從積木區拉入「一顆電池」，再拉入「萬用錶（即三用電錶）」，並

將上面電線連接起來。線路完成後，點選功能列的「開始模擬」。

步驟 
3

2

3

4

1

三用電錶會出現模擬的數值。步驟 
4

請試著將課本中的示範電路透過軟體進行模擬測試，了解不

同的電子元件運作狀況。

做一做
試著調整測試電

流、電阻或更換

電池數量。

可調整元件

的基本設定

1.5V 電池

名稱 1

計數 1 個電池

AA

no

類型

內建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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銲接電路實作：英雄手套2  
前面我們介紹了不同的電路加工工具、常見的電子元件以及如何使用三用電錶進

行簡單的電路檢測。接下來要學習如何運用銲接電路，來設計製作出獨特的電子產品。

的銲接實作範例

工　具

尖嘴鉗、斜口鉗、剝線鉗、電烙鐵、熱

熔膠槍、三用電錶。

鈕扣電池、電池座、LED 5 顆、3D 列印
護腕、微動開關、手套、電線、銲錫。

材　料

請依照你的設

計，列出你需要

的工具及材料清

單吧！

TIPS  3D 列印護腕可以用其他不同材料代
替並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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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先將 5 顆 LED 折彎
後，放進 3D 列印護
腕，取適當的銲接位

置做上記號後銲接。

步驟 3

將 5 顆 LED 依序銲接。

步驟 1 利用習作繪製出你設計的電路圖。

步驟 4 將電線與電池座依正負極位置

銲接。

負極
正極

TIPS  銲接時須小心不
要碰觸到金屬處，

以免燙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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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測試微動開關是否正常。

將三用電錶轉至蜂鳴器檔位，分別測試是否有聲響。

TIPS  探測 1、2 時，按壓開關後會有聲響，代表需銲接 
1、2 位置，按壓才會啟動。

TIPS  探測 1、3 時，沒按壓開關即會有聲響，代表不能
銲接 1、3 位置，未按壓就啟動。

開關測試正常後，

即可進行銲接。

按
如果手邊的三用電錶沒有蜂鳴器檔位時，可以

「電阻測試檔位」檢查電路是否導通：

1轉到電阻檔位的「2K」位置，將探針觸碰待測物
的兩端。

2當數值為「1」是斷路；若數值跳動為「0」是
通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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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將 3D 列印護腕與銲接好的電路進行組裝，確認好位置後即可進行開關位置固定。

步驟 7 將電池座與 LED 銲接起來即完成。

TIPS  可用紙膠帶、電工膠帶或熱熔膠
將電路與護腕固定。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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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嘴鉗、斜口鉗、剝線鉗、電烙鐵、熱熔膠槍、

三用電錶、圓規、剪刀。

工　具

的銲接實作範例

材　料

鈕扣電池、電池座、LED 4 顆、洞洞板、船型
開關、銲錫、電線、鬆緊帶、木板、圓棒。

步驟 1 利用模擬軟體繪製出你所設計的電路圖，並先進行模擬測試，確認正確性。

請依照你的設計，列出你需要的工具及材料清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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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在木板上畫出各項零件的設計圖，並進行裁切鑽孔，再於洞洞板上描繪，並標示 LED 的
擺放位置。

TIPS  需注意後續 LED 擺放及其他電子零件的
相對位置，並保留適當的孔位。

步驟 3 將多餘的洞洞板裁切掉，並依構想將 4 顆 LED 放入洞洞板後進行銲接。

TIPS  待銲錫熔化後即可移開
銲錫，再移開電烙鐵。

2

1

TIPS  可以使用線鋸機或手線鋸裁切，須注意洞洞
板很脆，太用力容易斷裂。

TIPS  LED 的長腳為正，短腳為負，安裝時需注意
方向。

穿過洞洞板的 LED 要
翻過來銲接，先將 LED 
的針腳往外折 45 度，
LED 就不會掉下來了。

TIPS  1銲接時注意高溫。
2 先將電烙鐵碰到 LED 的針腳與洞洞
板上的金屬銲點，再將銲錫伸入。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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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將 LED 銲接在一起，注意正極與正極相連，負極與負極相連。

