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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科技教育需要非正式課程的學習遷移 

由於科技(Technology)是人類為解決生活上的實務問題而做的一切意圖與努

力（李隆盛，民 82），很顯然地，大部分科技的發生，可能都利用了許多的知識、

原理、概念、創意與技術：小到製作一個裝水的容器，可能必須先行了解與比較

木材、金屬、塑膠、皮革、陶土等各種材料特質，也有可能是先動手做了以後，

才體會與新增知識，並具有該材料的成形技術，才能製作出容器而解決盛水的問

題。大到一架太空梭，更可能是利用了許許多多流體物理、動力學、應力學、材

料科學等科學知識，以及測量、切削、研磨、焊接、鉚接等加工技術，製作而成。

科技的組成與發生，的確是眾多知識、原理、概念、創意與技術的綜合運用；科

技的範疇真是廣袤無垠。 

那科技教育呢？學校中的科技教育課程，應該涵蓋這有如鋪天蓋地的科技內

涵嗎？以中學生而言，面對生活上的實務問題：簡單從更換具有正負極概念的乾

電池，複雜到運用進氣、壓縮、爆發、排氣四行程之汽缸熱能與動能轉換原理，

藉以調整機汽車的空檔轉速（慢車調整）技術，的確存在許許多多科學與科技的

知識與操作技術內涵，並不只是從學校正式教育(formal education)所授。學生可

能於有意或無意中，看到長輩或同儕的操作行為、書籍雜誌等平面媒體刊載、電

視電影等視聽媒體的傳播內容，而獲得科技知識與技術。我們或許還可以認為：

愛看探索(Discovery)頻道的學生，從這種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中，所獲

得科學與科技知能的分量，可能真得比學校正式教育中所獲得的內涵，還多得多。 

換言之，科技內涵的鉅量與範疇的廣泛，顯然不是學校科技教育有限的課

程，可以完全涵蓋的。科技的學習方式，很可能是：課堂外的學習內容與歷程（非

正式教育），遠比課堂內的學習內容與歷程（學校正式教育），次數更頻繁且份量

更多得多。這種領域特性，可能對設有正式課程的中小學「生活科技」教育，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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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意義，有可以深思與特別因應之處。 

我們可能無法期待透過學校體制的科技教育課程，便能完全涵蓋科技內容與

範疇。科技內涵（魚）實在太過鉅量了，學校體制的科技教育，應該鎖定教育學

生學習科技的策略（釣魚的方法）。哪些是科技的學習策略？我們或許可以自學

者的研究（李堅萍，民 95）中獲得啟示，Folkestad and DeMiranda(2000)與Williams 

(2000)的研究都指出：科技教育當以設計(design)與實際動手做(hands on)的歷

程，透過專題製作而傳輸科技與科學知識。Thomson(2001)的研究亦指出：科技

教育與其他領域知能最具差異之處，為「講究技能教學與方法論(methodology)」；

科技教育最應涵括的課程內涵，除了智能(intellectual capacities)外，最應該彰顯

「實作性技能(performance skill)」、「設計」與「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方

法」。設計、實際動手做、解決問題，大概即可以歸類為引導學生學習廣袤無邊

科技內涵的策略。 

因為學校體制有限的科技教育時程，可能永遠也無法涵蓋木材、金屬、塑膠、

皮革、陶土等所有材料（魚）的介紹；教師可能永遠也無法示範各式各樣的製作

與加工技術、各型各樣的機具操作（魚），只能擇量教學。有效能的話，的確可

以期待透過區區幾個專題製作的教材單元，引導學生歷經實作性技能、設計與解

決問題等科技策略（釣魚方法）的學習，學生即可以將這些科技策略，轉移運用

到未曾學習過的材料、機具、技術，亦即「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學

習者既有或先前所習得的知識技能，對學習新知識技能產生影響(Cormier & 

Hagman, 1987)。 

科技教育的課程特質，可能是使生活科技成為最容易產生學習遷移效應的科

目之一，學術研究也顯示如此。比如即有研究(Kirkwood, 2000)發現：藉由科技

教育教學活動所習得的實作技能，最能使學生發展成為可轉移性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所謂「可轉移性技能」，等同於學習遷移理論中的類化(generalize)理論：

