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台灣的年代

園中科技教育課程發展

陳東畏

台北市立蘭雅閩中設鵲組長

剛宣

從歷撓的角度來討論近10年

灣的鷗中軒技教育課程的發展，期

片的教改聲中，建黨清現在盟

中科技教予擎的定位、目標應該在那

擇，為何?是民盟51年開始部實施的工

藝教育，會轉型為與自然科併列，成

九年一提課程中的「自然與生活科

技J 領域?是不是科技數育巍的應該

成為躍中學生三舉習的主要科目之一?

或是國內科技教宵社群的連作是否讓

真的自主、健全的發展?如果後繭

的答案不是肯定的，又為何教改的

結果在九年一實暫行綱要中呈現的會

是這樣?

閩中科技教育課程發展如再

中的組緒和活動運作，傳達對權威決

定的要求，此一發展需要整體社會的

支持，也指出鱉縷的各師素是互相關

聯的，讓中科技教育課程發展能對環

中的力最有所由憊，此稱是農于

讓閩中科技教育課程繼續發展下去，

進而影響到各頃決策，轉達需求。囡

此，一個不被重瓷的主要科在課程{發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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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程，能與大放異彰的正統教育

?自然科學J 學科併列，是否蠶示在國

內教育搗盤體系統運作中，環境因

所重新揖供的因子已經影響鷗中課程

結構之發展?

本文以歷次的圈中讓程修訂偽政

策決策依據， {衣課程標準修缸進程為

紹，以科技教育課程發展及科技社群

成是為韓，捕;車台灣在90年代史現的

屬中科技教育，並鋪陳國內所謂 f正

統J 的內尋學教宵J 學者在

的修訂過程中如何與「興端J 的

f科技教育j 社群進行論連 O

寵盟中課程標準灌進與韓史環境

一、民臨38年至50年

我圈中學課程僚讓在民國36年1月

至IJ37年 12月轉訂完成 o 民區38年政府

還台後，教育部為適躍鬥于憲J

，再作局部之修訂，並於民國科

將草草案揖定，於問年 11 月公{在實行

(教宵囂，民的)。其中原本男女共同

體習的勞作， ;在草二學年起女生故習

f家事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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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問學髓的改變及實驗輯程的

還行，使園中(拐中)的勞作(民打開

41年卜生舉會n轉及勞動服毒草(民41-44

卜勞作及生藤勞動(長44-51年)等

課程只在課程名輯及男女修習時數的

修訂上作改變，實際的課程內話都是

竹土木、木工、金主或發木工等(李

，民75 : 39 、叭-52) 。然而在民國

40年代，台灣當持與美國教育人員交

澆頻仍，在民國41 年 12月設立了

工業職業學校師資及主樂教育研究的

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望年1 月招生，

錄取50名學生，技於是年暑假將揖校

學生分成工業職業教育組(工議組)

與工藝教育組(工藝組)。在話筒當年

第一屆的畢生朱鳳傳教授時，朱教授

當時並無說要分組，因此當持

在部大有一波「小學潮J '校長路平息

學生的抗議，答應講不聽留下

轉學，當時寫26人轉到台灣大學、台

台南工學院(現今成功大學)

大學，或在師大校內轉系 G 所

自美國籍教攪扭扭頭談而

分組，當時美籍教授極力懿吹主審教

宵的費點，所以有20位學生選擇工藝

錯，只有4位選擇主議組。二仁職紹為工

業職業教育師資培臂，工藝紐則以中

學師資躊目的，在英關瞬際合作總

及實鼎鼎立大學之輕聲與教學支接

，各工作得以進行(工醫教育系，

76年)。自此引進美圈當代工藝教育思

想(康自立，民76) ，搗民盟51年課程

修訂時，將勞作及生產勞動課程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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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轉之頭頭。

二、聽聞51年至80年

民國51年的課程體育I在48年即成

立{修訂委員會，課程修訂;還點在道德

教腎、工藝教宵(教育部，眠的:

781) ，在民國49年j選定八所中

主藝課程教學，其諒合工場中的計觀

設備府附近的卡丹土職學校鵲勛辦理

(編輯裳，民49 : 24呵26) ，由於j顧及全

省的譯程試辦，讓兵器51年的課程修

訂釋勞作及生產勞動練程易名為

，課程內羈熙由原本的竹土木、木

、金主要全木工等，改體成綜合

土，組合木工、金主、藤竹工、泥水

主及電工，在時數、授課對象、

過程、教材選擇原理等等揮手言聽確規

，並規定與職業;學鋒科目應配合實

施(當時有農業、工業、商業、及家

事等，工業組包含襲蚓、

三科) (李躍攘，民75 : 7 卜74) ，並在

實施方法中明訂工藝教舉應以工場

，講解為輯，教學工場內同

時活動的學生人數不應扭過25人(訪

問朱關傳教授得知，當時一班學生人

數大約50人左右，最初為 7還措 J

程棵準規定「不應超過25人J '所tJ曾

體實施將一半的班級人數給體育老

軒，即體育老歸字會約75個學生，

藝老師只上25個學生，實篇一學期後

即遭體育老師抗議廢止，後又實施將

隔為二，中輯用透明附板質和

老師翰管學生，一半學生上

半學生韓排主主看書或繪置，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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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小型繪國桌)。上是盟61年的課程修

在內涵上增扭「識圖與計畫 J 及

f小引鞏j 爾部份，並在電主教材增加

較多的 f電子部分打封了民間的州71年

間師大教宵系與主教系游行工藝諜報

多次相關研究，認為課程丘無法配合

社會結構的改釋，加上師資;這剪不

齊、升學主義影響嚀闊素，工鶴教學

日釀已躍受阻礙，躍華新工藝謀種內

(李陸盛，民75 : 78-79) 。民醫72年

的課程修訂在課程內涵中那種大幅改

'內容為:工聽概說、識闡與計

畫、辦強工、木工、學體工、金主、

電主、關文傳播、營憩與生活、製

、資訊工業、視聽傳播、能源與

動力等十三種領域(教育萃，民72:

465-467 )。
盟內閩中工藝教背一直以其獨特

的正當性存在，其函中間古士大夫觀

念及升學主義的影響，雖不安家長重

視，但在教育體制下車沒消失，從方

俊育的〈技術或政能…台灣戰後工

藥業教育發展史》或可潘岳一些端

倪方俊宵，民89 : 148) 
f戰援工業職業教育發展的最主要

動力， 1:赴美援的教育顧問與經費支

持，到世界銀佇 f全球化J 理念下的

貸款資祿，乃至於李國品等經建官員

將普通中學與職業學校的學生比，由

六比在紋，轉而調整純正比七，都在於

使台灣形成世界分工體系下的一主義，

也就是半邊緣的位置。的復采的師大

工教系在美鐘內化影響力的旦進繪下，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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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茵世界分五體系下的卒邊睡位置的

擺雄性，以及台灣經建部門與工鞏

界、教育界等獎於技術升級的最慮，

而使得 f 哥華課程 J 的全面推

f丁。 ......J

?是日據捕民詩代到戰後的苦告

，讓人民對古今 f工作」的幫求不敢

掉以輕心，對於一卡…代的裁堵，期望

小孩能容好頭腦唸脅，如果頭鵬不

好，也希望能有一技之提謀得一轍，

以求溫飽，閣成工藝教育一確無法擺

脫職業試揮能功能，在園中雖然囑於

普通教會的一環，個職業選修科目與

工藝諜捏一直糾縷不濤，其因素

起含了關中輸業選修科目多為工藝教

師兼任或主事，自此一般教師與家長

都很難蠶清工藝教育的真正臼

位，試爵王藝教育般是職業教背下的

…環，家民也期望學生在間中三年的

工藝課程中習得一技之長。自美國引

聽教育之持，其宣導並不足以讓

社會大累了解，且當時社會環境強輯

工黨發展，缺乏大量援手指人員，如上

期望技術升級島建種因素，讓工藝教

育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大增，並走

向一鵲與美國文化不闊的工鑿教宵。

參從工醫到生這科技

、孔懇、科學史研究的代{盟主要單

位 社魯平
在孔恩科學史的研究主要的研究

單位是「科學社群j 。在其著作

的結構〉中可明顯著音對雷這樣攔



體所作的基本範圍界定孔恩著、

程樹德等譯，民的: 63) 

