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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的教學內容一直受到很大的

關注，其中的原因除了廣泛的能力指標所造成的不確定性的內涵之外，對於該領

域中生活科技部分的內容更是有實務與理論之爭。有些學者視生活科技為自然科

學中生活的實際應用，認為生活科技應強調其技術性的本質；也有學者將生活科

技視為一種研究科技本質與內涵的學科，認為生活科技應研究科技的系統及領域

（如傳播、製造、營建、運輸、動力能源等）。這顯現出生活科技的定義與界定

並沒有達到學科專家的共識，也就是說對『科技』二字的解釋有相當的差異。而

這樣的分歧，更經常導致教師與學生對「如何學習科技」感到不知所措。 

    從以往我國與許多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問題導向式的科技學習一直是

過去（未實施九年一貫之前）生活科技教學與學習活動的焦點。在生活科技的學

習過程中，每一個科技學習活動均須規劃如何透過問題解決的程序，來學習科技

的本質。通常在這個學習過程中，除了學習科技本身的知識技能外，亦要運用到

其他領域的相關知識，才能規劃出全面性的解決方案。因為科技學習不僅是單一

學科的學習，而是與其他學科相連結而成一個完整的學習內容，亦即科技必須與

其他學科做聯結，使學習者透過統整的方式將所學全部串聯起來。在這樣的理念

之下，有人提出 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及MST（Mathematical、

Science、Technology）等學科整合方案，其中MST近年來更被廣為運用於科技

學習中，而相關研究結果亦曾顯示，MST的整合性課程能夠將問題解決和科學

及數學的應用連接起來，使學生在嘗試解決問題時會應用科學和數學的相關知識

（Childress, 1996）。因此，很多科技教育學者都傾向認為，教授科技最有效的方

法是結合科技知識與統整科技技能，設計各種與特定問題解決相關的活動讓學生

親自動手操作，並利用引導式探究活動進行教學。如此，學生除了能學到更多的

科技知識，發展更正向的科技態度之外，對自己的能力也會更有自信。總結來說，

以MST為內容架構及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策略來進行科技的學習，是一直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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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方法。 

如今，全球資訊網的興起及網頁製作技術不斷的創新，使得以網路為基礎的

環境成為新的學習方式與途徑。網路是一種開放及無時空限制的環境，更是一個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寶庫。但是，雖然網路提供學生主動學習的環境，資源

豐富的網域也擴展各種知識領域的學習，學生的學習卻往往需要一些實際經驗的

連結及進行思考的連繫。換言之，若學習者能夠透過問題導向的學習策略進行網

路學習，則可以增加概念的運用與記憶的連結(林麗娟，2002)，而這對科技概念

的形成及知識的建構是非常的重要。同時，在進行問題導向學習時，必定需要一

個能夠紀錄學習者在進行問題解決過程的機制。然而，傳統標準化評量往往是以

一種既定、狹隘的方式評量學生在整學年中學習到的內容，評量得到的僅是問題

解決中的一些特定技能，無法對問題解決歷程做一完整且詳細的評量。因此，問

題導向學習所需要的評量工具必須能夠確實紀錄學生在每個階段的問題解決歷

程，並由此判斷學生科技概念的成長與轉變，而符合這些要求且目前較常被提及

的評量類型之一則為學習歷程檔案(賴羿蓉，2001)。因此，基於這樣學習環境的

變遷，本文將嘗試以網路化的學習環境來作為科技學習活動(如圖一)的場所，並

以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web-based portfolios)為討論的焦點，以瞭解如何利用它來

作為科技學習的有效工具。 

 

 

 

 

 

 

 

 

 

 

 

 

圖一 科技學習的網路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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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習歷程檔案的起源與內涵 

學習歷程檔案最初是被應用在藝術及寫作方面，用於存放個人作品及創作藝

術的地方，並以檔案卷宗儲存的方式來協助了解個人創作的成長歷程。而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學習歷程檔案才開始正式應用於教育的領域上，並成為教育上