學習者在學習某一種技能之後，能針對具有同樣特質的同類技能，轉移或轉換技

術能力，產生舉一反三的效果。所以無論是學校正式課程或非正式課程，學習遷

移所能產生的效益，對科技教育都具有莫高的價值。 

 

貳、負向性學習遷移令教師困擾 

乍看之下，學習遷移似乎是非常良善而且是令人期待的教育效應。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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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學習者的既有或先前所習得知識技能，不盡然全能「正面性」影響學習者學

習新的知識技能。許多時候，某些領域科目的教材單元，經常受負向性學習遷移

效應干擾不已；國語文的認字、習字，即是最好的例子之一。「瑱」這個字，讀

音是「ㄊㄧㄢˋ」，但是初次看到瑱字的學生，十有八九讀成「ㄓㄣ」或「ㄉㄧ

ㄢ」。這是因為學習遷移效應，使初見此字的學習者，依據字體外形，「沿用」既

有或先前所習得國字「真（ㄓㄣ）」、「楨（ㄓㄣ）」、「填（ㄊㄧㄢˊ）」或「滇（ㄉ

ㄧㄢ）」的讀音經驗，而發聲錯誤，也就是俗稱「有邊讀邊；沒有邊，讀中間。」

的俚語內容，是國語文科目負向性的學習遷移效應。國語文教師想必對學生這類

學習遷移效應，感到很困擾。 

再者，數學科目也有許多令學生經常發生負向學習遷移效應的教材主題，「分

數」教材單元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小學四年級開始有分數教學，許多學生初次見

到如下「分數減法」的數學式，既有的學習經驗，使學生直接沿用（即學習遷移）

減法的方式，將帳面分數中的前分子減後分子、前分母減後分母，導致錯誤的運

算結果： 3
2

5
1

8
3 - = 。這是數學科目負向性的學習遷移效應；以往甚至還有

國中數學教師，訝異入學新生竟然仍存在這樣的分數減法運算，而成為新聞者。

數學科教師想必也對學生這類負向性的學習遷移效應，感到困擾。 

科技教育有無負向性的學習遷移效應？當然有，而且可能不遑多讓。「膠合」

算是科技學習中，經常出現的加工活動之一。在某次國中科技教育教學，引導學

生膠合木心板與美耐皿貼片的實作活動中，選用強力膠為膠合劑。我們不得不承

認，有些國中學生的成長環境中，實際動手做的科技活動可能真得非常貧乏，在

學校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中，「都未曾使用過強力膠」。這些學生如何膠合呢？

便是沿用（即學習遷移）既有或先前所習得知識技能：醬糊、膠水的接合方式，

先將強力膠塗佈於接合面，然後按壓膠合。結果如何，可以想見。 

這些學生不知道強力膠的正確膠合方式，是必須將強力膠塗佈於工件待接合

面兩面後，等候一段時間，俟強力膠劑表面「乾燥到不黏手」的狀態，才可以將

工件強力按壓膠合，膠合效果才會極度「強力」。由於學生只是單純沿用既有的

學習經驗，應用非正式課程之膠水膠合方式的知能與經驗，遂產生負向性的學習

遷移效應，導致黏合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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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一例，「裁切、鋸切｣，大概是科技學習中另一項頻繁出現的加工活動。

可以說：在屬於非學校正式課程的實際生活中，小學生誰沒有拿小刀、美工刀切

削鉛筆、紙板、保麗龍的經驗？俟至國中科技教育課程，若是屬於初次接觸木工

鋸的學生，在尚未獲得教師教導正確持用方法前，會如何使用木工鋸？沒錯，完

全符合學習遷移理論，學生沿用（即學習遷移）既有或先前使用小刀所習得的知

能經驗，如拉小提琴般，以有節奏地往返抽送動作，鋸切木材工件，如圖 1。 

 

  

圖 1 木工鋸的錯誤（左）與正確（右）操作 

 

