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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中階段生活科技課程發展之探討 

洪國峰 

台灣師大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博士生 

 

壹、前言 

  回顧臺灣自一九八八年解嚴後，政府回應人民對社會福利、經濟政策及教育

體制等期望等，近二十年著有大幅度的「變革」。然而，「變革」是現今高科技

時代中生存的重要策略，因為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無法體察社會脈動並適

時給予因應策略的人或組織，經常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因此，近年來國內、外的教育體制，亦隨著環境變遷與社會脈動，進行許多

相對應的教育改革。以我國而言，近年來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與後期中等教育改

革，便是期望能夠根據前述的變遷與脈動，適時的提供更適切的教育環境與內容。 

本文擬從未來是過去和現在的延續之觀點，來探討國民中學科技教育課程的

發展歷史演變過程的回顧與檢討，進而整理以往課程發展的脈絡和問題，並提陳

現行課程實施和未來課程發展可供參考的意見或建議。 

 

貳、科技教育課程名稱演變過程 

科技的活動一直是與人類生活互相依存並不斷進步的，它的存在對於人類文

明、文化的推進和延續有著相當大的貢獻。由於受到我國傳統思想及科舉制度的

影響，工藝（生活科技）一直到清朝末年新式教育的興起方才躋身於學校教育之

中（李隆盛，1986）。 

我國國中階段科技教育課程名稱之演進如圖一所示。其中「圖畫」一科在早

期，課程性質類似工藝與生活科技時期的識圖與製圖，但隨著課程改革的演變至

民國三十七年修訂中學課程標準時，即改名為「美術」至今。因此，由此可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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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課程偏重於美術教育。清宣統元年（西元1910年）中學堂「手工」之設置，

成為我國國中階段科技教育課程之起源，至民國十八年頒佈中學暫行課程標準

止，國中階段科技教育課程都用「手工」一詞為課程名稱。其間，雖然民國十一

年新學制初級中學課程「手工」和圖畫、音樂三科合併為「藝術科」，但仍保有

「手工」一名（李隆盛，1986）。 

民國十八年中學暫行課程標準中，課程名稱「手工」已經更名為「工藝」一

詞，但隨即在民國二十一公布之中學課程標準又易名為「勞作」，內含「工藝」、

農藝和家事三項（但男生課程偏重於工藝），此時「工藝」之意仍指「側重製造

的所有工業技藝」之統稱（李隆盛，1986）。民國二十五年修正之中學課程標準

修訂充實勞作課程，其分為「工藝」與農藝二種。 

民國四十一年之易名「生產訓練及勞動服務」，則係配合政府遷台後勵行生

產勞動的需求，而將原有勞作、家事併入，以配合非常時期教育之各項建設。民

國四十四年則又恢復「勞作」固有名稱而將生產勞動包含其中，為「勞作（及生

產勞動）」。民國五十一年修訂中學課程標準時，由於民國四十年代美國工藝教育

思想的大量引進，而將「勞作」易名「工藝」至今，其名稱即源自美國「Industrial 

arts」，與民國十八年、二十一年之「工藝」意義不同（李隆盛，1986）。 

然而，近代臺灣科技教育課程的研訂，除了檢討當前國中小學課程的問題、

因應世界教育改革的趨勢之外，更稟持「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為中心」的教

育理念，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來規劃科技教育課程。 

所以，在民國八十四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將課程理念改為以「科技」

為核心，且將科目名稱由「工藝」改為「生活科技」，其中最大差異是原本的工

藝以「動手作」為教學主體，而轉變成生活科技後，「動手作」的對象不再是單

純的「作品」，而是以「解決問題」為主軸的「動手作」，為實施近二十幾年的「工

藝」教學現場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然而，教育當局隨即在民國九十年推動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其和以往

課程的差異在於更重視：（1）規範鬆綁；（2）課程銜接；（3）領域統整；（4）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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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融入；（5）學校本位；（6）協同教學；（7）基本能力；（8）本土國際；和（9）

