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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門紐斯教育思想

對國內科技教育之后交示

張玉山

近幾年來，圈內科技較有研究與

瀨呈韻實，完其受獎鸝「傑克森

輯程理論 j (Jackson' M iIl indus

絨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 、 f 科技教育

的概念:讓講 j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technology education)到「發藥科技教

j (Technology for all American 
project)的影響最為顯著。去聽於理論本

身的合理性與邏輯性，將臨內外理論

如以練採並蠶的歸訥式曙論鱷構方法，

立全無不掌，但是，如巢缺足一聽完整

的推演違章輯，臭豆將靈靈現其鑫喜髓的薄弱。

體地說，我們所建構的科技教育

有其獨特的本體輸、認識

、及價值論，或者，科校教育理論

所擁以聽構的哲學華體制服為何，這

十分複雜、莫展誼、關攤開又極其

的問題。孔子曾說，咨譜一以實

。器科技教育是否進程一體「道 j

以黨穿它呢?

門紐其哥(Johann Amos Comen

ius) , 1592 年生於捷克， 1670 年卒於波

蘭(徐眾株，民 81 ;李化刃，民 58 ; 

1999年2月

，民 72) ，許多探討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的學者，都會將其教

加J:)介緝。本文旨在讀過康門

思想的引介，以提指可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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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教予等領城思索的方向或做示，希望

能夠使更多的向度，皇軍露出科技教育

的建立貌，希望對科技教子等理論主義握的

供更多參考。

堂、教育目前之主張

門紐斯認為，

即母親胎中的「植物性的生命 J 、現世

地球上的「動物性生命 J 、及天臨上的

「精神恆生命」。人生的絡儷闊的，

那在為現控以後的永留學稽之預備。

Jtt…人生終極皂的館有三三姆從聽囂的

(搏敢誨，民 81 路兆憊，民 79 )。

一、理性的動物

成為一個理性的動物，蛻變瞭解

萬物萬象，但括一切隱晦及顯明之事

物。啦就是說，一個有環境的人，腫

的廣薄知識，悠揚自然現

象、聽撓、語文三方麗的知議與能力。

一、購物的主宰

成為→個萬物的主寧，就應謀便

一切購物愉如其分地符合其正當闊的，

而為鮑所御用。也就是說，人為萬物

之方面表現其

即:對於萬物，有控蟬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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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有閱制的能力;對於始人，有

鄰的美窩。

之二、造物主的形像及醫兒

成鶴上帝的形像，部代表純的民黨

型之完贅，信仰上帝就應該敢法真聖

潔宿豆豆善。

康門紐觀指出，教宵的目的是為

了重實現其人生目的話攪供 r 學識 J 為

這支就理性的動物 r道德 J 露頭就萬物

之三支宰 r信仰 J 為過就上帶的影像及

籠兒。昆主苦苦之驢子島熱揮槍於人心，

即構成心靈的王三種密切瞬蓮的智能…

一心智、黨志、與記憶(或良心) .三

透;窮教賞的途徑聽聽船來，使人

成其為人(部兆偉，民 79 ) 
此，康門紐斯主張教育的任錯，

將自然所給予人穎的知識、主蔓德、

宗教f言仰的種子，護照自然的法間，

加以導出 o 教育所給予λ額的，是知

識、道德、信郁的種子，恆不是知識、

道梅、信仰本身，此之者必須借助教

宵的力量量加以培養(李化方，民 58 ) 

