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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探索活動之設計-以營建科技為例 

柳金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研究生 

 

壹、前言 

綜觀我國科技教育，從起初講求技術的工藝課，到今日著重於創造力與問題

解決能力的生活科技課，大多數的教學活動皆是藉由讓學生在動手做的過程中，

模擬或體驗科技的意義，進而達到教學目的。這種從做中學的教學方法，也確實

非常符合科技的精神，因此，我國大多數的生活科技教學活動，都是依據這樣的

精神來設計。 

然而，科技教育的內容包羅萬象，這種動手做的教學活動難以滿足每一種子

題的教學需求，以營建科技單元為例，一棟建築物的產出，其應用到的知識體是

非常龐大且複雜的，因此我們難以讓學生在動手做的過程中，完整的瞭解和體驗

營建科技的內涵，有鑑於此，筆者設計了一份校園探索的教學活動，希望能透過

實際的觀察校園建築，讓學生對營建科技有更深刻的瞭解與體認，同時也希望這

個教學活動，能對從事科技教育的工作者有所幫助。 

以下即先針對營建科技的內涵進行探討，接著將分析現今國中營建科技教學

活動的概況，而後提出校園探索活動的教學設計，最後再針對教學實務提出幾點

建議與省思。 

 

貳、營建科技之內涵 

自古以來，營建就是人類的一項重要活動，Jackson’s Mill Industri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 Symposium(1981)即將營建視為人類所致力的技術性工作系統

之一，因此，營建無論是在以前的工藝教育或現今的科技教育中，都是一個相當

重要的子題。而對於營建一詞的定義，學者們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以美國

ITEA協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所出版之『科技素養的

標準：學習科技的內容』(Standards of Technological Literacy: Content for the Study 

of Technology)一書，提出的定義最為簡潔明瞭，其定義營建為有系統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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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或建設房屋、道路及其它建築的動作或過程(ITEA，2000)。而有關營建科技

系統的運作模式，則以Jackson’s Mill Industrial Arts Curriculum Theory 

Symposium(1981)中的說明最為清楚，其使用汎用系統模式(Universal system 

model)來描述營建科技系統的內涵架構： 

組織的目標  

投入 程序 產出

   社會的目標
(個人的和團體的)

自然
社會文化

投入 程序 產出

生產

準備建造
整地
建築
裝設水電瓦斯
包覆建物
修整建物
清理場地
提供維修

管理
規劃
組織
導向
管制

人
  技能
  態度
  知識(個人的)
知識(累積的)
材料
能源
資本(工廠與設備)
經費(錢)
時間

結構物
  居住用
  商業用
  工業用
  重工程
  道路

 
圖2-1 營建科技系統模式 

 

由上圖可知，一個完整的營建科技活動，包含了投入、程序、產出三項步驟，

在投入步驟中，營建科技的投入要素分為人力資源、知識、材料、能源、工廠與

設備、資金以及時間等七項。而程序步驟則可概分為生產與管理兩大類活動，其

中生產活動包含準備建造、整體、建築等八個步驟；管理活動則可分為規劃、組

織、導向及管制等四個步驟。產出步驟則可將產出之建築物類型分為居住用、商

業用、工業用、重工程以及道路等五類。最後，營建科技所帶來的影響，又可分

為對自然與社會文化兩方面進行討論。 

透過汎用系統模式來建立營建科技的架構，可以有效的瞭解營建科技的範

圍，我們可以發現營建科技是結合了管理、科學、工程等完全不同領域的產出，

相較於其他科技系統來說，不論是其產出的結構、還是應用到的科學原理、知識、

技術，都是較為龐大且複雜的。因此，一個完整的營建科技教學課程，理應包含

多種面向的教學活動，方能讓學生瞭解營建科技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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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今國中營建科技教學活動概況 

目前我國常見的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可分為三種版本，分別為南一書

局版(以下簡稱南一版)、翰林版以及康軒文教事業版 (以下簡稱康軒版)。此三種

版本均有列入營建科技單元，南一版為於七年級下學期進行，翰林版為八年級下

學期進行，康軒版則於八年級上學期進行，以下分別整理並簡介三種版本之營建

科技單元教學活動： 

(一)翰林版 

 