國際課程（教育部，2000），因此將「理化」、「生物」、「地科」及「生活科技」

合併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雖然，生活科技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中，和「自然」採統整學科的方式分立並行，但彼此之間是相互連繫。 

從上述內容可以清楚瞭解臺灣科技教育課程名稱的修訂與時代的進步脈動

及世界潮流都有相關。然而，臺灣科技師資教育人員大多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

所以一直和美國的科技教育界保持良好互動，在課程發展、師資培訓等方面都受

到美國科技教育思潮的影響甚鉅，由表一可看出清朝光緒年代至現今2008年，國

民中學階段科技教育課程名稱修訂歷程演進，並將其名稱及時數摘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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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廿八年

清光緒廿九年

清宣統元年

民國元年（1911）

民國十一年（1922）

民國十八年（1939）

民國廿一年（1933）

民國廿五年（1936）

民國廿九年（1940）

民國卅七年（1948）

民國四一年（1953）

民國四四年（1955）

民國五一年（1962）

民國五七年（1968）

民國六一年（1973）

民國七二年（1983）

民國八四年（1995）

民國九十年（2001）

圖畫

圖畫

圖畫

手工

勞作

手工

工藝

勞作

勞作

勞作

勞作

勞作及生產勞動

工藝

工藝

工藝

工藝

生活科技

自然與生活科技

年代 課程名稱

 
圖一 臺灣國中階段科技教育課程名稱演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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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國中階段科技教育課程修訂演進摘要表 

年代 名稱（時數） 
清光緒二十八年 
壬學制中學堂課程 

 圖畫（8） 

清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學制中學堂課程 

 圖畫（4） 

清宣統元年之 
中學課程 

 圖晝 

民國元年 
壬子學制中學校課程 

 手工（4）：增加手工與音樂技藝實用學科。 
 

民國十一年 
新學制初級中學課程 

 圖畫、手工（12）含音樂 
 

民國十八年頒之 
中學課程暫行標準 

 工藝（9） 
 

民國二十一年 
公布之中學課程標準 

 勞作（16） 
 工藝改為勞作，教材內容包含工藝、農藝、家事三項，並
增加教學時數。 

民國二十五年 
修正之中學課程標準 

 勞作（12）：充實勞作課程：學生可以兼習工藝與農藝課
程。 

民國二十九年 
修正之中學課程標準 

 勞作（12）圖晝（12） 

民國三十七年 
修正之中學課程標準 

 勞作（9）：圖畫改為美術科。 

民國四十四年修訂之 
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表 

 勞作（8）：推行「生產勞動教育」，將「勞作」科改為「勞
作及生產勞動」，並增加時數。 

民國五十一年 
修訂之中學課程標準 

 工藝（12）：將「勞作」改名為「工藝」，並充實教材內容。
 

民國五十七年制定之 
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 

 工藝（12） 
 男生修習。 

民國六十一年修訂之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工藝（12） 
 男生修習。 

民國七十二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工藝（12） 
 男生修習。 

民國八十四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生活科技（6）：將「工藝」改名為「生活科技」。 
 與「家政」合併稱為家政與生活科技。 
 與家政分科教學，但男女生均修習。 

民國九十年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佔各領域總時數 10~15%）。 
 將「生活科技」與「理化、生物、地科」合併成為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男女生均修習。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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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科技教育課程目標演變過程 