在科技教育的推動方暉，工在反映著科

技教育的教學不可只強調料棧知識的

轍，吾泰竟科控知識只是用以外爍的

工具，其真正闊的，倚在於開嵐個人

內在的科技潛能，促使黨內在理性能

夠掌握科技發展的根據 o

康門紐斯黨來秉持其所謂「話通

教育 J (Universal Education)的中心

想，也就是「以所有的事物教導所有

的人們 J 而知識、道梅、及情仰是構

成教育內湛的三要索，缺一不可(邱

先脅，民 79 )。其中，知聽教育個括

科學(自然現象)、華術、語文三者。

其中對於「萬物的主蒂 J 之凹的，

強調「成媽一個萬物的主薯， IlP聽使

一切事物恰如其分地符合其正當的臣

的，賠為他所御用……他應自由地說御

物而為己所舟，即對話梅一事物，

該在何時、何端，以仰種方式，莖何

報範圈，都應審慎端予j其使用 J 、以及

「在持續程度之下，肉體可以給予滿

足，對於鄰居的利益亦當予以顧及，

凡此他都不聽話然無知 J (部兆偉，

民 79) 0 ltt 目的正符應當前科技教育

對於「科技禪吾吾 J 、「科技協親 J 、鑫

或聽科技發聽所帶來的「種際倫理 J

等厲聲震問題。部此，覽有品要從廳門

紐斯的「萬物主在學」觀念，強化當前

?誦度科技 J (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

觀念。

再發，自科技推動理性化的結

來疇，它既為入黨帶來輝蟬的物驚經

濟和知識上的成就，館又造成廣泥的

無主義和意義危機(前清松，民

73) ，此是否意味著科技知識應該與科

披道戀、及宗教僧仰等，一問均衡

晨，殊髏得反

貳、一般教學原則之主張

「的效自然 J 弓之姐是腹內紐斯對

學校教育改革的教法根囂，問時也

教學方法的理論所在。他指出，敦

的藝事i守所需要的，亦無龜，只不j的把

持閱、科目、和方法三者，巧為安掉

而記(邱苑偉，民 79 )。教師照黨該

敏的，只通技巧站把所教導的{知識、

館、情f日] )轎子，播撒在年灣人的

藹，並且粗心總澆權這些上書

的草木( IlP年青人) .使之盟問得到增

與生畏;誠如「…儷受緝毒11 練的鹽

T. 很細心地從礦工作，國為他也經

主黨有良好的教導，知道在何時、在{呵

地、用 f司法進行工作，並且也知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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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哪些事情打可本忌、理會，使得自己

不致於是敗 J (傳任敢諱，颱 81 ;路

兆偉，聽 79 ) 

門紐斯從師法臨熱的中心思想

中，在教與學的確切方法方，擺出九

六原則;在教與學的簡便方法

搜出十個原則;在教與學的激聽康熙

方噩，攪上的十頃原則;而在教學的構

簡與迅議原則方面，則揖擺出八環窮

則(傅任敢譯，民 81 ;路兆 f章，

79 ) 

一、教學的聽切方法

1-1 自然躍啥議當的時機:人穎的教

育總能兒童詩續開始(間為兒童

期、青年期、成年觀、及老年期

分別等於春、藥、秋、冬期)

早晨最宣於調轉(自早晨、

黃昏、夜晚分別等於春、黨、秋、

各期一切學科都應加以撐到，

過合學生的年齡，凡是超出

他們所能理解的東潤，就不要攝

入。
1-2 自然先準備材料，再給予形狀:

書本與教續上必需的材料接預先

備用;要先教導對於購物的理解，

後才去教導使用鵲文以表達事

物;不要使文法學習雷文，箭在是

一些適當的作家作品中去學智;

事物的知撒先於事物鋁合的知織;

例誰先行評規則。

1-3 自然潛擇一個合濁的物件措行動，

先把它加以合蟬的處理，使

它變的合適:凡入學的人，
持學習;程開始任何專門舉驚以

前，是要您的心靈要有史學備，要能

接受銀質;應為學校糟除一切障

轍。
1-4 關然的作為不是雜亂無章的，

向前進程上，界限分明地徒

點進展到另…點:學生在…定時

閱兵學…件事情。

1-5 自然的一切作為禮，聽聽都是自

內附件的:先教導學三位理解事物，

然後再去記擇、它們，在此三者之

韻，不可強觀當語及筆墨的運揖;

