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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與學校環境教育的整合 

—「校園節水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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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技教育組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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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指導，由市立大仁國中承辦的生活科技競賽已行之有

年。歷屆競賽活動的辦理，大部份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協辦，

由系主任召集研議訂出考題，並同時邀集相關教授擔任評審工作。整個競賽活

動，從學生報到、參加競試、評審至頒獎，所有流程在一天就辦完了。帶隊的生

活科技教師，於競賽當日同時參加由承辦學校辦理的教師研習或專題演講活動，

並於會後召開座談，討論生活科技教育在學校推展的狀況。因而，生活科技競賽

也成了全市生活科技教師一年一度難得的聚會！ 

95學年度的生活科技競賽有了很大的改變，因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

學系朱耀明教授的介紹，及大仁國中前任林校長的邀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加

入了這次競賽活動的籌辦。因為競賽的主題──「節水」，因而獲得經濟水利署

在經費上的奧援，使得競賽活動形式有了大的改變。而另一個關鍵是來自教育局

二科科長陳武雄（現任一科科長）的大力支持，除了使競賽活動辦理形式的改變

外，更重要的是為得獎學生爭取的福利──可列入高中多元入學的成績計算中。

這對於學生與指導老師雙方都是很大的“刺激”與鼓勵。 

這一連串的因緣促成了「校園節水創意競賽」成為高雄市95學年度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的生活科技創意競賽！ 

 

貳、生活科技與環境教育的整合 

以「節水」為此次競賽活動的主題，是運用生活科技執行並落實環境教育的

一個創發的點子。科技教育最大的特色它是個一絕佳的整合學科，學生的學習是

建立在社會學習及真實情境上的學習上（Theodre, 1999）。國中生活科技課程中，

教師們指導學生學習包含製造科技、運輸科技、傳播科技與營建科技乃至於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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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等各個科技系統的議題，但仍不脫離生活上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應用層面。科

技素養教育的目的不外是讓現代國民成為具使用、管理、評估與瞭解科技的能力

的公民（Dugger, 2001）更使人人具備解決實務問題、調適和環境互動關係所需

的基本能力（李隆盛，民85）。 

環境教育中「水資源的利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而「水資源的利用」

是不是個問題呢？根據國際水資源管理學會的研究，到2025年全球生活在乾旱

地區的十億多人，將面臨極度缺水。台灣的年平均雨量高達2510mm，是世界平

均雨量的3.5倍，從這樣的數字看來，水資源好像不會是我們的問題，但是台灣

的人口密度高，每人平均分配降面量只有4.4mm，其實還不及全世界平均值之六

分之一（林憲德，2006）。水資源的保護與有效利用便成了環境教育的重要議題。

國內水資源教育的推行主要由經濟部水利署主導，希望從目前每人每日平均用水

量290公升至民國100年時減至250公升（陳伸賢，2006）。而這個目標的達成就

必須透過教育推廣，政府機關包含學校校園的用水都是重點推廣單位。 

在這樣的背景與條件下，校園節水創意競賽作為生活科技競賽的主題，更具

意義。學生每天上學都要用水，但並非每個學生都會注意到學校的用水狀況。「校

園節水創意競賽」的辦理，以高雄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為對象，但透過創意

活動的辦理，期盼能讓學生們瞭解地球水資源有限的觀念外，更引導學生思考有

效的用水與節水的概念。為了引導學生們在創作的歷程中，真正關心學校的用水

真實狀況並確實進行團隊創作，活動的設計是多元的，包含了資料蒐集、現況分

析、會議討論、創意決策分析乃至於模型的製作與最後的成果發表等。 

從科技知識的運用層面來看有「了解」、「使用」、「製作」與「控制」（Hameed，

1988)，這項競賽活動便涵括了這四個層面。學生們必須先了解節水的相關知識、

學會如何運用這些知識、進而設計出自己的節水系統、最後進行反思討論這樣的

設計能達到何種效果。這樣的活動設計不僅對國中學生、對指導老師們都是一項

新的挑戰！ 

 

參、創意競賽紀實 

全新的競賽型式使得籌備工作變得異常龐雜，除了訂定競賽規則與實際的比

賽之外，提供給競賽學生使用的創意筆記、指導老師說明會、師生教育訓練、領

隊會議等等，全都是為了讓競賽活動能順利進行，讓學生與指導老師瞭解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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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過程與成果並重。競賽活動的目的為： 

1. 除可發揮創意提出校園節水具體計畫，並促使學校全面檢視校園用水

情況，以達到校園節約用水。 

2. 建立學生正確用水觀念，提升學習相關水知識之興趣，進而運用至日

常生活中節約用水。 

3. 透過校際生活科技知識、技能、及情意競賽，以激發師生教與學的潛

能及興趣，促進多元知能的發展。 

4. 培養學生自我設計、集體創意及問題解決能力，活化應用生活科技的

知能，提昇學習的品質。 

 

