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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台北市 94 學年度國中生活科技科學藝競賽 

探討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之「設計與製作」能力 

莊善媛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生 

 

94 年 12 月 15 日剛剛舉辦完熱鬧的「台北市 94 學年度公私立國民中學生活

科技科學藝競賽」。競賽題目的設計經過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諸位教

授的集思廣益後，設計一極富創意的題目「軌道運輸車」讓學生參與比賽，提供

學生相關工具與材料，鼓勵其在有限時間內進行創意、設計與製作。另一方面亦

提供各校帶隊教師研習的機會，讓老師在學生比賽期間互相交流意見與溝通理

念。本文主要將先簡介 94 年台北市生活科技競賽，與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生活科

技之創意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進而探討生活科技競賽之實況與檢討，並研提相

關建議。 

 

壹、94 年台北市生活科技競賽簡介 

94 年度的生活科技競賽共有 60 組 180 位學生參加，競賽之目的為提高學生

對生活科技問題探究的興趣，激發學生創造思考與團隊合作的能力，在競賽中學

習解決生活中和科技相關的實際問題，亦強調透過「玩」與「動手做」的過程讓

學生實際動手完成一件有趣的作品。於 94 年 12 月 15 日來自臺北市公私立之 76

所國民中學的學生，湧入士林國中中山樓，進行 4 小時的創意設計與製作之競賽

活動。此次挑戰的主題是「軌道運輸車」，主辦單位提供各式各樣所需的材料與

零件，及各校依自備工具與材料表之規定攜帶相關工具與材料，並在有限工具、

材料與時間下，學生發揮創意設計與解決問題的能力，製作出一個具有動力的軌

道運輸車。 

將生活科技科學藝競賽之目的、競賽方式與評分項目分述如下： 

一、生活科技競賽目的 

（一）配合國家經濟政策、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及教育發展趨勢，加強生活科

技教學，奠定學生研習科技及其他學科之基礎。 

（二）提供校際觀摩、競賽與交流教學心得之機會，導引生活科技教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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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卓越化，提升生活科技教學效果。 

（三）提高學生對生活科技問題探究的興趣，激發其創造思考與團隊合作的

能力，在競賽中學習解決生活中和科技有關的實際問題。 

二、生活科技競賽方式 

（一）參賽學生：由各校就九年級學生得先行舉辦初賽，再依後列原則選派

一組三名或兩組六名學生報名參加。 

1.全校九年級班級數 23 班以上最多可選派兩組。 

2.全校九年級班級數 22 班以下請選派一組。 

（二）競賽項目：創意設計與製作 

（三）紙筆作業規定：於試場說明之後到 10 點以前的時間是紙筆作業階段，

各小子先構想、設計軌道車裝置，並填寫構想草圖（含草圖繪製與設

計概念說明兩部分）與活動記錄單（含裝置名稱與使用材料、零件及

製作過程的主要步驟兩部分）。 

（四）實際製作階段：10 點以後的 240 分鐘為製作時間，依照構想草圖並運

用所攜帶之工具及大會現場提供的器具、材料來製作軌道車裝置。 

三、生活科技競賽評分項目 

（一）設計構想與草圖繪製（10 分） 

1. 設計構想與創意表現（5 分） 

2. 草圖中各部位裝置與機構的功能表現（5 分） 

（二）活動紀錄（10 分） 

1. 明確說明作品的製作程序（5 分） 

2. 詳實記錄各部位裝置與機構的製作過程（5 分） 

（三）成品製作（40 分） 

1. 創意表現（20 分） 

(1)功能設計的創意（10 分） 

(2)造型表現的創意（10 分） 

2. 製作技巧與整體表現（20 分） 

(1)成品與草圖的符合程度（5 分） 

(2)選用適當的材料（5 分） 

(3)接合與組裝的技巧（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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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品的完整性與外觀（5 分） 

（四）功能檢測（40 分，依通過最高斜度記分） 

1. 水平（20 分） 

2. 5°（25 分） 

3. 10°（30 分） 

4. 15°（35 分） 

5. 20°（40 分） 

（五）其他：違規扣分 

1. 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交（扣 1-5 分） 

2. 額外要求大會提供材料（扣 1-5 分） 

3. 工作習慣與態度不佳（扣 1-5 分） 

（六）評語：優點與改進意見 

（七）總分：100 分 

 

