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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工開物探討科技史教材及應用 
劉可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系博士班 

 

壹、前言 

一本暢銷好書容易編寫，一部能歷久彌新、永世流傳經典名著不易完成。李時

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徐弘祖的徐霞客遊記、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考工

記(作者不詳)及沈恬的夢溪筆談等長篇巨著，都是中國古代所留存的科技類經典好

書。這些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啟後，集歷代之大成的特點，它們既承接前人的優秀成果，

而且在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方面，還有許多創新。而天工開物使用歷史文獻研究和田

野調查研究法，為農工庶民們的生活，留下客觀科技史紀錄，作者宋應星實踐「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的知行合一觀念，將教育知識與自然環境的觀察合而為一，並著實重

要地紀錄農工產業的科技成果，它總結十七世紀前之明末中國社會農、工業的科技發

展，擺脫當時學而優則仕和制式教育的寫作。閱讀此書，會刺激人們觸動心靈，思索

中西文化問題，現階段人與科技、人與天地的關係，以及活在當下所需要深刻反省的

問題。 

在最近中國大陸出版的影響中國的 100書內，作者張秀平及王曉明也將本草綱

目、農政全書、天工開物、考工記及夢溪筆談選入其中。根據史料記載十六世紀中葉

以後，西方耶穌會的傳教士來到中國，西方最新科技也跟著傳入中國，對我國近代科

技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傳教士中以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一起共同翻譯

許多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等，都成為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的先驅。在教學

中適時引用這些經典名著，可以讓您的教學引經據典，集思廣益，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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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天工開物內涵及科技史 

宋應星寫書前，先參考古書文獻，如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

傳、論語、孟子、史記、漢書、後漢書、山海經、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孔子

家語、嶺表錄異、于田行程記、糖霜譜、墨譜、墨經、本草綱目等二十四書，再應用

田野研究尋找資料。他發現許多科技資料，都在國人自私「祖傳祕方」的情況下失傳

矣！因此，他走出家園篤遵知行合一實證精神，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心態，到民間

各種生產場所參觀，向工人請教各種詳細生產的技術。此外，他也從宜縣送往迎來的

商人談話中，獲得一些有關於生產方面的知識。在沒有老師可請教，也沒有志同道合

的朋友討論下，獨自歸納整理，終於在西元 1637年完成一部「天工開物」偉大巨著，

他的學術研究精神，實為後人所讚譽。書中以簡單文字、圖片及量化數據方式，整理

出農、工產業生產技術，但此書與當時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主流思想

相背離，並未受到廣泛的重視。僅於古今圖書集成與授時通考引用，刊印二次後，於

乾隆時期，因書中「夷虜」字眼，而成為禁書。然此書在日本反造成流傳，於十七、

十八世紀裡被大量引用之重要科技叢書，中國則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被學者自

日本迎回採用。本書內容概述如下： 

一、作者及章節安排 

(一)原著作者 

宋應星，字長庚，明朝江西省南昌府奉新縣北鄉雅溪牌坊村（今宋埠鄉

牌樓村）人，生於明萬曆十五年（西元 1587），約卒於清順治年間（十七世

紀中葉），出身於名門書香。曾祖父宋景擔任過御史和吏部尚書，其父爲工

部官員。他出任地方官吏，正直清廉，深得汀州百姓敬仰。崇禎十六年（1643

年），宋應星又前往安徽毫州就任知州，官居五品。為官期間就已完成論氣、

談天、原耗、美利箋、雜色文、天工開物等哲學和技術著作。次年，因明朝

覆滅，便告老還鄉，著書立言，以文學論著自娛。他常接觸下層人民生活，

對當時明末政治的腐朽及學風的敗壞，有較深刻的體認。宋應星大部分著作

多已失傳，現只存天工開物、野議、論氣、談天和思憐等五部作品。從野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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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憐著作中，可看出他親民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憂國憂民和追根

究底的文學造詣。他以天工開物傳世，並享譽於海內外。 

(二)天工開物原著內容：圖文並茂，分上、中及下等三部，共十八卷，按照食衣

用品等不同的生產編目。全書記錄 130多條技術經濟數據，附有 123幅插圖，

還畫有 270多個現場操作的勞工圖像。此書文字簡潔，內容廣博，有系統地

記敘中國古代（主要是明代）的農業、手工業等方面的科學技術成就。文按

「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全書分為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鹹、甘

嗜、陶埏、冶鑄、舟車、錘鍛、燔石、膏液、殺青、五金、佳兵、丹青、曲

蘖和珠玉等十八篇。其內容 1.乃粒是指農產品的生產（例如糧食生產）；2.

