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戚的勞作教育思想對科技教育之敏示

徐華全穎

、自IH主

杜威可以說是二十借紀的教育發言

人，他的學說不只掀起了美盟國內教
學者言論教育期題的熱潮，院且他還親

自至1土耳其、蘇{賢、日本與中國宣揚酷

的學說，國鈍，他的主張色對這控盟

家J兵及周擺闊家的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影

。(林玉體，民 78 )。

杜威認為教育歷程乃是經驗的不斷

的重新疆織、重新構造、重新影成的歷

。故其主張「教育部生畏 j(Educa

t i on as growth) 、 f 教育部發展 J

(Education as develop腹部t) 、 ?教

奮即改造 j (Education as reconst
ruction) 、 f 教育部生活 j(Education

as 1 i f e) (主昭明，民 75 ) 
杜威認搗教學應該以兒童為主，

兒童的興趣出發，注護?做中學 j 與值

人的學習經驗，他並懿立實驗學校將勢

作與拖拉心課程，讓兒童在此活動與學

。本文提探討杜威的勞作教育思想，

還高擺出其思想艷於科技教育的嚴永 c

、社威的勞作教育思想

爾是軒興國家，歷史哲袱較輕，

而英盟及歐臨思想又睡緊於美國，由

此，杜威的教育學說，乃是融金了德

國黑搖爾哲學、英盟自海克以來的語

驗主義、達爾文的還化思想，以及

國心理學家詹姆斯、當學家皮爾斯等

人用倡導的?實用主義 j (Pragmatism) , 
加上自己的針見福或(林玉體，民

78 ) 
杜戚哲學中最為葉要的一窩概念就

是「經驗 j 經驗的意義不只牽涉到杜

威的實驗哲學，亦影響到杜威對教

的論點。杜威部主主人們的幫驗是離續

不斷與環境發生交互律用，只要有

經驗的活動，聽驗的意義就辛苦所改

變。這種具否接育償援的經驗之繼續

改變、重龍、重建，就是教育(徐

林，民 80 )。部此可知，杜威眼中的

「經驗 J 在報育中的重要擇。

以下分別徒勞作教育的意義、勞作
教育的目的、勞作教育的教學幾餾面

舟，彈討杜威的勞作教育思想:

一、勞作教育的意義

勞作一語原譯自德語 Arbe 抖，

指勞役或身體、技緝的勞駐，後家擴

展為構蟬的活動也包含在內(李化

58) 。勞作教育的理念源自fj$: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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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穫興、而形成於數裝運動與工業革

命之詞。綜觀夸獎紐斯、裴斯塔議齊、

福綠貝讀、雖洛門及凱政軒泰奈等人的
勞作教育思想，置在還過手工活動或部

練，倪進兒童憨官與心智的成長，

工作與勞靈台神聖的觀念並學得日常用

釋之生活與工作技能，及想像、表達與

的能力，區此，勞佯教育的最終理

想是培養盧機所謂的 I 有聽夫身手，

看哲學家思想 j 的完英人唔，高促進人

文但不斷創新與發誤(羅大桶，

81 ) 
杜威對於聲作特別重說，他認為勞

作最近代文化發展的接本契機。他

「學校與社會 j 一書中曾說:

「人違章唯有依賴決定比一大環境

(色黨和社會)的種種的勞作，始能達

封其歷史的及政治的進步;同樣的，自

然界之理智的(科學的)及情緒的(藝

織的)把握，會幸有報於此鐘聲作為發

展得來持。 J (李化方，民 58 )。
也就是說，入黨站了綠持自己的生

存，一方頭扭靠勞作來與大自然搏門，

企圖飪跟大自然;一方語又依靠勞作來

改變自己的社會，企圖讓自己的社會議

，更加美好 D 割此，藉臨勞作，人類

的歷史、政治才能進步，關科學‘

才能得到發展。杜威所起草書的 γ

作 J 應該是指較為簡單的手工或技

諧，相較於現今搗?現代科技 J

前的?勞作 J 應是囑於「古代科

技 J 噩此不論是劈作或是科技，

單的事工具或是接雜的機械發咦，

質都是一樣白宮，即是運用知識與工具，

tJflE報自然，改擇生活的實踐與佇動。

我國的勞作教育，萌芽於清朝末

年，先諸 29 年 11 持續佈的「賽定學堂

章程 J 規定拉等小學堂與高等品學堂均

列入「手工 j 叫科(隨意料) ，這是在

聽勞作教育進入學校之始 O 民盟咒年改

為必修之「手工」科，此接歷次的課程
標準修訂中，名稱釀友更改為「工藝 J

(民 7) 、「工用藝衛 J 、(見 12 )、?

作科 J (民 18 )、「勞作 J (民 21 ) (邱
輝來，爵的;陳海益，聽 77) ，直到

民關 51 年公諸新的課程標單之前，我

區的勞佯教育都是備自「手工 J 與「

產勞動教育 J 較重視經濟效搓，與社

賊所認尪11揍，聾兒蠶天性的的發展、由勞

律中獲得知識、養成兒童服務的轎揖與

勤奮、秩序的觀念及培養學生對將來職

業的興憲章有所不同。

二、將作教誨的皂的

杜威認為勞作教育的岳島，有以下

幾點:

(一)跟黨克童天性的的發展

杜要是認為若是只讓兒童靜最於小精

土而不能睡意語重豆漿違反兒童的

。應該是在工作場、實驗室、聽胃、

原野、嘉林等處草定是在共賄散步中，迎

合兒童喜歡活動的心情，開館兒童擴大

的世界，這才是教師的任務。此外，杜

威認為人的主要雷動有交際的價動、構

的衝單身、追究實驗的觀酷、技衛表明

的館靈台(李先方，民 58 )。目此，混過

勞作活動，一方話可以符合兒童天生喜

歡活動的本哇，海過活動來學習;另一

頭，可以讓兒輩子言機會表現臨己才

能，滿足自己表現的衝動。

(二)使兒童出勞作中5獲得知

詣的 1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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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的主嬰目前，在使學生在活動

學習如何親自動手工作，由工作中體

會經驗，獲得與生活密明有關島知識。

閱讀，則為其次。批輯學習

方式，杜威稱為「做中學 J CLearning 
by Doing)(高廣芋，畏 73) 。杜成認為

試爵的家庭，許多勞作是在生活罵選中

的，兒章可;其車接觀察他人從事勞

作，又可以在家露幫助父母誰讓勞作，
這對於完童的教育是非常吾幫助的。然

而，顛顛的勞作離開家麓，集中於

1轍。兒童既不能觀察能人在社會中的勞

作，還練習關於勞作的判斷力、發明友

請究的精神之機會主:不可得(

晨 58 )。因此，杜威認為學校聾該讓兒

議提事勞作，罷課有實際生語的經驗，

作中學習生活和瞬揖知識 O

(三)義或學生服麓的精神與勤奮、

的觀念

杜威認為勞作可以養成適應社會之

需要及服務的轉轉。因此學校要接用

問製作的勞作，可使學生瞭解逗留共同

生活的簡體，發揮全體學生的能力，發

展此種高貴的服務精神。釷種勞作是社

會發展的最大要讓中，宮是養成服聲稱

靜的最適切方法 o C 李化方，民 58) c 

1It外，學生可以透過勞作的游程，獲得

勤奮、秩序、聽心地人等正攏的觀念
(高廣芋，農 73) 0 因此，

的勞作課程，可以養成學生合作、

、秩序、關心他人蠶豆言聽體服務的楷

神。

(四)培養學生對將來職業的興趣

杜威曾說 í 譬如閣藝料，

培養未來的區了，或當作消磨詩釋之

ZOO]it: 11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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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醫科能為學生譚一途怪， J其研