這當然是錯誤的操作方式！因為木工鋸鋸齒並非為等腰三角形，鋸齒尖端是

略為朝向握柄面的（有的木工鋸是鋸齒朝握柄面鍍有銷尖鎢鋼），如圖 2。所以

只有「抽拉方向（返程）」有鋸切功能，應向下鋸切施力。「伸送方向（去程）」

施力既無鋸切功能，應略微提起鋸刀；若反而向下施力，還會磨損鋸齒銳利度。

這即是非學校正式課程的小刀切割知能與經驗，對學校正式課程的科技教育，產

生了負向性的學習遷移效應。 

  

圖 2 左圖為木工鋸（上）與金工鋸（下），右圖為木工鋸鋸齒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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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進一步者，高中科技教育課程階段，可能納入鐵材、鋁材等金屬材料

的鋸切加工，同樣的學習遷移效應再度發生。在尚未獲得教師教導正確持用與操

作金工鋸方法前，學生可能沿用（即學習遷移）既有或先前使用小刀切割或木工

鋸鋸切所習得的知能經驗，拉小提琴般鋸切，或操作木工鋸般「抽拉（返程）時

向下施力鋸切、伸送（去程）時略微提起鋸刀」。這當然又是錯誤的操作方式！

因為金工鋸鋸齒也非等腰三角形，安裝金工鋸時，須將斜面鋸齒（或鍍有銷尖鎢

鋼的銳利面）朝向鋸刀前鋒，如圖 3，而不是朝握柄方向；此又恰與木工鋸相反。

鋸切金屬材料時，必須「伸送（去程）時向下施力鋸切、抽拉（返程）時略微提

起鋸刀」。如果科技教育教師未有事先教導，將有多少學生因為學習遷移效應，

而錯誤操作金工鋸？ 

 

圖 3 金工鋸鋸齒特寫 

 

同樣地，科技教育教師，大概也對學生繁多的負向性學習遷移很困擾吧？ 

 

叁、科技教育教師應正向看待順攝抑制效應 

這應該是當然的。因為這種負向性的學習遷移，展現在課堂學生的實作技能

活動上，是錯誤的機具運用；直接導致的不良效應，就是機具提前磨耗甚至損壞、

材料浪費與教學進度的延宕。更壞的情況，還可能發生工安危險或事故，導致學

生身心創傷。這種先前學習知能或既有經驗，干擾後來學習新知能的負向性學習

遷移效應，在教育原理中早已有所陳述，被稱作「順攝抑制(proactive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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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而無可諱言的，順攝抑制效應一直以來都被負面性評價。 

但就科技教育而言，順攝抑制效應可能不該全盤受到否定，甚至還可能應彰

顯順攝抑制效應，對科技教育具有部分正向價值，為什麼？這仍應自科技教育的

課程特質論起。既然科技是人類利用知識、資源和創意，以有效解決實務問題、

調適人和環境關係的意圖和努力；想當然爾，「一蹴可幾、一步到位」的科技發

明，或者「一試就成」之問題獲得解決的頻率，多不多？真得不多。真實生活或

科技實務上，多的是不斷的嘗試測試與無盡的努力意志。而從構思解決策略到嘗

試與測試的歷程，必然是學習者從運用既有知能與經驗開始，可能獲致無效的解

決結果──也就是順攝抑制效應。但是這個一試再試歷程中所獲致的創新科技知

識與技術，可能遠高於或遠多於一試就成、一步到位的運用「標準程序」、「正確

解決策略」的方式，而別具價值。 

亦即，教師的確是可以在「木心板與美耐皿材料使用強力膠膠合」的教學活

動中，以「一次到位」的方式，教導學生：(1)必須先塗佈強力膠於工件兩面，(2)