乃服探討紡織技術（例如衣料織造）；3.彰施研究染色技術；4.粹精述說穀

物的加工；5.作鹹談製鹽技術；6.甘嗜指製糖；7.陶埏寫出研究磚瓦的燒製和

陶器、瓷器的製作；8.冶鑄指金屬冶鍊和鑄造；9.舟車為車船製造；10.錘鍛

為金屬鍛造；11.燔石是石灰、礬、硫磺等礦物的燒製，煤的採掘和加工；12.

膏液為榨油；13.殺青為造紙；14.五金述及金屬冶煉；15.佳兵為兵器製造；

16.丹青寫顏料和墨的生產；17.曲櫱為釀酒；18.珠玉研究珍珠、玉石和瑪瑙

的採取加工等。內容簡略介紹如下： 

1.食：作者認為民以食為天，故首目乃粒，因五穀不能自生，要靠人去種植。

若把全書所有食的生產加起來，它占本書最多和最重的份量。書中首次

記述再生秧技術、以砒霜拌豆麥種子防蟲和殺蟲、蕎麥施肥之法…等多

項農田技術，但它也有一些缺憾，例如他引用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四

「谷部大豆」等許多前人的作品文字，卻未說明出處。另外他的考證亦

有不完備之處，例如宋應星對「麥」的栽培，他提到江南的麥子「晚間」

開花，江北的麥子「白天」開花的奇異現象，但文中並未就他所觀察到

的事情，提出合理性的解釋。例如江南有數萬隻麻雀，會成群結隊飛至

麥田啄食麥子，釀成農業災害之事也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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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衣：乃服指衣服，書中第二部份是全書單章中最長的一章。相傳距今五千

黃帝妃子嫘祖發明養蠶製絲，雖不可考，但由新石器時代遺址所出土的

蠶繭、石蠶繭、陶蠶繭和蠶繭的裝飾品，證實中國蠶桑生產歷史悠久，

書中對養蠶和製絲有詳盡記載，從蠶的選種餵養，桑葉的葉料，病蟲害

防治，結繭、取繭、選繭和脫膠加工，到治絲、調絲和絲線染色，再透

過繅車和紡車織成各種圖案，文中還提及「提花機」驚人發明和應用，

所有製造過程圖文並茂。最先記述利用「早雄配晚雌」的雜交優勢，以

培育新品種的方法，並指出家蠶「軟化病」的傳染性，指出「需急擇而

去之，勿使敗群」的處理方法。作者在這個部份，不僅講到工藝技術，

甚至於涉及到更為嚴肅的話題範圍。以「絲和麻」和「貂、狐和羊皮」

引喻當時富貴貧賤的社會，認為這美麗的絲綢、錦緞和貂狐皮，僅為貴

族們的專利，貧苦的工匠和普通的農民無緣享受，只能穿麻、葛和老羊

皮為原料布衣。他語重心長的道出「但看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人曰

萬物之靈，五官百體該而存焉，貴者垂衣衫而煌煌山龍以治天下，賤者

短褐麻裳，冬以禦寒，夏以蔽體，以自別於禽獸」。 

3.行：舟車的科學技術：有輪軸傳動原理者為「車」，例如水車，而有槓桿

原理應用者為「機」，這是中國人對「機」械系統的讀解，例如提花機，

但把輪軸傳動和槓桿原理同時應用者，第一次出現在「水碓」一圖中，

所以清未西方的船堅利砲時，便把西方人的蒸氣船翻譯成「輪」船，就

是對機械系統之一種類化。 

4.粹精：此章節為宋應星親自深入田野研究所得之調查出研究，論述食品加

工業的發展，最主要是穀物加工，寫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水準提高，並對

飲食文化之講究。其內容包括稻、麥、小米、黍、稷、粟、梁、麻、菽

等農作物的栽培與加工製造。關於稻米之加工過程包括脫粒、去殼、過

篩、去皮等。麥之加工脫粒、去秕、磨粉、入羅。小米之加工、麻之加

工、豆類之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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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膏液：指植物油脂應用和提煉工業，例如點燈油、燃料油、潤滑油、填補