究農事與種檻等知議 G 在控制的戰

，從事盟藝作槳，以研究生

、土壤紀學、光線、空氣及水分

之效島，教舉實無一不與盤子的生長

有關。 rt七種教材，不屬於所謂楓特

的特殊科目乃屬於生活，學生長成

後，可超越園藝芳詣的直接興趣，罷

?主事相關的知議研究。 J C 高廣芋，民

73 )。四此，勞作教育可以試謀及培
養學生艷未來職業的興趣。
五、勞作教育的教學原則

杜威與勞作教育有蟬的教學原則簡

如下:
(…)主動原員可

認知是簡體主動的探索。

有賴積區的思考、探求與問題的解

。散發島、消極的方式，都不符合

主動學習的原則 O 杜威認為，真正的

教學語動，應該以學生為主，教師三毛

轎 c 教育是個人經驗的成長、盤紐與

改進的過程，教師應該站在接爵的增

，使學生的教育經驗得到良好的成

長、最組與改這(徐京林，民 80 )。所

以，唯有學生顧意主聲學習，教學才

有意義。

(二)參與原則
由教師設計學習的環境，學

生主勤務與其中，接受情境的幫激，

;其利經驗的成長 c 經驗的引發，必須

生投入學習的壞境。學生不

以旁觀者的身份，脫離經驗發生的情

境高產生經驗 O 用泣，良好的教學方

法，便是鑫盤棋學生參與經驗發生的
傳墳，使個體積巍、主動經歷成恭、



(徐宗掉，民 80 )。因此，

如何讓學生充分參與教學活動，話不是

由教師個人唱獨鸝戲，便是設訐教學活

動嘉獎考量的

(主)興趣盟員自

杜威認品，興獻代表學生具有主動

的狀態。學生的興罷，常常能吾立在

於教學活動的進荷。福人的興晶，會提

使自己專注於所追求的活動裝工作，所

以，對按學習的作揖予支說，興趣是一種

(徐宗掉，民 80 ) 。戶丹紅，
如何使學生臨為興極而顧意主動學習，

就是教學上一個重要的心理囡勢。

(四)問題解決的原則

杜威在「思推術 J (How 恥 Think)
中，提出了他解決問題的思維程序

(特玉體，民 78 ) 
1. i體溫問題:學生在活動中蔥受到有

盟難存在， lIt 種陸難知不加以解

除，則對繼續活動產生阻暉，說

思考mJ體始產生。

2. 分軒輯錯在這個臨段，人們會艷

的情纜，敷出觀察，求譚一些

相關的事實，以求對此一詞題有所

理解 c 利用舊有經驗，將呈現於眼

前的問臨性質及輯團予以分析， 1要
題更曉聲音與確定。

3. 搜串罷設:從先前對情覆中問題的

患策、及由諮驗活動收集相關

實而1做出的檢視，人們會租用

經驗資料，對事實做出概括性的陳

。這種假設煌的推論，能對於甫

的時題，做出合理搗幫幫以為

理解闊題的

是.引出結果:在這一詞思考的階段，人

5 

專題論

fr，盡蠶器也可能的解說。然?是一一

撥發，~t一解說的金理哇，反覆t位科
收集到的事實，做出較起完善的

合增解釋。再由Itt項合理的解釋戒

器設，演繹出且看鑫輯意義的

果。

5. 求證話果:先前推論的話槳，僅是

思維活動後所產生的結論。囡駝，

人們必須以變樺的活動，做出驗謂

的處理，使先前所引出的話果，

但真有灑輯思雄時依攘，

j驗事實的支持。

種過哲說是科學議程。(霞設並不

是一或不變，假設各須在實際活動中能

解沒問題才具害霞(農 c 它不能架空、

能獻幻，聽真有「實效」。

(五) 1i故中學原由

多樣早就有「做中學 j

，但杜麗的?做中學 J 更富有動態

教育意味。既然學習著重解決問題，龍

聽聽龍否解決，要觀其後效即定，由

此，學書充j草動態(林玉體，民 78 )。

傳單教育的實施，大多璽親觀念的教

，杜威對於觀悉的重要性，搗持著瓏

的態度，自~觀念並不能盪護(晶體與

環境交互活動所產生的全部輯驗。而教

學是一種經驗單緝的講程。教學通程

中，學生若能道接與環境者無接蟬，促

使題發產生叢建的活動，則做一具體時

動是有必要的。自此，做中畢握軍接

經驗的活動要式。它提供了經驗發生的

條件，也助其了個體蠶驗的成長(接宗

掉，其 80) 。