步驟 5 所有銲點完成後，即可修剪多餘的針腳。

銲接的地方應該要

呈現尖尖的富士山

狀才算合格唷。

TIPS 裁剪時，要先標記 LED 的正負極，以免後
續銲接時搞錯位置。

TIPS 使用無方向性的洞洞板需要
將 LED 的針腳相接。

TIPS 必要時可搭配使用電線連接。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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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將船型開關依正負極接上電線。

完成後可以測

試看看是否順

利點亮 LED。

開關需先用三用電錶測試 OK 後
才能進行銲接。

一條紅線接到 LED 的正極，另一條則接到電池
座的正極。 電池座的黑線要接上 LED 的負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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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 將銲接好的洞洞板、開關及電池組裝到木頭零件上，即完成作品。

評分標準

項目 表現優異 順利過關 挑戰失敗

創意設計
手套的造型設計具有故事性

及創意，且製作精美。

手套的設計具有創意，製作

良好。

手套的設計缺乏創意，製作

粗糙。

電路加工
電路銲接完整且銲點精美，

電線外皮無破損。

電路可運作，但銲接處略有

瑕疵或電線外皮有破損。
電路出現故障，無法運作。

工具操作

能選用適切的電子電路工

具，且依據安全操作要領進

行操作，並能於操作後進行

保養與收藏。

能選用適切的電子電路工

具，且依據安全操作要領進

行操作，但在保養與收藏方

面仍有小缺失待改善。

未能選用適切的電子電路工

具，或未能依據安全操作要

領進行操作。

TIPS  可依照個人喜好使用鬆緊帶
或是項鍊等方式，增加攜帶

及使用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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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4 製作創意桌上型電動清潔機

學習重點

1 能運用簡單電路知識，設計製

作創意產品。

2 能熟悉電子電路工具的使用。

3 了解專題活動內容與規範。

4 回顧問題解決歷程，檢視所學

到的重點知識與知能。

5 選擇適切的材料、進行加工、

組裝、測試及問題修正。

6 能用口頭或書面的方式，表達

自己的設計理念與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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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現有的清潔用商品，分析其功能、運作原理與優缺點。

2 設計或選擇適切的電路，運用可取得的電子材料，完成兼具創意

與功能的電動清潔機作品。

任務緣起與說明1  
在學習完產品設計的流程，也了解電子電路的基本知識以後，同學們是否好奇能

不能夠自己製作一個簡單的家電產品呢？其實很多家電的電路設計並沒有想像中的複

雜，接下來就試著以製作「桌上型電動清潔機」為主題，來練習如何應用更多不同的

電子電路。

你想要做哪種

清潔機呢？

我想用 3D列
印製作外盒。

吃東西會

有碎屑掉

出來。

製作作品時，會有

許多小廢料⋯⋯

我想要⋯⋯

關卡 3    認識電與控制的應用（電子元件） 127



得分秘笈2  
老師將依據同學執行過程及製作成果的表現進行評量，以下是評估各項表現的參

考標準，希望大家都能達到最佳成績！

蒐集清潔設備

的資料

能找到合適且能完成作品

的清潔設備資料。

找到的資料不完整，僅部

分有參考價值。

無法找到可用於實作的清潔

設備資料。

清潔度
能清潔桌面所有髒汙且便

於清潔。
能清潔桌面部分髒汙。 無法清潔。

創意設計
清潔機的造型設計具有創

意，且製作精美。

清潔機的設計具有創意，

製作良好。

清潔機的設計缺乏創意，製

作粗糙。

電路加工
電路銲接完整且銲點精

美，電線外皮無破損。

電路可運作，但銲接處略

有瑕疵或電線外皮有破

損。

電路出現故障，無法運作。

工具操作

能選用適切的電子電路工

具，且依據安全操作要領

進行操作，並能於操作後

進行保養與收藏。

能選用適切的電子電路工

具，且依據安全操作要領

進行操作，但於保養與收

藏仍有小缺失待改善。

未能選用適切的電子電路工

具，或未能依據安全操作要

領進行操作。

評量項目 表現優異 順利過關 挑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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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問題3  
要解決桌面清潔的問題，首先要確認需要處理的問題為何，例如：桌面的髒汙來

