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教室規劃以學生為中心之探討

黃雅莉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裔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我屬工聽課程自民輔83年起更名

為 f生活科技J '課程重心指揮本的技

能學習、職業準備，對培養科技素養

與解決時題的能力，以連續科技註會

的生活。在工藝課程中，課程的是由

教師講攪、學學習、完成教師，所指

定的作品為主。思鼠，實際上主導教

學方向的是教師，學生只是撥動的學

習者;但在科技教育中，學生是所有

課韓架構的基石，亦是三位童在學習者，

教師只是輔助學習的角色，為學生設

針課程、並引導至正繡的學習方向。

換句話說，教師在教學前的考黨不是

「我想教什壞? J '而是 f學生的當求

為何 ?J 。由i能看來，工藝事譯輯是以教

歸為中心，科技課程則以學生為中

心。這樣重大的轉變並非諜報內容的

諦整便可配合，更重要的罷課程的寶

路， r實施地點J 更是課程實施的最

要自素。工藝/生活科技的實施地點要

能配合工藝/生活科技輯程的教學與活

動的進行， 1定地點在工藝課程稱爵工

藝教室 (industrial arts laboratory) ，科

技課程則是科技教室( technology 

labo路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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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科技教室的罷用書是工藝/生

活科技教師及學生。一般說來，教室

的規劃蘊常是備教師負責。在以教師

為中心的工藝持期，工藝教室的規章目

是以教師的教學考蠶來設計， {H生活

科技的教舉理念，則以學生為三位要考

，兩者在規載科技教當時有許多的

不悶，表l撓頭者之誌較。

鸝這一個全面性的學習環境偽科

技教竄設施規劑的三位要考慮方向(陳

威志，民87) ，舊有的工藝教室缺泛教

師、學習者與教學目標醋的互動，似

乎教師才是工藝教室的完全使用者，

柏樹的，同時擁有使用纜的學生和教

室規割的互動卻是少在又少。因此，

推展科技教育品須親除這項弊病。本

文藉臨科技教宵的各個層面，裝新建

科技教堂規劃的架構，進而探討

f學生J 閣素的選要性。(見表1 ) 

聲、科技教盤緝囂的書畫閻素

輯由各種教舉方式的引導，並配

合科技教室的規畫u ' 可使學生學習遍

躍、科技社會的能力鼓了解科技的內

蟬，因此教學與教室的規畫11~\須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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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藝教室與科技撤軍之出較

工輯教讓 科技教筆

投宿能力的發展由工廠系說而 廣泛的科技概;全宿資訊詩代的科
目標

技素養而來

課 程教材本位 系統本位

教輯中心一教師為主贊賞單來 舉生中心、學自我導向、穫組本
教室設計

位一教師為協助者

一
一
首

非學校核心註儷

較大，囑半工業化，重被性高

較大，且三主要限制在靡一的材

料與活動

學種傾心設 整合各學科

較小，商品質，重接性小

鐘料來源: Polet峙， 1995 ;方讓雄，畏的 O

彈性並滴於各種教舉活動

配合，問科技教育教學的法譯文可大

致歸納為以下六項(竇能章，民

84) 

1.概念學習 (conceptual learning 

approach) 

2.科際聲合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3.聞聽解決( 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4.科控系說聲合(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pproach) 

5.鞋會/文化( social I cultural 

approach) 

6.工業詮釋 (interpretatìon of industry 

approach) 

我們可以還用單一致是多種教學

來達到學習目標，以提昇學棄對科技

認穢的陳度與鷹度。確立了教學方式

與教背後，我們所要自對的是實際教

學。這點雖然對各學校的全活科技教

師娘說並不一定相同，但也有些相同

之處 o J丟下是歸納臨的幾項要點呵!