「做中學 j 的?做 J

親自並呈主動去做，教歸及學生絕:本

1 1 q 



述

強迫學生去擻，否則便是擺草動畏。

是要學生主動去做，學生自己感須有強

煦的學習動機，覺得者品要「繼續 j 學

，因此教師嘉賓先瞭解學生，心理，善

於運用教學方法，妥善運揖繫晨，

悉教骨，以引起學史的翼囂。雖然學習

強謂學生白發的行誨，但教師也不是無

所事事，相反的 I做中學三的教師，

要比傳說的教師責任葷的多 c

參、社域的勞作教育思想對科技教育

的融示

科技教育施教之內油站「科技素

養 J 而所謂科技素養，除了需要其備

一酸的科技想識、瞭解科技的意義、內

油及其演進與發展鱷勢件，還需培養科

投哲學的眼光，費醫科技對人頓生活甚

至整體文化的影響與衝瞥，並建立正確

的觀念，還通積蟬的參與、評估，

庸、體制及引導科技社會的正宮發

(羅文基，民 77 )。問杜膜的劈作教育

想，亦是還過勞作教奮，使學生從

食、衣、住、行等生活中熟悉的活雖早 i

起學生學習的興麓，由「做中學 j

知識，還;最合作勞動養成兒童賠務的精

神與勤奮、秩序的觀念，引導學注意
外在世界，曲家庭生活擴大為器裝、醫

家甚至於全t!t彈，皆與科投教育的目標

殊途同彈。茵此，本段試著能杜威的聲

作教菁思想的研究中，器出對科技教育

的敢示，期望能真科技教予穹的黨麗芳式

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c

一、科接教育課程設計數以學生品中

I廿

為中心的課程強請教學的主

2001 11 FJ 

3司空 11 其 j

體是學生，教語只是扮演指導的角

色，使學生了在前的與建後的每個

作，都能平衡，由社構成一種繼續實

的活動秩序 C 三(都患潤 譯，畏

71 )。所以諜程設計強謂使學三位主動
學習，自發活動為目標。胃鼠，杜賊

的學生亮的屈(官illian Heard Kil 
partrick) 強煎反對「教育是其成人生
活的準備 J 他認為「這種主張，教材

變成遲廷的價值，兒寞不會!誰對興

趣。 J (孫邦正，晨 65 )。學生既然缺

乏興趣，再重要的教材，對學生而

，也是驚無意義的，自此，教材意

引起學生共鳴，車就是要以學生為

中心，整餾學習過程聽學生自己思

考、設計艷，科技教育教諦只是站

輔導搗立場，以鹽富的知識與技能裝

學生解決問題。

、科接教育的內容要符合時代常要

器有人類開始，科技攪在人額的緩
驗與智慧下不斷護生 c 上古時代，

始人使用骨計議製衣服、石頭作為打

獵器具及三位火煮食等等說是譯用科
技。工業革命以後，工!離大量製進各
式各樣的產品，帶來生活上的蟹和，

這也是科技。問此，隨著時代不悶，

科技的形式與內容惶不惰。杜威發

，隨著各式工縷的日漸發展，手工

勞作漸漸起家庭轉移到工廳，於
他的實驗小學中，倡導勞作的重要 G

是將緝撓的技術與觀;言:教

透過紡織可以學到有關

、科學與歷史的知識。其主要的

目的立在非訓綿紡織工人，而是透

囂的課程，讓學生能夠經驗詰勞作

6 



作構禱。

日，我們也工業社會體慢轉變成
科技社會，生活周遭都是高科技的

'兒童屆主是成年人，根本沒有自
動手做的經驗。今日的科技教育，不再

是技能操作的手工教育，亦非職槳準備

，而是強謂認識科技，並瞭

解科技對個人、鞋會與文化的影響的普

選教育，亦即辛辛接素養
士、科技教會輝、提供學生褒纜的機會

自大衛動，那交

際、構蔥、追究實驗與技術表明搗衝

脅。在工藝教育實施縛，舉生雖脊製作

物品的機會，但卻缺乏創造思考能力的

c 工藝教育寶路南達到的問題之

一，會j知製作半成品島街子、

只是副練學生起合與{吏用于工具的能

力，並沒有提(其學生發揮鸝意與親自

的機會。自此，從工藝轉續支書生活科

技，聽眾不再重蝦實作學習，仍舊需要

表現的體會。問這種機會，有

韻於教師良好峙課程活動設計，

還過活動的方式，輕由小組合作、腦