課程目標是課程編製、實施和評鑑的行動方針。最初，清宣統年間中學堂的

「手工」課程目標並不明確，大抵可說以形式陶冶為主，並略帶職業陶冶的意味，

及至民初實用主義興起才傾向的實用方面發展，而漸側重職業陶冶，在此階段主

要課程內容以手工、圖畫為主。至民國十一年，改訂新學制將原本手工一分為二，

分如為手工、圖畫；前者以一般的陶冶為主，後者著重職業的陶冶，彷佛職業科

之縮影，一直到民國十八年的課程目標都大致相同，均強調與日常生活食、衣、

住、行等層面的配合，而且目標也注意到認知、技能和情意三者兼顧的必要（李

隆盛，1986）。 

民國二十一年、廿五年之「勞作」課程目標即沿襲十八年所訂，直到民國廿

九年，因應抗戰需要，將「勞作」課程目標增列「職業基礎訓練」及「勞作國防

關係」，民國卅七年、四十一年及四十四年之「勞作」課程目標亦見有因應復國

與建國需求，重視勞動生產能力和興趣之培養。 

民國五十一年工藝的課程目標受美國工藝教育思潮影響，其課程目標非常強

調啟迪學生對近代工業文明之瞭解、工業社會的適應、創作觀念的培養及工作世

界的試探，隨後的民國五十七年、六十一年及七十二年的國中階段的工藝課程目

標大致源自於此。 

民國八十四年國民中學課程修訂將「家政」與「生活科技」合併為「家政與

生活科技」。生活科技課程以「生涯教育」及「群集課程」的理念進行，將教材

內容統整為生活與科技、資訊與傳播、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四大領域，並明

定教學活動設計，應以解決問題策略為中心，並透過模組化或單元化的活動設計

整合教學項目，讓教學有系統性、連續性。 

緊接著，於民國九十年推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修訂，將「理化」、「生

物」、「地科」及「生活科技」合併成「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而生活科技

課程目標主要在協助學生（1）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2）習得基本

的科技知能與學習方法，應用於當前和未來的生活；（3）培養個人及團隊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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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能力，並激發創新興趣與潛能。 

  由表二臺灣國民中學階段科技教育課程目標修訂的回顧，可以看出我國國民

中學階段的科技教育目的，即在循序地協助學生培養察覺、探索、了解、使用和

管理科技能力，使其適應未來的社會。 

另外，也可以看出早期科技教育課程目標偏向於普通教育或職前教育，但在

抗戰、剿匪期間及遷臺初期，期許透過科技教育課程，以培養學生勞動生產能力，

直到民國四十年代我國科技教育課程深受美國教育思潮影響後，其課程目標及課

程內容慢慢步上軌道，而後期民國七十二年、八十四年及九十年的這幾次國民中

小學科技教育課程修訂，除了因應臺灣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趨勢，當然也深受世界

先進國家的教育制度改革影響。 

表二 臺灣歷年來國民中學階段科技課程目標修訂一覽表 

公布年度 
(科目名稱)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51 年(工藝) 
 

1. 指導學生了解工業文明，並特別注重鄉土工業情況之認
識。 

2. 給與學生試探工作之機會，藉以發掘其興趣與才能。 
3. 培養消費者必須具備之鍵別能力與智識。 
4. 養成日常生活應用之技能，以適應現代家庭之需要。 
5. 養成手腦共用習慣，啟發職業平等觀念。 
6. 陶冶合作、忍耐、勤懇、服從等德性，並培養領導才能。 

木工、金工、籐竹

工、泥水工、電工。

61 年(工藝) 
 

1. 指導學生了解我國固有的現代工業文明，注重對地方工
業情況之認識及未來發展趨勢。 

2. 給與學生試探工作機會，藉以發掘對工業技術的興趣與
才能。 

3. 培養工業社會中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4. 培養合作、勤勞、愛群、服務等品性。 
5. 培養消費者應具備之鍵別能力與知識。 
6. 養成手腦並用的習慣。 

必修：識圖與計

畫、木工、金工、

電工、小引擎。 
選修：籐竹工、泥

水工。 

72 年(工藝) 

1. 指導學生了解我國固有及現代工業文明，認識地方工業
情況及未來發展的趨勢。 

2. 提供學生試探工作機會，藉以發掘工業技術的興趣與才
能。 

3. 培養工業社會中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工藝概說、識圖與

計畫、陶瓷工、木

工、塑膠工、金工、

電工、圖文傳播、

營建與生活、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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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年度 
(科目名稱)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4. 培養合作、勤勞、愛群、服務等品性。 
5. 培養消費者應具備之鍵別能力與知識。 
6. 養成手腦並用的習慣，培育工作神聖的職業平等的觀
念。 

工業、資訊工業、

視聽傳播、能源與

動力。 

84 年 
(家政與生活
科技) 