新興的發展趨勢。不論其應用的學科領域為何，學習歷程檔案在教育上主要應用

的功能與重點，是將其做為評量的工具。依據 Paulson, Paulson, & Mayer在 1991

年為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所下的定義，學習歷程檔案是針對學生在一個或多個領域

中的努力、進步以及成就等作品作有目的的蒐集。鄒慧英(2000)指出，學習歷程

檔案是教師依據教學目標與計畫，請學習者持續一段時間主動蒐集、組織與省思

學習成果的學習檔案，以評定其努力、進步及成長的情形。李坤崇(2001)也提出，

學習歷程檔案旨在突破以班級為單位，改以學習者個人為單位，由每位學習者設

計製作個人學習檔案，並就特定主題蒐集資料，以展現學習者個人學習歷程與成

果。 

    歸納上述對學習歷程檔案之定義，學習歷程檔案可說是學生蒐集其學習過程

中各項產出的資料檔案，其內容可包括學生的作品、作業、考卷、文章、自我反

省等等。學生可透過蒐集整理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審視並檢討自身的學習，教師

則可透過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進一步評估學生在一段時間的學習過程，而非單只

像過去一樣僅能透過標準化紙筆測驗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結果。在依據上述的概念

下，黃耿鐘(2002)進一步將學習歷程檔案之特色分成下列幾點： 

    1.自我反省：可以幫助學習者反省與檢視自己的改善情形，這樣的改善具有

真實的激發動力，也可以促進學習者更加努力。 

    2.真實呈現：學習歷程檔案不是追求更多資料，而是強調資料品質；不是隨

機選取作品，而是有目的有系統的蒐集學習作品；不是為學習檔案而累積

更多的資料，而是經由學習檔案的省思來自我成長；不是一定要呈現完美

的作品，而是可呈現不完美的作品來省思改善。 

    3.開放與創新：學習歷程檔案被用來刺激學習者，使其能創造出有想像力與

創造力的作品，因此學習者是被鼓勵去分析他們的進步及去面臨各種的挑

戰。 

    4.個別差異：學習檔案評量結合教學和評量，重視學習者的歷程，是一種相

當能適應學習者個別差異的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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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另類的評量：學習歷程檔案提供一個真實的視窗來檢視學習者長期的學習

與思考，但是教師並不是唯一的評量者，為提供學習者自我評量的機會，

激發同儕合作學習，也可納入學習者本人、家長、同儕來參與評量。尤其

納入學習者自我評量，可鼓勵學習者對自己完成的學習檔案以自我觀點來

檢討及評量，也能夠表達製作學習檔案的構想與歷程，及檢討學習檔案的

優缺點等，讓學習者充分省思製作學習檔案前後的學習表現成果。這讓教

育工作者可以探討教學策略、學習者反省、自我評量等問題，而這些都是

傳統評量學習者的方式所不能辦到的。 

    6.完整的評量歷程：在評量方面，學習檔案評量歷程必須包括自主權、省思、

回饋評論、合作分享、綜合教學評量、有利的教室氣氛、資料的蒐集等等

內容，如圖二所示。 

 

 

 

 

 

 

 

 

 

 

 

貳‧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的應用 

    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一詞是用來描述以網路形式所儲存與呈現的學習歷程

檔案，因此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與傳統學習歷程檔案的概念與執行方式是相同

的，唯其檔案是以電子化的形式來保存，例如傳統的影像及聲音檔案必須藉由相

簿、錄影帶或錄音帶等形式保存，較佔據存放空間，而以電子化形式保存則可將

這些檔案存放於硬碟之中，再透過電腦輸出設備來展示。Tolsby (2000)在研究網

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在教育上的應用後，曾歸納出以下幾個重點： 

    1.學習檔案評量可以用來證明學習者自身的學習成果，更可提供學習者一個

方法來證明他們已經完成預期的學習目標。 

學習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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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評論 資料的蒐集 
多元/長期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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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檔案評量的內容(黃耿鐘，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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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習檔案評量可以在某一個期間內看出學習者的進步，也可用來檢視學習

者的學習狀況及自我的評價，以求更進一步的得到刺激而尋求進步的空

間。 

    3.學習檔案另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學習者可用來自我反省思考自己的功

課，而在學習過程中可以自我評量，教師也可以用來自我檢視教學。 

    4.在數位及虛擬的空間學習是需要新的工具及方法，我們可以發現數位學習

檔案可用於許多地方，它可以是學習者檢視學習過程的步驟、可以是老師

及學習者學習的建構方式、也可以用來增進合作經驗及分享成果的聯絡

網。 

    5.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已超過許多教學的工具及方法，更可進一步來說，它

已被視為教師及學習者之間一個很重要的教學及互動策略。 

 

若從應用上來看，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在教育上的應用，呈現了許多過

去在傳統學習歷程上所無法表現的之優點，在岳修平及王郁青(2000)的有關學

習歷程研究報告上，就曾以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或有稱之為電子化學習歷程

檔案）的特色作過如下的分析： 

1.學習者擁有權：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中，教師將賦予學生權力，讓

學生為本身自我評量負責。 

2.學習者中心：與傳統標準化測驗比較，教師執行測驗評估只是在確認測驗

的答案，較無法測出學生真正的能力，而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則可要求學

生製作出可證明自身能力的作品，如此一來，評估方式將以傳統教師為中

心轉為以學生為中心。 

3.真實性：學習歷程檔案的真實性與獨特處讓學生可建構與論證他們的知識

和技能，並有效的將所學應用到真實世界中。 

4.溝通工具：教學者可將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視為一種溝通工具(Carpenter, 

et al., 1995; Lambdin & Walker, 1994; Moss, 1992; Nolet, 1992)，教師與家長

可利用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檢視與評估自己孩子的進步情形，並適時的予

以協助。 

5.促進學習：有些學生可能懂得比老師更多的科技知識，因此可與教師一同

輔助其他同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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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升教學：課堂的學習歷程檔案除了可以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之外，亦可