激躍，發揮創意而解決問捕。

、科枝教育潛能最發學生思考的方

杜威強輯思考的聲要是由為個

人遇到困慧與疑難的情境 o 當個人處於

此清境中面不能以既有的習慣、體驗、

知識找出有效的建應方法時，只能經直

接尋、探黨、分和等各種建徑1-')獲取資

料，並企屬解韓國惑，荳對達成目的，

考的心理活動才算告一段落(吳忠

，民 83 )。杜威認為，思考是解決揖

題的心明活動章程，思考未必說能解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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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是思考這個行為的產生與持

，卻與區芸問體的存在與鐘開是否能

解沒有著奮不可分的罷課，團此，在科

技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要散發學

生思考的方向與過程，以便配金肯罷辨

的教學法來
、科技教灣應該培養學生創造與發

闊的能力

傳統的工藝教學在杜威「做小弟 J
的學習理接影響下，相當讓薩動作技能

域的學習，但是因為升學主義的影

，加上工藝教師缺乏言心、學生及家

的情混下，工藝課成為配諜的

工具，即是有上工藝謀也多半是半成品

填充，做一些單工組合的工作需己(孫

仲山，畏訂)。半成品的站工作業最多

錯使學生擁有知覺、趨向的技能層次

話己，橫仿以上的轉次就很少接纜，更

不用說是劉造的層次了(吳患蓮，民

83 )。問題的解決需要餌薪，科技的進
步更需要觀新，因此科技教育的教學應

養學生會j這與發明的能力。

、科投教育意該獨用問題解決的程

杜載的問想解決法接軒解決問題的

五餾程序，自fH釁革時題、確定時題、提

出餵設、引出結果與求證結果，

程序成為問題解決法的主要步竅。從科

技角度筒說，科技是人聽起了解決當鵑

或未寰的問題或需求，研發展之行動或

。所以，能科技的運作議程來

說，科技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過程。因

此，要讓學生瞭解科技的聾作，就要讓
學生育機會解決問題;從解法問題時溫

中，學生可以認識與體驗人額如持科



專是單論述

用智慧與工具，增插入類的能力與解決

各種問題，高生物、製謹、營建、傳播

及選輯等制技就在人額解決問題的攝程

中

方語，科技變化 E 新月異，

自教育已經不是教導學生特定知識，自

覺要讓學生學習如呵學習，如!可解決未

來的問題。問此，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

E擇中即強掘，培養學生在未來科技社

會中問題解決能力的巨重要性 C 華於此，

問題解訣教學法，確實是科技教育最遺

的方法。

E章、結語

杜威的哲學思想與教育理論，可說

帶動了二十世紀的教嘗麓醋。從教育上

的教學實施之重視實作的問題及實際生

活問題的解決，不僅充實了教育的內

容，捕也顧及對學習者的需求及其興

輯與能力，引導學完經驗之成畏，獎破

傳說的教育型轍，可以說這是杜威主?

美盟友現代教菁最偉大的貢獻。

以區內工藝教學?為闕，轉繞

教學前提倡作業教學法「做中學叫與生

活科技所注重的「問題解決 J 均與杜

威的教會主張不課間合 a 今日從事科技

教育時， R懷特盧學生的興臨，學生本位

來設計課程，教學過程注重學生的

興，運用問題解決教學，眉立發學生的思

考與創造力，並培養科技素養，

來，科技教育才能真正連對應有的教育

自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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