源多半是什麼？是否需要使用清潔劑或是不同的工具來協助清潔？是否需要做消毒殺

菌的動作？這些都是我們實作前應該先確認的問題。

髒汙的類型是什麼？

1

髒汙的來源為何？

2
3

是否需要搭配其他清潔劑？

8

4
是否需要消毒？

5
有沒有現成的工具

可以解決問題？

6

7

題問的到考思前目 

你還可以想到哪些

問題呢？

（配合習作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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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初步構想4  
針對上面提出的問題，可以試著提出一些初步構想，例如：如果是在學生餐廳，

髒汙的種類多半是很難清潔的油汙，這個時候或許可以將桌面包膜，隔絕髒汙，並定

時更換新的包膜；如果是在教室，髒汙的種類可能是平時吃東西所產生的碎屑、便當

的油漬、飲料外的水漬、橡皮擦屑、鉛筆筆跡等，這些髒汙的處理，則可以利用類似

掃把或抹布的設計。此外，為了避免病毒殘留，或許還需要搭配酒精使用。

在這個階段，同學們可以儘量提出多元的想法與構想，這些都可以記錄下

來。如果你沒有構想的話，可以參考七年級所學的「創意思考法」以找出不同的

想法。

密技：創意與思考

（配合習作第 20 頁）

髒汙的類型是什麼？

橡皮擦屑

食物的碎屑

鉛筆筆跡

飲料外的水漬

便當的油漬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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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多元資料5  
依據初步的構想，接下來可以進行資料蒐集，尋找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料。除了傳

統手動的掃把、拖把、抹布以外，市面上常見的電動清掃或清潔機具，包含：打蠟機、

電動拖地機、掃地機器人等。其功能及運作方式分析如下：

透過前方旋轉的布

料將地上塗過之木

蠟塗抹均勻。

開啟開關後，前方的

布料會旋轉。

打蠟機

透過前方旋轉的布

料將地上的水漬塗

抹均勻並擦乾。

透過中間小開關，開

啟機器後，左右兩塊

布會向中間旋轉。

電動拖地機

自動將灰塵、髒汙

掃至機器內。

具備兩種清掃方式：

右方網內的掃刷會將

髒汙掃至中央，中間

毛刷則會將灰塵掃至

機器內。

掃地機器人

產品種類 功能特色 運作方式

（配合習作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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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解決方案6  
在蒐集相關資料後，接下來可以選擇某一種類

型的產品作為後續設計製作的方向。因為同學還沒

有學習到如何運用程式來控制電子元件，因此在這

個專題中，可以先練習運用電子電路的設計，來達

到不同的控制效果。

在前面所參考的產品中，智慧型掃地機器人運用

了程式控制與物聯網的功能，其電路設計及內部構造都

較為複雜，而電動拖地機及打蠟機所運用的則是比較基

礎的電路，同學們可以先藉由分析電動拖地機的構造，

學習如何設計類似的電路（圖 3-28）。

非回彈式的

按壓開關

控制元件

我想要可以自動旋轉的除塵撢

（雞毛撢子）。

我想要做像瓦力一樣，有

滾筒掃把的機器人。

132



有哪些電器用品的電路構

造與電動拖地機相似？

想一想

機器內部的

充電電池

電源供應元件

馬達帶動齒輪，再由

齒輪帶動轉盤

作動元件

▲  圖 3-28  電動拖地機的電路構造。

我想要一邊掃地

一邊擦地，省時

又輕鬆。

　　分析電動拖地機的構造與功能後，

可以看出它的運作方式並不複雜。拖地

機上有一個非回彈式的按壓開關，機器

內部另外有一組充電電池，前方有一顆

馬達帶動兩組齒輪，而下方連接清潔轉

盤，清潔轉盤上利用魔鬼氈黏貼的

方式，可以依據需求更換

成一般清潔用布料或是打

蠟布料。我們可以參考這

樣的構造，來進行桌上型

電動清潔機的外型設計與

電路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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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草圖

