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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實施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 

之差異性探討 

 

范斯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前言、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的重要性 

    在生活科技的教學當中，製造科技為重要的科技領域之一，製造科技對人類

與環境之影響相當深遠，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應使學生加以瞭解。無論是在原料的

取得、生產加工的過程、還是完成後產品的運送與使用，都會對我們的環境造成

一定的影響。而人類所製造出來的科技產品，也對我們的社會與人類的生活形態

帶來巨大的轉變。 

在國高中不同階段的科技教育當中，教師常常面臨的一個問題即是國高中的

教科書內容沒有很大的差異（方崇雄、林坤誼，2004）。且因教科書當中針對製

造科技中環境與社會議題之著墨不多，導致教師在進行此方面之教學活動時，常

需自行進行補充教材的蒐集與製作。但因這方面的議題過於廣泛，其牽涉的內涵

也常常涵蓋不同的領域專業知識（如：核能、環境污染等），教師在進行教材的

編排、抉擇與教學設計時，往往不容易進行教材內容與深度的取捨。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實施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時，

教材內容取捨與教學方式之差異性。換言之，就是希望能瞭解面對不同階段的學

生，生活科技教師應如何實施環境與社會議題之教學。故以下將先針對目前之教

學現況與可能遭遇的困難加以探討，而後分別從學生身心發展之角度、以及科技

教育之角度加以分析，以瞭解教師在面對國、高中不同階段的學生，應如何實施

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之教學，以供生活科技教師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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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分析 

本段主要將從現行課本內容之分析，探討目前在製造科技之教學中，環境與

社會議題內容安排之情況，以及教師在教學上可能遭遇的困境。 

 

一、教科書內容現況分析 

在現行之國高中教科書當中，林彥志與朱益賢（2006）曾針對桃園地區國中

選用之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加以統計，發現較多學校採用之版本主要為南一、康

軒、翰林等三家出版社。故本研究在國中階段將針對上述三家出版社之教科書加

以探討，而高中階段針對龍騰出版社所出版之生活科技課本加以分析。 

其中，在國中階段三家出版社所編輯之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內，關於製造科

技中環境與社會議題之著墨皆不多。在南一版之教材內容方面，雖有探討到與環

境相關之議題（例如：再生能源、綠建築、永續發展等），但在製造科技的單元

當中，卻完全未提到與製造科技相關之環境與社會議題（南一書局教科書編撰委

員會，2006a，2006b）。而在康軒版的教科書當中，在一年級上學期「科技的展

望」單元當中，則有提大量生產工業產品，導致傳統工藝品的沒落，此外在延伸

閱讀中則提到專利的概念；而在製造科技的單元當中，則略有提到材料製造過程

中與產品的使用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破壞與污染，並提到應做好減量、再利用、

回收與再生的工作（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2004a，2004b）。另外，

在翰林版的教材內容當中，則是在製造科技的單元當中，提到過度開發會造成生

態破壞、生產過程之廢棄物與廢棄材料會造成環境污染、以及淘汰的科技產品若

處理不當會造成污染等問題（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2005）。

綜合各家出版社之內容後，整理比較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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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版本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內容比較 

版本 製造科技中環境與社會相關議題內容分析 

南一版 

 

 一上「科技與生活」單元：探討與環境相關之議題（例如：再生
能源、綠建築、永續發展等），但非單就製造科技領域。 

 二下「製造科技」單元：未提到與製造科技相關之環境與社會議
題。 

康軒版  一上「科技的展望」單元：提到大量生產工業產品，導致傳統工
藝品的沒落，此外在延伸閱讀中提到專利的概念 

 二下「製造科技」單元：簡略提到材料製造過程中與產品的使用
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破壞與污染，並提到應做好減量、再利用、

回收與再生的工作。 

翰林版  二上「製造科技」單元：簡略提到過度開發會造成生態破壞、生
產過程之廢棄物與廢棄材料會造成環境污染、以及淘汰的科技產

品若處理不當會造成污染等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在高中教科書方面，龍騰版之生活科技（核心課程篇）當中，科技對

