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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實施工藝/生活科技

評鑑分析

陳玫良

'=*=' ~~

軍、 "IJ 盲

國民中學新課程標準已於八十六

學年度起，由「工藝」改為「生活科

技」實施，以更宏觀的角度來介紹各

類科技，以增進國人在未來科技社會

中生活適應、價值判斷、問題解決和

創造思考的基本能力。

然而，從「工藝」到「生活科

技 J .其中的轉變不可謂不大，從課程

標準來看，至少有下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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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新舊課程間有如此劇烈的變革，

教師面臨這樣的改變，不但要先從自

己本身的專業知能做調適，還要設法

改變現有的教學環境，以適應生活科

技教學。這樣的挑戰，可想而知，必

定帶給教師們許多的問題與困惑 O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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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師該期待何種資源的援助?教

育主管機關又該如何給予援助呢?

「評鑑」似乎是可行的第一步。

史達弗賓 (Stuffieean) 有一句名言: ，-評

鑑之目的在求改進，而不在證明什

麼 J .因此，在新舊課程相交接，且面

臨各類問題的此刻實施各校評鑑，可

達到教育品質的改進，而非在證明教

育成果的優劣成敗。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與工藝/生活

科技科輔導團有鑑於現階段實施評鑑

之必要性，於 86 年 11 月起著手進行工

藝科教學訪視工作實施計畫。計畫中

明定評鑑分為三個階段: 87 年 1 月各

校填送「課程實施情形自我檢竅表」

87 年 5 月進行評鑑活動，之後撰寫報

告。經由各校的自我檢竅與對新課程

各類問題的提出，期能促使教育主管

當局正視生活科技課程的問題，並提

供給在第一線的教師，讓教師了解現

況，以期對整體工藝/生活科技的教

學有所助益。

此次評鑑的系統模式額似「認可

模式」。認可模式強調的是專業自主

的觀念，希望運用專業知識和經驗，

建立教育的最低標準﹒來保障教育品

質。其實施的程序先建立認可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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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再由受評學校自評，專家前往

訪視，如發現缺失，便給予學校補助

改進的機會，並安排複評(黃政傑，

民 76 '頁 110) 。由於﹒台北市政府教

育此次評鑑的目的，除希望能檢視現

行工藝/生活科技教學現況，更希望

了解生活科技課程實施困難，因此本

次評鑑主要實施程序重點如下:

一、擬定評鑑計畫:由協辦行政學校

擬定計畫草案，經台北市教育局

二科、學區督學、教授學者、工

藝/生活科技科輔導團及協辦行

政學校校長等，經過多次會議決

定評鑑計畫。

二、蒐集相關文獻、擬定調查問卷重

點:根據國中生活科技課程標準、

工藝/生活科技教育評鑑文獻與

輔導團評鑑各校所使用之評鑑表，

來草擬自我檢巖問卷草案。問卷

調查內容除調查各校基本資料外，

依本評鑑目的，分為「實施現

況」、「課程實施自我檢竅」與

「對各額問題的疑問與建議」三

部份。

三、徵詢評鑑委員意見:調查問卷草

案提請「工藝/生活科技評鑑委

員」會議討論，並參考評鑑委員

意見修訂後定案。

四、實施調查: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備函，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三日以

