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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將學術論文發表於重要期刊中，對於各學術領域的研究人士而言十分重要，

因為透過學術論文的發表，一方面能夠提升領域的能見度，另一方面亦可以促進

領域內外人士的專業互動。近年來，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

便開始注重學術論文的發表，尤其是將學術論文發表於科學引註索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下簡稱 SCI）與社會科學引註索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下簡稱 SSCI）中的相關期刊。一般而言，由於與科技教育（technology 

education）領域直接相關的期刊，尚未收錄在科學引註索引或社會科學引註索引

中，故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便將《科技教育期刊》（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與《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列為等同於 SCI 與 SSCI 的重要學術期刊，期望能藉此鼓勵國

內科技教育領域的學者，能夠將學術論文發表至此兩個重要期刊中。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簡介此兩份科技教育領域的重要期刊，並針對其近五年

（2001～2005）收錄的文章進行內容分析，以探討其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的趨

勢，進而協助科技教育領域的學者能瞭解國際科技教育的研究趨勢，最後並依據

分析結果提陳研究建議，期盼能夠對於國內科技教育學者有所助益。 

 

貳、期刊簡介 

以下主要分別針對《科技教育期刊》與《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簡介如

下： 

一、科技教育期刊 

科技教育期刊是美國科技師資培育學會（Council of Technology Teacher 

Education, CTTE）與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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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ITEA）主辦的線上電子期刊，網址為 http://scholar.lib.vt.edu/ 

ejournals/JTE/。此外，有關該期刊的出刊時間、範圍（scope）、審查過程（review 

process）、以及投稿指引（manuscript submission guidelines）可分述如下： 

（一）出刊時間 

科技教育期刊創刊於 1989 年，主要為半年刊，亦即，每年出版一卷兩

期。 

（二）範圍 

科技教育期刊主要在提供與科技教育相關的學術性論壇，故稿件著重在

科技教育研究、哲學與理論；此外，科技教育期刊也刊登書評（book 

reviews ）、 社 論 （ editorials ）、 邀 請 稿 件 （ guest articles ）、 文 獻 評 析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以及針對已發表的文章提出回應

（reactions to previously published articles）等相關文章（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2006）。 

（三）審查過程 

欲刊登於科技教育期刊的稿件，都必須經過三名或以上的編輯委員匿名

審查，一般而言審查過程需要六至八週；但是書評、社論、針對已發表的文

章提出回應等文章則由主編與副主編審查，一般而言審查過程則需要兩週

（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2006）。 

（四）投稿指引 

欲投稿到科技教育期刊的投稿者，必須遵守以下五點指引（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2006）： 

1.將五份書面稿件連同一份電子檔磁片郵寄到「James E. LaPorte, JTE 

Editor,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P.O. 

Box 1002, Millersville, PA 17551-0302, (717) 871-3326」；而非美國本土的

投 稿 者 也 可 以 直 接 將 稿 件 電 子 檔 寄 至 主 編 的 電 子 信 箱

「James.LaPorte@millersville.edu」，以加快審稿的速度。 

2. 稿 件 必 須 使 用 兩 倍 行 高 ， 且 嚴 格 遵 守 美 國 心 理 學 會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所出版的出版指引（Publication Guidelines）

第四版。 

3.稿件在被接受同意出版後，必須重新將一份書面稿件與一份電子檔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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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使用如 Microsoft Word 等純文字處理格式且使用 ASCII）繳交給

主編。 

4.稿件頁數必須界於 15 至 20 頁中間（22,000 至 36,000 字元，最多絕對只

能到 36,000 字元）；而書評、社論、針對已發表的文章提出回應等文章

則界於 4 至 8 頁（約 6,000 至 12,000 字元）。 

5.所有的圖表、插圖都必須符合科技教育期刊的版面格式，且必須確定以

電子檔與可出版（camer-ready）的格式繳交。 

二、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 

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是由荷蘭（Netherlands）的 Springer 公司負責出

版的學術期刊，有關該期刊的出刊時間、目標與範圍（aims and scope）、審查

過程（review process）、以及投稿指引（manuscript submission guidelines）可分

述如下： 

（一）出刊時間 

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創刊於 1990 年，每年主要出版一卷三期。 

（二）目標與範圍 

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主要目標，在於提供有關科技與設計教育的研

究或學術性文章之發表園地；其中，該期刊最歡迎有關批判性、論述性、以

及比較性的研究，同時也歡迎有關科技或設計方面的歷史性、哲學性、社會

性或者心理性的相關研究（de Vries, 2005）。 

（三）審查過程 

欲刊登於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的稿件，都必須經過兩名審查委員進

行匿名審查；此外，作者必須將其姓名與任教機構填寫於另外一張獨立的紙

張（須包含稿件短標題、篇名、作者、服務機構、聯絡地址、電話、傳真、

以及 e-mail）中，且亦須避免引用自己的文獻，若須引用則在投稿時必須先

空白，待通過審查後再自行將引註與參考文獻補充回稿件中（de Vries, 

2005）。 

（四）投稿指引 

欲投稿到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的投稿者，必須遵守 Springer 公司所

規定的以下指引（de Vries, 2005）： 

1.將四份書面稿件連同一份電子檔磁片郵寄到「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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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Journals Editorial Office, Springer 