「一個研究體在接受典範後逐漸改

變，從僅是一群樂於研究自然的人轉

變成一專門行業，或至少是一門新學

科。在各門科學中(醫學、技藝及法

律外，它們主要的存在理由是外在社

會的需要) ，發行專業學報、成立專業

學會、以及爭取將其學科列入學校課

程中，這種種活動通常與該群體首次

接受一個典範之行動緊密相關。」

在後記中，孔恩在第一節中便提

到如果重寫此書，他會一開始就先討

論科學的社群結構(事實上孔恩在註

解中提了很多 1960年代關於討論「社

群」的著作)。對於此書序言中提到的

「個別的科學發現來自科學家，他們常

常活在一、兩個科學社群之中，而科

學社群要常常與許多其他社會團體、

機構溝通與互動，才構成整個社會經

濟結構(孔恩著、程樹德等譯，民

的: 32) 0 J 此不但顯示除了科學社群

與社會息息相關，同時也點出任何團

體可能也有相同的性質，當某些人樂

於研究某典範的問題時，自然形成一

個社群，他們受相同的教育與養成訓

練、閱讀相同的技術文獻、從文獻中

得到類似的教訓卜彼此能相互溝通、

有一致的專業判斷，重要的是連別人

都這樣看待他們(孔恩著、程樹德等

譯，民的: 236) 。因此，社群概念依

此為據。

科技教育的社群(以下簡稱科技

多

社群)自民國41年台灣師大成立工教

系後，即具雛形，因其中工藝教育組

主要為培育國中工藝教師師資，民51

年工藝成為學校中一門學科後，社群

人員增加，加上民國57年開辦專業期

刊「中學工藝教育月刊J '大大增加了

科技社群交流及論述的場域，使得科

技社群自 70年代逐漸擴大，在民國71

年成立學會後，其運作更為自主與健

全，從 90年代的系所及課程名稱更送

中，更可看出其強烈的實踐性格。目

前台灣社會對於科學教育社群(以下

簡稱科學社群)有較高的肯定與支

持，科技社群在九年一貫課程修訂過

程中，便逐漸成為科學社群眼中的異

端份子。

二、名稱及課程內涵的更動

民國78年教育部成立「國民中學

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J '並分別成立各

類小組推展課程修訂的工作。台灣師

大工藝教育系在民國76年的系務會議

中即有教授提議將系名更改，認為

「工藝J 的名稱並無法表現出課程中推

展工業文明認知與工作試探的教育宗

旨，且造成大眾對「工藝J 課程常誤

解為傳統的民俗工藝或家庭工藝，在

78年的3月份台灣師大工藝系召開數次

系名及國中課程更名的內部會議，共

提供十八種系名及國中相對應之課程

名稱，進行全系內部調查，最後決定

三個名稱，送教育部審查，卻遭到!駁

回再議，在科技教育社群不斷的努力

下，於民80年6月教育部初步決定將工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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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與家政合稱為 f家政與科技J '卻於

同年9月正式決定改為「家政與生端科

技J '師高雄師大於82年初選文到教育

部希望將系名更改為科技教育系，教

囡此語文到台灣師大，當時校長

百函 f認為確有其品要 J (台灣師大

81.8.4. r81師大聽說第5036號儡j 自覆

教會部8 1.7.14. r台(81)師三八一九三號

J 之公文) ，問此高雄師大於員國82

年8月更名為科技教育系， {時間為培育

中等學校工藝師資的兩個系名稱卻不

…樣，為避琵爭議，北高關系於83年8

丹同時更名為工業科技教育系。

民臨 82年課程標攘的體前譚

中，生活科技課程J;J r生涯教育j 及

f群集課程」的理念進行，刪除拭材料

分類的方式，統整為生活與科技、資

訊與傳播、營趣與製濤、能源與運輸

回大讀域，並明定教學活動設計，應

以解決問題策略露中心，競選湛模組

化農單元化的活動設計暫合教學現自

(教育部，民83 : 89 1) ，讓教學，有系絞

牲、連纜怪，不再因弓之!可材料插進行

較器片段、零悴的技衛、知識 o

一、科技社群的努力一國際友圍內

自3連結

台灣工聽教育走向科技教育的課

程內蝠，雖然形同移讀英盟的科技教

，但民圈80年起工聽系成立研究所

後，帶動更多的相關研究，讓科技教

的移植比較能配合國內的教育體

制，旦師資培育的教授群多為留美學

，不但對美躍科技教育脊較深端的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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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加上當持北高兩所師大研究生