貳、設計與製作能力 

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00）

將科技定義為：「人類為滿足需求與慾望，運用知識與過程以形成系統，進而延

伸自我的能力」。而「設計與製作」的最大目標主要在於滿足人類的需求、改善

人類的生活（游光昭與林坤誼，2005），因此，設計與製作能力對人類生活的影

響極為重要。我國教育部（2003）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將科技

教育的內涵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其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課

程綱要」將科學與科技素養條列為八項：(1)過程技能、(2)科學與技術認知、(3)

科學本質、(4)科技的發展、(5)科學態度、(6)思考智能、(7)科學應用及(8)設計與

製作。本文將第八項「設計與製作」在第四階段（7-9 年級）之能力指標分述如

下： 

一、8-4-0-1 閱讀組合圖及產品說明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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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8-4-0-3 了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四、8-4-0-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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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4-0-5 模擬大量生產過程 

六、8-4-0-6 執行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科技學習活動（technology learning activity）」強調透過創意設計與製作過程

來培養學生創造思考、問題解決與科技素養等能力。 

 

参、探討生活科技競賽與課程綱要「設計與製作」能力之關係 

一、生活科技競賽過程與課程綱要「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之對照 

生活科技競賽強調創意設計與製作的重要性，其活動過程自報到至評分和設

計與製作之程序相呼應。設計與製作之程序包含 6 步驟：(1) 界定需求；(2) 呈

現初步設計構想；(3) 選取最佳設計構想；(4) 發展具體設計方案；(5) 評鑑設計

方案；及(6) 依據設計方案製作（游光昭與林坤誼，2005）。藉此將活科技競賽過

程與設計與製作程序相結合，共分為十個階段：(1)；報到與領取資料(2)界定需

求；(3)呈現初步設計構想；(4)選擇最佳設計構想；(5)發展具體設計方案；(6)評

鑑設計方案；(7)依據設計方案製作；(8) 製作結合測試與調整；(9)軌道車之功能

檢測與評分；及(10)頒獎。 

據此九階段與課程綱要「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進行對照，期能透過生活科

技競賽探討課程綱要「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反思生活科技競賽之現況與優、

缺點及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欠缺之部分。對照如表 1-1 所示。 

 

表 1-1 生活科技競賽過程與課程綱要「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之對照 

競賽過程 照片 說明 
設計與製作

之能力指標 

報到與領取

資料 

 

180 位同學陸續

完成報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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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需求 

 

了解競賽之說明

與規定：主辦單

位說明軌道車競

賽的相關規定與

測試程序 

8-4-0-1 閱讀

組合圖及產

品說明書 

呈現初步設

計構想 

 

設計構想與繪製

草圖：學生透過

團隊合作，集思

廣益的討論與設

計可行的構想、

所需的工具與材

料，並進行草圖

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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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最佳設

計構想 

 

經過小組的討論

後，大家取得共

識，選出最佳的

構想 

8-4-0-3 了解

設計的可用

資源與分析

工作 

發展具體設

計方案 

 

小組成員分工進

行工具與材料的

準備，並發展具

體的設計方案 

 

評鑑設計方

案 

 

透過討論進行設

計方案的評鑑 

8-4-0-4 設計

解決問題的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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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設計方

案製作 

 

依設計草圖進行

分工與製作 

 

製作結合測

試與調整 

 

 

 

 

初步成品完成後

即進行測試，討

論問題所在，並

透過討論再修正

設計圖與軌道

車，以達到競賽

之標準 

 

 

軌道車之功

能檢測與評

分 

 

各小組於預定於

間內完成軌道車

的設計與製作，

並進行機能測試

與創意設計評分 

8-4-0-6 執行

製作過程中

及完成後的

機能測試與

調 

頒獎 

 

評分後，進行頒

獎 

 

 

二、生活科技競賽之實況報導 

今年生活科技競賽的題目為「軌道運輸車」，軌道運輸車的在現今生活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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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運輸科技之一，例如台北捷運、地下鐵或興建中的高鐵，均顯示出迅捷、