自會瑞蓮，民84)

1.科技學習活動 (technology leaming 

activities) 

2.學生友鶴的環境 (student friendly 

environment) 

3.競爭姓的團隊活動( competitive 

group activity ) 

4.真實世界的模擬( real worId 

simulation) 

5 

actlvl盯1必血ties)

6.沒有標準的答案( no “ riβ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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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s) 

7.引導式的研究與發展( direc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8.未來導冉式的誤龍( future-orÌented 

curriculum) 

9.非比較式的研等第系統 (n侃"

comparative grading system) 

由此可知，生活科技的教學是活

的不是亮的，是有意義的而不是無闊

的，是生惡的話本是純理論的，

合而非單一位。在還些概念下，街須

有完善的協助者…科技教室。這禪所

協助，並不是說科技教室可有可

無，而是如同于繪工程國時所使用

鸝儀器般，少了它們便無法畫串構

的工程量。科技教叢{更是處在這臻的

地位。李隆盛(民89) 也認為，

科技的教學必須透游「專業教室本位

學習活動J (Laborωtory based learni時

activity) 以培讓學位的科技素簣，所

以科技教室的聽罷非常還要。許多

者輯說撞出科技教叢規艷的建議，

接理論為我們在規辭時提供了參考的

增則。以下便介紹這些理論以散為未

來規章。的參考。

規劃良好的科技教堂是要有致的

投近學生學習與教略目釀閣的距離，

思攏在護黨詩品須考黨以下幾餾思索

(撩威志，民87)

1.空間設計能彈性潘用;

2.教室的擺投符合美學原則以聽立

舒適學習環境;

3.教室規劃符合教學塑態的轉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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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人學帶轉變成小組學習:

4.設施應符合安全的標準及聽體教

室的安全動線;

5.噪音攜妥磚加拉障制:

6.教學媒體使用的考量:

7.警融系統的考蠶:

8.光線和照明的考量;

9.教室的活現是否有礙視覺;

10.教室f立體的i選擇;

1 1.輔助空間(如:教學盔、

盔、教師辦么室等)摩、tJ會主配合

課程的進行及協助學生進行活動

為窟。

在規割時，這些原則大部份均可

自實際資科接經驗中取得，

有我們南邊獨之處?

在境劃需求評估詩，我們每三躍躍

認以下幾個條件(游先昭，民87)

1.行政訊息…舉校之預算、

設計人員為何?

2. 教學之閉關蝶持生活科技教師

的人數及每班λ數、教學日報以

及素來需求為何?

3. 設備需求及規格之種認 機器的

設備規格為何?可使多

同時使用，及其安全措施是否完

善?

4. 話構及設聽錄件之確認一科技教

室的型式為何?通麗、會議、

置之設備為例?

5. 我們叮由道路費項思考規鑫11的興

點，因此科技教室的規毒11涉及許

多層面，無法單靠教師本身即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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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j出究繫的科授教室。

在科技教室規麗的基本原則上，

聽包會以下幾髓層面(方槳搓，民

85) 基本哲學輯、質問鏡劃考暈及

設雄、設備與機具的規劇。在基本當

學面上，必須符合生活科技的教學目

標及舉當內涵，讀學生能解決真實生

活中的問題，東最婪的是，教囂的設

計應自教師中心轉變為學生中心;空

間的規罷品須能吸引教師及舉生的注

意，並考皇室安全及彈性的空間;設

施、設構方由品須能使學生易於使

用，並以桌上型、可移動為主，在擺

設方面以學習榜組聽依據。

結合以上的敘述，可以聲釋出科

技教室規麗的考量囡素:

一、規重點建段

1.哲學理論:科技的理論基礎為

何?科技素麓的內混為何?

2. 教學目標:九年一實生活科技的

目標為何?

3. 課程內容:教師FlT教授的內容為

何?

4. 活動設計:活動設計及進行的方

式為何?

5. 相釀資源:學校的行政資源、前

合度接社區資器為何?

6. 規劃人員:參與規闊的人民躊

何?

7. 舉習巷子:舉書者的接受程度為

何?先鵲知識如呵?