Publishers, P.O. Box 990, 3300 AZ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2.稿件電子檔必須使用 3.5 吋磁片或光碟儲存，並標示姓名、期刊名稱、

稿件短標題、軟體形式（MS Word, Rich Text Format, WordPerfect, plain 

Text, LaTex 等格式較為被接受）、以及自己電腦所使用的系統。 

3.稿件必須使用 A4 大小格式、單面列印、且在四周必須保留適當的空白

以供審查委員標示建議；稿件在排版時，無論本文、引註、參考文獻皆

須使用兩倍行高。 

4.稿件內容主要包含摘要（100～250 字）、關鍵詞（5～10 個，依字母順

序）、名詞縮寫（名詞縮寫與解釋，第一次出現在文章中時便需解釋）、

自傳、圖表、附錄、註釋、謝誌、參考文獻（其參考格式與美國心理學

會所出版的出版指引不同，須參考其相關規定）等。 

參、內容分析 

為了瞭解科技教育期刊與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近五年文章的內容，以下

主要針對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進行內容分析： 

一、研究主題 

在研究主題方面，主要針對科技教育期刊與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進行

內容分析，主要先依據文章內容區分為哲學、課程、教學、評量等四大領域，

進而針對領域內的文章再歸納為不同研究主題。以下依據表 1 將兩期刊的研究

主題比較如下： 

（一）哲學 

在哲學領域中，包含的重要研究主題為「典範」、「科技知識」、「設計」、

與「社會變遷」等四項；其中，科技教育期刊的研究主題以「典範」與「科

技知識」為主，而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的研究主題則多以探討「科技知

識」為主。因此在科技教育領域中探討「知識論」的課題，仍舊是各國科技

教育學者關切的焦點之一，也應該值得繼續進行深入的分析與探討。此外，

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在哲學領域所刊登的文章約佔近五年總文章的 11

％，其比例較科技教育期刊為高，故顯示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對於有關

哲學方面的論述，其接受度應該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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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 

在課程領域中，包含的重要研究主題為「課程改革」、「師資培育」、與

「科技標準」等四項；其中，科技教育期刊的研究主題以「課程改革」與「師

資培育」為主，而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則主要以「課程發展」為主。由

於科技教育期刊主要以論述美國本土的相關課題居多，因此隨著近年來美國

國際科技教育學會公布科技教育標準之後，便有許多研究重點聚焦在有關課

程改革與師資培育方面；而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除了有不同國家的學者

（如紐西蘭）介紹其國家的課程改革之外，主要著重在介紹如食品科技等方

面的課程發展。 

（三）教學 

在教學領域中，包含的重要研究主題為「設計教學」、「教育科技」、「教

學方法」、「學生學習」、「創造力」、「教學活動」、「性別」、「教師專業知能」、

與「工程設計」等九項；其中，科技教育期刊與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的

研究主題均以教學方法與學生學習為主，且兩者在教學領域的學術論文皆佔

其總篇數的 60％以上，顯示近五年的科技教育學者多以教學領域的研究為

主。此外，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十分注重設計教學的相關研究，但是在

科技教育期刊中，卻並未看見特別著重設計教學的趨勢，反倒是科技教育期

刊亦關照科技教育朝工程設計取向發展的相關研究，但是在國際科技與設計

教育期刊中，卻尚未看到類似的文章。 

（四）評量 

在評量領域中，包含的重要研究主題為「多媒體評量」、「評量架構」、

與「評量方式」等三項；其中，科技教育期刊的研究主題以評量方式為主，

而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則主要以多媒體評量與評量架構為主；此外，科

技教育期刊在評量領域的相關研究約佔近五年總文章的 11％，比例較國際

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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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主題分析表 

期刊名稱 
領域 研究主題 

科技教育期刊 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

1.哲學 1.1 典範 1 0 
 1.2 科技知識 1 5 
 1.3 設計 0 3 
 1.4 社會變遷 0 1 
 小計 2（5％） 9（11％） 

2.課程 2.1 課程改革 2 3 
 2.2 師資培育 2 2 
 2.3 科技標準 1 0 
 2.4 課程發展 0 5 
 小計 5（13％） 10（13％） 

3.教學 3.1 設計教學 1 9 
 3.2 教育科技 4 5 
 3.3 教學方法 6 10 
 3.4 學生學習 6 10 
 3.5 創造力 1 3 
 3.6 教學活動 3 5 
 3.7 性別 2 2 
 3.8 教師專業知能 2 4 
 3.9 工程設計 1 0 
 小計 26（68％） 48（61％） 

4.評量 4.1 多媒體評量 1 1 
 4.2 評量架構 1 1 
 4.3 評量方式 2 0 
 小計 4（11％） 2（2％） 

5.其他 小計 1（3％） 10（13％） 
 總計 38（100％） 79（100％）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以檢視每一篇文章的方法論（methodology）為主，