教觀應喝得單籌碼理解力的所有方

法，立立科技巧地付議實施。

1“6 臨然的形成，始於蕾攏，經於特

殊:館一種語文、科學、警衛最

初都以最嚮窮的服禮教予學生，

使之獲得大略的概念;其次

演員普及例蹄，使學生的知識能

進一步的發展;然後學生可以有

系統搗學習一個學科，並學習其

例外及不規則之后說:最後，學生

可以獲得學習評說的機會。

1-7 自然並不聽攏，它只一步一總

萬玄學:各個聽聽的一切躍科皆鑼

密r路上，分成漸還是的階段，務

便聽醋的階段為f瓷器的階段鋪路

及解釋:詩詞應骸停車畫畫i分，務

使每年、每月、館日、每小時

有指定的工作:時間和學科的觀

分應巖格禮呼，務費一切無所省

略或觀倒。

1-8 自然纜始作任何工作，不到完成

決不罷休:凡入星接受教育的人，

應使繼讀留瓷具有良好的知議、

道德、及{譚偉鸚止;學校應

於寧靜地麓，務求連離鸝輯與干

擾;凡依據學蕾計觀所勝實施的

，務求實行，不許規避;學

不應以任何藉昀滯留校外或無

故缺席。

卜9 自然小心總鐘免障礙及一切可能

產生悔密的事物:酷了蘊照於斑



上學習之諧的線本以外，不離學

生獲得其他嘗嘗本:這種課本的性

質，正好稱得上是智慧、道德、

及信仰的泉源;在學校櫻菌或附

近，不准學生真不良悴侶草草集

起。

二、教學的輯便原則

2-1 假如在心靈童腐化以前，教育即早

輯始。

2-2 餵如心盡有接覺教予擎的講當單橫。

2-3 做如教育自一艘進攘更特殊。

2-4 假如教予寄自容易通展豆豆艱難。

2-5 假如星發生未受到太多科闊的總重

負擔。

2-6 鰻如在每種情芳丟下，發展都是誰

慢罷漸進的。

2-7 假如心智依其年齡及論當的方法

捕發騁，並未被迫去做天住所饋
向的任何事情。

2-8 髏如一切事情都是還講惑窮的媒

介布施敬。

2θ假如每一件被教的事物經常著眼

於應用。

各10假如每一件事物按照一餾梧闊的

方法施轍。

玉、教懈的澈鹿原則

3.1 真有其甫的學科給予理會。

3.2該等要發科的教授，不離題當亦不

予中斷 o

3.3在未教導校宋綿節以前，先麓立

澈廳主義聽 o

3.4這種基癮的黨立，得輔心為之。

3.5 跟在其後的一切事物，皆以此基

礎聽故嫌，不再依據其他事物。

3.6 在包會數部份的聲…學科其各部

份均盡可能予以聯繫。

專聽論i接

3-7 一切後豆豆者，皆以先來者爵依據 o

3品問性質的學科z闊的相似處，應

予以重纜。

3-9 …切功說應參照學金己的智力、記

憶，以及語文的性質，甫予以編排

3-的知識可臨經常的練習前被牢牢龍

性。

由、教學的糟藺與迅法眼閉

4-1 每一所學校應館設一位教鑼，或

者…值班級，無論如何只概有一

位教師。

4-2 每一門科只應接用一體作單位的響 o

4占全班輝、施行開樣的課濁。

4-4…切舉科和語文的教學，應說同

樣的方法。

4-5 每一件事物態澈塵、精要培、嚮

潔地予以跑教，務期理解力能一

如本來，出一隻論匙所謂歇，孺

後能扭動增解決新臨難。

4-6 一切天生即有聽連的事物，應該

以聯合的方式施教。

4-7 報一問學科獲該依照設溶合明的

步驟，端進行施教，務使館一

的功練可j其擴充昨天已曠的，並

且進而可以導向明天斯重要學的。

4心最後，九無用之物，應該予以聽

瓏，不可議融。

以母鳥轉育紡鳥及太揚的作用為

要惋證，輔以樹木三位長、屬 γ 、

家、建黨都等單樹為輔助的類比是聽聽

方法，雖不甚科學(路先(掌，民 79 ) 
是其獨特的思考方式，卻髓的我們

效法。當前好多科按教聲相關研究，

受對實盟軍義思想的影響，為求研究

結果的「精確」及「可驗罷，陸 J 常常

揮財的對象獨眠在教育場中的一擱

「點 J 至於「點 J 的黨合，是否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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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聶 J 則尚有待斟酌。自鈍，如

持做法康門紐眾對譯論建懈的諾大革

與鸚麓，為科技教育建捏一續不再

麓的、整體的思想體系，釋是值的

的課題。

除 i比之外，在上述廳門紐斯的教

張中，尚有許多論點楓具正面價

，值得科技教育工作者來思考，茲

分述如次:

1.兒童本位觀念:巖門組斯聽聽施

教攀輯和教替攝韓均黨講台學生

的年齡租公智能力(銘先簿，民

79) (恕 1-1 、乞卜 3-9 顏真IJ ) 
是反觀近年來的觀內科技教育

的思想，多半以 rj撥撥學生成搞

日後科技社會中，讀冊的公民」

偽科技(素養)教宵的樺的。其

實，培養兒童解決其當下所面臨

問題的能力，透通不醋的問題解

決，持續累積與就盤成婆豆高層次、

廣薄的知龍，等究室設挺大縛，

聽說真體成人嘩有的軒技知能了。

立感官直觀觀念:是警們純真持認為感

知覺不只是知輸的草競賽來源，

問時t但是學習的主義髓，心智的作

用應最先運用感宮，其次癌用紀

麟，再次運用理解，般後才禮用

判斷(邱兆偉，民 79) (如 2心原

農IJ )。這意味著科技教事擎的教學，

應該讓學生竟份主義屑察會裝接投

訴息。學費是學習攝象的「科技

系統概念.J也驛喜愛讓鑽放在模型

或簡單的運作實物中，還講觀察、

聆聽、操作等實際的感智慧學與溫

轍，建構其對科投的瞭解。

3. 繡序漸進概念:一切礦物的學習

應自易而難、唐近黯潑、由一艘

豆豆特殊、自己知至未知(路兆{章，

199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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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從辦證懿累鐘，購一次