電 路 草 圖

繪製設計草圖7 
經過蒐集資料並改良構想之後，就可以選定你的電動清潔機的樣式囉！接下來先

將設定的外觀與清潔動作，利用簡單的草圖繪製出來，並學習繪製電路草圖，了解馬

達通路與斷路的原理。

（配合習作第 2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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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草圖的目的，在於將想法

與設計概略的記錄下來，同時

也能清楚的進行說明溝通。

的設計草圖

電 路 草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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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電子元件8 
在開始設計電動清潔機的電路之前，可以先回想一下挑戰 2 所學過的電子元件，

想想看有哪些元件可以使用？哪些元件必須使用？ 

日常生活中可以買

得到的馬達種類很多，

購買前要確認好規格，

才不會買到太強或太弱

的馬達。

密技：作動元件──馬達

在這個活動中，同學可以嘗試使用「TT直流減速馬達」進行製作。原因在於這種馬
達已經添加了減速齒輪，因此馬達扭力增加，清潔機可以用更大的力量將髒汙清除。

此外，這種馬達的價格較為便宜、也容易取得，適合用來做小型的電子電路作品。

經過搜尋資料後會發現，

TT 直流減速馬達的工作
電壓為 1.5V∼ 12V，因
此可以依照設計與需求，

選擇合適的電池來使用。

電池需要依據我們的使用元件來進行選擇，如果我們選擇了馬達與可變電

阻，電池的選用上就必須思考：加上上面選擇的元件後，電池是否能帶動馬達正

常運作？

密技：電源供應元件──電池

（配合習作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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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販售的電子元件種類非常多元，有時候老師所提供的材料與課本上不

盡相同，同學們在實作過程中，如果看到未曾使用過的電子元件，可以主動

蒐集、閱讀相關資料，以幫助自己完成功能更佳、更具有創意的作品。

同學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設計，思考哪種開關可以提供更好的操作手感？或是

更適合使用需求？

密技：控制元件──開關與電阻

當你希望兩顆馬達能有不同功能時（例如：一個是

抹布，一個是刷子），則可以考慮安裝兩顆開關，

達到只啟動一顆馬達或同時啟動兩顆馬達兩種不同

的模式。

在實體的電動拖地機上看到的是非回彈式的開關

（例如：船型開關、搖頭開關），這種開關可以保

持馬達持續開啟或關閉，是最簡單的一種開關。

除了開關的控制外，也

可以試著加入可變電

阻，透過電阻的大小控

制來調整馬達轉速，讓

清潔機能做更多樣的清

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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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設計9
依據想要的功能必須有不同的電路安排，以下提供幾種基礎的電路設計，同學們

也可以運用 Tinkercad Circuits，試著設計出不同的電路組合。

一顆馬達

＋

非回彈式的開關

二顆馬達

＋

按壓開關

二顆馬達

＋

微動開關

＋

可變電阻

如果希望使用單一一顆

馬達，帶動掃帚將垃圾

掃入畚箕中，則可以使

用單一馬達與簡單的開

關，藉由右方電路進行

控制。

很多時候打掃時不需要

兩顆馬達一起運作，而

是透過單邊馬達運作就

可以完成清掃的工作，

此時可以簡單地使用右

方電路完成單顆馬達及

兩顆馬達的控制。

如果要控制清潔機馬達

的轉速，則可以加上可

變電阻。

（配合習作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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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材料與設計 10
 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各式各樣的材料都可以用來製作電動清潔機，當確認想法要