(一)、 競賽的設計與時程 

競賽活動的設計是多元的而且是長時間的。參賽的隊伍必須經過三大階段： 

1. 資料蒐集、現況分析、會議討論、創意決策分析 

2. 模型的製作 

3. 最後的成果發表等 

活動的時程安排如下： 

 

表1: 活動時程安排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參加人員 地點 備註 

95/12/28(四) 

09:00 - 11:30 

活動精神與內涵報告 

競賽內容與呈現方式介紹

競賽規定與注意事項說明

相關事項的討論及釋疑 

各校指導老師

1∼2人 

大仁國中

會議室 

參加人員登錄

3 小時研習時

數 

96/01/11(四) 

09:00 - 11:30 

參賽師生教育訓練 

創意計畫書的填寫說明 

省水器材與策略介紹 

指導老師1人

參賽學生 

科學工藝

博物館 

參加人員登錄

3 小時研習時

數 

96/03/09(五) 

08:30 - 16:30 

繳送參加人員報名表 

繳送校園節水創意計畫書

一式四份 

各校承辦人員
大仁國中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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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3/15(四) 

08:00 - 11:30 

領隊老師會議 

說明看板、模型製作規格

評審場地佈置位置 

評審日之程序及注意事項

各校領隊老師或

承辦人員 

科學工藝

博物館 
 

96/03/29(四) 

08:30 - 16:30 

學生作品發表 

評審老師提問及評審 

頒獎 

各校參賽學生及

領隊教師1名

科學工藝

博物館 
 

(二)、 創意筆記的設計與目的 

為了讓學生實際解學校的用水狀況並隨時記錄他們的創作歷程，由

朱耀明教授帶領的活動策劃團隊編製創意計畫書。計畫書以提供學生學習

鷹架的構想出發，以系統化的方式列出幾個有助於學生思考與記錄的格

式，計畫書內包含四個部份： 

1. 校園用水狀況分析（95年全年的水費單95.01~95.12月） 

學生們必須仔細檢視校園內的用水狀況，並加以分析。分析的方

式可依下列建議但不限制，當然可以透過小組討論出一個更佳的方式

進行分析。切記必須是「有憑有據」的科學方法，並儘量以圖表型式

呈現，讓評審委員可很快的看出其分析的數據。當然除了自來水的水

單的收集外，各子系統的用水量分析也可以加入，例如：廚房用水、

庭園噴灌系統、廁所用水、清潔用水以及其他如地下水源或廢水回收

系統等。而用水量的分析除了以月份比較外，當然也可以依子系統的

使用量加以比較，分析出那些地方的用水最多。 

2. 學校節水構想與策略分析 

經過上述的用水狀況分析後，便引導學生開始進入研提構想的階

段。學生們可透過團隊的討論，提出節水的構想。在這個部份，計畫

書要求學生明確描述資料的收集、問題分析以及創意來源等歷程，然

後提出節水的各種策略。期盼在這樣的架構下，學生能明確的表現出

他們創作的歷程。 

節水系統設計圖與策略說明的表列形式是研究者的精心設計，無

論是一種節水的設施構想或是某種特別的策略，都可以用圖像表達出

來。學生們呈現出來的圖說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創意設計，也可以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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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策略但在功能上的增進，產出第一代、第二代，一直修改完成。 

接下來則進入「決策」的過程了，許多的創意構想如何決選出一

個可行的方案落實推動呢？決策歷程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表格，讓學生

說明創意的決策因素： 

“分析各種節水策略與設計圖，你們會考慮哪些因素？如何

決選出最後參賽的節水策略？例如：策略的影響層面、它的

永續性、可行性、成效、創意⋯等等。” 

“提供下列表格，請你們依自訂的考量因素，針對各種節水

策略加以評判其利弊得失，並加以說明。” 