來自基層教師，讓研究爾外課程或

教材的解讀不單只是純粹的翻譯與研

o 1990年起至 1998年科技社群每兩
年輔辦一次關際研討會，邀請醫際學

到台灣演講、虛設，間內科技社群

也不斷封西方「取經h 參與圈際問輯
研討會。

員關80年起科技社群在闡到會中

申請輯關大型或個熙皇研究計畫案，

?是「技學 (technoJogy education) J 範

疇的「本實與演進 J (82-83 年度)、

「範盧興內容J (的-84年度)到「技學

教育內潛之研究J (85年度)、「亞太

觀家工藝/科技教育J (86年度卜

業先進關家工懿/科技教育J (87-88年

)、 f透i晶生活科技課程培養閩中

重IJ竭力之研究J (89-90年度)等大建立整

體計議案的進行(關科會調站，民

90) ，除了祖臨大學參與外，結合科技

社群… A間進行研究， ~己合北高聶斯大

學部及研究研學生進行相聽課程教材

鸝譯、編裂與實驗，立在對基層教輯

進行在職研習，加上暑期州學分班學

長期受寄rr及國民教育輯導關種力推

，全省工藝教師草草於工藝轉現生活

科技心中多有壞備，只是工聽教舉行

之有年，各學科轉車的聲樂與困難在

此都一一呈現，尤其工藝數學以「動

手作j 為教學主體，對於轉變成生活

科技後， r動手作j 的對象不時是單

純的 f作品山而是以「解決問題J l'主

主軸的 f動手作J '讓不少資深教師雖



難改變，卻不得不接受。

肆能~游輯技到 f盟黨與生活輯技j

一、九暉…贊課程11窮了過程

中活科技課程從民圓86年9月

開始實蠅，然而教育部已在86年2月成

立課程發履彈藥小組，到87年9月公佈

j 仟團員教育小班

稽神教學j 摺站，民90) ，確立了盟畏

教育階段接聽緝要之基本架構。 87年

10月確立各黨域正觀召集人後，部分

別欖館還行各頓據調要之研訂，因為

86年4月 17 日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審查教

育部87年預算峙，曾附帶決議 I教

育部必須臨別年9月完成國民中小學九

課程綱要走研訂，並於90年起

，否則凍結摺關預算...... J 
8 if三覽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

酹替決議 I教育吾吾禮、苦奮

嚮87年度預算討會決議，

於民盟87年9月之前公布九年一貫課程

飽綱，至繹不得梅延超過88年9丹

後。立在將公布乏新課程總繭，提供立

法院教育及預算委員會委員。 J (林殿

{槳，民側: 397) 使得各領域召集人在

87年] ]月成立:修訂小組後，立即著手

進行課程綱要之修訂，園為期程實在

太短，尤其官紫與生活科技領蹺，召

集人與巔召集人分別進行皂然的聲

與科技的會訂，葫者的困難在於舉科

過多整合滷程艱諱，接者員可在於科技

教育在小體階段只有美勞課較為相

闕，但美勞老師多希望被納入華術與

? 

人文鎮蹺，思為科技教育對龍們

。不論如何艱苦，

責人的共識是雙方「各自

社群中的宣言也是如此，彼此

人檔椏爭取學科對社群的最

從87年 11 月到88年8月底轍交報對削，

後一個月的相互論述最為數烈，

小組為使整合後能有兩較佳的

，網路上郵件來來往往，修訂小組

成提往往是晚上 10 、 11點散會議，懦

夫早上8點要交出討論成果。

的插曲是家政科在七大領境中不見蹤

，在88年3月 17巨的聯席會中，家政

臂一度被科學社群有意與資訊一粗放

入科技範嚼內，但遭反對，因此決議

將放政放入融入各科的五大議鸚(

、兩性、人權、資訊、濫發展)