開始製作前，必須先確認要使用的材料種類，並了解它的特性，才能選擇最適合的材

料喔！

木條

材質較為堅固，

加工便利且構造

穩定。

金屬材料（鐵絲、螺
絲等）

材質較木材更堅固，且

具有韌性，但規格較為

固定，須依需求購買。

珍珠板

重量輕、好裁切，但容

易斷裂，穩定性不足。

冰棒棍

可作為木材的替代品，

但厚度較薄，鑽洞容易

裂開。

塑膠瓦楞板

重量輕、耐用性佳、耐

蝕性強。

你所設計的電動清潔機，適合採

用哪些材料呢？

想一想

在這個活動中，老師可能

會幫同學準備統一的材

料，你也可以試著思考加

入不同類型的材料喔！

PLA 或 ABS
使用 3D 列印
機做出構想的

外殼或刷子。

各式刷具

可以用來當作

清潔機的清掃

部位。

（配合習作第 24∼26 頁）

不同類型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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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七年級製作機構玩具一樣，在設計清潔機時，不要忘記確認機件與結構之

間的相對位置，也要留意電子元件（例如：開關、馬達、電池、電線）的配置，

必須便於操作，並避免互相干擾。

密技：機構設計與零件配置

的工作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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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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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清潔機零件時，除了可以運用教室常見的材料製作

外，也可以善用過去曾學過的 3D 繪圖技巧來繪製清潔機
的工作圖，再藉由數位製造機具（例如：3D 列印或雷射
切割機）進行加工，可以增加零件的精確性。

的工作圖

註 1：未標註之去角均為 2×45°
註 2：未標註之圓角均為 R0.5

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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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與執行11
當電路設計完成，且電子元件都找齊後，就可以開始進行電動清潔機的零件與電

路實作囉。

材　料

3D 列印外盒、掃把、TT 
馬達、搖頭開關、螺絲、

3 號電池、電池座、電
線、銲錫。

尖嘴鉗、斜口鉗、剝線

鉗、螺絲起子、電烙鐵、

三用電錶、熱熔膠槍。

工　具

步驟 1 利用模擬軟體繪製出你所設計的電

路圖，並先進行模擬測試，確認正

確性。

步驟 2 將三用電錶轉至蜂鳴器檔位，確認

搖頭開關按壓時會導通的腳位。

請依照你的設計，列出你需要的工具及材料清單吧！

（配合習作第 27 頁）

TIPS  3D 列印外盒可以用其他不同材料代替並進行設計。

的主題製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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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確定好馬達的轉向

後，即可將電線銲

接於馬達上。

步驟 3 將開關 1 腳位與電池座的正極銲接，再取電線銲接於開關 2 腳位後，探測馬達的轉動方向。

TIPS  銲接時須小心不要碰觸到金屬處，以免燙傷。

掃入

請依照你的設計需求，

選擇適合的開關。

TIPS  可使用剝線鉗剝線。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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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以熱熔膠固定電池座與開關。

步驟 7 裝上掃把即可完成。

步驟 5 將馬達固定於外盒上。

TIPS  必須先再次確認馬達
的轉動方向，再鎖上

螺絲。

TIPS  使用熱熔膠槍時須小心不要碰觸到前緣金屬加熱處，以免燙傷。

可以在背後補貼上厚

紙板或瓦楞板，垃圾

才不會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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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尖嘴鉗、斜口鉗、剝線

鉗、螺絲起子、電烙鐵、

三用電錶、熱熔膠槍。

3D 列印外盒、掃把、TT 
馬達、按壓開關、螺絲、

3 號電池、電池座、電
線、銲錫、洞洞板。

材　料

步驟 1 利用模擬軟體繪製出你所設計的電路圖，並先進行模擬測試，確認正確性。

請依照你的設計，列出你需要的工具及材料清單吧！

TIPS  3D 列印外盒可以用
其他不同材料代替

並進行設計。

的主題製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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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銲接完畢後即可進行與外盒的組裝。