表 3-1 翰林版營建科技教學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步驟簡介 

認識自己居

住的城市 

1.認識自己居住城市中的各項營建科
技 
2.了解營建科技的系統模式(輸入、處
理、輸出、回饋等部分的組成因素)。
3.培養資料收集分析及設計規劃能力 

請學生影印所居住城市的

地圖，並在地圖標示其中

相關的營建科技名稱、所

在位置與圖片資料，最後

簡述其特色。 

設計與製作

一座斜張橋 

1.認識斜張橋的種類、結構。 
2.培養收集及分析資料的能力。 
3.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4.正確使用機具、材料、設備等，並注
意工作安全。 
5.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以分組的方式讓學生在收

集斜張橋相關資料後，設

計與製作斜張橋，並於完

成後測量其總長度、總重

量與載重量。 

表 3-1 翰林版營建科技教學活動(續)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步驟簡介 

房屋結構檢

核表之建立

與檢驗 

1.認識房屋結構的種類及相關知識。 
2.培養資料收集及分享知識的能力。 
3.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4.正確使用工具檢驗，並注意工作安全。
5.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依課文所述房屋結構之

內容，分組討論房屋結構

檢核的時間與重點為

何，並整理成房屋結構檢

核表，對自家進行檢核。

檢視我的家

(一)—畫出
自家的室內

配置圖 

認識室內配置規劃並練習繪製室內配

置圖。 

讓學生認識室內配置圖

之各項符號意義後，利用

方格紙，依照一定之比例

繪製出自家之室內配置

圖。 

檢視我的家

(二)—我們
的家安全嗎 

檢視自家的生活機能與安全性。 

將自家室內的照明、水、

電、瓦斯、消防等設備用

相機拍下，並印出貼於前

述活動之配置圖上，加引

線說明其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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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設備檢

核表之建立

與檢驗 

1.認識居家設備及環境的種類及相關知
識。 
2.培養資料收集分析及分享知識的能
力。 
3.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 
4.正確使用工具檢驗，並注意工作安全。
5.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 

依課文所述居家設備及

環境之內容，分組討論居

家設備及環境所應檢核

的時間與重點為何，並說

明在進行上述檢核時，應

使用哪些工具或方法進

行檢核。 
表格資料來源：翰林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二年級下學期(2007) 

 

(二)南一版 

 

表 3-2 南一版營建科技教學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步驟簡介 

住屋模型的

設計與製作 
透過住屋模型的製作，讓學生能利用

學過的知識設計自己的住屋。 

讓學生在蒐集房屋廣告與

住屋設計圖後，將自家的

配置更改為心中理想的規

劃，最後再利用珍珠板等

材料將其製作成立體模型

屋。 

教室課桌椅

的健康檢查 
讓學生能動手維護日常生活中所使用

的課桌椅 

讓學生檢查各自的課桌

椅，若發現問題後，使用

補強、補眼、上漆等方式

維修之。 
 

表 3-2 南一版營建科技教學活動(續)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步驟簡介 

省水馬桶的

設計 學習如何設計節水的馬桶 

由教師說明馬桶水箱操作

原理及省水馬桶設計原則

後，讓學生分組蒐集資

料，設計修改家用馬桶成

省水馬桶的方式，上台發

表。 

延長線的製

作 

藉由實際製作，培養學生自己動手做

的技能與興趣，並認識居家的用電設

備操作的方法。 

使用十字螺絲起子、尖嘴

鉗、剝線鉗等手工具，製

作延長線。 
表格資料來源：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第二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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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軒版： 

 