六大議題， {B 議是農並無時數，

級社群思tlt爭取放入諒合活動領棧 G

各損壞努f定的完成草案，好路年6

聞辦理全省東、中、南、

, 7月即擬定試辦要點並師知各縣

(函文為 88.肘 .27 台(國)

。88090050號函) ，科學社群與科技社

群在公聽會及各縣市舉辦的各

中相互較勁，也許基層教師

，因tlt在遣詞用字乏闊

銳盤指修訂小組委員或演說簣，

餾社群的溝通雪上加霉。 88年底

t三大讀t叢中的「皂然與科技j

稱修改躊[自然與生活科技h 閣成89

年3月公告的第一階段暫行綱要中即以

「自然與生活科技j 名稱呈現，問到89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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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教育部新任車長認為[自然與

生活科技J 應整合為一體，不應各自

表漲，眉吐成立該領戚整合小組，自

丁志仁負繁華主原有的「自然j 與[生

活科技J 綱要進行整合，雖然科技社

群樹力爭敢應各自表述，如語文中的

國語與英語，只可惜科學社群人眼較

為嚨大，加上雙方在之前位 f交戰 j

過於擻票，使得整合成為定鳥，只換

得部長口頭承諾[自然J 與 í 括科

技J 同時存在，教學時數各組4/5及的

-.m，使原本黨定89年8月弦(有第三段

之後的「暫行綱要」也囡Jlt而延後至

89年9月 306才公咎。

暫行綱要中將變方草葉進行「八

大問向 j 的聽合，自然學科佔其中六

大商向(選程技能、科學與技衛認

知、科學本寶、科學態度、思考

能、科學自惡用) ，生活科技佔其中兩大

串冉(科技的發展、設計與製作)。

活科技11'對于小組成員再次主義合，加上

關心屁事的部分社群，進行再次的大

輻鋒訂 G

二、「自然與生活科技J 課程悶:臨

然而科學社群自此將[生活科技J

授為其院囑之一支，在[暫行顯要」

的寄:錄「內容細填j 中，將[生活科

技 J 放在課題之後的主題中(如表

1) ，矮先生活科技在此積據中的

級。不景讓人想到韓若本曾對多樣化

( proliferation) 提及這樣的論述「…餾

程論，只有在接受最多方面的攻擊與

撓戰時才有機會發展它強而有力的潛

2002 i j三容;二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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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以應該鼓勵各種不悶的提提互

相競爭發展。此外，還應該攪得|所有

學派(無論也們的主張看來多，蟹惜與)

都有發展的機會。這樣，人類、人類

的知識探索才有可能觸及;嚴厲悍的報

轍，也才有機會觸及有價值的東悶。

(孔恩著、總揖器等譚，民的: 20) J 
1fl科學社群的科學霸權心態在最後的

整合行動中展現無疑，對於相關領坡

的科技社群視為敵人，除了權封上的

好靡，權吾吾下t且擁為不客氧的社詐，

如 Jlt PJ í 正統 J 教育自麗的科學社

群，檔(言在九年一貫課程的修訂過程

中，早將科技社群視為跟中的 f

踹J" (見表1)

伍結論…正統乎?異踹乎?

科學社群一龍認為科技只是科摯

的應舟而日，實在是極大的錯誤，其

認為奠定了基礎科學之後，其他的科

學就是應用與推廣的活動了，以物理

為憫，基礎輯理學研究的再透徹，也

未必能保諾亞雙肩到電機技術中J必然說

佇，系統性的科學知識即使在一個學

科之內，由會因學派的不同而產生系

統性的差異，更何況在學科與學科之

間的轉移與應用?例如: 20世紀初，

丹麥因為躊本哈根舉派的緣故，會有

一段持期成為全世界物理舉者的朝會

闊，但沒有聽說過丹麥的應用科舉因

此有什麼眩入的發展。體關在20世紀

初成為物理大國之前，技館科學早已

名闊遐濁。科學史上說無接礎科學成



「自然與生活科技J 領域內容組閣

i主題 次::í:總

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 地球的環境 110 親成地球的物質{岩石、水、大氣)
111 地球和太空

