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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生活科技教學資源與交流網絡 

莊孟蓉 

臺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生活科技教師兼設備組長 

 

壹、前言 

    目前台灣地區教師進修管道與方式，大抵分成校內研習、校外研習與學位(分)

進修三大類(張美玉，2000；謝龍卿，2005)。學位(分)進修屬長期進修，由各大專

院校主辦；校內、校外研習則屬短期進修方式，目前由各級學校校內、板橋與豐

原教師研習會、各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與教師研習中心主辦，進行各種班別的講

習進修活動，其中各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所辦研習活動，因可以深入各校各領域

教師，就教學實務進行跨校或跨領域專業對話與經驗共享，是所有教師進修方式

中，效果最顯著、方式最彈性、教師接受程度最高的一種(蔡孟宏，2004；謝龍

卿，2005)。在臺北市任教的高中生活科技教師，享有的教學資源明顯及方便性

較其它地區多了一些，除了原有的「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之外，拜

九五暫綱及九八課綱之賜，教育部成立了「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科中心」。因為

筆者多次參加此二機構辦理之研習活動，並且參與生活科技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

發推廣小組的第三期計畫，因此對這兩個機構有較深入的認識，本文擬就此二機

構做簡要的介紹，再就生活科技教師實際應用狀況及功能定位加以討論，最後進

一步針對這些教學資源的功能成效提出建言，供讀者參考。 

 

貳、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介紹 

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係依據臺北市政府教育局92年7月10日北市

教二字第09235545500號函以及「臺北市高級中學教學輔導網工作實施計畫」而

成立，成立之初將生活科技與家政合而為一且在科學教育輔導網下實施，到94

年因台北市成立藝能學科教育輔導網(由臺北市立中正高級中學承辦)，而改在藝

能科輔導網下，將生活科技輔導團獨立出來。每年依照現況調整其工作內容，97

學年度的工作目標為： 

一、促進生活科技教學之落實，朝向教學內容精緻化之目標邁進。 

二、以工作坊形式發展教案，改進教學方法與評量，提昇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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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蒐集新課程實施所遭遇之問題，並尋求問題解決之方案與管道。 

四、輔導老師至各校示範教學，分享教學成果。 

五、提供各校生活科技教學與設備規劃之諮詢與協助。 

六、協助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方案。 

而擔任輔導團工作的相關人員與機構有： 

一、輔導小組：臺北市政府教育局、各大學院校之工業科技教育系與其他相關 

系所的教授、學者專家。 

二、承辦學校：臺北市立明倫高級中學。 

三、輔導小組成員： 

職掌 姓 名  服務學校 服務職稱  

召集人  王登方 明倫高中 校長 

總幹事  王文珠 明倫高中 教務主任 

指導教授 游光昭 臺灣師大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秘書  曾欣儀 明倫高中 教學組 組長 

陳新傳 明倫高中 生活科技教師兼聯絡人 

汪殿杰 大同高中 生活科技教師 

張岳斌 中正高中 生活科技教師 

石佳玉 復興高中 生活科技教師 

輔導教師 

楊謦鮫 萬芳高中 生活科技教師 

而輔導團所負責輔導的對象為： 

一、臺北市之各公私立高級中學。 

二、國立臺灣師大附中、國立臺灣政大附中、國立金門高中、與國立馬祖高

中。 

參與輔導團工作的輔導教師，依照台北市教育局的規定，每週二上午半天不

排課以進行輔導活動，並研究、規劃輔導工作相關事項。輔導團的輔導方式及工

作內容有： 

   一、專業知能研習：舉辦研習專業研習，提供教師自我成長學習機會，以增

進教學品質。 

二、專題研究：成立工作坊，研發新課程創意教案，提供本市生活科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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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參考使用。 