做為教師自我檢定教學品質的工具。此外，亦有多項相關研究 (Fasick & 

Mclaren, 1995; Milone, 1995)都發現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確實可促進學生

努力學習，及達到更高水準的表現。 

7.作品保存：由於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是一種多媒體科技的應用，因此具備

了多媒體使人易親近與吸引人的優點，除此之外，亦可以數位化的方式保

存，改善了傳統學習歷程檔案佔據空間缺點。 

8.科技素養：在製作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皆必須應用

電腦與科技相關技術，因此對於教師與學生之科技素養將有相當大的幫

助。 

 

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雖可解決傳統學習歷程檔案檔案收藏與管理不易的問

題，但其最大的障礙莫過於老師缺少電腦技術的支持與訓練(Moersch & Fisher III, 

1996)。然而，即使師資設備問題均能克服，電子化學習歷程檔案與傳統學習歷

程檔案一樣，仍是一個非常耗時間且須高成本的工作，學生及老師勢必得增加工

作量，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努力。但是，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利用 WWW 來進行

學習檔案內容的呈現、管理與輔助製作，不但增加同儕評量的便利性，亦可隨時

做為自我反省與修正的參考，達到共享與學習的目的。換言之，網路化學習歷程

檔案使學習者增加了同儕互評與合作學習的可能性，並可藉此做為教師與學生及

家長間的溝通工具。作者在歸納上述傳統學習歷程檔案與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之

特性與功能之後，將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之應用歸納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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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在科技學習上的應用 

從前述中，大略可瞭解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的作用與在教育評量上的優勢，

但是，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不只可用來作為評估的工具，亦可作為學習者自我規

劃及建構知識的工具(Sanders, 2000)。由於網路所及的資訊均是最新的訊息，因

此這個訊息最新且最真實的特性就能夠協助學習者建築自己的知識體系網絡，尤

其科技的知識日新月異，目前似乎唯有透過網路這個工具，才能協助學生獲得最

新最真實的訊息。若從科技學習的角度來看，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是否適合作為

一個科技學習的工具，可從以下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判斷這個合宜性。 

一‧問題解決與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 

    由於在過去的十數年中，生活科技的教學策略逐漸由作業導向轉移至問題解

決的過程策略，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這個工具相對的就變的較為重要。因為在問

題解決的過程中，學生需要對問題作探索與解析。換言之，在問題解決過程中，

學生必須對各類的資訊作收集、整理、設計、結構、及評估等工作，而網路化學

習歷程檔案就可適時的作為這些資訊處理過程的最佳工具。雖然，傳統性的學習

歷程檔案也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但是將資訊數位化後的收集與儲存，顯然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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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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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中作流通及與人分享。 

二‧學科整合與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 

    由於科技的學習過程中會與其他相關學科作某種程度的整合（如前面曾談及

的MST概念），學習者可透過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來整合各學科的知識並作適度

的紀錄與整理。例如，在 MST的策略下，教師會發展各種相關的學習單，而這

種學習單就可用電子檔案的方式來呈現，如此不但可增加其在學習者間的流通

性，也相對的可增加資訊內容的多媒體化。此外，透過檔案歷程的管理，學習者

需要有順序及邏輯的思考，以便能將個人學習記錄作最佳的呈現與安排。這種呈

現與安排，也就形成對學習者一種知識組織及建構的過程。 

三‧科技的創意思考與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 

    創意思考在科技教育領域中一直與問題解決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這是因

為科技的進步需要透過人類不斷的解決問題與創造，而這個創造便是科技教育中

所強調的培養學生創意思考的能力。Barak與 Doppelt (2000)的研究顯示，學習歷

程檔案的建立有助於學生的創意思考能力。他們的研究指出，透過學習歷程檔案

的建置，學生在歷程檔案中的系統規劃（包含設計、建構、及評估等階段）及學

習活動（包含個人或團體的作業、計畫、決策等），都需要有一系列的創意思考

過程：思考的認知(awareness of thinking)、思考的觀察(observation of thinking)、

思考的策略(thinking strategy)、及思考的反應(reflection on thinking)等階段。而這

種創意思考的訓練，正是科技學習階段所需要的。 

 

肆‧結語 

基本上，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的最大優勢是其以網路作為一個資訊流通的平

台，能將各種數位化的資訊整合於網路之中，且由於網路工具的完善，使的在科

技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歷程與結果，均能以多媒體或立體型態的數位資訊呈現與

記錄，同時也大大提升了各些資訊流通與分享的範圍。一般來說，網路化學習歷

程檔案可包含學習者在各學習階段中所製作的各式各樣科技作品，此外，網路化

學習歷程檔案除了可以提供學習者作為自己反省及紀錄學習歷程的作用之外，對

於教學者而言，亦可透過學習歷程檔案更加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成效，進而從中了

解到自己的教學成效，並更進一步幫助教學者自我成長。同時，由於學習歷程檔

案紀錄了學習者學習的經過與成果，更將可藉此了解學習者的成長與潛能，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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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瞭解學生在科技學習上的進展與成長，是非常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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