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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年一貫課程修訂反思科技教育推動所遭遇的問題 
施能木 

國立台東大學美勞教育學系 

 

壹、前言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頒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

綱要」之後，各個課程領域綱要的制定與各項課程試行的推動都持續進行，然

而這一連串的課程與教學的改革活動，似乎為台灣教育過往的陳痾帶來整治更

新的契機，但瞬間推動這麼多的重大變革，也為教育實務工作者及社會大眾帶

來不少的困惑與不安，同時也對科技教育、科技教師造成全面的衝擊。 

因此，我們實有必要藉由此次課程的修訂，探討我國在推動科技教育過程

中所遭遇的迷失與問題，以便反思各個問題的癥結點，試圖尋求中小學科技教

育落實的途徑，以為科技教育的推動困境解套。 

 

貳、「科技」一詞的含義為何？ 

「科技」一詞是譯自英語「Technology」一詞，這便可說它是個外來語詞，

因此我們對其意義的掌握稍嫌不足，假若詢問十個人其對「科技」的解釋時，

可能無法獲得一個較一致性的回答，這是因為科技與人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

係，我們所處的環境應用著諸多的科技產品。然而，當詢問社會大眾其看到「科

技」一詞時，他會聯想到什麼東西呢？大部份人都可能會回答：「電腦」，這也

就是說在一般社會大眾心裡的想法即「科技等同於電腦」。這或許與美國柯林

頓總統在 2000年元月國會演說的內容不謀而合，他說美國政府將投資 20億美

元致力於公立學校師生運用科技，培養學生應有的科技素養，以達成四項目標： 

1.提供許有的教師與學生能夠使用最新的電腦。 

2.讓每所學校都能連接到資訊高速網路。 

3.發展出每個學科所需的好用軟體。 

4.讓許有教師發展他們所需求，以便幫助學生使用科技並用於學習。 

細看上述四項目標之中，我們可發現柯林頓總統所說的「科技素養」，其

實是等同於「資訊素養」，而他所說的科技也就是電腦。此時，我們需探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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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社會大眾會有「科技等同於電腦」的想法呢？我們不難發現：電腦是人們

日常生活中接觸最頻繁的科技產品，同時也是應用最多的科技知能，因此電腦

的應用深植於一般大眾的心中，所以人們自然會以電腦作為科技的化身。 

科技教育學者對「科技」的定義通常是：人們運用既得的知識，廣泛地應

用工具、材料、資源，以有效解決實務問題、調適人和環境關係的意圖和努力。

此種說法似乎蘊含著學術性縝密的解釋，其所使用的詞彙是艱深難懂的，較難

為一般民眾所瞭解與體會的。因此，科技的學術含義也無法深植於一般大眾的

心裡，故造成科技教育推動的理想面與實際面的間隙相當大。此時，我們必須

反思科技教育所談的理念為何無法深植人們心中？科技教育的教材教法能否

讓一般民眾認同？還有科技教育背離社會的現實面太遠呢？。 

在此次課程修訂中將「自然」與「生活科技」合併成「自然與生活科技」

的學習領域，因此我們除需知社會大眾對科技的看法外，同時也應瞭解科學教

育學者對科技的看法。李遠哲（民 89）在〈我對中、小學科技教育的看法〉

一文中曾提及： 

在目前的社會上，政府的很多科技預算、科技政策，我們講的「科技」這兩

個字是「科學」與「技術」兩樣事情在裡面。在歐洲、美國他們不用「科技」

這兩個字，應該是把science和technology這兩個字分開的。但是，當我們講

高科技的時候，高科技產業，那麼，我們這裡講的科技就變成 technology，

而我們講的「高科技」，其實「科」的部份很少，「技」是很重要的，所以英

文講 high tech，technology 我們把它翻譯成高科技，所以科技兩個字表面上

看起來好像很好用，什麼都是科技，反正跟科學、技術有關的都叫科技。我

覺得，我們在課程修改的時候，對這些字的使用可能要更明確比較好。所以

我覺得「自然與科技」不那麼適當，也許是「自然與技術」較好。 

由上述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知道科學教育學者認為「科技」應包含「科學」

與「技術」兩者，而非科技教育學者所說的「科技」。因此當「科技」一詞被

提出時，科學教育學者會認為不妥，是因為在他們的想法中科學是被包含於科

技之中，所以就造成與科技教育學者在想法上相當大的落差，「科技」被科學

教育學者視為「科學應用」、「技術操作」的層次（黃萬居，民 88；陳文典，

民89；王美芬，民89）。如此，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網要修訂過程

中，也因彼此間有著觀念的嚴重差異，而造成所修訂的暫行綱要中「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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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有著前後不符的現象，這會在後述內容加以探討。 