三、企業參訪：鑑於生活科技教材內容，因科技變遷迅速，亟需參考業界研

究經驗，故選擇相關企業參訪後，整理彙整成教學資源，供各校老師更

新教案或補充補充教材。 

四、巡迴訪視：巡迴訪視公私立高級中學，蒐集相關性教學教材、設備資源

資料，並由輔導老師示範教學供各校生活科技教師教學參考。 

五、網路服務：配合臺北市益教網建置高中生活科技教學資源、其中包含研

習資訊、及互動討論版；並每月出刊電子報，提供主動式服務。 

六、出版專刊：彙整年度工作成果與教學資源，出版專刊與光碟，發送相關

單位與生活科技教師。 

七、產學合作：提供教師企業或專業機構參觀機會，使教學內容與社會需要

結合。 

八、創意教育發展：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與課程研究，以配合國家創意計畫之

「創意教育」為發展主軸。 

九、加強新進教師專業知能：提供新進教師參與教案研究機會，從觀摩學習

中學習成長，以達到提昇教學品質的目的。 

在過去幾個學期中，生活科技輔導團都會舉辦到業界參訪的活動，曾拜訪過

羅馬磁磚、臺灣創意中心、資策會數位學院、國瑞汽車、臺大綠房子等處。也會

積極舉辦教師的研習活動，例如：高中生活科技競賽工作坊、德國慧魚(Fischer)

機器人研習、數位創作研習、創意教學研習、3D 繪圖與建築等等。詳細的活動

消息與報名方法，都會事先在網站上公布(網址 http://www.mlsh.tp.edu.tw/tech/)，對

活動有興趣的臺北縣市公私立高中生活科技科教師都可以參加，而這些活動也提

供了台北縣市生活科技教師許多互相交流的機會。 

 

參、教育部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科中心介紹 

普通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科中心主要的功能是在於協助生活科技科課程推

廣、教師在職進修、蒐集課程暫行綱要實施經驗以作為新課程綱要之修訂參考。

它是依據教育部 94 年 1 月 31 日台中(一)之第 0940011597 號函暨民國 94 年 1 月

20 日「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推動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而成立的。學科中心

的主要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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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所屬單位 

中心主

任 
張輝政 校長 

統籌掌理事務並協

調人員 
國立板橋高級中學 

李隆盛 校長 國立聯合大學 

李大偉 教授 清雲科技大學校長 

侯世光 教授 
臺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

系 

孫仲山 院長 
高雄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

系 

游光昭 主任 
臺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

系 

上官百祥 副教

授 

臺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

系 

朱益賢 副教授 
臺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

系 

林柏賢 主任  臺灣藝大工藝設計學系 

丑宛茹 主任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

系 

指導教

授 

諮詢顧

問 

支紹慈 助理教

授 

1.生活科技課程綱

要及教材編製指導 

2.諮詢顧問 

崑山科技學大資訊傳播學

系 

專任助

理 
陳又慈 老師 

負責本中心所有業

務之推動 
國立板橋高級中學 

尤丁玫 老師 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 

陳新傳 老師 臺北市立明倫高級中學 

蔡紫德 老師 
臺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

學 

兼任教

師 

劉文光 主任 

協助推動業務 

國立板橋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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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提供生活科技教師教學資源，學科中心首先建置網站，提供相關活動消