公文傳送至 78 所園中教務主任轉

交該校工藝召集人或具代表性工

藝教師填答。

五、催覆:問卷寄出兩週後，分別以

電話催覆方式進行問卷催覆。全

部調查工作歷時 50 天，於三月底

截止調查工作。

六、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問卷只有

二所學校未回復，回收率達 97.9%

。問卷所蒐集資料利用 Excel進行

資料處理，採用次數份配(含百

分比)統計方法，統計各變項次

數。

七、選定評鑑學校:限於經費、人力，

在評鑑計畫中即決定只評鑑四所

學校。而自我檢軍問卷的資料分

析結果，並無特殊偏差學校，因

此會議中決定三所公立學校，一

所私立學校，以抽籤方式決定評

鑑學校，包含:忠孝、木棚、奎

山、民族等四校。

八、進行評鑑:於一個月(五月)的

時間內，評鑑小組走訪選定的四

所學校。其中評鑑小組的組成，

包含:教育局二科 1 人，學區督學

1 人，教授學者 1 人，輔導團員 4

人，行政協辦學校 1 人。此次深感

遺憾之處，是教育局二科因業務

繁忙，四所學校評鑑均無法參與。

九、評鑑資料彙整:每次評鑑均由被

評鑑學校校長主持，簡介校況後，

即參觀工藝教室與教師教學觀摩，

之後進行三組訪談，分行政人員、

教師及學生三組，學生部分是當

天抽班級、號碼，最後進行綜合

座談，每位評鑑委員自行記錄評

鑑表，再由輔導團統整彙集。

十、撰寫研究報告:依據問卷調查結

果及評鑑所得資料，分析自我檢

竅情形、目前的實施現況與評鑑

委員給與的建議，來撰寫研究報

Ll:二。
C:J

因此，以下就自我檢豆豆問卷資料

統計、分析後之結果及評鑑活動後之

建議資料彙整結果作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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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校自我檢竅資料分析

問卷內容分為「實施現況」、「課

程實施自我檢東」與「對各類問題的

疑問與建議」三部份，問卷所蒐集資

料利用 Excel 進行資料處理，採用次數

份配(含百分比)統計方法，統計各

變項次數。

一、現行台北市國中工藝/生

活科技課程的實施現況。

(寸學校特色

問卷第一大題調查學校的基本資

料，其中第 2 小題調查學校特色，由教

師自行填寫，結果如表 l 所示。計有 9

所學校已改制為完全中學 o

(斗其他基本資料

問卷第一大題的第 3 至 7 題，分別

調查學校規模、學生總數、編班情形、

是否有工藝(生活科技)專科教室與

是否有工藝專用之視聽設備，結果如

表 2 所示。

表 l 台北市園中學校特色分類表

學校特色

87 學年度起改制

完全中學

台北市郊區圈中

幼小中實驗學校

全校自學方索

自學車往較多 17/24

完全中學

完全中學女校

美街重點發展學校

高級中學附設圈中

等通圈中附設

特赦班2t技藝班

視覺E障礙特殊學校

綜合高中

與國小向校園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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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大主

福安

全山

格毅、北政、至善

4兆海.

和平高中、陽明高中

、師大附中、延平、

大向高中、被閥、華

江、西松、方濟

迷人
百齡

街理女中

成-tt

敘明

成淵

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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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政科課程安排

問卷第二大題調查各校各年級工

藝(生活科技)與家政科課程的安排

情形，結果如表 3 所示。各年級的排課

情形皆以半學期輪上為多數，各佔 69%

、 56%與 58% 0

表 2 台北市圈中工藝(生活科技)基

本資料統計表

項目 n %
1.學校班級教

70 以上 10 13
40-69 34 44
40 以下 32 41
無填答 2 2
小# 78 100

2. 學生總數

3000 以上 6 8
2000-3000 15 19
1000-2000 21 27
1000 以下 27 35
無填答 9 11
小昔十 78 100

3. 編頭正情形

男女合班 64 82
男女分班 9 12
其他 3 4
無填答 2 2
小計 78 100

4. 專科教室

沒有教室 6 8
1 間 12 15
2 間 22 28
3 間 19 24
4 間 17 22
5 間 2 3
小# 78 100

5. 工藝專用視聽設備

沒有視聽設備 58 74 .4
有廳設備 20 25.6
有電視機的學校數 16
有投影機的學校數 2。

有幻燈穢的學校教 1
有錄放影機的學校教 13
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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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北市國中工藝/生活科技與家

政科課程安排情形

瞞~ 呵?上常亭 亭，暑期
其他

論本 期紛牛 車勵之

一年級 3 (4%) 3 (4%) 54 (69%) 18 (23%)
二年級 8 (1 0%) 1 (1 %) 44 (56%) 25 (32%)
三年級 9 (1 2%) 1 (1 年也) 的 (58%) 23 (29%)

表 4 台北市圈中工藝教師資料表

亟干草心
教師人數
未登記合格人數

登記工藝人數

兼行政人數
曾參加研習人數

門、六、主要區，-'I，"" ,:., ,

238
62

217
80

166

帥工藝/生活科技科教師資料

問卷第三大題調查工藝(生活科

技)教師的背景資料，結果如表4 所

示。台北市園中非合格之工藝教師有

62 人，合格者有217 人，共有 80 位工

藝教師兼任行政工作.166 位工藝教師

曾參加研習。

(日工藝/生活科技教學資源

問卷第四大題調查各校工藝(生

活科技)的教學資源數量與使用頻率，

結果如表 5 所示。

由以上資料可知工藝/生活科技

課程實施的基本狀況如下分析:

1. 台北市國中的班級數以40-69 班

較多，佔 44% .其次為 40 班以

下，佔41% 。

2. 學生總數以 10∞人以下較多，

佔 35% .其次為 1000-2000人。

3. 編班情形多為男女合班，佔

82% 。

4.工藝/生活科技專科教室間數以

2間較多，佔28% .其次為3 間，

佔 24% .但仍有6 個學校沒有工

藝/生活科技專科教室。

5. 視聽設備以投影機為較多，共

20 個學校擁有工藝專用之投影

機，有 59 個學校沒有任何工藝

專用之視聽設備。

6.與家政科的排課方式，以半學期

輪上佔多數(不論一、二、三年

級)

7. 台北市圈中非合格之工藝教師有

62 人，合格者有 217 人，共有

80 位工藝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166 位工藝教師曾參加研習。

8. 教學資源數量多偏向不足與尚

可，使用頻率也多為有時及很

少，顯現園中工藝教學資源的缺

乏。

表 5 台北市國中工藝教學資源、數量與使用頻率

項

數 全 使用頻牟

自
尚可 經常 有特 很少充足 不足

錄影帶 7 (9.0%) 30 (38 .5%) 41 (52.6%) 9 (1 2.9%) 39 (55.7%) 22 (3 1.4%)

幻燈片 1 (1.3%) 23 (30.3%) 52 (68 .4%) 1 (1.5%) 19 (27.5%) 49 (71.0%)

教具 7 (9.2%) 41 (54.0年也) 28 (36.8%) 20 (29.0%) 31 (44.9%) 18 (26.1%)
圖書及參考資 5 (6.6%) 40 (52.6年也) 31 (40.8年右) 12 (17.9%) 32 (47.8%) 23 (34.3%)

其他資源 0(0%) 2 (33 .3%) 4 (66.7%) 2 (50%) 1 (25%)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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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台北市國中工藝/生活 情形多偏向中等程度，由表 7 可知。

科技教師對校內工藝/生活 若以各校對各題的填答情形來看，

科技教學的自我檢顫情形。 多數學校的自我檢核程度為中等程度，

各校對教學實施現況的各項自我
僅有 m!Z 明、金歐女中、華江、蘭州、卜

中正、延平、至善、靜心園中與北投
檢竅情形如表 6 。

園中的工藝教師，其自我檢核的平均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可知，教師對

值低於1.5 (偏向適切程度低等)
校內工藝/生活科技教學的自我檢核

表 6 各校對教學實施現況的各項自我槍是情形

, .
總切程度

嘖 目 2戰叫:γ~~+ < l~i. :N M
且， 、 巴←平穹 悟:

海 <>fo':'T. \. .f'"他
課程安排

1.教學計畫與教學目標的配合 30 58 89 2.33
2. 課程安排的連貫性 30 56 4 90 2.29
3.課程安排的順序性 27 57 6 90 2.23

教材歡法

1.教材的選擇 32 56 89 2 .35
2. 教學方法的選擇與運用 34 50 4 88 2.34
3. 使用教學媒體 11 58 19 88 1.91
4. 適當存放社具、實習材料等教材 18 49 21 88 1.97
5.教學媒體(教具)的製作 12 52 24 88 1.86
6.教學媒體的選擇 11 53 21 85 1.88
7.教學媒體的存放 11 43 33 87 1.75

學生活動

1.使用設備情形 36 38 16 90 2.22
2.使用手工具情形 52 30 7 89 2.51
3.使用材料情形 44 43 3 90 2.46
4.執行廢料回收情形 16 44 28 88 1.86
5.參與教學支援情形 9 41 37 87 1.68

教學評暈

1.老師評量情形 47 40 O 87 2.54
2.學生自評情形 10 56 23 89 1.85
3.學生互評情形 9 50 30 89 1.76
4.學生作品陳列情形 14 50 23 87 1.90