最後再運用一個彙總評分表決定出最佳模型或策略。首先定義出

決策的因素、為每項因素訂定它的權重，再針對每個模型進行評分，

最後便可加總取得最佳策略與模型了。 

3. 節水創意構想描述與表現 

根據上述的歷程選出一個策略及設計作為本次競賽的作品，而後

參賽者必須將這個節水策略的優點、重要性提出，以便說服評審拿高

分。其中包含說明模型的主要功能，並提供可能的數據分析，說明系

統如何達到節水的功效（例如每天可以省多少水？等等）。 

4. 小組會議討論紀錄 

創意筆記的最後一個項目是參賽小組的開會記錄。為了瞭解各個

團隊合作狀況，會議記錄的形式包含團隊討論的過程，例如：點子由

那位成員提出的？其他組員提供了那些建議？討論中是否有新的想法

產生？或是爭論（甚至產生爭吵），最後如何逹到共識等等⋯。 

(三)、 競賽的評審與獎項 

耗時費力的歷程記錄，是本次競賽學生與老師們最大的挑戰，但也

是創意競賽的重點。從公布競賽的方式開始（95年12月28日）至教育訓

練(96年1月11日)兩週的時間，各校派出了參賽的團隊。高雄市45所公

私立國中，共有44個團隊報名參加，其中有4所學校未報名，但也有3

校推舉出2個團隊。師生一起參加節水的教育訓練，半天的時間，介紹了

節水的設施與政府推行的節水措施，學生們的創作之旅於焉開始！ 

為了讓大家的辛苦有最佳的回報，獎項包含團體獎：全市分南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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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各選出第一名至第三名各一隊，得獎學生每位各頒發獎狀乙紙，獎盃乙

座，指導老師獎狀乙紙。除了歷年生活科技競賽原有的團體獎項之外，今

年度更有最佳模型獎、最佳創作歷程獎、最佳創意獎、最佳簡報獎與水利

署署長獎。 

評審團隊的陣容也比往年大許多，評審委員的工作從3月20日就開

始了，來自高師範大學的教授們、水利署與工研院的工程師以及博物館的

研究團隊所組成的評審團，分為三組先行審查創意計畫書，每個隊伍的創

意都有三個以上的評審給分，力求公平。3月29日的決賽，又分為初審

與複審兩個階段。經評審團會議決議配分比例為：計畫書內容與記錄

(40%)、模型的創意(15%)、構想的可行性(10%)、展示（25%）以及簡報

(10%)。詳細的評量標準可參考附錄1。 

表2: 得獎隊伍 

區別 名次 編號／學校 作品名稱 

南區 第一名 A18／鹽埕國中 永續鹽埕--校園節水 

 第二名 A12／中正國中 全校循環用水系統 

 第三名 A09／英明國中 省水妙計 

北區 第一名 B02／龍華國中 漏水感應器 

 第二名 B14／立德國中 校園中水回收計畫 

 第三名 B05／明華國中 省水大作戰 

 最佳歷程獎 B02／龍華國中 漏水感應器 

 最佳創意獎 A15／前金國中 『足省』妙計 

 最佳簡報獎 A09／英明國中 省水妙計 

 最佳模型獎 A07／道明中學 多明尼各再生節水系統 

 水利署署長獎 A16／五福國中 移動式節水洗手台 

 

肆、活動的成效 

從學生的創意計畫書中，評審團看到了學生們努力的成果，都給了極高的肯

定。尤其是對於校園用水狀況的分析，更讓來自水利署與工研究的工程師們深為

感動，透過這樣的活動，無論學生們是否得獎了，這個歷程將讓學生們對水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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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有深刻的認識。 

創意的發想部份，大多數團隊受到教育訓練時提供資訊的影響，多半圍繞在

中水的處理運用為主，更有新建學校的學生提出異議，因為他們學校的用水系統

早已依水利署推廣的中水回收系統實施了，沒什麼好創新的了！但事實上仍有團

隊校跳脫了這個窠臼，從策略與管理面思考。其中令所有評審印象深刻的是前金

國中的「足省」妙計。她們不從如何節流或開源思考，而是從最根源的－如何保

持乾淨著手，因為乾淨了就不必用水洗囉！ 

南北區的第一名，是勢均力敵的，鹽埕國中與龍華國中的創意計畫書幾乎不

分上下，只有一票之差。龍華國中也是捨節水方式不談，而以偵測漏水加以防範

水資源的流失，在創意得分上稍稍領先。 

從前後測問卷的統計資料來看（問卷內容詳如附錄2），對於學校用水系統

的覺知有明顯的改變，例如題項中「學校水表在那裏？」從28%提升到74.5%；

對於省水標章的認識70%至93%以及「我會把使用過不是很髒的污水儲存再利

用」的題項也從67%提升至93%。 

對應計畫的目的來看，這項競賽的成效是超導預期的。參賽學生們全數發揮

他們的創意提出校園節水具體計畫；在用水觀念上也都有明顯的進步；而因為競

賽也激發了師生教與學的潛能及興趣，更重要的是真正達到了培養學生自我設

計、集體創意及問題解決能力，活化應用生活科技的知能，提昇學習品質的目標。 

 