隙縫油、肥皂等。宋應星在本章中首先提到油脂蘊藏在植物種子中，不

會自行流出，必須要借助水火、木石加以施工後，才能提煉出油脂。 

6.冶鑄：包含金屬錘鍛、冶煉，鑄造技術，金屬加工，有「燜鋼」的箱式滲

碳製鋼工藝，活塞式鼓風箱的使用，金屬複合材料技術的基本操作…等

多項科技內容。 

7.珠玉：為採玉和玉石的加工的過程，有金銀玉器及其他各類工藝作品。目

前博物館內，尚保存許多令人拍案叫絕精品，例如翠玉白菜、包金獸、

長信燈、銀鎏金龜（唐）、錯金節、金銀銅縷玉衣（如圖 1）、肉形石（如

圖 2）…等稀世珍寶，件件都展現出中國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藝，。 

 

圖 1銀縷玉衣                圖 2肉形石 

資料來源：編修自跨越時空文明，2004資料來源：編修自文建會，無日期 

其餘各章內容均有記載各項驚人技術，可做為農政、化學、生物、歷史、

社會和科技等各相關學科教學教材，亦可做為研究調查之用，例如從食品加

工製造的介紹中，就可以瞭解，當時人們對飲食文化的講究和人民的生活水

準。 

二、科技史教學 

何謂科技？根據調查結果，一般社會大眾認為科技是「電腦、高科產品科

技是新高科技產品」，而部分學者認為科技是「研究所有人造物」，當然這個

「人造物」包含有形無形所有物。這顯示科技概念在一般人與科技學者之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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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落差。科技指人類善用知識及創意，延伸人類肢體，器官或功能，以解

決生活上或實際上的問題，讓我們的生活更好。它包括物品、材料的處理，非

物料？、或管理、控制的方法及程序，並延伸、擴大人類的能力的應用科學，

而這記載人造物的演化過程簡稱為科技史。自然界的演進是隨機的，而人類科

技的演進，是經由人類有意識的活動、世世代代延續人造器物的演進結果，是

經過一連串改變，大部分是漸進的、延續性的，例如飛機。有些是偶然發生的，

與先前的器物無關的，例如電報、電話。但它與科學仍有差別，因為科技涵蘊

多樣性、需求及選擇等三個面向，被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更多層面所選

擇(Basalla, 1988；劉可德,2006)，故科技的演進與自然界的演進不同。 

 

參、教材資源 

所謂教學資源乃指可輔助教學活動進行之媒體均包括在內，詳細分類可包括教科

書、參考書、自編教材、研究文獻、教案、網路資源、童繪本、視聽媒體、實物、日

常生活活動及可供參觀機構等。其中需說明的教學資源如下： 

一、教科用書或參考用書 

教科用書是一種重要的教學材料，優質且內容豐富的教科用書，可以作

為教學的主要材料，可省去教師在資料蒐集方面的許多時間與困擾，目前市

售一些關於科技史書籍包羅萬象，中英文書籍（包括翻譯書籍）各具特色。 

科技教育經常透過實務操作，引起學生興趣，經由動手操作領悟到內隱

知識，以達學科理論與實務交相驗證，而教師在選擇科技史用書時，無法實

務操作，則需以內容設計活潑易於講授，並引起學生興趣為主，例如科技演

進產品實體，收編相關教案，議題研究或豐富科技產品圖片等。教師可運用

週遭生活案例或課本範例，安排教學討論、分享、活動或課後作業，這也是

一個很好的教學活動設計。目前市售有關天工開物相關科技書籍很多，僅列

示如下表 1部份繁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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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科用書或參考用書 