1. 瞭解科技的意義、演進、範疇、重要性及其對人類生活
和社會文化的影響。 

2. 能運用基本工具、設備、材料、產品以及其相關的程序
和方法。 

3. 認識各種和科技有關的職業和教育訓練領域，並發現本
身在科技方面的興趣、性向與才能。 

4. 增進在科技社會中生活調適、價值判斷、問題解決和創
意思考的基本能力，以及勤勞、合作、愛群和服務的積

極態度。 

科技與生活、 
資訊與傳播、 
營建與製造、 
能源與運輸。 

90年 
自然與生活

科技 

1. 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並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 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
於當前和未來的生活。 

3.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及尊重生命的態度。培養與人
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培養獨立思

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激發開展潛能。察覺和試探人

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食品、材料、機械

應用、電及其應

用、訊息與訊息傳

播、居住、運輸、

能源的開發與利

用、創意與製作、

科技文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科技教育課程教材內容 

  科技教育課程在清末中學堂設置「手工」之後，係以「應用木工」為教材內

容，而後逐漸擴增。依歷次課程標準中的「教材綱要」內容，整理我國國民中學

階段科技教育課程教材內容之發展如表三所示。 

  由表三可以看出清宣統元年至民國三十七年之間，科技教育課程大都以教習

木工、金工為主，其兩者歷史也最久遠。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後，抗戰勝利後，

教育部為適應「行憲」需要，在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到三十七年十二月完成中學課

程標準的修訂，此修訂課程便在遷台後，再作局部之修訂，並於民國四一年將草

案擬定，於同年11月公佈實行（教育部，1984）。其中原本男女共同修習的勞作，

在第二學年起女生改習「家事」。 

之後因學制的改變及實驗課程的進行，使國中（初中）的勞作（民37-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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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訓練及勞動服務（民41-44年）、勞作及生產勞動（民44-51年）等課程只在課

程名稱及男女修習時數的修訂上作改變，實際的課程內涵都是竹土木、木工、金

工或金木工等（李隆盛，1986）。 

民國五十一年的課程修訂在四十八年即成立修訂委員會，課程修訂重點在道

德教育、工藝教育（教育部，1984），在民國五十一年的課程修將勞作及生產勞

動課程易名為工藝，課程內涵則由原本的竹土木、木工、金工或金木工等，改變

成綜合工，包含木工、金工、藤竹工、泥水工及電工，在時數、授課對象、教學

過程、教材選擇原理等等都有明確規定，並規定與職業選修科目應配合實施（當

時有農業、工業、商業、及家事等，工業組包含製圖、金工及電子三科）（李隆

盛，1986），並在其實施方法中明訂工藝教學應以工場實習為主，講解為輔，教

學工場內同時活動的學生人數不應超過 25 人，另外，民國六十一年的課程修訂

在內涵上增加「識圖與計畫」及「小引擎」兩部份，並在電工教材增加較多的「電

子部分」，到了民國六十九年至七十一年間師大教育系與工教系進行多次工藝課

程相關研究，認為課程已無法配合社會結構的改變，加上師資良莠不齊、升學主

義影響等因素，應革新工藝課程內容（李隆盛，1986）。 

民國七十二年課程修訂在課程內涵中即做大幅改革，內容為︰工藝概說、識

圖與計畫、陶瓷工、木工、塑膠工、金工、電工、圖文傳播、營建與生活、製造

工業、資訊工業、視聽傳播、能源與動力等十三個領域（教育部，1983）。 

民國八十四年的課程修訂在課程內涵中將民國七十二年的課程內涵整併

成：科技與生活、資訊與傳播、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等四大領域。緊接著，

於民國九十年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修訂，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內的次主