若該文章並未列出其所使用的方法論，則統一歸類為論述性的文章。依據表 2

的數據可知，科技教育期刊以量化的研究為主、質性的研究為其次，而國際科

技與設計教育期刊則以論述性的研究為主、質化的為其次。然而，在國際科技

與設計教育期刊中，有關量化的研究已經剩下 6％，不難察覺傳統的量化研究

所產生的說服力，可能已經遭遇到極大的挑戰。 

此外，若針對科技教育期刊所使用的量化研究方法進行進一步的分析，會

發覺在科技教育期刊中所使用的量化研究方法，絕大多數以問卷調查為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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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針對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中所使用的質性研究方法進行進一步的分

析，則會發現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的質性研究方法，則多數採用個案研究

為主。 

因此，未來該如何進一步善用質性的研究方法，以針對研究主題進行深入

的剖析，相信是身為科技教育領域的研究者未來需要關切的焦點。 

 

表 2  研究方法分析表 

期刊名稱 
研究方法 

科技教育期刊 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

1.量化 19（50％） 5（6％） 
2.質性 10（26％） 27（34％） 
3.量化與質性並重 1（3％） 4（5％） 
4.論述 8（21％） 43（55％） 

總計 38（100％） 79（100％） 
 

肆、研究趨勢 

Cajas（2000）歸納各國科技教育學者的意見，並提出六點科技教育未來的

研究建議：(1)應儘速規劃出有關學生學習關鍵科技概念（concepts）或技能（skills）

的明確研究時程表；(2)應從事有關何種課程材料（curriculum materials）與教室

教學（classroom instruction）能夠幫助學生學習科技概念或技能；(3)科技教育的

研究者應該與科學教育和數學教育研究者共同合作共通性的議題（common 

issues），並進一步確認出與科學教育和數學教育不同的特殊性議題；(4)應探討科

技教師本身對於科技的認知；(5)應探討協助科技教育者（technology educators）

進行專業發展最經濟、有效的方法；(6)教育研究的方法可以有很大的差異，例

如由傳統的調查研究至實驗研究，或者由多選項的問題至深度訪談等；此外，個

案研究可以做為深度訪談的基礎。除了上述研究建議之外，Cajas（2000）又針

對學生學習提出研究架構，包含四大項研究主軸：(1)學生學習知識與技能的具

體目標；(2)學生學習概念與技能的方法；(3)改善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4)促使

教師教學更有效率。 

若依據 Cajas（2000）的研究建議，並參考科技教育期刊與國際科技與設計

教育期刊中近五年來的研究主題，不難發現「學生學習」與「教學方法」等兩項

研究主題，皆是現階段世界各國科技教育學者所最為關切的關鍵核心課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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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國科技教育學者關切此一重要的研究趨勢。 

 

伍、研究建議 

透過前述針對科技教育期刊與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進行內容分析的結

果，我國科技教育領域的研究者未來在進行科技教育領域的研究時，在研究主題

與研究方法方面需要關照的重點如下： 

一、研究主題方面應以學生學習與教學方法為主要重點 

近年來，無論國內外的科技教育領域學者，在學生學習與教學方法等研究

主題上，實際上已經略有著墨，只是仍舊不夠深入，且仍有許多需要繼續改進

的地方；例如，Zuga（2004）便認為應該改善科技教育領域中有關認知方面的

研究，而 Cajas（2002）也認為應該進一步透過研究來改善學生學習科技概念

與技能的成效。因此，如何針對學生學習與教學方法進行研究品質上的提升，

將是科技教育學者必須關切的焦點。 

二、研究方法方面應善用不同研究方法以提升研究品質 

雖然針對研究主題選擇適切的研究方法，是身為研究者需要秉持的重要原

則，但隨著研究方法的日趨多元化，科技教育領域的研究者也應該針對此一趨

勢有所省思。以往有關學生學習與教學方法的研究，許多學者會因為習慣、或

者研究上的限制，因而使用調查研究法或者準實驗設計以進行相關的研究；然

而，這些量化的研究數據在近年來，其說服力已經大幅下降，許多人對於這些

研究保持許多質疑的觀點。因此，以國際科技與設計教育期刊為例，其量化的

研究十分稀少（6％），而質性的研究卻開始激增（34％），且其中更有許多採

用個案研究法以進行研究的文章，也恰好符合 Cajas（2000）所提及的論點。

故未來我國科技教育領域的學者，應該思考善用不同的研究方法，以提升在科

技教育領域的研究品質，並藉此以確保研究成果具有實用價值。 

三、未來投稿者應該關切有關學生學習與教學方法的研究主題，並善用質性或

質性與量化並重的研究方法 

針對本文的分析，未來有意將文章投稿至科技教育期刊或國際科技與設計

教育期刊的投稿者，應該致力於有關學生學習與教學方法的研究主題，並妥善

運用質性的研究方法，藉此深入剖析學生的學習情形（如科技概念、科技態度、

技能運用），或者教師教學方法對於學生的影響等，相信會更容易會被這兩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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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期刊接受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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