運

用 

教學媒體例示 

運 

用 

一

談

天

工

開

物 

書名：天工開物（中國歷代經典寶庫 22集） 

原著：宋應星 

作者：蔡仁堅、蔡果荃 

出版日期：1998（四版） 

出版社：時報文化。 

天工開物相關書籍另尚有： 

1.王雲五（1972）主編，天工開物，口袋書，台臺灣商務印書館。四版 

2.潘吉星譯（2004）著，天工開物，台灣古籍。 

3.許麗雯（2005）著，教你看懂天工開物，高談出版社。 

4.施純協（1990）著，天工開物---科技教育之歸根與常道，知行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5.潘吉星（1988）著，天工開物導讀，巴蜀出版社。 

6.董啟章（2005）著，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麥田出版社。 

運 

用 

二 

中

國

科

技

古

書 

書名：教你看懂夢溪筆談 

原著：沈恬 

作者：許雯麗 

出版社：高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年 07 月 15 日 

尚有： 

聞人軍（1990），考工記導讀圖譯，明文出版社。 

(考工記為奴隸社會官方著作，是現存中國最為古老的一部手工業文獻，書

中不僅保留大量生產技術資料，而且還記載 2500多年前春秋時代生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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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營建製造。) 

運 

用 

三 

中

國

科

技

史

古

書 

書名：中國科技史 

作者：華覺明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04 

科技史相關書籍另尚有： 

1.李約瑟（1990），中國科學技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劉君燦（2004），中國科技史采風錄，唐山出版社。 

3.陳萬鼐（2002），陳萬鼐科技史論著選集，文史哲出版社。 

4.何丙郁(1982)，中國科技史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 

5.陳美東、杜石然、金秋鵬和范楚玉（1992），簡明中國科學技術史話，明

文出版社。 

6.陳曉中(1990)，中國古代的科技，明文出版社。 

7.劉君燦（1986），談科技思想史，明文出版社。 

8.王一川和陳開樹(1998)，改變歷史的 100項科技成就，牧村出版社。 

9.趙海明和許京生(2001)，中國古代發明圖話，三聯出版社。 

10.何立人(1993)，中國人如何改造世界，國家出版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視聽媒體 

現在的學生非常幸福！目前台灣部份學校的教室中，己設有視聽媒體播放

設備，可供教學播放 CD、VCD、DVD、錄影帶、錄音帶、幻燈片、網路教材、

電視及文宣品等視聽媒體。教師在上課內容或討論主題中，適時融入相關的影

片、廣告、音樂、相片及圖片等，是十分討好學生的教學方法，易於引發學生

學習動機，又避免學習困頓。目前市售可供科技教育教學影片相當多，可靈活

交叉運用於諸多主題討論中，以下僅列示研究者曾使用的三部影片媒體教材： 

(一)跨越時空文明：DVD，一套 10集。每集介紹 3單元，分別為龍飛鳳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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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戰國、周易八卦、孔孟儒家、老莊道學、秦皇漢武、貞觀之治、中土佛陀、

白紙黑字、科舉考試、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神農醫藥、以農為本、商業貨

幣、絲綢之路、青銅陶瓷、天工開物、古代建築、塔寺園林、石窟藝術、帝

王陵寢、水墨丹青、書法硯寶、各領風騷、梨園戲曲、變法圖強、通古鑒今、

康乾盛世和跨越時空等共 15單元。國語發音，中文字幕，彩色普遍級，出版：

寧夏文化廳、九州音像出版公司、寧夏電視台。 

跨越時空文明第 6集的「天工開物」中，引出我國絲織工藝技術登峰造

極境界，例如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所出土漢代「素紗單衣」如圖 3，總

重 48克，薄如蟬翼，輕軟透明，完全可與現代的尼龍絲相比擬。又例如清朝

乾隆年間運用提花機技術，26種彩色絲線織所織出的「極樂世界圖」如圖 4，

高 4.48米，寛 1.965米，其中織出 278個神態不同的人物，人物生動，色彩

絢麗，把手工織錦的技術表現的淋漓盡致，它把當時的社會縮影並反映人們

對物質精神世界的追求，成為傳統紡織品間稀有的珍品之一。 

 

