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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研究取向之分析 
林坤誼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許多學者透過不同的角度進行科技史（history of technology）的研究，然而

就科技教育領域而言，卻甚少看見有關科技史的研究。此種缺乏科技史研究的現

況，並非代表科技史在科技教育領域中的重要性不高，因為透過科技產品的演進

過程，科技教師能夠在許多方面促進學生在科技教育領域的學習。本文主要目的

在探討科技史研究的取向，期能透過科技史的教學，一方面協助科技教師達成教

學目標，另一方面則促使學生具備科技素養。 

壹、科技的哲理架構 

若欲分析科技史的研究取向，可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分析，其中，根據科

技的哲理架構以進行分析，應可獲得許多寶貴的參考方向。就科技的哲理架構而

言，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A）

獲得國科會（NSF）和航太總署（NSAS）的資助，從 1994年起進行了「美國全

民科技教育」（Technology for All Americans, TfAA）專案，並於 1996年、2000

年、2003年分別完成了三階段的文件，簡述如表 1所示： 

 

表 1 ITEA三階段的全民科技教育專案 
階段 

（發表年度） 文件名稱 大  要 

Ⅰ（1996） 美國全民科技教育：學習科
技的哲理與結構

（Technology for All 
Americans: A Rationale and 
Structure for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R&S） 

闡明在科技領域學生應知道和該會

做些什麼、K－12 年級的一貫課程
應如何組成、在加速變遷的科技環

境裡可用以教導科技的結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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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階段 

（發表年度） 文件名稱 大  要 

Ⅱ（2000） 科技素養的標準：學習科技
的內容（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Content for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STL） 

闡明學生要成為具有科技素養的

人，在 K－12 年級應知道和該會做
些什麼的科技學習結果。其標準共

分五類（科技本質、科技與社會、

設計、在科技世界所需能力、設計

的世界）20 項，每項標準有概述、
分段指標（分為 K－2，3－5，6－8，
9－12年級四階段）。 

Ⅲ（2003） 科技素養的精進：學生評
量、專業發展和學程標準

（Advancing Excellence in 
Technological Literacy: 
Student Assessm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gram Standards, 
AETL） 

係 STL 的配套標準和指引，分為下
列三項標準： 
1. 學生評鑑：教師用以評鑑學生學
習的標準，共有五個主題。 

2. 專業發展：師資教育人員、督導
和行政人員用以規劃教師專業

發展的標準，共有七個主題。 
3. 學程：教師和行政人員用以強化
學程的標準，共有五個主題。 

資料來源：李隆盛、林坤誼，2003，頁 23。 
 

其中，第一階段的文件－「美國全民科技教育：學習科技的哲理與結構」便

主要在分析與探討科技的哲理與結構。就科技的哲理與結構而言，美國國際科技

教育學會（ITEA）曾針對科技與科技寰宇定義如下：「科技是人類行動的創新，

意指人類為了解決問題與延伸自身的能力，因而運用知識與過程以形成系統；因

此，科技寰宇便是指科技包含過程、知識、脈絡（頁 16，如圖 2）。」 

 

 

 

 

 

 

 

 

 

圖 2 科技的寰宇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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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評估科技系統的影響與結果、b－運用科技系統、c－決定與控制科技系
統的行為、d－設計與發展科技系統、e－資訊系統、f－物質系統、g－生物
系統、h－科技的概念與原則、i－連結、j－科技的本質與演進。 

 
根據前述科技寰宇的架構圖，可以清楚的呈現科技的哲理與架構，本文主要

藉由此一學習科技的哲理與架構分析出科技史研究的取向；換言之，主要探討當

學生在學習科技史時，其在過程、知識、以及脈絡方面對學生的助益為何。 

 

貳、科技史與科技寰宇的分析 

根據前述科技寰宇的三大要素，本文主要據此進行分析，期能藉此型塑出在

科技教育領域中適合科技史發展的面向，分述如下： 

一、過程 

就過程方面而言，科技史至少有下列四個可以發揮的重要面向： 

（一）科技態度 

現階段科技教育的主要目標以培養學生科技素養（ technological 

literacy）為主，而所謂的科技素養便是著重在培育學生對於科技的知識

（knowledge）、技能（skills）、以及態度（attitudes）等三方面的素養（Dyrenfurth, 

1991）。因此，培養學生的正確科技態度，是科技教育領域的重要目標，然

而現階段許多學生對於科技並未秉持有正確的科技態度，故藉由科技史的學

習，以促進其培養正確的科技態度，應該是一個可以發揮的重要面向。 

（二）科技創造力 

在科技產品的發展（演進）史中，由於科技的發展（演進）涉及發明

（invention）與創新（innovation），亦即，能透過專業知識、機具與材料的

運用，進而研發出創新的科技產品（Mokyr, 1990）。而 Peterson（2002）亦

認為創造力和科技十分密切相關，因為許多日常生活中的創意產品在剛被發

明時，都被認為是極具創意的。因此，科技創造力應該是可以發揮的重要面

向。 

（三）問題解決 

在科技產品的發展（演進）史中，由於科技的發展（演進）主要是為了

解決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或者滿足人類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因