筆者認為人們對「科技」一詞較難有著清楚而明確的定義，因此在推動科

技教育的同時會遭遇「各說各話」的困境，如何尋求社會大眾對「科技」一詞

有著一致的想法？這是我們科技教育專業人員急需去澄清與傳播的。 

 

參、生活科技課程綱要前後不符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暫行綱要中的「(一)基本理念」提及：「透

過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人類善用機具、材料、方法、知識和創意等資源，增強

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其中不難發現科學教育學者仍秉持著「科技包含科學

與技術」的想法，也就是在這種想法的驅使之下，分段能力指標中「生活科技」

部份僅存「科技的發展」與「設計與製作」兩項（內容如表一所示）。同時4-4-1-1

至 4-4-1-3 等三項能力指標的內容，因是談及與科學的關係，所以要有所有區

隔，便可看到「技術」取代「科技」的敘述。然而，這些能力指標對應到教材

內容時，「設計與製作」的部份似乎前後有著不符的現象，次主題530中2a－

2d 的教材內容應該在國小三、四年級階段實施，但在能力指標的部份卻是從

五、六年級開始列起，因此無法作彼此間的對應關係。 

再者，能力指標所列的項目相當多，但在教材內容的規劃上似乎稍嫌較少

些，並且僅是能力指標的部份項目內容。同時，其主題、次主題的內容似乎不

是以達成數項能力指標的整合性教學活動進行規劃，因此稱其主題（theme）

或次主題似乎稍嫌不足。 

邱美虹（民 89）在〈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網要「自然與科技」領

域中「自然科學」課程綱要之評介〉一文中曾敘及自然科學教材內容要項（草

案），其中有部份與暫行綱要中的生活科技教材要項相似，筆者將之摘錄於表

三之中，當我們將表二、表三作一對照與比較，不難發現暫行綱要的「生活科

技」次主題原是「科學應用」的「變身」，由此可知此部份教材內容是以科學

應用的角度去規劃與設計，因此較難去回應到前面的能力指標。 

表一 生活科技的能力指標 

4.科技的發展 

科技的本質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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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認識科技的特性。 

科技與社會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科技的本質 

4-3-1-1 認識科技的分類。 

4-3-1-2 了解機具、材料、能源。 

科技的演進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2-3 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科技與社會 

4-3-3-1 了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科技 

科技的本質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4-4-1-2 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4-4-1-3 了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關係。 

科技的演進 

4-4-2-1 從日常產品中了解台灣的科技發展。 

4-4-2-2 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4-4-2-3 對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科技與社會 

4-4-3-1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4-4-3-2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練管道。 

4-4-3-3 認識個人生涯發展和科技的關係。 

4-4-3-4 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4-4-3-5 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設計與製作 

8-3-0-1 能運用聯想、腦力激盪、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意及表現自己對產品改變的想法。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能和形式。 

8-3-0-3 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形。 

8-3-0-4 了解製作原型的流程。 

8-4-0-1 閱讀組合圖及產品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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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2 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達創意與構想。 

8-4-0-3 了解設計與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8-4-0-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8-4-0-5 模擬大量生產過程。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90。 

 

表二 生活科技之教材內容要項 

課題 主題 次主題 

生活與環境 生活科技 410食品 

411材料 

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材料 

材料的應用 

材料的特性應用 

412機械應用 

力的作用 

虹吸、連通管 

簡單機械 

熱機工作原理 

簡單機械的原理 

光學儀器 

413電及其應用 

通路 

用電安全 

414訊息與訊息傳播 

訊息 

訊息傳播 

網路應用 

415居住 

416運輸 

永續發展 創造與文明 530設計與製作 

2a分析需求 

2b圖文表達 

2c選用材料 

2d改善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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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考量資源 