圖 3素紗單衣 

資料來源：編修自跨越時空文明，2004

圖 4極樂世界圖 

資料來源：編修自跨越時空文明，2004

另外跨越時空文明第 3集的「白紙黑字」中，拍出中國漢字由繁到簡的

過程，以及紙和印刷術的重大發明。 

(二)天工開物：DVD，一套 12張，分別為 1.兵器； 2.造船； .3.文房四寶； 4.建

築； 5.印刷術； 6.鑄造； 7.算術； 8.醫學； 9.造車； 10.天文物理； 11.

民技； 12.陶瓷等。每片約 50分鐘，探索古文明中國的科技，國語發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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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幕，彩色普遍級，由百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版。 

(三)神祕中國：DVD，一套 6集，第 1集女兒國；第 2集三峽白龍船；第 3集最

後的山神；第 4集朝聖之路；第 5集仁慈樂土；第 6集太陽部族（每片長：

每集 50分鐘）。本文主要介紹其中第 5集(仁慈樂土)，內容談到中國境內尚且

留存的模版印刷術，並拍攝整個製作過程，若經過剪輯相關內容，約十餘分

鐘，就可以讓學生心領神會，收事半功倍之效。影片國語發音，中文字幕，

彩色普遍級，由百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版。  

三、教學相關網站 

網路具有無遠弗屆特性，結合各國許多相關科技網站，可供教師引用的現

成教材，但需先瞭解網站內容，再考慮教室的設備，擷取適合可供運用相關資

源，以下提供介紹天工開物相關資源和網站如下： 

(一)電子書 eBook： 

1.中文書：天工開物內容在建國科技大學讀書會

（http://www.ctu.edu.tw/study06/sung/sung.htm）中，介紹、圖案和討論最

完整，可借目前網頁已不提供，所以教師在搜得網站相關重要資料時，最

好能立刻存檔備用，才不會有遺珠之憾。現在相關網站中僅能找到部份內

容，雖然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海華文庫網站

（http://edu.ocac.gov.tw/ocac_ebook/show-chap.asp?chap=100048-001-0021）

中，有提供電子全文、影音檔、生難字總覽及併音對照表，但是天工開物

所占的內容不多如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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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草綱目與天工開物。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無日期。 

 

2.英文書：古騰堡計劃網站為一 eBook圖書館，網址

http://www.gutenberg.org/，專門收集世界各國已無著作權的國寶好書，目

前己有 20,000多本書，其中還收錄我國孫子兵法、老子…等古書。有趣的

是這些古書都已翻譯成英文書，可提供教學、研究或中英文各類詞彙對照

之用，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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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古騰堡計劃。 

資料來源：eBook圖書館，2005。 

 

(二)相關學習網站：例如歷史文化學習網 

(http://culture.edu.tw/history/smenu_photomenu.php?smenuid=21&s_level=&subj

ectid=54)中有提到天工開物，並分為初級、進階及教學三個層次提供教學運

用教材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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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錢幣與鑄造方式。 

資料來源：編修自歷史文化學習網。 

(三)郵票：目前天工開物書中的圖片被出版為郵票，並加入彩繪可供觀賞及運用

如下圖 5，這些郵票除了會引起喜愛集郵同學的注意進而引起學習動機，還可

應用到下節所提到彩繪教案設計。 

1.絲織：一套 5張，絲是一種極貴重的布料，相傳皇帝的妃子嫘祖發現蠶絲織

衣技術，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和織造絲綢的國家。下圖 8分別為(1)育蠶 (2)

擇繭 (3)治絲 (4)緇車 (5)織綢 

 

圖 8 天工開物中的絲織。 

資料來源：編修自集郵小站，無日期。 

2.舟車：一套 4張，下圖 9分別為(1)漕舫 (2)六槳課船 (3)雙綞獨轅車 (4)南

方獨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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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天工開物中的舟車。 