此，透過科技史的學習應可協助學生了解不同時期的人類在解決日常生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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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其所採用解決問題的歷程與解決方法，故問題解決應該是科技史未來

可以發揮的重要面向。 

（四）批判思考 

在科技產品的發展（演進）史中，不同時期的人類總是會有不同的需求，

因而對於先前所發展出來的科技產品，總會以批判性的角度檢視其缺失；此

外，透過對科技產品發展（演進）過程的批判性省思，亦有助於科技發明（創

新）家能夠發展出更能夠滿足人類需求的科技產品。 

二、知識 

許多人常對於許多科技概念（conception of technology）有所混淆，造

成混淆的部分因素源自於文字描述的限制；因此，Fores 和 Rey（1986）便認

為使用一個片語來形容一個科技觀點（aspect of technology）會比一個字彙來

的適切。此外，Hine（1997）也認為字彙的過度使用，常使得一個字彙同時代

表許多意涵，故造成科技概念的混淆。面對此種現象，透過科技史的學習應可

深入探討不同時期科技字彙的用途，並進一步逐漸釐清科技概念；此外，許多

學者在探討科技知識（knowledge of technology）的本質時，皆會提出不同的

科技知識分類方式，但無論其分類方式或結果為何，其主要依據亦皆以分析科

技產品的發展（演進）史而來，故在研究科技史的領域中，科技概念或科技知

識亦應該是一個可以發揮的重要面向。 

三、脈絡 

就脈絡方面而言，科技史至少有下列三個可以發揮的重要面向： 

（一）人文素養 

「科技」與「人文」是當代學者廣為探討的兩個重要概念，部分學者著

重在論述科技與人文間的對立關係，反之，則亦有學者著重論述科技與人文

間相互交談與溝通的合作關係（沈清松，2003）。而在科技產品的發展（演

進）史中，科技產品的發展（演進）常受到不同國家、地區文化的影響；換

言之，每個國家、地區的人文素養所型塑出來的文化，對於科技產品的發展

（演進）影響甚鉅；因此，分析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對立與合作關係應該是另

一個科技史可以發揮的重要面向。 

（二）科技未來觀 

人類的天性是具有不完美、或者無法控制想追求強大能力的慾望，也因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五年 三十八卷 第一期 

 34

此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提出科技就是人類在行動上的創新，亦即，人類為

了滿足需求與慾望，因而運用知識與過程以形成系統，進而延伸自身能力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00）；因此，透過科技未

來觀的角度學習科技史，一方面可以了解不同時期人類的需求，另一方面則

亦可以分析未來科技發展的取向。 

（三）社會演化 

De Vries和 Tamir（1997）指出許多學者曾要求將科技的創新詮釋為社

會的建構（social constructs），而其他學者則是強調不同科技系統階層對於

社會的建構所扮演的角色。就社會演化而言，許多人都了解科技對於社會演

化有強烈的影響力，例如在經濟、價值觀、人際關係等方面（Sanidas, 2004）。

而 De Vries和 Tamir（1997）亦曾舉飛機的例子，以證明科技發展與社會演

化間的關係，他們認為飛機本身便與社會建構息息相關，因為建造一架飛機

需要多元化的人力，而這些不同的人力便建構出社會系統。因此，科技產品

並不只是一項發明或者創新，其對於人類與社會的影響更超乎人類的想像，

故社會演化亦應該是一個可以發揮的重要面向。 

 

參、結論與建議 

喜好研究歷史的學者，一般而言不僅希望能夠了解過去的興衰成敗，更期望

能夠歸納與統整出歷史的發展脈絡、變遷過程，以期能藉此加以詮釋與說明，並

藉由此種對歷史的了解以延伸出如何因應現在或未來的局勢（劉君燦，1983）。

透過前述以科技寰宇為主體進行科技史研究取向的分析，本文主要分析出科技史

未來可著眼的八個研究取向，包括：(1)在過程方面：透過科技史的教學以培養

學生的「科技態度」、「科技創造力」、「問題解決」、「批判思考」等能力；(2)在

知識方面：透過科技史的教學以協助學生了解「科技概念」的緣起與型塑歷程；

(3)在脈絡方面：透過科技史的教學以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科技未來觀」

等能力，並能了解科技與「社會演化」的關係。除了上述的八個取向之外，未來

亦可透過不同角度以進行科技史研究取向的分析，進而激發出更多元不同的研究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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