題中明白可看出其科技教育課程內涵包含：食品、材料、機械應用、電及其應用、

訊息與訊息傳播、居住、運輸、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創意與製作、科技文明等十

大次主題。   

由上述內容可以得知，我國科技教育學科名稱由圖畫、手工、勞作、工藝、

生活科技演進而成，從50年代強調基本工業知識傳授；60年代著重技能操作實

習為主，講解為輔；70 年代概念型課程增加，領域擴大；80 年代著重群集課程

及新科技介紹；90年代的強調科技素養（technology literacy）基本能力的養成。

然而，在每次的課程修訂中教材內容都適時反應當時的科技社會的變動，如當時

的技術層次、社會背景等，另外也可看出課程內容從手工操作、單位行業、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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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科技素養一路變革的過程，逐漸擴增領域範圍培養全民的科技素養能力。 

 

表三 我國國民中學階段科技教育課程之教材內容 

科目名稱 
 
 
年代 

木

工 

藤

竹

工 

泥

水

工 

金

工 

工

藝

概

說 

識

圖

與

計

畫 

電

工 

小

引

擎 

陶

瓷

工 

塑

膠

工 

圖

文

傳

播 

營

建

與

生

活 

製

造

工

業 
資

訊

工

業 
視

聽

傳

播 

能

源

與

動

力 

其

他 

清宣統元年                  
民國元年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八年                  
民國二十一年                  
民國二十五年  ○ ○               
民國二十九年  ○ ○               
民國三十七年                  
民國四十一年                  
民國四十四年                  
民國五十一年                 
民國五十七年                 
民國六十一年  ○ ○           
民國七十二年          
民國八十四年 科技與生活、資訊與傳播、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 
民國九十年 食品、材料、機械應用、電及其應用、訊息與訊息傳播、居住、運輸、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創意與製作、科技文明 
註：表中「 」表該項必須，「○」表該項為選修。 

 

伍、科技教育課程展望與建議 

  根據前述內容，對於我國國民中學科技教育課程的未來展望與建議有以下幾

點： 

（一）藉由科技教育提升人民科技素養能力 

科技和民生、經濟、文化等層面都息息相關的，而生活與科技關係愈來愈密

切，全民除了讀、寫、算的基力能力之外，愈來愈需要具備科技素養能力。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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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可以讓我們工作更有效率、更便利、更迅速和更精確，所以想要維持或提升生

活水準，就應該更重視學校的科技教育課程。 

（二）透過科技教育強化科際或領域間整合 

如果國中科技教育課程能有效落實，對於科際或領域間的整合，能扮演極佳

的整合者與實踐者的角色。因為從生活科技教師平常在學校的環境中可看到：協

助校慶、花燈展示或舉辦活動時的電源配接，協助攝、錄影的拍攝轉接或轉錄技

術；甚至協助學生表演的舞台佈置、道具製作；及協助學生科展作品製作技術指

導，提供資訊方面問題的解決，提供教學設備維護或使用問題諮詢等等，各科教

師如果和科技教師互動良好，不但能協助解決教學所面臨的實務問題，尤其愈來

愈多的教學設備是屬於高科技產物，雖然仍有專業服務的廠商提供相關服務，但

教學卻常常有時間的緊迫性，廠商的服務常常緩不濟急，因此科技領域的學習，

能讓學生得到更多切身於生活的學習，加上以往工藝或現在的生活科技教學內涵

不受升學主義的干擾，只要是用心的教師就能讓學生有很大的所收穫。 

（三）強化凸顯科技教育課程的特色 

美國科技教育特別重視「設計與製作」，而英國教育系統(澳洲、紐西蘭、香

港等)之科技教育則非常強調「設計與科技」，而我國自民國五十一年教育部頒定

科技教育課程目標以來，「設計與創作」學習便一直是科技教育課程之核心目標。

以學生活動為主所安排之創意、設計與製作教學活動，強調透過「科技學習活動」

(Technology Learning Activity, TLA)來培養學生科技素養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但

在各學科中獨具特色，更是在升學主義掛帥的臺灣教育環境中，提供學生創意與

設計學習的少數科目之一。因此，更需要積極廣為宣揚國民中學階段科技教育課

程的特色。 

（四）積極發展建立完整科技教育體系 

不論美、英、德、澳等科技強國，其在科技教育體系都有完善的課程規劃與

健全的配套措施。以美國為例，其國際科技教育學會投注諸多時間與心血，結合

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從科技哲理的建構、訂定 k-12 能力標準，到最後完成教師、