資料來源：編修自郵政總局，無日期。 

3.造紙術：一套 5張，分別為(1)斬竹漂塘。(2)煮楻足火。(3)蕩料入簾。(4)

覆簾壓紙。(5)透火焙乾。下圖 10為(1)斬竹漂塘。(2)煮楻足火。(3)蕩料

入簾。(4)覆簾壓紙。 

 
圖 10天工開物中的造紙。 

資料來源：編修自集郵小站，無日期。 

4.灌溉：一套 5張，下圖 11分別為(1)筒車引水 (2)牛轉水車 (3)踏車取水 (4)拔

車汲水 (5)槓桿提水。 

 
圖 11 天工開物中的灌溉。 

資料來源：編修自集郵小站，無日期。 

5.瓷器：一套 5張，農業社會，由於石器、木器無法滿足需要，陶瓷器乃應運而

生。下圖 12分別為(1)製胚 (2)修胚 (3)彩繪 (4)施釉 (5)燒窯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七年  四十卷  第五期 

 85

 

圖 12天工開物中的瓷器。 

資料來源：編修自集郵小站，無日期。 

(四)錢幣：在 1995年中國大陸發行的中國古代航海船紀念金銀幣中，就有引用

天工開物中漕舫為圖案。在劉榮三(無日期)的由船幣看船史文章中，可以找

到船史相關資料（網站

http://samhomepage.myweb.hinet.net/coins/coinshipstory4_4/coinshipstory4_4.

html）。下圖 13為天工開物中的漕舫圖和中國古代航海船紀念金銀幣。 

  

圖 13天工開物中的漕舫圖和紀念金銀幣 

資料來源：劉榮三，無日期。 

(五)圖畫：教師也可以從中國古文書畫或音樂中，尋找當時的科技社會，例如在

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ch/a0306010214.htm)裡，清明上河圖中

就有一些商店及工作者圖像如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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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清明上河圖 

資料來源：編修自故宮博物院，無日期。

清明上河圖如圖 6是雍正皇帝下詔繪

製，乾隆朝時完成。由宮廷內畫家依各

朝的仿本，集各家之大成，再添加明清

時代的特殊風俗，例如踏青、戲劇、猴

戲、特技、擂台等。畫中橋樑、屋宇、

人物皆細膩嚴謹，又因受西洋畫風的影

響，街道房舍均以透視原理作畫，其中

還有西式建築。用筆圓熟細緻、情節豐

富、色鮮明亮，是研究明清科技社會所

不可缺的教材。 

 

四、延伸教材： 

教師可善加使用社會教學資源製作或設計延伸教材： 

(一)如帶領學生做教學參觀、觀摩活動、各相關議題展覽會場參訪或專訪科技史

專家，亦是有實質教學成效活動設計，學生透過觀察及次級資料取得，瞭解科

技精神、理念，收潛移默化之效。在各項教學活動中，領隊教師應注意到學生

的之安全，並且不宜打擾到參觀機構工作進行為原則。教師在參觀過程中，宜

要求學生事前需搜尋相關資料、穿合宜之服裝、守禮貌規矩、表現團隊精神及

事後心得報告等，以提昇學習成效。 

(二)鼓勵師生參與科技教育相關研習或研討會，享受密集的知識盛宴。 

(三)請學生自行搜索有關科技教育議題之新聞、雜誌、網路文章。 

五、建立與運用生活科技教學專業社群 

   教師若能建置科技史課程網站，設置討論版及留言版，可將實體各班學生

擴大成為一個無限虛擬社群，加惠同儕學習與互動，並為教學重要資料與協助

的來源。或者組織社團、讀書會或討論會，精熟所學，例如之前介紹建國科技

大學天工開物讀書會網站，就是由一群熱愛者參與組織而成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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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設計----例示教材運用 