8. 投椅規格:蒐槃設備資訊找出最

過會的設備 c

19 

9. 管線系統、照明、安全動躁、教

韋造盟、彈性空筒、輔助空間。

一、聽設階段

即寶路規艷諧段的設計工程。

三、建設完成階段

許鑑:於驗收、上課時許鑑使用

d情形， J其了解教師、學校、旦發生之意

見 o

龍、科技教建輝蠶u以學生為中晦之蠶

要性

f以學生為中心j 的觀點，大多數

的學者將它融入在教舉策略或課程當

中，閱本文中以學生為中心的概念，

主要是針對在規蜜月科技教堂時，以摯

的舉習、學生的感受、需求等馮主

要依據，教師、行政人員及其他人的
意見為輔照探討的規割原則;問「以

教師為中心J 劇是故教師本身的觀點

為主，學生的意見為輔。

不管是工藝轉型後的生活科技，

或是寶路九年一質後的生活科技諜

報，均逐漸朝向學生本位的方舟，間

篇學校是一輛提供學習的環境， r學J

與 f習J 都是以學生為主體，但許多

時候，我們會自為種種設計上的臨

難、行政上無法配合等因素，使得課

程規劃、活動設計、教室規童自等，試

教師中心來設詐，如此不但無法使學

生建成學習目標，覽會混淆教峙的角

位及與學生闊的鷗{系。所以，為了盟

總學生學習塑態的改變、時代的潮捷

及學習理論，以舉生為中心的理念是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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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續舉里達斜政府教

(Florìd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7) 在其加般的科技教室設施規制

手冊中也提到，在設施規章自完成峙，

不僅要詢問教師、行政人員的意見，

也品讀了解使用學生的意見，因為他

們才是在後興庄的使用者 G 既然學校

的學習品須以學生為中心，那!愛盟員警

課程、目標的改變所規囂的科技教

室，勢品位聽著融改變。工E臨?這知

此，現今科技教堂的規劃不能再以教

師的主觀做為規割的基礎，而必須以

學生學習的目標、學習的表現、使用

的情形、使用的感受、意見為主，教

師的觀點為鱗，護而將科技教室設計

得更人性能、更能拉近學生、教輯、

學習髓的距離。

參、科技教麓續費lj 1iJ.學習者為中心之

原則

不管是雄立全新的科技教室成是

由工藝教當改建為科技教室，都

以學鹿為中心來f按規畫IJ '但說大部份

的教室繞鸝來說，教留或境毒害j贅鑽

謹以本身的需求敵鑄改進的重點，如

下表2所攪出的「設施改進訐鸝續核

表」。

表2中所列的各個項目是我們常注

意到的要明，但其觀點均著重在規讚1I

小組的意見，並沒有深入了解學習者

在龍舟峙的't會彤，科技教室

點蔥、在學習者使島後的意見及感覺，

而或許有人會說，學習者對好教裝規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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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設fjffi改豆豆對蠶豆撥核表

1.決定課程及設MI需求

Q建立期望的課復興鞍績

已訂定改進的範攝

口被視外在的因無(驗與、阱政等)

2.資源的分析與組臟

臼確定規111燭"的成員

日決定預算與作樂流程

3.訂定纜，隨時閥衰

已確定主要工作的時閱發

。與主管磁認所連續前峙總
是.完成計，民灣商

口機視現有的材科、殺備縛

Q訂定新設備的書fl!l

口完成預算的瓣，麗、晶，歸還黨儷
口準儲正謊報告的資料

5.向相關主管報告計制

日爭取校長或顧閱劉饋的同責藍

白為適當的萬想解嘲計迦

Q必要詩講整計，隨

6.完成必要的改嘍

。完成窺都小組閱讀黨的建數

已安畫畫喜愛儷

Q監督與許越寫成的努力

7.追臨層面

口檢核改變與ê&繼

口完成安檢及能縛的階段

。發麗覽過…名學的撥撥針，恆、

資料來jJ景: Polet峙， 1993 ;林夫凹，民87 0

囂的知識本足，誰無法j;J、學習者的角

度來做設計 c 場樣的想法是不正確

的，規劃者必須就此一重點做謂查及

分析，譬如我們按計一賽人體工學的

電腦桌椅，銷簡公測在做試調時並不

會囡為消費者沒有設計或是人體工學

方面的知識而就此打住。相反的，他

興會重視F菩提前結果，認為這將觀係

對最後的銷售讓 e 度觀草等技教室，或



然是學習者病變使用的，那!要說必癌

站在學習者的角度 o 根據荊述所歸納

出的規章Pl蝶賄，可得關1 。

由上醫可知，在規童車i階段以學生

為中心之原則及其龍頭黨閉的相互囑

語簡述如下:

1.各個相關問眾均讀書己合學習者本

身，以確認其海切性，尤其是教

學目標、課程內容及活動設訐;

2. 確認學習者的需求後，郎以舉習

者的角度做科技教室的規割;

3.過程中雖以學習者的角度為依歸，

但還對無法解決的國難時，則須

以教師、舉校人巍、建築師等的

知識、緝毒塵器原則;

4. 規鸝完成峙，感須請教各領域之

/司 哲星接聽論 A 規鑫1]人員

舉 i

者「、|

、i
覺全動線

彈性空間

教讓造型、放軍

轉聽空問

教學莒撩

課程內容

活動設計

種定科技教室報單

1 科技教育規毒品各墨素問之關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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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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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科技教章以學生與教師為中的之比較

以教師鴿中公 以學生為中心

教室競鸝tJ.配合教師教學、活 教室續觀以配 學習者之學

動進行、學校饗器為主，甚少 習、學習者之感受爵主，教師
規麗的階段

考膚學者之感 ，且舉當者 之間素躊鱗，且學智者蘊常為

通常不參與規畫11 聽章對象

建設階段
在建設暗段息 時時核對規 在建設階段品須時持核對規

讓11圖，以確定是 和設訐配合 數i闊，以確定是否和設針能合

建設完成開始使用科技教室 建設完成開始使用科技教室

究成躇接
後，儷考蠶教室設備是否能聽 時，鋼查學習者使用的情形

合教歸之教學，而較夕轉注學 ，以散為改進的依據

智者的感受

專業人員做最後之檢視工作:

5. 在擺設完成後，於開始使揖科技

教室時，使須評鑑教寰的使用情

形，評鑑的!督師可由活動進行的

動輯是否受盟、學習養的活動盤

問是否足夠、學習者對教黨各處

佈龍的感覺、教師使用的便利

性、以及是否能配合諦程的過行

等原則做藹壺，以做為舉校及教

師的參考，並關時{故譴當之詢

盤。

由此可知，以學習睹為中公之規

制並非只眼於規酬的階段，而是在聽

個建設及磁設完成位詩鑑階段都各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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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最舉習者的關素。

韓、以學生為中如與以教師為中的做

科技教當現劃之比較

一般說來 ， 1其教師為中心值規籲

是屬於「工醫教育J 時代，那以學生

為中心的規劃則屬於 f科技教宵J '其

所運用的教學第略、教略方法為問題

解決、模組11:;教學、 MST瞥合式教舉

等，之所以會有如戴大的轉變，是攏

了適應科技時代的快燼變邊，我們無

法學習所有科技新事物，便躍的科技

讀域的是與習使學習者了解科技的意

義、演進及如何瀰應科技社會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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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以成露一個具備科技素質的現代

人。

(五、結語

的科技教室有賴各韻域人員

的努力，蹲了教師本身的需求外，更

要的是另一位使用者一學習者的霄

求。不管是科技的哲學理籍、教學目

標、課程內容、活動設計、科技教蜜

的建投、科技教室的實路與詩佑，都

必須以學習者需求爵考蠶要點，以落

實科技的教學。無論是新建或幫咨教

蜜改建的生活科技教室，為求其

善、整齊必須有 5S連動，即整

(Seiri) 、整頓 (Seition) 、清掃

( Seiso) 、清潔 (Seiketetsu) 、修身

(Shitsuke). (李躍攘，民89) , 
擁有完善的學習環境外，士學忠須教轉

其如詩誰讓教室的設構及環境，所謂

的 f使用者公問時也必績是?維護

J '斯J;J r管理 J 的步驟是不能少

的，否則不會是多!蠻好的舉習環境，

都無法有效幫助學生學習 o 讓我們共

同為打造完靜的生活科技教寢東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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