表 3-3 康軒版營建科技教學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步驟簡介 

空間的魔法

師 
透過設計的過程，了解室內空間、動

線、採光及通風等空間規劃原則。 

讓學生在收集相關資料

後，設計並製作出一房屋

的立體模型。 

現代馬雅 
1.了解金字塔的基本外觀與結構。 
2.了解木造建築物的施工流程。 
3.練習基本手工具的操作方法。 

讓學生分組在一底座為

18~21公分之正三角形或
正四方形上，規劃並建造

金字塔，並測量其作品高

度、總層數、每一層的邊

常與夾角、使用材料總長

度等，並評估其是否平

穩。 

撼動天地 

嘗試建造一棟可以防震的房屋模型，

並試著了解樑、柱在房屋結構中的作

用；比較不同結構設施的防震效果；

練習基本手工具的操作方法；及體會

房屋的設計與施工品質對生命安全的

重要性。 

讓學生利用黏膠與繩線，

將木條一層層組合成房屋

模型，且每層樓高為15公
分，各層須能放入250mL
的鋁箔包，最後測試其耐

震度。 
表格資料來源：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第三冊(2007) 

 
從上述整理可發現，現今國中教科書之營建科技教學活動，多數仍是以做中

學這種概念出發，如「教室課桌椅的健康檢查」與「延長線的製作」兩個活動就

是典型偏向技術層面的活動，而「設計與製作一座斜張橋」、「住屋模型的設計

與製作」、「空間的魔法師」、「現代馬雅」與「撼動天地」等五個教學活動則

是偏向模型製作的活動。然而如前段所述，營建科技所包含之構造、科學原理與

應用技術都是相當龐大且複雜的，模型的製作與實際建造建築物之間實有一段差

距，固然模型的製作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使用手工具能力以及力學

概念，但此三個項目的中僅有力學概念與營建科技之內涵有直接關聯，而「教室

課桌椅的健康檢查」與「延長線的製作」兩個教學活動更只有提升學生技術能力

之目的，其與營建科技內涵之關聯性就更低了。因此，若欲讓學生從活動中體認

營建科技之內涵與特性，或許須跳脫從做中學的概念，輔以不同類型的學習活

動，方能讓營建科技的教學更為完整。 

而除了上述的七項教學活動外，「認識自己居住的城市」、「房屋結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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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建立與檢驗」、「檢視我的家(一)—畫出自家的室內配置圖」、「檢視我的

家(二)—我們的家安全嗎」、「居家設備檢核表之建立與檢驗」等五項教學活動

即是讓學生針對某一特定主題，進行較深入的探索，讓學生從中達到體認與瞭解

營建科技之目的。 

筆者即以這種主題式的探索活動為出發點，改以校園建築為題材，讓學生一

方面能在觀察校園建築的過程中體認營建科技的內涵，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學生對

學校的認同感。以下即為筆者設計之校園探索活動。 

 

参、教學活動設計 

(一)活動名稱：校園探險記 

(二)教學對象：國中八年級 

(三)教學時數：六節(每週兩節，共計三週) 

(四)教學目標 

1、瞭解營建科技的定義與範圍 

2、瞭解營建科技常見的材料與結構 

3、瞭解綠建築的定義與指標 

4、認識校園建築 

5、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五)活動概述：本教學活動以校園建築為題材，第一週以營建材料為主題，

第二、三週主題則為綠建築。在第一、二週的第一堂課講解相關概念後，

第二堂課給予學生探索的題目，要求學生在校園中找到答案後，利用數

位相機將答案拍攝下來，並待探索活動結束後，上傳到教師電腦中，以

此作為評分的依據。而在第三週，則要求學生利用第二週所拍攝到的照

片，進一步整理成PowerPoint檔，進行有關校園綠建築之報告。 

(六)使用工具： 數位相機、電腦、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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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學活動程序 

節次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一 

1.說明營建科技的定義與內涵。 
2.介紹建築物的各種結構之用途。 
4.介紹常見的營建材料。 
5.說明第二節學生將需完成的任務並引導
學生進行討論。 

1.專心聽講，適時發問。
2.踴躍參與小組討論，並
將討論結果先行記錄在

活動單上。 

二 

1.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2.帶領學生開始進行校園探索活動「校園探
險記」 。 
3.待學生回教室後，公佈題目答案，並針對
校園建築所使用的材料進行總結。 
4.確認學生上傳拍攝的照片。 