息及許多課程資料，並開設互動討論區，以便建立教師的交流網絡，依據教師所

關心的問題來分區，分為課程問題、課綱問題、學藝活動競賽(綠建築競賽)問題、

及研習活動問題等 (網址 http://203.64.161.68/php/index.php)，在各個討論區中，有

詳細的活動報導，也有特定議題的討論；如筆者在學校的課發會遭遇到課綱相關

問題時，就曾上該網站蒐尋相關資料；指導學藝活動競賽也曾上該網站尋求解

答；空閒時也常透過此一網站，找尋新教材及觸發新的教學創意。 

學科中心也主動出擊以聯繫分散全國各地的生活科技教師，每月固定出版一

期電子報，來傳送學科中心最新的研習訊息、參訪活動、分享教材以及生活科技

相關新知。只要有興趣者皆可上網免費訂閱 (網址

http://tech.pcsh.tpc.edu.tw/electricnews/index/index.html)。 

學科中心每年均舉辦教材甄選競賽，因為配合 95 年高中課程暫行綱要之實

施，為使高中生活科技教學活動增添多元性，並鼓勵高中生活科技教師及社會大

眾善用科技，運用巧思來設計教學活動，來豐富高中生活科技科之教學內容，而

達到集思廣益之成效。教材甄選競賽也鼓勵教師運用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之豐富

數位典藏資源，融入生活科技教學活動。而且透過此一活動，收集優良教學活動

教案，公佈於生活科技學科中心網站，並製成教學資源光碟，方便教師參考運用，

達成推廣 95 年高中課程暫行綱要之目的(網址為：

http://tech.pcsh.tpc.edu.tw/teaching.html)。 

    研習活動與工作坊也是每學年生活科技學科中心的重頭戲，讓參與研習的教

師能夠提升教學的知能，例如：新課程分區教師研習、史特林引擎設計與製作、

北投焚化廠、台北市立圖書館北投分館參訪、趣味電子電路製作等等。詳細的活

動消息與報名方法，都會事先在網站上公布，對研習活動或工作坊有興趣的全國

高中生活科技教師都可以報名參加，而這一些研習活動也給全國各地的生活科技

教師有更多相互認識及交流的機會。 

而從本年度開始，學科中心試著舉辦第一屆全國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藝競

賽，主題訂為「創意綠建築－夢想王國」，有來自全國各地高中，共有 3 百多隊

報名參加競賽。此一競賽挑選近年來最熱門的綠色議題，透過鼓勵高中學生重視

環境保護，利用有限材料進行節約能源、資源利用之創意設計與製作，希望藉此

激發高中學生科技研究能力，及創造思考之精神，從團隊合作中解決生活中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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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綠色環保問題，且培養高中學生對環境永續發展的觀念，並將綠建築觀念融

入在日常生活中，為地球環境盡一份心力。(網址

http://203.64.161.12/techreg/index.htm。) 

 

肆、生活科技教師實際應用之狀況 

    關於教學上的應用，此二機構均提供網路資源給予教師線上資料下載服務。

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提供有「生活科技網路資源」，網址為：

http://www.mlsh.tp.edu.tw/tech/htm/resource.htm。內容為九五暫綱之現行生活科技分

類：科技與生活、資訊與傳播、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內有各科技領域相關

網站及教案下載，可提供生活科技教師教學上直接下載使用。教育部高級中學生

活科技學科中心則因應原訂九八年實施之新課綱，提供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研

發之教材及會員教材上傳分享服務，亦可直接下載使用，網址為：

http://203.64.161.68/php/index.php。 

    除了線上資訊的下載服務之外，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並成立工作

坊，研發新教案，每學期並提供兩所學校接受巡迴訪視服務，於訪視時由輔導老

師示範教學，分享教案及教材，提供教師教學上的參考及應用。教師也可於訪視

時提出各校或各人對生活科技教學時的疑問或難處，輔導老師會就個別狀況給予

建議及指導。每年並整理年度工作成果及教學資源，製成光碟分送各校老師，提

供作為教學之參考資料。 

    而學科中心每年亦辦理教材甄選競賽，例如：國立嘉義女子高級中學董建

杰、蘇義賢老師的「產品設計、製作與行銷活動」、台北市立中崙高級中學周鎰

崇老師的「綠色能源風力篇」、國立彰化女子高級中學李建嶠老師的「電玩好好

玩」等，為去年度優等之教案。為因應新課綱並成立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每

學期推出研發之示範教案，例如最近一期的：台北市立大同高中汪殿杰老師的「20

個指令教會學生使用 3D 繪圖軟體」、台北市立中正高中莊孟蓉老師的「紙機械」、

國立台中女中王裕德的「不可能的任務」、國立內壢高中蔡廷科老師的「不動如

山(結構物設計)」、台北市立啟智學校葉宗青老師的「創意陀螺」、私立聖功女中

鄭智文的「自製馬賽克海報」等；所有新教案除了線上下載服務之外也有印行紙

本，並於北中南區之新課程教師研習中，提供教師索取，並選取適合之教案由編

寫人員進行教學示範以利新課程教案之推廣，近期並推出典範教學，讓參加研習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八年  四十一卷  第八期 