ㄧ、單元名稱：請小朋友彩繪天工開物圖片 

二、適用年級：幼兒、幼稚園和國小一年級 學生 

三、總節數：二節 

四、能力指標和教學目標： 

(一)能力指標 

1.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練習寫彩繪圖案。 

    2.能選擇圖案和組合應用，培養豐富的想像力。 

(二)教學目標 

1.能依照格式完成彩繪。 

2.能觀察圖中人、事、物之間的關係。 

3.運用所學有條理的口述天工開物圖案所描寫內容。 

4.能組合相關圖案 

5.能有創意內涵 

五、教材分析： 

(一)利用現有天工開物現有圖片。 

(二)小朋友透過觀察與瞭解，彩繪圖中人、事、物之間的關係。 

(三)透過彩繪天工開物過程中，導入科技史概念 

六、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設計內容如下表 2 

表 2教學活動設計 

能力指

標代號 

活動過程 

(含教學過程與評量活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重點

a1 

 

 

活動一：愛書之旅 

老師提醒小朋友要愛公共讀本，

不可塗污或摺損。 

1節

 

共讀 

 

 

愛護公物

或珍惜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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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活動二：悠遊天工開物 

1.老師逐頁翻動,簡單敘述宋應星一生

及天工開物的內容。 

2.提示小朋友注意天工開物插圖所表

達的趣味。 

 1.單槍投影

機 

2.實物投影

機 

3.網站教材 

導引學習 

 

a3 

 

 

 

 

 

活動三：彩繪天工開物 

請小朋友利用現有天工開物現有

圖片，選擇一個完整圖案進行彩繪，

並考慮引用天工開物郵票彩繪內容： 

1.註明彩繪天工開物中圖片名稱與活

動內容。 

2.能表現圖中所觀察到人、事、物之間

的關係及色調。 

3.鼓勵圖中能加入有更有創意的內容。

1.天工開物

圖片 

2.天工開物

郵票 

3.圖畫紙 

4.彩具 

1.學生能

運用豐

富的想

像力 

2.完成彩

繪 

a4 活動四：評量及回饋 

1.對天工開物圖片能彩繪出有意義或

創意內涵者，加以奬勵。 

2.對彩繪圖片不理想者，加以建議或修

補。 

1節

 

1.公布欄張

貼優良作

品 

2.補救教學 

1.瞭解學

習成果 

2.建構正

確科技

史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參考資料：天工開物相關教材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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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探討科技史不僅要熟識過去的興衰紀錄，並且還要不斷地回顧、認識和總

結過去，才能貫穿史實脈絡，才能把變遷過程詮釋的更清楚。也唯有如此，才

能借由前人的研究，幫助我們瞭解現在和預估未來。而科技史課程不能教得很

刻板、死氣沈沈的或者是揠苗助長的公式教材，教學要教得活潑生動，就需在

有限資源情況下，善用各類科技設備及媒體教材教學，方能收事半功培之效，

而且只要教師細心選擇，一定還可找出或製作出更多更好的教學媒體。  

二、建議 

我國自稱為四大文明古國，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曾有過許多重大的發明和

創造，會讓西方國家望塵莫及的好教材。天工開物書承先啟後，深入細緻、有

系統和重視實踐，目前天工開物古書已是沒有著作權的好書，可供做學校教育

中科技史教學法的運用，建議如下： 

(一)建立專業社群與專門網站 

組織天工開物專業社群，例如社團、讀書會或討論會，並建構完整內

容網站，以供教師教學和充實國人科技素養，最好要設置討論版及留言版，

可將虛擬社群無限延伸，加惠同儕學習與互動，並成為教學重要資料與協

助的來源。 

(二)鼓勵書商出版天工開物繪本、設計勞作教材、拍攝卡通版或製作動畫版教 

材科技史若要向下延伸至幼兒和幼稚園階段，需要鼓勵書商出版天工 

開物繪本和勞作教材，另外拍攝淺顯易懂的卡通版或製作動畫版教材，也

可以快速讓國人瞭解我國科技史和天工開物。 

(三)設置獎學金鼓勵學者專家出版或編寫相關中國科技史叢書，或者融入西方

科技，使學習者能有橫向及縱向完整概念。 

(四)學校應充實各項科技教學媒體或軟硬體設備，以支持教師教學及活動，並

助益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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