等待膠劑表面乾燥到不黏手的狀態，將工件強力按壓膠合的「標準作業程序」。

這樣的正確操作方式，的確是方便、不浪費材料又不延宕教學進度的教學方式。

可是這樣的方式，肯定比不上讓學生親身實際經歷、親自測試過：沿用其他膠劑

膠合方式來使用強力膠膠合的「順攝抑制」過程，所獲得的科技知能，要印象深

刻與更具價值。 

這更是因為「嘗試錯誤(try errors)」可能是科技活動中，十分必要且特具價

值的歷程。科技教育可能是最應使學習者，多多體驗這種歷程（不同的釣魚方

法），而少以直接告知正確答案或示範標準解決問題策略（魚）的科目。我們可

以再進一步想想：愛迪生測試一千多種物質，終於向世人發表：鎢絲材料可以作

為燈絲，並進而發明燈泡後，有人讚賞愛迪生歷經一千多次的「錯誤」，終於找

到正確的燈絲材料。愛迪生卻認為：自己是「成功」找到了一千多種不能作為燈

絲的材料與方法。 

愛迪生的思考模式與說法非常正確，因為我們除了需要知道哪種材料可以作

為燈絲，也需要知道哪些材料不可以。這樣的知識體才夠雄厚，才可以支持更進

一步的測試與研究，擴增人類的科技。而搜尋新材料、發展新解決策略，測試驗

證的歷程，必然是從沿用（即學習遷移）既有的知能與經驗開始開始。當發現材

料與解決策略無效時（順攝抑制效應），便當再繼續搜尋新材料、再發展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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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再測試驗證的歷程，一直到成功解決問題為止。而在成功之前的無數次「失

敗」歷程中，我們除了添增知道了「不應使用某材料與某解決策略」的科技知識

外，還可能衍生了「或許只要這程序中的這一環節微調一下」的新改良創意，愈

來愈增益了解決問題的速率與成效……。 

沒錯！的確有研究支持這樣的論點。Lorenzet, Salas, and Tannenbaum (2005)

的研究顯示：不要只讓學生自行嘗試錯誤，當教師「刻意引導錯誤(guided errors)」

──教師刻意設計多條不同於正確答案、有別於標準解決方法的「歧路」，引導學

生自行測試驗證時，竟然發現學生不只沒有發生「歧路亡羊」效應，反而會在正

確度與速度(accuracy and speed)上，顯著反常提升。這真是有趣的研究發現！ 

我們或許可以推論：這是因為學生在多次的嘗試錯誤活動中，愈來愈嫻熟於

機具的運用與技術的操作，愈快找到問題癥結（正確度），將錯誤愈修愈小，愈

有效能地（速度）解決問題。而每次的嘗試錯誤活動，必然是以既有的知能與經

驗為基礎，修正錯誤、構思微調解決策略、重新測試。如果失敗（即發生順攝抑

制效應），失敗知識將累積進入既有知識庫；又再修正錯誤、構思微調解決策略、

再次測試……，重複循環。成功之前的歷次失敗歷程，除了使學生建構愈形龐大

鉅量的知能與經驗知識庫，更且可能產生更有效率之檢索、排列、創造新解決問

題的策略，達到最終成功解決問題的目標。 

換言之，如果教師只教導正確答案、正確解決方法、標準操作程序，顯然就

不會發生順攝抑制效應，但也不可能使學生有產生愈形豐厚知識庫與驗證新創意

的機會。所以，被教育理論一面倒負面批評的順攝抑制效應，對科技教育而言，

或許該有不同的評價才對。 

 

肆、現實限制與壓力下的教學藝術 

科技教育教師們，我們都學過教育理論、教學原理，這些理論不也是構築形

成我們「既有的教育知能」，告知我們應當為學生示範「標準操作程序」與「正

確解決策略（答案）」的教學。殊不知對科技教育領域而言，沿用既定教育理論，

可能適巧也讓我們產生了順攝抑制效應──我們一直認為這是絕對正確的教學方

式，卻可能反而剝奪了學生從嘗試錯誤、解決問題的科技活動中，發現新方法、

滋生新創意的機會。 

當然，我們不盡然必須全然放棄示範「標準操作程序」與「正確解決策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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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教學，畢竟我們都有教學進度、有限材料與安全操作機具的現實壓力。

但如果「沒有一種教學策略可以適用於每一種教學情境」，則必然也成立「一直

被負面性評價的順攝抑制效應，可能在某些教育情境也具有正向價值」。既然「教

學是一門藝術｣，我們或許可以在教學中，適時鬆綁，予學生產生些微順攝抑制

效應的空間，則可以順勢期待學生有更佳「正確度與速度」的科技活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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