1.與小組一同探索校園，
完成任務。 
2.回到電腦教室後，上傳
拍攝的照片。 

三 

1.講解綠建築的定義與九大指標 
2.介紹我國知名的綠建築 
3.說明第六節學生將需完成的任務並引導
學生進行討論 

1.專心聽講，適時發問。
2.踴躍參與小組討論，並
將討論結果先行記錄在

活動單上。 

四 

1.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2.帶領學生開始進行校園探索活動。 
3.待學生回教室後，進行方才活動的小結。
4.確認學生上傳拍攝的照片。 

1.與小組一同探索校園，
完成任務。 
2.回到電腦教室後，上傳
拍攝的照片。 

五 1.說明報告的形式與範例 
2.引導學生開始進行製作報告。 

1.專心聽講，適時發問。
2.認真參與小組討論。 

六 1.引導學生發表。 
2.總結與講評。 

專心聆聽同學發表。 

 
(八)教學內容主題：第一週以讓學生對營建科技有初步的瞭解為主，教學內

容可細分為營建科技的演進、營建科技的意義、營建科技的影響、建築

構造的分類、營建常用的材料等五個主題(教學投影片請參見附錄一)，

經過第一節課的講述後，再讓學生至校園觀察校園建築所使用之建材。

第二週以綠建築為主題，在第一節課先說明綠建築的定義、綠建築的九

大指標以及國內外綠建築之案例(教學投影片請參見附錄二)，第二節課

則讓學生至校園中，探索符合綠建築指標的校園建築與設施。第三週則

承接第二週之內容，讓學生針對第二週的校園探索進行小組討論，將上

週所拍攝的校園建築或設施的照片，製成PowerPoint檔，說明該項建築

或設施是否符合綠建築的指標，並對不符合處提出改進意見，最後再描

述小組所認為的未來建築功能(參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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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單 

1.第一週探索活動 

校園探險記 
組別：_______  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石材、磁磚、金屬、塑膠、木材、水泥都是常被拿來使用的建築材料，請

試著找出校園中，有使用到這些材料的建築設施，並試著說明這些設施使用該

種材料的原因。 

題目 你覺得這些設施會使用該種材料的原因是？ 

1.請找出三處是以石

材構成的營建設施來

做說明。 

照片編號： 
 

2.請找出三處以磁磚

所構成的營建設施。 
照片編號： 

3.請在校園中找出三

處以金屬所構成的營

建設施。 

照片編號： 

4.請在校園中找出三

處是以塑膠所構成的

營建設施。 

照片編號： 

5 請在校園中找出三

處以木材所構成的營

建設施。 

照片編號： 

6.請在校園中找出三

處以水泥所構成的營

建設施。 

照片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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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週探索活動 

福和的建築夠”綠”嗎？ 
班級：    組別：    成員座號： 

    綠建築的設計總共有九大指標，其中比較容易觀察出來的有，綠化指

標、日常節能指標和水資源指標，現在，請試著觀察看看，福和的建築設計，

是否符合這幾項指標呢？ 

拍照並說明原因 

指 標  
說 明 

你覺得福和的這個地方”符合”或”不符
合”，綠建築的指標，為什麼？怎麼改進？ 

□符合 或 □不符合 綠化指標 ~  
利用建築基地內自然土

層以及屋頂、陽台、外牆、

人工地盤上之覆土層來栽種

各類植物 

 
 
 
 
□符合 或 □不符合 日常節能指標之風向氣

流運用 ~ 
善用所處位置的風向，

或建築所造成的風向改變，

來改善建築的通風條件 

 
 
 
 

□符合 或 □不符合 日常節能指標之光源運

用 ~ 
利用所處的位置，或其

他設備，來將自然光引進建

築物內，增加建築的自然採

光 

 
 
 
 