 15

的教師實際參觀上課過程，以若實教案教學的成效；參與研習之教師可於研習時

當面與各教材研發教師進行經驗分享與意見交換。明年度將計畫透過各分區種子

教師培訓的方式，由各分區種子教師至學科中心進行三天至一週的研修活動，再

回到各分區自辦研習活動，配合各分區的教學設備，滿足各分區不同的教學需求。 

 

伍、功能重新定位與重整 

    一個生活科技教師由師資的基礎培養到教學的實務操作，需要很多內化的資

源，可由以下圖一的關係圖來探討。 

 

 

圖 1. 高中生活科技相關單位關係圖 

 

     

教育部高級中學 
生活科技學科中心 

高級中學 
生活科技教師 

臺北市高級中學

生活科技輔導團 

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

學

實

務 

學理發展 

課程修訂、

新課程研習

教學輔導 

尋求學科間認同、 
爭取開課空間 

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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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生活科技教師而言，現行課程的實施，需要透過許多的難關始能完

成，從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各選修科目的開課時數及授課年級，爭取各科代

表的認同到選修課程內容及安排，很多部分不是少數教師能力所及的，因此尋求

其它單位的協助與指導是必須的，例如筆者擔任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生活科技科

代表深切體認到跨領域間的相互了解是很有限的，即使費盡心力想獲得認同，一

般教師的本位主義及舊有的觀念也是不容易突破的。 

    師資培育單位如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應負責課綱修訂、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修

訂、新教材編製指導等責任，再交由教育部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科中心，向下指

導各校生活科技教師，亦可由各校教師的回饋取得問題之所在，向上反應至教育

部的對口單位；另對於地區性教學輔導單位如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

亦應負有教學實務指導之責，期能實際對所屬教師提昇教學素養及教學成效有所

助益。 

    輔導團體如學科中心與輔導團則對上應有實質教學成效提昇、教材研發，對

下則有新課程宣導、新教案提供及教學輔導之責，對全國教師亦應有聯繫及交流

網絡建立之責，此外對於教學結果成效，可藉由學藝競賽來評估。期能對生活科

技的全方位發展及對外之生活科技效能之展現能有實質的幫助。 

    如何運用網路蒐集資料，如何結將蒐集到的資料轉化為適合學生的內容，以

及如何教給學生完整且實用的知識概念，讓學生具備「帶著走」的能力，以補考

試取向下不健全的學習內容，將是往後生活科技教學努力的方向(王保堤，2005)。

因此，各校生活科技教師不論從學科中心或是輔導團學習而來的課程、教案，均

應自我內化、吸收，並產出對自己及所教學生適合的教材，實際運用於自身的教

學上，並應爭取各種表現的機會，展現生活科技的內涵，去除工藝課給人的刻板

印象，導正大眾之視聽；如此一來，不需多費唇舌，自然能獲得學生家長、學校

行政、教師本身的認同，進而在學校內擁有生存的空間。除此之外，生活科技教

師也要積極輔導團與學科中心網站討論區的討論，給予適當的回饋，才能讓他們

的工作更有價值。 

     

陸、成效及檢討 

    在筆者從事高中生活科技教學十數年間，生活科技的教學資源的確有顯著的

增加。從 92 年「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的成立，到 94 年「普通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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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活科技學科中心」的成立，對於高中生活科技的教師及教學均有明顯的助

益；從每一期的研習參與的人數的增加，每次教師間的談話及相互的鼓勵；認識

的生活科技教師人數的增加，私下問題的探討；從個人教學困擾的排解到教學能

力的提昇；不論在心理或是實質的協助，也讓生活科技教師能有教學的後盾。從

一開始單獨奮戰的狀況，到集體合作相互學習，不但讓眼界更開擴，也使得個人

能力有顯著的能力提昇。 

    另外，在高中生活科技競賽方面，今年由教育部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科中心

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中華民國工業科技教育學會、臺北市高

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合辦第一屆全國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藝競賽，本年度競賽