機具設備

1.機具設備與課程的配合 17 44 27 88 1.89
2.機具設備的安置 16 49 23 88 1.92
3.機具設備安全線的設置 16 41 28 85 1.86
4.機具設備的維護 16 48 24 88 1.91
5.機具設備的數量 13 51 25 89 1.87
6.手工具的存放 24 56 9 89 2.17
7.教學資料存放植的放軍 11 46 30 87 1.78
8.廢料回收筒的設置 8 41 37 86 1.66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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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ι 、喝、、

::-

l 蠣l 聽

敬重與環境

1.教室佈宜的前瞻性 14 52 23 89 1.90
2.工作站(檯)的配置 22 45 21 88 2.01
3.電力配置 25 47 17 89 2.09
4.通風設備 25 47 17 89 2.09
5.照明是採光 39 42 6 87 2 .38
6.安全標語ci:史畫)設置 20 48 18 86 2.02
7.滅火器設置 32 40 15 87 2 .20
8.急救藥箱設置 15 40 31 86 1.81
9.標示緊急出口 19 39 29 87 1.89

行政配合

1.鼓勵教師進修、研習 47 38 3 88 2.50
2.教學資源的支援情形(補充設備) 28 51 10 89 2.20
3.教學資源的支援情形(維修設備) 23 52 13 88 2.11
4.教學資源的支援情形(保管設備) 26 52 8 86 2.21
5.教學資源的支援情形(報廢逾期設備) 15 51 18 84 1.96

教學研究會的功能

1.協調課程 36 46 7 89 2.33
2.研商國儀設備 26 47 15 88 2.13
3.分享參加研習役的經驗 36 44 9 89 2 .30
4.介紹交流新知 25 51 13 89 2.13
5.分享交流投內教學經驗 32 51 6 89 2.29
6.舉辦研習或讀書會 9 48 32 89 1.74

表 7 工藝/生活科技教師對校內工藝/生活科技教學的自我檢是情形

項 目 ; 一)、，J.戶均種M

教師對技內工藝/生活科技課程安排的自我掛展

教師對校內工藝/生活科技教材教法的自我槍是

教師對校內工藝/生活科技學生活動的自我槍是

教師對校內工藝/生活科技教學評壘的自我槍展

教師對校內工藝/生活科技機具設備的白求檢最

教師對校內工藝/生活科技教室與環境的自我槍展

各校對行政配合工藝(生活科技)教學的自成輸是

各校對工藝(生活科技)教學研究會功能的自我輸是

總平均

2.27
1.96
2.12
1.97
1.83
1.99
2.10
2.1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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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藝/生活科技教師對新

課程的各類問題與建議。

(寸教材教法方面的困難

1.課程涵蓋的教學內容過多，範圍

過大，理論太多，時間不夠。

2. 課本沒有新課程的精神。教學資

源不足。

3.教師不了解新課程，學生也不適

應新課程。

(寸所需之行政支援

1.排課應兩節連排，與家政分開

上，生活科技與家政教師應分開

任教。

2. 授課時數應減少。

3.設備、場地、教真、經費與教學

媒體的支援。

4. 研習、進修機會應增多。

~空間設備上的困難

1.設備應更新，但經費不足

2. 教室不足、空間太小

個希望的研習或進修課程

1.資訊電腦、生活科技教材教法最

為殷切需要。

2. 其次為營建與生活、科技教室配

置與管理、運輸、能源動力等。

(日對工藝輔導圍的建議

1.盡量多提供適合、有創意的新課

程活動範例。

2. 多提供作業設計與教材新知。

3. 多舉辦研習活動、 f故教學示範。

4. 協助解決教學與設備的問題。

5. 建立網路資源分享。

從自我檢竅問卷中了解到工藝/

生活科技課程實施之各項背景資源仍

然不甚理想，各校教師對實施生活科

技課程提出了許多困難、所需支援、

研習與建議，但各校工藝/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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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覺得校內的本科教學已達中等程

度，在這理想與現實落差之間，就是

工藝/生活科技教師值得思考的空間

了。

參、評鑑結果之建議

評鑑活動多由被評鑑學校校長主

持，簡介校況後，即參觀工藝教室與

教師教學觀摩，之後依行政人員、教

師及學生等三組，在三個不同的空間

進行訪談，最後進行綜合座談。每位

評鑑委員需全程自行記錄評鑑表，再

由輔導團統整彙集。

評鑑表的評鑑項目有:(1)課程安

排方面; (2)教師安排方面; (3)教學方

面; (4)教材教法方面; (5)教室與環境

方面; (6)機具設備方面;(7)教學活動

與評量方面; (8)行政配合與教學研究

會方面; (9)其他。

經由評鑑資料歸納後，對各校之

建議為:

一、忠孝圈中

卜)建議宜有全校性的工藝(生活科

技)課程計畫，教師應協同規劃

國一到國三的教學活動單元，以

利課程內容之涵蓋齊全及銜接連

實。

(=:)教學活動設計符合課程內涵，教

具設計運用順暢，教室佈置豐富，

但略顯雜亂，建議教室佈置之標

語或海報應與課程內容相關，並

依進度而更新。

~二間工藝專科教室環境尚稱良好，

宜佈置成生活科技專科教室(綜

合型)

個教學活潑，建議落實實作部份的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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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藝科教學研究會宜分科研討，

落實教學遭遇問題的解決與改善。

(均美、日、新加坡等國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都有學科別的視導人員，

透過行政力促進各學科領域之發

展，我國視導制度宜朝此方向努

力，在未有學科視導之前，請教

育局多借重工藝輔導團的功能。

二、木柵國中

( -)師資雖為代課及資訊系實習教師，

但課程安排尚稱合理，教師依專

長施教，建議對「生活科技」課

程內容及教學策略做深入的7解。

(-=-~建議教學活動設計內容應符合課

程標準內涵，而教學策略應多利

用設計需求→計劃→製作→評估

的教學流程，以提高學生思考及

創造能力，並應多利用教學視聽

媒體，加強學生參與討論、發表

的機會。

〈司機真採購建議以 DIY桌上型為主，

並建議增設專科教室專用視聽設

備，以提高教學效能。

由僅一間工藝教室與美術教室共用，

空間稍嫌不足，建議另行規劃美

術專科教室分開使用。

(到校方簡介利用電腦視聽設備，及

學生作品亦有錄製發表過程的影

帶，充分利用視聽媒體、高度表

現生活與科技之相關，如能運用

於教學中將更加。

三、奎山中學

卜)課程安排建議家政與生活科技上、

下學期輪排，每週連排二節，課

程安排的連實性及順序性，建議

可參考購買之生活科技課本，且

國三工藝謀應正常排課。

。工藝教師應多參加研習，校方亦

應增聘家政師資，使家政與生活

科技課程能正常進行，避免有所

偏失。

t=:)教師課前準備豐富，除教案、教

學流程編寫外，亦能按步施教。

其牆上手寫標語建議可用上課使

用的投影片代替，可提高學生的

中介學習機會，並可隨單元更新。

的建議設置完整的電腦教室。

回教學活動建議包含三種以上學習

領域，可提高教學時效，克服時

間不足的困難處。

的工具使用的教學應多利用夾具，

指導學生注意其正確性及安全性，

並做操作性的評量。

的教室空間小機具應重新規晝I] ，朝

桌上型或小型機具轉型，並確實

作好安全與急救措施。並建議加

強視聽設備等各項教學資源。

的學校充分利用教室空間，須注意

高架上物品滑落，宜加護板。

四、民族國中

(-)正常化教學，但課程安排建議每

年級都能上到家政與生活科技二

科目。

(~)教師實作教學經驗豐富，但不同

課程內涵、目標可使用不同教學

策略，建議增加學生活動、創造、

問題解決等教學活動，並加強展

示學生作品即視聽方面教材。

t=:)教室環境以通風及集塵為改善之

首，工場潮溼地面及機具佈置，

應即早處理以利教學。

的機具佈置、規劃、使用及維護上

都應多注意安全上的考量，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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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建議多元化以利各領域之教

學進行。

的教師建議學生競賽保送名額增加，

並增加教師進修機會。

評鑑委員所提建議中除因各校環

境等客觀因素不同外，針對共同的建

議有:

( ~教改的訴求是學校本位課程、教

材與教法，學校教師所提「實施

新課程遭遇問題與所需支援」項

目，絕大多數該由教師和學校主

動解決。

。建議宜有全校性的工藝(生活科

技)課程計畫，教師應協同規劃

國一到國三的教學活動單元，以

利課程內容之涵蓋齊全及衝接連

貫。

臼建議教學活動設計內容應符合課

程標準內涵，而教學策略應多利

用設計需求→計劃→製作→評估

的教學流程，以提高學生思考及

創造能力，並應多利用教學視聽

媒體，加強學生參與討論、發表

的機會 o

的教學活動建議包含二種以上學習

領域，可提高教學時效，克服時

間不足的困難處。機具採購建議

以 DIY 桌上型為主，並建議增設

專科教室專用視聽設備，以提高

教學效能。而牆上手寫標語建議

可用上課使用的投影片代替，可

提高學生的中介學習機會，並可

隨單元更新 o

(日工藝改名為生活科技的原因之一

是要解決常被誤解為手工藝的問

題，所以做花燈等民俗活動，宜

移歸美術老師或教室，現階段工

藝(生活科技)教師可參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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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實生活科技教育之前，不宜

主其事。

的美、日、新加坡等國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都有學科別的視導人員，

透過行政力促進各學科領域之發

展，我國視導制度宜朝此方向努

力，在未有學科視導之前，請教

育局多借重工藝輔導團的功能。

肆、結論

此次評鑑模式將評鑑l視為專業判

斷，注重評鑑委員的經驗和專長，因

為這樣的的評鑑過程易於考慮所有的

變項，而且評鑑時資料的蒐集、分析

和判斷同時進行，並將評鑑結果在綜

合座談時，即做溝通與建議，希望能

達到即說即做的時效性。

從一開始的自我檢東問卷填答到

評鑑活動結束，筆者有幸參與每一次

的評鑑進行，再次了解各校教師在進

行生活科技課程教學，雖然困難重重，

但課程依然在智慧的教師手下進行著，

雖不完美，卻也相當可觀。因此在最

後，筆者將個人幾點淺見分述如下:

一、由於各校不同的環境背景，教師

遭遇的困境也都不盡相間，教師

應該依教學優先為經，輔以專業

知識為緯，組織架構出說服校方

支持生活科技課程的方案，主動

與校方共同解決實施生活科技課

程遭遇到的各項困難，如此才能

真正對症下藥 O

二、生活科技課程對大多數的工藝教

師都是一個極新的領域，因此，

各校工藝/生活科技教師應盡量

參加與生活科技課程有關的研習，

並多研讀相關資料充實自我專業

能力，以達成教學之專業養成與



教材準備與規劃之能力。

三、教師應協同規劃全校性課程計畫，

因為生活科技包含四大領域，同

校教師應一起規劃課程計畫，使

全校的生活科技課程內容能涵蓋

齊全，使學生的學習得以銜接連

貫，擺脫過去單元教學時知識傳

授片斷，使學生無法了解課程全

貌的缺點。

四、生活科技課程實施初期，馬避免

教師們仍延用舊課程的教材教法，

並協助各校教師瞭解新課程的內

涵與精神，以落實生活科技教學

之成效，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應儘

速為現任的工藝/生活科技教師

辦理相關的研習，尤其以「生活

科技教材教法」最為迫切需要。

五、生活科技課程標準雖沒有訂定設

備標準，但科技教育力求機具設

備簡單(如手提式、桌上型)、少

量多樣、材料儉省等原則。教師

應協助學校行政單位先行評估原

有教學設備的適用性，對舊型不

堪用的機器加以淘汰報廢，再逐

年建議添購與新課程有關的設備，

如此才能使生活科技教學更順利。

六、評鑑活動是為了暸解課程實施之

實際情況，並將實施困難之處反

映給主管單位，除了各校可自行

解決之問題外，主管單位應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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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了解其困難之處，如此才更能

激勵教師在教學上之熱忱，然而

此次評鑑活動教育局二科因業務

繁忙並未派人參與，雖然有評鑑

委員們之精闢見解，卻免不了有

意見無法向上傳達之感，實在是

此次評鑑活動之一大遺憾。

從這次評鑑活動中便可知道，每

位工藝/生活科技教師都是戰戰兢兢

在工作崗位上執教，否則怎麼會有這

麼多的問題與困難?改變需要勇氣，

更需要智慧，雖然生活科技課程的推

行，仍免不了遭遇到不少疑惑、困難

與挫折，殊不知，這些疑惑、困難與

挫折正是實施生活科技課程最佳的一

面明鏡。

謝誌:感謝此次所有參與評鑑活動的

教授與教師，提供許多見解與

建議，使此次評鑑更具其專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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