地球上能生物 120 生命的共i奇怪

121 三位命的多樣性

物謂的顯成與特性 130 物麓的糟請與功用
131 物質的形態與4挂質

自然界的作用 改纜與平衡 210 地眾與地般的變動
211 天氣變化
212 黨夜與間空拳
213 動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觀節

菩薩語岫
217 能的形態與轉換

218 化學反應
219 化蟻來衡

交:作 220 食球變還
221 物對環境刺激的反應與動物行為

222 電磁作用

223 鑫力作用
224 水與水溶液

225 氧化與連原
226 酸鹼車撞

227 有機化合物

構造輿功能 230 備物的構造輿功能

231 功能

演化興起續 生命臨經續 31 傳與演化

|地球的歷史 3 t石

生活與環壤 性; 4 
4 
4 
4 用

414 訊息與訊息傳播

415 勝住
416 |還輸

|服崎I間檻 420 三超然jj{害與問治
、阿

而I 42惜1 I 讀婦輯揖築酷輿肺的治欄係
;永續發麗 i笠盤保會

至12 窺灘的保育與利用

513 能源的輯發與利用

科學與人文 520 科學的發展

521 科學之癸

522 科學倫理 1 

黨Ij論與文明 530 設辭與製作

531 科技文明

:教室警部，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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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科技發展基礎的史實倒證( 1博大

晨，民81 : 296-299) 。

然間課程綱要的修訂並未改體科

學社囂的霸權心態，大部分的科學社

群仍然是以教育 f科學家預續控J (林

崇熊，民86 : 4) 的心態在進行課程的
修訂，而不是 f以社會為背景，

為主體j 來進行課程{修訂的思考。科

技社群一夜以來，受社會環境變遷的

影響，纏不斷的汲取新知，多觀察發

展進步的現象，期待在當代社會中能

提醒大眾百姓的注意與重視，但

在學科中一直被構為 f鞍能科h 絲毫

不起眼，然布在20世記來的課程{r:撓了

中，竟然跳出撞麓，與科學霸權爭

'與科學社群「爭食(領域?時

數?汀，當社群生存空間還斜璽

時，必然有大反彈，由不得不爭大

喂，看看爭奪光環的「異端」遂有何

等本領能與科學並鷺齊驅(在領域名

稱中並列) 0 {立科技教宵真的是 f異端J

q嗎?現代的社會中什麼東西不是以

丹:丹紅掛帥?科技素養的培養不應該

是當代公民應有的草本能力嗎?

如果圈中科技課程能有效推巔，

對於科際或護城闊的聽舍，能掛j寅概

佳的整合者與實踐者(石延平、李曉

盛，民82 : 593-598) ，如臨2 。從生活

科技教師平常在舉校的環境中

到:協助校慶、花燈展示或舉辦活動

峙的電源配接，協助攝、錶影的拍攝

轉接或轉錄技詣，協助學生表撓的舞

台佈韓、道具製作，協助學生科農作

晶裝作技街指導，提供資訊方車需題

的解決，提供教學設墉維護或使用問

題諮詢等等，各科教師如果和科技教

關2 科技的整合和實踐的角色

關料悔改單:石踮IfZ租言表釋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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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互動良好，不但能解決學校教學不

少切身的實務問題，尤其愈來愈多的

教摺設儷是囑於高科技鑫物，雖然的

有專業服務的廠商提供相關服蕩，但

教學卻常當有時間的緊迫性，廠商的

服務常常諾不濟急，劉Ilt科技領域的

，能讓學生得到更多切身;在今生活

的學習，加上以往土藝或現在的生活

科技教學內灑不受升學主

只要是用心的教師說能讓學裝有階級

'這樣的學科領域難道還是科學教

育眼中的「異端J 嗎?或許如費若本

，只有沒樣科技社群的潛能才會

被激發出來 O 對於九年一貫課程的修

訂結果，筆者雖不滿意但能接受，吾吾

為下一波的高中撫程修言TJ所要展現的

將又是一場激烈的論戰與智慧品運

作。

正統?異端?金轉教育的春

教宵改革者的信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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