主題為「綠建築」；辦理學藝競賽之目標不但著重於「綠建築」中之環保、科技、

環境永續經營等，藉由競賽使生活科技的能見度提升，獲獎學生及指導教師在各

校也具有指標性的影響力，希望對於生活科技在新課綱及學校中逐漸被邊緣化具

有拉回的作用，在比賽過程中，亦希望可以看到學生將在學校所學的科技知識與

技術與日常生活經驗作結合，活用他們現有的知識，內化而產生新方法、新點子、

新構想；對學生而言，獎項是一種形式上的鼓勵，但最大的收穫或許不是得獎與

否，而是在過程中學習到相互合作，以及解決問題的能力。期望往後每一年全國

高級中學生活科技學藝競賽能成為全國高中生活科技教育圈的一大盛事，提供學

生切磋學習的機會，也給各校教師反思、檢討、修正教學盲點之機會。 

    在參加研習活動中，發現幾個值得討論的部分。研習活動及教案發表活動應

該讓教師均有參與的機會，如臺北市輔導團之訪視活動建議可結合研習方式辦

理，對發表之教案有興趣的教師方能參加研習，否則只有輔導團的教師自我成

長，而其它教師則失去獲取新知的契機。而今年學藝競賽題目「綠建築」是因應

目前環保話題火熱，希望能藉此提升話題性及能見度；但是對於生活科技的全方

位發展好像不如國中學藝競賽那麼有新意及現場「動手做」的競賽氣氛來得濃

厚，需要進一步蒐集生活科技教師的意見，以便思考來年如何辦理。 

    在生活科技的交流網絡中，由於此二機構的成立，筆者也結交了更多的高中

生活科技教師，從人際的網絡，獲得不少的協助，有教學困擾的解惑、教學設備

申請方法的教授、專案計畫的撰寫教導…等等；並結交生活科技的同好，對個人

來說是獲益良多。在教學的網絡中，由網站上的討論區及教案的分享下載區，亦

是達到教學的提昇及新知的獲取。但是此二網站可能由於設立時間不夠長，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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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教師生性低調，或教學及工作的負擔太重，此二網站的討論區多半為團

務及輔導教師交流，一般教師上網交流的情形似乎少了一點。或許增加一些誘

因，如：上網次數、時數或議題發表次數累計的競賽等商業網站的經營模式的加

入，或多或少可增加人氣指數。 

 

柒、願景 

不論是臺北市高級中學生活科技輔導團或是教育部高級中學學科中心，均由

一群專業、第一線的生活科技工作者來主導業務之推廣，近幾年來的教案研發方

向亦朝向專業、務實。而生活科技的推廣與落實需要更多的努力，除了舉辦生活

科技競賽活動，推動研習活動、推廣新課程教案等方式，在各校中使教學活動能

夠更順利推動，各校選修課程的爭取及設立等。透過結合其他單位團體及活動，

吸引大家的目光增加生活科技的能見度。修改大學多元入學方案，讓高中生活科

技的競賽成果有助於相關系所的升學，改善生活科技教學的外在環境，將生活科

技與日常生活相結合，讓教師在學校中更有發揮的空間。 

在國中部分，九年一貫課程讓各領域教師的職務與責任逐漸均等，教師主權

提高，導師聘任也漸趨輪休制，使得以往所謂的藝能科教師不再永遠只是專任教

師，導師及行政任務也可能由生活科技教師擔任，生活科技教師除了在專業的知

能要持續成長外，對於班級經營及學生輔導也應多加涉略。(陳玫良，2005)而高

中由於新課綱的頒佈，高中生活科技也開始面臨同樣的衝擊，因此高中生活科技

也需要各位生活科技先進的共同努力，不論是各種活動的實際參與或是網站上的

討論回應，只要大家願意參加，都可以讓生活科技的群集更顯壯大；在每次的充

電後回到個人的崗位上才能發揮關鍵螺絲釘的角色。 

這些的努力，只是推動生活科技教學的一小部分，往後生活科技還有更多的

事項需要努力，期待對生活科技有興趣的老師們能共同投入參與的行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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