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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GCSE 科技考試

李躍盛

我闊正在研攪鷗教九年一黨課程，

研發主義本學方觀驗和推動考摺分離、

免試入學等措施。己有科技教宵人士

關心，未來新的科技課程綱要﹒ f尚無

科技連基本學力獨驗之類的考試讓招

單位和考生選探，則課程將很難撞得

。本文介紹英餾「中等教育普通

考試 J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蛇"

。ndary Education Examin統tion， GCSE)中

的科授(technology)考試， f共瞬心前述課

題的人士發考 O

查、科技是國定課程中的基

礎課程之一

手里(National Curricu

)聽中小學應依法施教的

十門舉科之組合，問定課輯分聽賴心

(core)和華礎(foundation)兩種，英文、

數學和科學是核心學科，科技是基礎

學科之一。臨走音樂觀又將 5-16 歲義務

教宵階段依學生年齡分為四個臨鏈期

(key stage) ，各關鍵期的年齡組依序爵:

1 : 5-7 歲， 2: 7輛 11 歲. 3 : 1 卜 14 歲

4 : 14-16 歲。學生在 7 、 11 、 14 和 16 議

參加盟家考試. GCSE 部 16 歲的考

。亦即學生在修英文、數鹽和科學

GCSE斜臣，及科技、體育、宗教、

性教育(英格驚尚有現代外語)等儷

定課程，及臨走課程以外的選修課，

如職業科目 (United Ki嗨dom， 1995) 。

今 14 歲接受相闊的課程，在第四輯錯

期( 14-16 歲階段)。邁進 GCSE 的學

生可續讀兩年，再發加高級(advanced)

普通教育體賽(GCE A level)後升入大

學 o

盟定課程每一學科的目的和巴擇

自時欲連串標(attainmenttarget， AT) • AT言了

定學生學習各數學科的預期表現，

一項 AT 分成十值等級。科技的人T 如

: (1) ATl:辨認需求和機會; (2) 

AT2 :發展設計; (3) AT3 :規劃與製

作:納入T4 :評鑑; (5) AT5 :資訊科

技。

學生在各關鋸期學習已被設計的

草鞋間，找出需求，意義出構想，提出解

法，製作東西，和評鑑島己及別人的

東西和構想，在整體過程中應有機會

學習和利用資訊科授。

貳、 GCSE有六犧鋼聾，科
技考試盟而有多種可能

英關英梅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

的學生可考 GCS笠，蘇格蘭的學生則考

單報考試(Standard Grad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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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依蘇格言蓋以外地攝考試委具會

的蘊含(group) , GCSE 具有六種不悶的

綱要(syllabus) .在英格蘭的有四恨，

聽爾斯和北麓各有一錯。六揖綱要草

根據「屆三支規准 J 仔~ational Criteria)的
指引，所以有共同的主題 .m有護大

的差具(Rackham， 1995) 。科技考試依續

要之不冉，主要有下列之可能範藺:

(1)科技， (2)設計與科技， (3)資訊系訣，

你科技加另一科目(如餐飲戚藝術)

(5)設計與科按加另一科島(如表潰藝

衛或揖樂)。本文只介紹詬兩種。設

與科技只考鵲四個欲達目標，科技

則考五個欲達目擦(見表 1 )。亦即

GCSE考試成績是根據考生在各欲連目

標的表現。

GCSE的成績組成部份及許定嚀級

如圖 l Fì丹示，組成分三部份，除倫敦考

試組合(ULEAC)之外，其餘五種織要在

丘吉巨份的配分立Ot圈 2 、關 3 所示 o GCSE 

的成績夫是以芋母鹿現，如關 1 , 

A*最高， G 最低，第 8 級相當於 n 等

。如果五項敢違詣課都得第 8 線，

書成績即得 B 等第。

lAT1仰%) II A:η (1 3-問|
會報或離合指定的專題

lAT3的8%) 11 AT4 (1 0輛mii

表 r設計與科技J 和 r科技J 的批分

說計與
歡述自轉 科技

科技

AT1 :辨鑄需求和機會 15~令 10% 
AT2: 發展設計 25% 20% 
AT3 :規劃與製作 40多起 30早色

AT4 :許童樂 20% 15% 
AT5 :資訊科技 25% 

資料來源: Bridges, 1995. 

等級/等第當~~

國 GCSE 的成蜻艾滋成

資料來源 Bridges ， 1995, p.viii. 

義本知識與理解

!前1 (6-8%) I 
lAT2 仙似)

AF精知識與經解

!的(山似) I 
南立兩口

總
結
學
試

閻 2 GC污i三詭計與科技考試 ATI-4 的記分

資料來源: Bridges, 1995 ,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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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已本知識與服解 資訊科說 11 -1尊轉知識
與理解

戶口詩刊 IAT2 (1 卜12%) I 

慘重慕或組合指定的專趣

!即仍均 l
A叫8玄宗~[玉石。%) AT5 (10%) 

的%

(
阻
止

-MI

• 

國 2 GCSE 科技考試 Aγ1-5 的配分

資料來汲 Bridg肘， 1995 , p.ix 

囑 1 至富 3 '修課和考試組合指定

的專題大多各書堅持 20 小時完成，

時問J;Á 2 小詩為多。在修課或考試組合

專題方甜，由於臨定課程每

生有設計物品(如戶外餐桌)、系競

(如電路資斜鐘)和環境(如辦公室)

的經驗;以及在下列主玉梅系絡中發

設計和解法:住家、學校、休閑、社

、工喬業。所以作品的額選常喘一

種設計和五種系絡的交會 o 在總結

試方面，詢盤的頓舉辛苦嚮答、結構化

問答和開放性問題， 11台教盟員自另否還

擇是詞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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