快速的軌道運輸網路是提升都市生活的重要機能之一。競賽過程中學生要依據所

提供之材料與工具設計與製作出一輛可以行走於軌道或可載重 10 顆鋼珠行走於

軌道之運輸車，現場參加同學使出渾身解數盡情創意設計與製作。最後無論測試

結果如何，競賽過程中的體驗以深植參賽者心中。將生活科技競賽之優、缺點及

建議說明如下： 

（一）優點 

1.整合各學科的概念 

今年的競賽題目為「軌道運輸車」，強調透過創意設計與製作過程融入

學生所學的科學與數學概念，例如摩擦力、動力、齒輪等概念。 

2.培養高層次思考能力 

生活科際競賽的運用小組方式進行，激發學生團隊合作、腦力激盪、創

意設計與製作等高層次思考能力，設計與製作出成品進而進行測試與評

分。 

3.培養材料運用的環保意識 

訓練學生於限定材料範圍內設計作品，培養學生有效運用有限資源以發

揮最大效率的能力，減少材料的浪費。 

（二）缺點 

1.競賽工作桌較狹小 

競賽學生 3 人一組，工作桌的使用為一張

長桌 2 組學生（以木板區隔）。此空間距

離較狹小，例如當一位學生在寫設計圖，

而另一位學生在操作工具時，彼此極易受

到影響。                             圖 1-1 生活科際競賽工作桌 

2.整體活動時間較長 

活動時間盡可能依既定行程進行，避免延長時間。因延長時間易有部分

組別學生先行離開的情形，如此即錯過一同分享喜悅的過程。 

3.學生創意思維受限於材料本身 

學生於取得材料後，因材料的大小、性質、功能，受限於材料的使用，

對於不瞭解材料的功能，也產生不適當的應用，僅有少部分學生跳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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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利用橡皮筋做為運輸動力，雖不合呼競賽初始規範，仍有其創意。 

（三）建議 

生活科技科學藝競賽確實落實科際整合、創造思考、問題解決、團隊

合作與科技素養等高層次思考能力的培養，是讓各方人士了解生活科技內

容的一個最好方式，因此，如何藉由生活科技競賽而讓各界了解生活科技

的重要性，可朝下列幾方向實施： 

1.增加各學校對生活科技競賽的參與 

提早公告與擴大宣傳生活科技競賽的簡介、優點，以鼓勵學校參加，提

供學生感受創意設計與製作的臨場經驗與成就感。 

2.擴大辦理生活科技競賽 

目前生活科技競賽僅在台北市舉辦，參加學校僅為台北市之公私立國民

中學。生活科技競賽透過「創意設計與製作」過程提供學生連結所學概

念、腦力激盪、合作學習與實地製作的樂趣，建議逐步向外擴大辦理生

活科技競賽活動，如台北縣市一同舉辦、桃竹苗一同舉辦等等。 

3.提供多樣化的材料 

提供既多樣又適切的材料供學生選擇，以刺激學生發揮創意，設計與製

作出與眾不同的作品，體驗思考與製作的樂趣。 

三、課程綱要「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欠缺部分 

透過表 1-1 生活科技競賽流程與「設計與製作」能力指標之對照後，

可知我國生活科技能力指標尚有欠缺的部分，將相關建議陳述如下： 

（一）再強調創意思考的重要性 

將創造力思考過程予以具體呈現即為創意設計。創意啟始於在生活中

的點點滴滴，創意佈滿了整個生活環境，例如建築師四處旅遊吸收新的知

識、刺激新的想法，啟發自己的創意思考以設計出更高一層的建築設計。

在科技發達的社會，擁有創意即擁有新奇的生活。 

（二）再強調合作學習的重要性 

生活科技教學活動的進行多採合作學習的方式，透過團隊合作讓學生

體驗分組、討論、溝通、互助、集思廣益、問題解決及製作等樂趣。以問

題導向學習（Problem Basic Learning, PBL）為例，PBL 是以學習這為中心

的教學策略，透過團隊合作的特點讓學生共同完成一件任務，通常以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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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一小組，透過不斷思考、討論的過程進行問題解決。 

（三）再強調安全操作手工具的概念 

DIY 創意設計與製作與日常生活密切結合，而在設計與製作過程中手

工具的使用更為不容忽視的課題，例如書架的維修、鞋櫃的組合、座椅的

設計等等均需要使用手工具。正確的使用觀念需於學生時期給予教育，透

過教學活動的進行培養學生了解手工具的正確使用技巧、收拾習慣、安全

衛生觀念等等，讓學生從教學活動與實作過程中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一部

份。 

 

肆、結論 

「科技是人類行動的創新」（ITEA, 1996），當人類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困難時，

透過設計或製作過程進行設計並提出構想，進而創造與製作，不但可滿足個人需

求亦可培養高層次的思考能力。因此，設計與製作能力對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課程綱要中，生活科技能力指標僅

包含「科技的發展」及「設計與製作」兩項。期盼未來教育單位能結合第一線教

師、科技教育專家學者共同努力，將生活科技相關之能力指標納入課程綱要中，

培養學生具備科技素養能力，共創科技教育嶄新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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