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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側記

研

午
City Buildìng n造太空城

貫課程
科技部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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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呈現經師教學時

貳、研習流程

策略。

研習在台北市立蘭韓

33 人報名參加，其5月晉j章程如

參 研習內容攜錄

一、 City Bui 1 “ ng 打造太空報
元由業科技教育系

教授主持。方老師 4闊給那介紹問題解

決的步驟: (投影片資料)

習

(分析與研究詩題。

(二)提出拉步槽想。

(三)駿集資料一主題式的收集。

(P可)接關多種解決

課 程

下 午
City Building n議太空城

參觀台灣松 電器工巖及農示歡



動態與漓患

(頁)選擇最

(六)發展設計

(七)解快問題(原單製作)。

(八)測試與詩話。

(九)改進構想成重新

歸並簡述科技教育體題解決策

略教學程序為:

(今科技知識原理介紹。

(二)教學活數。

(三)

罰我們學員游行時活動就阻步驟

為.

(﹒)方老師說明「問黯 J(City Buìl心

ing 打這太空城)、!每件限制，及

評分積目。

(二)發放學習壤，請各紐f衣袋格分配

作權賞並記錯 c

(三)發放該公特料 O

(四)各組移動封圖書萃，豆豆集、影印

本E聽資料 o

(五)各組在

研習教芳:摺路設計草棚。

(六)各組依草罷法分配的工作，

耍的兩件

1.學習是快樂的事，笑韓最大哥j

分數

2. 離胃課堂上，學買了棄的。

(二)讓學生自我學習:老諒講的

少，學生學的

一、丸2至…聽課程一科技部分介詔

本單元也蔡暢講教授 i講述。蔡老師

為「九年一貫諜報 j 科技部分課程修訂小

組的主變負責人之一，其對於1慢訂

輯當清聲其中的甘苦最不在話下。諜

的變革總是幾緒波折，此次「九年~

J 更由於教改團體的大力介入，企
闢扭轉現高體制，使得修訂過程更形患

難，接程(學訂小組全力配合方針，

本學科分類紛雜，在

觀協調、溝通，才使得「

爐。

「九年一貫親相 J 的特色悶:

(一)知識領域的說幣。

(二)幕本能力指體為依據的學習成效

的課程發寢。

去社會的課程發蛋是串投入醋(課

捏禪讓、設備... ...)率控制教學品賢，前

九年一賢課程質IJ 告是出甜(能力指揮、

學力測驗... ... )來幫制教學成果，期

將教學的自主構下放至1基層，宿學校自

罷課程特色，問i比看 20%的空白課

程由學校自定，如主升學制度的改轍，

聯考告IJ嫂的廢除，學校將項負起讀

程發展的重大責任。

科技損壞的課程強輯系統觀的導

入，讓抽象的概念握自操作性的活動市

的實施要點攝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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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與;詩意

各階段之基本能力。

的許蠶方式。

程檔案(portfolio)來進佇學生的

學生在推甄或申請入學時能有

料呈現。

雖然目前教育政策面尚未明確定

，但蔡老話清楚的介紹

程，最學員對於課程的體訂相麓的

解，葉老師並提供一片磁碟片住舍九

貫課程種繡的概念釋授及教材，自承

辦單位梅製給學員，讓學員感覺肢體豐

泛、華參觀台灣松下電聽豆豆司

台灣扭 F電器公司(閹體轉)在關內

知在電器品牌，直其或立的歷史展示館

可看出去誨的成晨與變這室，當然也可

到台灣提 50 年代封現在的社會變化。

ltt次參觀的重點在其展示館及生產線的

運作 O

們首先參觀工藏的投產線。 E詞語

現代產品趨向少量多樣化，自 ltt生產線

國接境況而作提整 O 但是可能是營運

多少有商業襪密之類的籲息，在參

觀將導覽的人員連度較快。而展示館

參觀則呈現了過去、現在、及未來的

驗設備，其中尤其以電話控制家中電器

作的先進設髓，高鼓展現出未來科技

展的空筒。

在綜合討諒你咨教師提出工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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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相當的不

佳，不如:想像中的好，問是提醒學員，

在教學時應注意教室環境的傳單，改

教學'f海填會提高教學品質。

臣、創意與製作

本環元由與千華教授主講。吳老師

意與製作為主題，以八大點解析

「會If可與製作 J : (講義資科)

(一)創意經驗←想像

(二)經驗…好奇十執著

c三)能力…毅力十求真

(四)理想…改善←

(五)設計一現想十程序 L 客

(;ï'\ ) 製作 材料丰工具ι接指

(七)美 1L 感覺十最先
(八)尊重智慧哼 !呆護十商機

吳老師進師講述設計的概念; : ( 

資科)
(從演進的方式來談

1.割作方式:聽人→專業叫起攝

-.. 