步驟 2 依設計在洞洞板上取好適當位置後，

銲接馬達、開關與電池座。

TIPS  銲接馬達前，需先注意馬達的轉動方向與帶動
垃圾的進入或掃出。

TIPS  用尖嘴鉗夾住螺帽，
另一隻手轉動螺絲起

子，即可將之固定。

鎖上馬達 以熱熔膠固定洞洞板 固定電池

電池座馬達 A

馬達 B

開關 A

開關 B

電池座

馬達 A

馬達 B

開關 A

開關 B
電線

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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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在馬達的轉動軸分別用熱熔膠黏上刷子。

刷子可自由設計或選

用市售的刷子。

步驟 5 依盒體將瓦楞板裁剪成適當大小後組裝，桌上清潔機就完成囉！

轉動軸

TIPS  使用熱熔膠槍時須小心不要碰觸到前緣金屬加熱處，以免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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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與修正12
在實作時如果出現無法運作的狀況，可能是有以下的錯誤發生，同學們可以試著

檢查看看唷。

 電線是否斷掉？

在操作時如果電線頻繁的彎折，可能會出現斷掉的狀況，這時可以使用三用電錶

檢測電線是否導通。

 銲接點是否有連接好？

銲接點可能會出現「空銲」，因此可以用馬達的接點，直接取電池的正負極碰上，

確認馬達是否損壞？如未損壞，則檢查電路。

電線斷掉的狀況

常見的空銲現象 檢查電路是否正常運
作

以蜂鳴器或電阻檔位
檢查電路是否導通

（配合習作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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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13
經過許多週的努力，大家終於完成自己獨一無二的電動清潔機了！回想一下，在

過程中，你是如何克服所遭遇到的問題？又從中學到了哪些知識與能力？大家可以把

成品拿出來與同學分享，試試看誰的清潔效果最好喔！

（配合習作第 28 頁）

清潔角
落 清洗茶杯

除塵

這個清潔機一機數用。長型刷頭可以清潔角落，還可以拿來洗茶杯。

滾筒的地方貼上除塵紙可以除塵或吸附頭髮。

兩顆馬達＋船型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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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清潔機利用滾筒可以自動前進。前方的布料可以將地上的水漬擦乾。

滾筒貼上除塵紙還可以清除灰塵。

擦乾水漬

自動前
進

除塵

兩顆馬達＋兩個船型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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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圖 1-19 科學探究實驗流程
與科技問題解決歷程圖

編輯部 製作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24-25

圖 1-20 塑膠良好的延展性
與可塑性使其可以製成各
種形狀的產品
圖 1-21 生活中各種塑膠製
品的演進 
橡膠、雨鞋

樹脂、膠合劑

琥珀、飾品

環境可分解塑膠、電木、
賽璐珞
鐵氟龍不沾鍋
圖 1-22 遠東環生方舟

shutterstock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Adobe Stock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getty 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alamy 提供

26

圖 1-23  PLA 和 ABS
圖 1-24 3D 列印的其他材
料
無人機、齒模
蠟模、鞋底構造

shutterstock 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getty 提供

27

圖 1-25  3D 列印的實際應
用
醫療面罩
食品列印、房屋列印、工
業用零件列印

Adobe Stock 提供
getty 提供

關卡 1  科技與科學

頁碼 圖號內容 提供來源

4-5 關卡頁 depositphotos 提供

6 挑戰 1 漫畫 編輯部製作

7

圖 1-1 物質三態示意圖
除溼機、乾冰
製冰
蒸汽熨斗

編輯部 製作
dreamstime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8 圖 1-2 蒸汽機示意圖 getty 提供