□符合 或 □不符合 日常節能指標之太陽能

運用 ~ 
利用太陽能板或太陽能

收集設備，收集太陽能作為

建築日常使用之能源，以減

少能源的浪費 

 
 
 
 

□符合 或 □不符合 基地保水指標 ~  
指建築基地內自然土層

及人工土層涵養水分及貯留

雨水的能力 

 
 
 
 
□符合 或 □不符合 水資源指標 ~  

指的是省水器材，雨水

再利用等設計，減少水資源

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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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活動成效 

綜合前述，本教學活動其實就是一種以校園為題材的戶外教學活動，然而在

國內科技教育領域中，甚少有關於戶外教學成效的研究，但根據筆者的觀察，本

教學活動至少有以下幾點成效，是在教室內上課所不易達到的： 

(一)將抽象的概念賦予真實的意義：Hammerman等人(1994)曾說明概念是

人類對一個複雜的過程或事物的理解，是抽象的、普遍的想法，而戶

外教學則提供教師媒介，賦予抽象概念以真實意義。以筆者本次教學

經驗為例，即發覺到部分學生無法分辨出水泥、磁磚與石材三者的不

同，但在探索活動的過程中，原本概念不清楚的學生經過實際的觀察，

以及和同學的討論，最後終能釐清三者之間的差異。 

(二)學生能得到探索的喜悅：蔡宛芸(2001)曾說明戶外教學的環境所能給予

學生直接且真實的刺激，讓學生在探索的過程中感受到實際學習的樂

趣，進而得到探索的喜悅，這對學生來說是不同於在傳統教室上課的

體驗，且也是在傳統教室教學中所難達成的。傳統的生活科技教學，

大都是在教室內上課，若安排幾次戶外探索的活動，學生的學習動機

與興趣就會有所提升。 

(三)讓學生實際體驗，比在室內上課還來的有寫實性：科技的進步，讓教

學媒體的發展日愈精進，然而無論是使用照片、影片、模型等科技來

呈現，仍然遠不及實際的親身體驗來的有寫實性。在傳播科技或製造

科技的教學中，我們可以讓學生在製作某些作品的過程中，體驗、瞭

解該科技領域的內涵，但在營建科技中，我們卻難以要求學生製作出

一棟實際的建築物，因此，此點格外重要。 

(四)讓學生更認識校園：本教學活動是以校園為題材，因此學生為了完成

教師所交付的任務，必須仔細的觀察校園建築，甚至是進一步提出改

進的建議，在這樣的過程中，將有助於學生認識不熟悉的校園場所。 

 

伍、結語 

本教學活動以探索校園為主題，藉由實際觀察建築的過程，讓學生對營建科

技能有更深刻的認識，針對本活動的進行經驗，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校園探索活動的範圍：在進行校園探索的活動時，首先遭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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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可能會干擾到其他班級。為了避免此點問題，筆者在進行教學活

動時，選擇在九年級學生畢業之後進行，因此，筆者以空的九年級教

室大樓作為探索範圍，以此避免干擾校園秩序的問題，然而各校的情

況不一，要如何限定探索的範圍，就需依照學校各別的情形進行調整。 

(二)注重學生安全：在進行探索活動時，教師難以同時觀察到每一組的情

形，因此在進行活動前，須再三叮嚀學生切勿離隊而行，且務必在限

定的範圍中進行探索，如此，一方面能顧及學生的安全，另一方面也

可避免維持校園秩序的困擾。 

(三)活動過後，可要求學生製作報告書；在進行完探索活動後，可以引導

學生討論活動中的發現，並將之歸納成報告書，如校園空間規畫、校

園安全、校園老舊建築的檢核等報告書，藉此加深學生對學校的認同

感。 

(四)探索校園的主題可再多元化：除了營建材料與綠建築外，其實還有許

多主題也很適合在校園中進行觀察或探索，如無障礙空間規畫、校園

空間規畫、校園建築安全、校園之美等，相信讓學生以這些主題來進

行校園探索，也都能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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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一週教學投影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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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二週教學投影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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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三週學生報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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