2. 技藝傳承:家接→師徒→學校

教育一，網路教

3.操作方式:手工刊發械化→專

業分工心專業整

4.思考樓式:個人內溝通州建立

共問溝通誰接(術

梅、圈示、... ) 

5.表捧溝議:口語→圖臘、文

號叫紙上各類讀i 示…→電腦

動態圖示+

6. 經濟模式:白玉立白足…，聽物交

換→貨幣交車另一→塑膠貨幣→電

貨幣…抄

7. 詩計方式:漸進式→水平發展

度發攘→艾文選擇一+蹺躍



自然→蔥、用幾

臨磯能→輕

、隱

立自→j頭於目的→ more with less 

9. 解決問題:自我→親族一→聚

一+大杜會一+時圓度→世界

話→

(二)內

l 重視創

2. 客觀

3. 尊重共冉

說輯)。

4.強議美惡的運用(這三舟、色彩、

質感、光線、空輯、... ... )。

5. 運用人臨數據與觀念，
全 0

6. 檢豆、;轉載多數人的意見，

人的需求，體持、物質並

7.設計

對 O

8. 創作→產

益非絕對，問:是把

品→用品→揖

9.護授功能與使用護龍，揖升生

活品，劑。

10.裝配、錄鋒、 DIY ，最視聽

務 G

1 1.關變環保、善用資源、提倡

總色設計 o

12. 發揮I垃圾與民族特恕，造就

多
(三)設計程序

1.問題產生 c

2. 了解萬寶問題(資斜分析)

3 . f野前 1令書(何人、時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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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4.漣行設訐(主自意與闢)

5. 確立形態與尺寸。

動態與i肖

6. 模聖試做(色彩訐畫、... ... )。

7. 檢討、修Ir: o

8. 生產模型。

(四H講想具體化

1.構想的東頭 c

2.基礎邊說觀念 O

3. 表達裝材的海臣。

4模型製作。

c1三)劇;設實現: í誰黨f詞人成見，特含

求，車司造新的可能選擇

合選的材料與加工方式，呈現

起意經通按計的精歡惡。

l.不要使創蠶停聽學胃割的階段

之言1[眾不是單芳自賞，而是大

3. 讓創意發揮議發創意的贅藺

4.尋找合宜的材料與工具

5.熟練工作技巧及工異操作能

6.發揮材料的特性與加工的攝轍

(六)設計算安略

l 認濤自

2.建構調係

3.設定需求鱗件

4.發展解決方式

介紹設訐攝念，玻利



動態與消息

所有草園影印給所有學員人于一份 ，因

此在成果發表時，學員可依手中的設計

草圓了解設計者的構想、思路及製作過

程。

肆、結論

此次研習圓滿結束 ，得感謝參與教

授的撥冗指導，及參與學員的全程配

三位 。
t=I 

研習進修是教師的需求，但從數次

規劃、承辦研習的過程中，筆者不免有

數點感觸﹒

一、教育政策的訂定應有實驗學校或

教學為依據

教育乃國家之根本，教育政策的制

定實應有實驗學校之進行教學實驗，才

能決定政策之執行與否，否則誰能保證

怎樣的教育政策對我們的下一代是較好

的。沒有長期的研究單位觀察教育政

策，適時給予調整、修正，實難看到美

好的願景。

二 、課程變革需要進行相關研究

科技教育的推展，不僅在課程上必

須吸納先進資訊，以不斷更新，更需在

體制內作整體通盤的變革，因此應該推

動基層科技教師進行科技教育相關教學

之研究，以落實教育改革中之課程革

新。然而數次的研習所見到的都是熟悉

的面孔，如何進行教師分級，實為當務

2000 句三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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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急 。

三、落實教育即生活之教學理念

就知識本體而言，知識有其實用性

或工真性，就知識的發展過程而言，知

識又有其試驗性，因此杜威名言

í learning by doi月」是現今科技教育最好

的學習方式。由行中求知，試驗、操作

而預見、而領悟。以生活為中心，在實

踐活動中結合生活的種種，教學活動多

元進行，學習會更沒有障礙，而這樣的

環境需要第一線的教師提供給學生，因

此當前台灣科技教育改革，正需要兼重

理論與實踐的智慧，來指導革新政策的

落實。

期待下一次的研習內容會提供給老

師們更多的思考空間與智慧。

(作者為台 北市 蘭雅園中教 師，並擔任台

北市園中輔導國生活科技科輔導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