9
圖 1-3 蒸汽機的概念被應
用於火力發電廠
圖 1-4 汽車引擎

編輯部 製作

depositphotos 提供

10

圖 1-5 悶燒鍋
圖 1-6 壓力鍋
圖 1-7 溜冰穿的輪鞋摩擦
力較小，可以提高速度
圖 1-8 短跑穿釘鞋可以蓄
積更大的力量以提高速度

編輯部 製作
dreamstime 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11

吊扇
圖 1-9 電風扇運作原理示
意圖
補給站圖 白努利定律

Adobe Stock 提供
編輯部 製作

編輯部 製作

12-13
圖 1-10紙拖鞋、液壓手
臂、仿生獸
圖 1-11 氣球車結構圖  

編輯部 製作

編輯部 製作

14-15

圖 1-12 太陽能車的機構設
計
圖 1-13 熱熔膠槍的結構圖

圖 1-14 吸塵器的結構圖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編輯部 製作
dreamstime 提供

16 挑戰 2 漫畫 編輯部 製作

17 圖 1-15 人類用火想像圖 編輯部 製作

18-19

圖 1-16 地震成因示意圖
各地的地震成因圖

候風地動儀
地震儀
災防告警系統

depositphotos 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編輯部 製作
getty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編輯部 製作

20 圖 1-17 弓箭演進 depositphotos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21
圖 1-18 望遠鏡演進

補給站圖 阿波羅登月計畫

getty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getty 提供

生科圖片來源
255



關卡 2  產品設計的流程

頁碼 圖號內容 提供來源

32-33 關卡頁 depositphotos 提供

34 挑戰 1 漫畫 編輯部 製作

35
圖 2-1 獲得紅點設計大獎
的產品
圖 2-2 產品設計的流程

alamy 提供

編輯部 製作

36-38 產品設計流程示意圖

Adobe Stock提供
depositphotos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編輯部 製作

39 挑戰 2 漫畫 編輯部 製作

40

圖 2-3 將心比心地從顧客
角度出發，才能成功擄獲
消費者的心
將瓶蓋改變形狀與設計，
讓消費者可以單手開啟
減糖優酪讓每個人都可以
依需求各取所需

Adobe Stock 提供
葉治欣 攝
Adobe Stock 提供
葉治欣 攝

41
圖 2-4 因應不同需求而有
不同規格的產品問世
使用者需求分析討論圖

葉治欣 攝

Adobe Stock 提供

42-43 市場調查與分析
圖 2-5 Kin Phone 手機

depositphotos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44
觀察法
調查法、實驗法
問卷

Adobe Stock 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45 設計問卷前的準備 depositphotos 提供

46
過去使用經驗
對於產品的了解程度
未來發展的推測

Adobe Stock 提供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50 挑戰 3 漫畫 編輯部製作

51 圖 2-6 手機系統 depositphotos 提供

52

圖 2-7 臺灣的公共自行車
系統
自行車
後端管理平台
維修服務
圖 2-8 里約奧運獎牌

shutterstock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聯合圖文庫 提供
getty 提供

53 圖 2-9 分析產品的替代性 Adobe Stock 提供

54-55 圖 2-10 書櫃 Adobe Stock 提供

56-57 圖 2-11 構想選擇法 編輯部 製作

61 挑戰 4 漫畫 編輯部 製作

62 圖 2-12 細部設計
書櫃細部設計圖

depositphotos 提供
編輯部 製作

63

圖 2-13汽車定期檢查與
更換零件
圖 2-14許多家電會有傾
斜自動斷電的設計
圖 2-15電路設有保險絲

Adobe Stock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64

圖 2-16 產品的建模
i Phone 原型機、預售建
案模型、概念車
3D 列印工業設計產品模
型

dreamstime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65

圖 2-17 室內設計建模

圖 2-18 服裝設計

Adobe Stock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66

圖 2-19 使用電腦軟體進
行手臂的機構模擬
圖 2-20 利用風扣板進行
建模
圖 2-21 藉由電腦建模進
行製作

編輯部 製作

編輯部 製作

編輯部 製作

67 圖 2-22 機械手臂在工廠
中作業示意圖

Adobe Stoc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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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 3  認識電與控制的應用（電子元件）