學生及行政等相關的配套措施，且持續推廣與發展，足做為國內一大借鏡。國內

科技教育大多缺乏連貫性發展，也容易造成有心推廣科技教育的人員無支持系統

及相關配套措施可支援，由美國的發展可為國內發展提供良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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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拓展科技教育教學空間 

  作者現為國中現職科技教師，對於如何拓展科技教育的教學空間有以下幾點

親身經驗供大家參考（圖二）： 

1. 課程設計方面：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啟發其創造力與想像力，而教學內容

要注意個別差異問題。。教學態度方面：教師本身教學熱忱夠、態度柔軟，而

且尊重學生創意比教室整齊重要，最終要樂在教學中與學生多互動。科技老

師方面：積極指導學生參加科學展覽活動，並協助學校管理、訓練各項資訊

數位事項及科技設備。領域互動方面：投入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如校內的科

技活動，並積極參與領域會議研習，多與科學的教師交流、切磋。 

5. 導師交流方面：利用導師會報時間、學年聚會及親師交流等，相互交流、切

磋，進而增加能見度，  

6. 行政對話方面：教師本身熱忱要足、身段要柔軟、不怕吃虧，這樣教學資源

自然而然就會來。切記「是做來的，不是爭來的」！ 

7. 校外活動方面：積極參加校內外、輔導團所舉辦的研習活動，或參加比賽、

投稿、架站等，都可以增加科技的能見度。 

 

 
圖二 拓展科技教師教學空間 

 

 （六）確認科技教育創新課程核心能力 

  本人從事科技教育現場教學工作已邁入第七年頭，個人覺得未來科技教育課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一○年  四十三卷  第一期 

 15

程內容，應讓全民具備以下五項能力：（1）思考創造能力；（2）欣賞合作能力；

（3）解決問題能力；（4）傳達行銷能力；（5）資訊應用能力。以下就做簡單

個人論述： 

  簡言之，科技是為滿足人類的需求和慾望，而其重點就對應於「改善」和「行

動」。然而，所有的科技活動都是善用知識、創意、機具、改變材料形式，以增

加其實用的價值，而讓人類改善生活。其整個科技活動過程中會讓人去思考問題

之所在，進而蒐集相關資料分析之，再者發揮其創意將其問題解決，在此過程中

團體成員彼此相互合作、互助完成此科技活動，最終能將此解決方案傳達分享給

大家，為全人類造就新福祉。由此可得知未來科技教育課程的核心能力，如圖三

內容所示。 

 

圖三 科技教育創新課程核心能力 

 

 

 （七）科技教育創新課程知識架構 

思考創造能力

欣賞合作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傳達行銷能力 

資訊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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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前述第六點科技教育創新課程的核心能力，個人再針對其內涵深入提出

個人對未來科技教育創新課程的知識架構（圖四），應包含科技、科學、資訊、

行銷及藝術等五大層面。以下就做簡要論述： 

1. 科技、科學、資訊、行銷及藝術等五大科技教育創新課程知識架構，必

須呈現正五邊形的均衡發展。 

2. 多數人認為科技（technology）就是應用科學（applied science），尤其是

學科學的人大多如此認為。個人覺得「科學」重視理解自然世界，而「科

技」在調適人和人造世界；所以科學與科技是共榮互生的夥伴關係，所

以科技教育課程知識架構之「科技」份量重過「科學」。 

3. 再者，資訊、行銷及藝術課程在科技學習活動中，都扮演著畫龍點睛的

功用，其重要性也是不言可諭的，所以在科技教育創新課程的知識架構

是必須被重視的，這樣才能培養出具高度科技素養的未來國家人才。 

圖四 科技教育創新課程知識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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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個人提出自己建議及想法，「取百家之長，走自己的路」，臺灣國

民教育的科技教育課程在參考國外先進國家之所長外，自己也需察覺自己需求發

展屬於自己的科技教育哲理基礎及k-12課程架構內容，才是長遠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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