3b變化形式 

3c使用機具 

3d加工處理 

4a製作模型 

4b規劃製作程序 

4c測試與調整 

4d改良技術 

531科技文明 

2a認識科技的內涵及重要性 

3a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3b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3c認識資訊時代的科技 

3d認識史上重要的科技創新與發明 

3e了解各個時代的生活方式 

4a了解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4b了解現代社會與科技相關的職業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90。 

表三 教材內容 

課題 主題 次主題 

生活科技 科學應用 410天氣預報 

411食品科技 

412材料科技 

413機械應用 

414家庭用電 

415訊息與訊息傳播 

 

從上述內容的探討，我們可以知道〈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生活科技部份綱要有著前後不符的現象，其肇因

在於自然與科技兩個領域間在觀念、看法上有著相當歧異之處，並且綱要的研

修仍以科學教育的學者為主導，因此可看到綱要有著邏輯不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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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師資培育的問題 

隨著國教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的頒布，雖然科技教育可由現行中學向下

延伸至小學，即是從小學三年級起至國中三年，與自然並列在同一學習領域中

實施（賴志樫，民89）。然而，生活科技教育的推動卻有著其師資培的問題存

在，其大致可分為三類： 

1.小學階段師資培育呈現真空 

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負責小學師資培育的師範學院必須調整其課

程的結構，因此增設各個學習領域的教材教法，但仍受限於原有的學系是以

舊課程結構來分系，所以雖有「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的課程，

但卻是由自然科教育學系或數理教育系的自然科師資來教授，換句話說其課

程內容仍以自然科內容為主，再加入科學應用的教材，如此與生活科技的專

業差距甚遠。再者，設有小學教育學程的一般大學更可能因沒有科技教育師

資，而以電腦相關課程來替代科技教育的課程，因而使得師資培的品質更加

低落。因此，以目前小學師資培育的現況而言，科技教育的培育可說是呈現

真空現象。 

2.中學階段師資培育呈現衰微 

國中階段的七至九年級，在整合為一個領域的事實已成，因此在師資培

育的課程內容架構必須重新調整，以因應合科教學的要求。換句話說，台灣

師大（或高雄師大）的工業科技教育系的學生，可能會被要求再選修一個自

然科的輔系課程，以作為日後取得教師聘任的資格。同時，也會因日後教職

的取得不易，而無法吸引優秀的師資投入科技教育的領域，這也是個值得擔

憂的問題。 

再者，設有中等教育學程的一般大學，同樣也會因沒有合適科技教育師

資，而以電腦相關或科學應用的課程來替代科技教育課程，因此其所培育的

生活科技教師的品質真是令擔憂。總之，中學階段師資培育將逐漸呈現衰微

的現象。 

3.教師進修偏重自然科的研習 

新課程要能順利推動，現職中小學教師的進修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然而，不論師資培育機構或教師研習機構，其所辦理的「自然與生活科技」

的研習活動內容仍是偏重自然科，也就是說其授課師資皆清一色為自然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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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學者，鮮有科技教育的專者來授課，因此藉由研習活動而使得中小學教

師認為「生活科技」就是「電腦的應用」或者「科學的應用」，漸漸這種想

法便成主流想法，其影響可說是相當深遠，亦會造成科技教育推動的阻礙。 

我們必須正視科技師資培育的問題，否則可能重覆民國五十七年「九年國

民義務教育」的「工藝教育」推動上的類似問題，沒有充足且合格的科技教師

來推動生活科技課程。 

 

伍、結語 

當新舊課程有更替之同時，第一線的中小學教師往往會面臨著諸多的衝擊

與不安。然而，對科技教師而言，其所面臨變遷似乎更甚，必竟科技的更替速

度是以倍數的方式成長，而在科技的洪流之中如何尋自己的安身點，這似乎考

驗著科技教師的智慧。本文從科技的釋義、新課程的綱要、師資的培育等三個

角度去探討科技教育的相關問題，同時筆者也拋出相同的問題，提供科技教師

去思省科技教育定位的方向。當有愈多科技教師去思索科技教育的定位，相信

就會有更多的智慧結晶投入科技教育的領域中，如此科技教育得以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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