頁碼 圖號內容 提供來源

68-69 關卡頁 dreamstime 提供

70 挑戰 1 漫畫 編輯部 製作
getty 提供

71 圖 3-1 電機工程、電子工
程領域

Adobe Stock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72-73

圖 3-2 世界上第一臺電子
數值積分計算機
圖 3-3 電晶體計算機
圖 3-4電晶體與積體電路
示意圖
圖 3-5 IBM 的量子電腦
真空管、電晶體、積體電
路

getty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74-75 圖 3-6 電風扇構造圖 葉治欣 攝

76-77 圖 3-7 系統的處理程序示
意圖

shutterstock提供
編輯部 製作

80 挑戰 2 漫畫 編輯部 製作

81 圖 3-8 常見的電路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82-83
圖 3-9 電流的概念示意圖
歐姆定律圖示
用電安全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編輯部 製作

84-85

圖 3-10 電池與電流示意圖
圖 3-11 常見的電池種類
各類電池、遙控器、三用
電錶、相機、遙控車玩具、
計算機、行動電源

編輯部 製作

Adobe Stock提供
depositphotos提供
shutterstock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葉治欣 攝

86-87

圖 3-12 精密電阻材質
圖 3-13 常見的電阻種類
各類電阻、電路實照、小
夜燈、音響、電鍋

圖 3-14 電阻示意圖

編輯部 製作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葉治欣 攝
編輯部 製作

88-89

圖 3-15 常見的開關種類
各類開關、房間按鈕、鐵
門、滑鼠、飛機駕駛座、
電梯按鈕、微波爐、電暖
器、遙控車控制盤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葉治欣 攝

90
圖 3-16 LED 的基本構造
圖 3-17 博物館的照明多使
用 LED

depositphotos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91 圖 3-18 電容的基本構造
圖 3-19 常見的電容種類

dreamstime 提供
葉治欣 攝

92-93

圖 3-20 常見的馬達種類
各類馬達、四驅車、3D 印
表機、自走車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葉治欣 攝

94 圖 3-21 電阻與線徑示意圖 depositphotos 提供

95 補給站圖 電線 葉治欣 攝

96 圖 3-22 麵包板
圖 3-23 洞洞板

葉治欣 攝
葉治欣 攝

97 圖 3-24 電子電路基本工具 dreamstime 提供

98-99

圖 3-25 裁切、彎折與剝線
工具
尖嘴鉗、斜口鉗、自動剝
線鉗、精密剝線鉗、使用
照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葉治欣 攝

100-
101

圖 3-26 銲接工具
電烙鐵、銲錫、烙鐵架、
助銲劑、耐熱海綿、銅絲
絨、吸錫器、氧化烙鐵頭

dreamstime 提供
葉治欣 攝

102 圖 3-27 三用電錶 葉治欣 攝

103 挑戰 3 漫畫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104-
125

麵包板電路實作與三用電
錶測試、銲接電路實作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126-
130

挑戰 4 漫畫、任務緣起、
得分秘笈、界定問題、發
展初步構想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131
蒐集多元資料
打蠟機、電動拖地機、掃
地機器人

Adobe Stock 提供
depositphotos 提供
葉治欣 攝

132-
133

圖 3-28 電動拖地機的電路
構造

Adobe Stock 提供
葉治欣 攝

134-
139

繪製設計草圖、選擇電子
元件、電路設計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 攝

140

選擇材料與設計
木條、金屬材料、塑膠瓦
楞板、冰棒棍、珍珠板、
各式刷具、PLA 或 ABS

depositphotos 提供
shutterstock 提供
dreamstime 提供
葉治欣 攝

141-
142 繪製工作圖 編輯部 製作

143-
151

製作步驟、測試與修正、
成果發表

編輯部 製作
葉治欣、李鴻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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