的學習結果又寫下一次學智的

讀章 (如 1-2 、 1-6 、 1-7 、乞6 、 3-6 、

3刁、 4-5 、 4-7 等原員IJ)。這盤原期

與嗡的…般的課程理論相當吻合，

而在科技教育中，則應該過抽憫

的、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單例，

讓學生拉瞭解科技的原理，尤其科

技所會麓的範軍廣法，實真型號已

有蠶蠱的接雜，崖，再加上科技的

琴聲聲每一詞千里，如何在廣涯，能‘

接聽懦、變動性當中，自轉闊地

道豈敢擺擺命的科技事棚，當作

瓏教學的蝶舟，則為教材設計所

應努力的鐵點 o

4. 講求應用價個:一切學習內容的

取捨棵幣，均以實用的、應用價

值為樂(如 2-9 、 3-卜 4-8 等

員u )。在科技教育的領墟中，由

於科技本身是入黨這屢系統之一，

科技知議瓏續金「實踐佳知書是 J

自此，科技教育課程內容應該強

輯此…實用蟹值的體現，陸持不

成為另…鬥「純理性的」、「訓練

心智能力 J 的學科。

丘強調聽合體嚮:強調各部分的

習，應該可以聲合為一個整體;

舅外，如輯、道德、信仰等五

的學習，站:不容儷廢〈如 3-2 、多8

累累IJ )。鐘內黨來重襲擊合學諱

的概念，位競在各學和本f立

下，學生學完各科之後，加輯來

是在轉於…個聽體，則說法不一。

因此，科技教育教學單元的設計，

應骸強擱一個完整的學習經驗，

而不覺片梅奇的知識傳授與按能練

習。要在海一步者，在科技教育輯

程中，聽否也已應該將種觀的道德



觀念、窮教館仰每學內容，豆漿攝講

黨的方式，提拱給舉生，建立續得
討論。

參、藝衛的教學原則

康門紐斯斯福稱的藝衛，是「質

襟雄氣罵自然力聾的方法 j 較一般人當

當守所稱的聲術，籬閩東廣泛(部兆f章，

民 79) 。他在「大教學論 J 中指出縛

任敢譯，民肘，買 163 ) 
聽衛根本需要三件事唷:(1)一個

模型或意念;郎，一餾外蟬的、鐘書摘

家可以去考察並鍵問試行模仿的形狀。

(2)可以印上新形狀的材料。 (3)可以幫

助作品究成的工具。但是備好工具、

材科和模製之後，我們邂需要堅三件事

，縷，才能學會一輛藝衛:(1)特料的

確輯用: (2)熟練的指導; (3)報常實聽。

臨覓，康持統斯提出十一條童基辦

教學原則把次(搏任敢擇，民 81 ) 
1.丸是應當傲的都品須從實踐去學

習。

2. 黨傲的東西，求達必績有一聽明

確的機狸。

在工具的用法應當用實譏，時不

用當語去指示:就是說，要轉榜

樣，不要聽教誨。

4. 繞智應能基本做起，不要開始說

從事野心積韌的工作。

5. 初摯的λ應當先用他們熟悉的材

料去總習。

a最初應當精確地模仿指定的彤紋，

後算是才可以多給一握自悔。

7. 應制的事物摸澀必讓盡黨完好，

華華使任何λ充份模仿攝後都能在

他的覆蓋衛上當攏到完好的境埠。

8. 頭一次的棋仿應當力求正確，不

要稍有背離欖澀的總有。

? 

專題輪述

9. 錯誤æ;，須Eá教師當場改革; {思是

閑時也要給予教誨，這指的是規

員IJ和規則的例外。

10.聽衛克善的教學基於結合與分析。

11.進種種練習必獲繼續發j藝術品的

產生變成第二天性為止。
在康門紐斯的護黨衛教學獻則中，

有關「練習從基本做輯、明確機型、

精雄模仿 J 等主張，與 1830 年的機關

工暮教育(素辛萬織聞系統， Russian Sys耐

te臨) (Benne鈍， 1937)相較之下，發現康

門組顯的生張雖略微祖髓，但是磁實

有異曲同工之妙。況且，柯氏乃 17 骷

紀人物，更豈容約一百多年，聞此，更

顯君主柯民對工聽教育晃解之鑽到。此

外，對給當搞科技教宵極寵散發性之

教委與原則包括:

1.能實踐中真興奮:康問紐斯認為最

合理的學習方法，是以心來學、

以口來說、以爭眾做(有答記

民 58 )。尤其科技教育是一門

量應用的學科，臨覓，學生必須

用心眾體會科技的價鐘哲學、動

手動輯推操彈科技的系統還作，

同時，更續以真實仟動嫌其體實

現科技支農捧與科棧偷增。

2. 學習工具的照法要黨操作，不是

黨雷諾:竅門紐斯尋著重視做中學

習，從寫作中學習寫作，擺設

中串鞭習讀詣， 1:楚歌唱中練習演唔，

從援親中學習推理(徐宗林，民

81) ，向樣地，學習工真的使用

漲，必須海過實地操作的方法，

才能真正尊重攘工具操作的擁切

點。從成一觀點諾言，教師在教

導學是有關工具操作時，法三輝、以

示範的芳式，襲擊生清楚咱看到

教蟬的動作，而不是靠講述的方

199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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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贈輪i進

，傳達工具續作的知識與投巧。

3.初學者應先具備一定的主義本如能:

康門組斯認螞初學者態敏先具備

一定的基本能力。此…看法對關

內的科技教育尤與具有聲靜的

義。蕭囡國內其期在「萬艘

，唯有讀番審 j 的文化

文憑主攝的社會聽氣、加上聯考

的制度，強調機其操作的工藝教

育早就成爵「副科 J 而學生在強

調「問題解決 j 的科技教育

懿屠龍學到多少基本操作肯尼力，

實另人搪心。自露，…且對攝

具缺乏真本知能，對材料也欠缺

基本認擒，只?自科技教予穹的問題

解決將無法與其他學科的閱題解

決. f乍一明確黨分。目此，科技

教育黨要求是發其績一定程度的

基本知能。

4. 鼓勵首餅，佳作品的出現:讓門紐

難對韓術教學特別強調首創佳作

的產生。對科技教育而

應該培養擴您的科技能潛力，

使學生能以創造設性的方法，利用

科技解決黨務問題。問悅，在教

學情境中，應提供更開放式的問

題、黨多樣的實隸、更輕鬆的

﹒鼓勵學生能讓多諜，陸的思考，

以及不厲的嘗試. {卑和於科技創

造力之培聽 o

5. 龍之欒成第立天性:科技存在我
們的活周遷，無恃無刻不在

1999年2月

響我們的生活，我們盛贊對科校

定程度的熱懋，扇鈍，科技

教育必讀競終生佳的教商機程，

不會是體制內的正規教宵系統，

或是體制外的成人教會系統，都

應該提供學生有機會認識科技、

省科技教育32卷第2期 8 

欒罪科授、黨踐科技。尤其在情

意學習頓城，更應該期許學生能

夠將正確的科技價備，再往成為

個人人格的一部份，達到「品格

化 J 的境地。

聽、結語

康門紐斯是…個感宮的權黨主義、

客觀的自然主義、通才的泛智主義者，

值所主張的兒童本位教學及直觀教

更一聽聽後人所推樂。經上述探討發

現，科技教育的闊的方蓄，憊憑著重於

科艘潛能的輯發，並敦促要釋放立志成

鶴萬物主疇，還遍適度科校的運用，

與萬物之問共存共榮。在教學原則

面，兒讓本位的、感會蔥觀的、循

漸諧的、講求應用價值的、強調聽台

等教學樣念，都是圍內科技教學

研路重視者。 i比蚱，在科校教育教學

童聲撞方茄，勝數讓學生?是寶路中學習、

從操作中舉習工具、先具備一定的

本知能、鼓聲科技創造力的培醬、立宣

落掌聲科技教育的情意教學教攘，使科

技成篇學生品格的一部份。

本文藉蝴廳門紐葉青教育思想的引

介，讓我們從不同的向蹺，對科技教

育進行思考與支省。除上述數示之外，

在前文中曾指出，康門紐其哥哥[ f哥大自

然現象，藉以聽講黨教育或教嘉興理論，

或有不甚科體之攏。 但是其「獨特的 j

思考模式興興氣，卻是礦得我們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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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運用邏輯解決飽題 : 
; 回「 鰻法提前及解舊 j 

i 解法提示 : 

解答

~/令\/么/令\~\/令\j
j | 水 |雷射|搭 l機器人!牛奶|攝錄機|撈針|酬鏡|咖啡|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