伍、來自教育現場的聲音－代結語 

從決定了競賽活動的型態後，策劃成員都覺得這是生活科技競賽往上提升的

好機會，讓學生們學習真實的問題解決，用系統化的思考、資料蒐集、數據分析

而後體驗一下創發的歷程。無疑的這應該是一次真正的生活科技專案學習！但現

實的情境是：學生們沒有時間、指導老師們也搶不到時間。因多元的活動設計，

也讓老師與學生們倍感壓力與挫折，因為學生們原就有功課的壓力，而且創發歷

程是很耗時。幾位老師們反應： 

「競賽的時間這麼長，二個多月！又遇到寒假，根本沒時間做！只好

在放假時間把學生找回來學校繼續做，不然，不可能做得完啦！」 

更有老師反應這樣的活動不宜再辦！事實上在活動辦理之前大仁國中林前

校長即預測了可能的反對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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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時我們都要帶鋼盔，否則大家會被釘得滿頭包！雖然如此，

我們還是應該要做做看，這是生活科技競賽的一個新轉機！」 

因為有大家共同的努力，所以活動順利完成了。雖然這樣的改變確實給學生

及教師帶來相當大的負擔。但，我們也看到了極佳的成果，這也顯示出：生活科

技老師們確實可以帶出不同於一般科展的競賽成績，更展現出「生活科技領域」

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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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校園節水計畫書之評量標準 

壹、計畫書內容與記錄(40%) 

一、計畫書內容 

1、學校狀況分析（例如：水費單收集與分析） 

2、學校省水策略的分析 

3、省水創意構想描述與表現 

二、創意構想歷程記錄 

1、構想歷程 

2、模型製作 

3、學習的支援 

4、足以支援的資料 

貳、節水構想的創意(15%) 

一、流暢性 

二、變通性 

三、精進性 

參、構想的可行性(10%) 

一、具體可行性（容易執行與配合） 

二、創意構想的影響性（節水的效率） 

肆、展示（25%） 

一、作品海報與布置 

二、作品模型 

伍、簡報(10%) 

一、作品口頭報告 

二、答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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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節水競賽活動問卷 

高雄市95學年度「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生活科技」 

校園節水創意競賽節水概念前測問卷 

填答說明：本問卷旨在瞭解各位的節水概念，不是考試喔！請依你知道的狀況詳

實填寫即可！ 

性別：□男 □女  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1. 雖然地球上的水那麼多，可是大部分都是海水，淡水資

源中人類方便取用的水占不到 0.01%？ □對  □錯  □不知道 

2. 海水占地球表面積約70%，所以可以利用海水淡化有效

解決水資源供需失衡的問題。 □對  □錯  □不知道 

3. 我們身體內的水約佔體重的70%，失水若超過15%也不

會有太大危險。 □對  □錯  □不知道 

4. 雨水像是從天而降的寶藏，妥善收集處理的雨水可以用

來澆花、洗車、沖廁所、養小動物等等。 □對  □錯  □不知道 

5. 根據統計台灣每年的平均降雨量為全球平均的3倍，又

常有颱風，所以台灣不是缺水地區。 □對  □錯  □不知道 

6. 由於人類超抽地下水，容易造成地層下陷。 □對  □錯  □不知道 

7. 水回收再利用及有效用水是節約用水的方法。 □對  □錯  □不知道 

8. 1度水大約是1000 c.c.。 □對  □錯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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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查看這張水單，95年8月30日至95年11月1日間，用了幾度的水？ 

        

 

 

10. 下列二張圖是水表記錄兩個月的指針與數字，請算出本月的用水量是：    度

 

 

 

 

 

 

 

 

 

 

 

 

上月指針 

 

本月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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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知道學校的水表在那裏。 □同意 □不同意 

2. 我以前曾看過這個標章 。 □同意 □不同意 

3. 我知道它 代表的意思。 □同意 □不同意 

4. 我知道學校有使用省水馬桶。 □同意 □不同意 

5. 我知道學校內有省水水龍頭，例如：感應式水龍頭或起波

器、調整器水龍頭。 □同意 □不同意 

6. 學校水龍頭或水管有漏水的情況時我會覺得好可惜。 □同意 □不同意 

7. 我覺得學校裏應該設置雨水、空調冷却水、RO逆滲透排

放水等的廢水回收再利用設備。 □同意 □不同意 

8. 我會建議父母或學校購買省水器材。 □同意 □不同意 

9. 我會節約用水，例如隨手關緊水龍頭。 □同意 □不同意 

10. 我會把使用過不是很髒的污水貯存再利用，例如用來澆花

或沖馬桶等。 □同意 □不同意 

11. 我會規勸同學不要浪費水資源。 □同意 □不同意 

12. 發現有漏水的狀況，我會立即通知老師或總務處處理。 □同意 □不同意 

13. 從開學至今，我從未注意到學校的用水狀況。 □同意 □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