環境影響的相關議題是單獨在第三章「科技、科學與環境」的內容當中探討，其

中提及資源的運用、各項環境污染的類型以及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而在製造科

技章節中僅提到材料的種類、用途與材料的加工方法（黃炯、鄭銘和、賴顯榮，

2007）。 

 

二、教學上可能遭遇到的困難 

由上述分析可知，國中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當中，在製造科技方面多

是介紹材料種類、加工方式等內容，對於環境與社會議題所提及之內容較少，且

多為一筆帶過，未有較詳細的描述，亦缺乏可供教師參考實施之教學活動。在這

種情況下，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可能會遭遇到以下幾種困難：(1)學生可由教科

書獲得的資訊不足，需由教師自行蒐集並製作補充教材；(2)教師在進行教材製作

時，內容之深度與廣度難以取捨；(3)教學活動之設計變化性較低，多運用影片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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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方式或以分組報告、個人報告方式進行，學生學習興趣不高。 

而在高中教科書方面，則是將環境與社會議題獨立出來做整體性的探討，而

未於製造科技單元中單就環境與社會議題加以探討。此一編排方式雖可將討論的

層次提升至各科技領域之上，探討科技對環境與社會整體的影響，但在個別科技

領域當中，則較難進行深入之探討。教師僅能針對科技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做廣

泛的介紹，在教學內容上，甚至容易與國中階段生活科技教師所教學的內容有所

重複，或是深度不足，難以引起高中學生之注意力與進行較為深度的思考。 

有鑑於此，本研究為釐清國高中在實施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

時，應有之差異性與教師應掌握之重點，以下將先就國高中學生身心發展之差異

進行探討，以瞭解不同階段之學生在學習上之差異。 

  

貳、學生身心發展之主要差異 

 人類的智力在青少年時期會快速的發展，於青少年末期時則接近成熟的狀

態，但在青少年前期與青少年後期當中，在抽象思考能力的發展程度上，仍具有

一定的差異（王家通、陳伯璋、吳裕益，1993）。在心理學家Piaget所提出之的

研究中，人類智力的發展可分為四個主要的階段（引自謝文全，1996）： 

(1)感覺動作期：初生到四歲屬感覺動作期，僅能憑肌肉與感官來瞭解外在世

界。 

(2)前操作期：兩歲到四歲屬前操作期，是憑事物外觀或當時狀態來瞭解外在

世界以及進行判斷，因出自兒童直覺，故亦稱直覺期。 

(3)具體操作期：七歲至十一歲屬具體操作期，此時已發展出邏輯推理能力，

但因內省與抽象思考能力尚未發達，故需藉助具體事物的操作，以瞭解科學的概

念或原理。 

(4)形式操作期：十一歲以上即進入形式操作期，青少年可運運抽象符號與文

字，進行抽象思考、推理、判斷，且不需依賴實際之操作，此階段又稱反省思考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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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Piaget之理論，雖將十一歲以上之青少年皆歸屬於形式操作期，但因抽

象思考能力之發展需有一段時間才能達到成熟，故此一階段的學生常常同時具有

具體操作期與形式操作期的特徵。吳裕益（1981）的研究便指出，國中階段達到

形式操作期之學生僅佔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四十，其餘幾乎皆仍屬具體操作期；

而在高中階段才有百分之七十八至百分之八十六的學生達到形式操作期（引自王

家通、陳伯璋、吳裕益，1993）。此外，謝文全（1996）亦指出，國中學生之具

體操作高於形式操作，而高中學生之形式操作高於具體操作。 

 由此可知，雖然在國中階段開始，學生便開始發展出抽象思考的能力，但仍

屬較為少數，需到高中階段方能具備有較為完整的抽象思考能力。故教師在進行

教學時，在國中階段的教學上需提供較為具體的內容，而在高中階段，則可引導

學生進行較為深度的分析、批判與省思。 

 

參、國內外課程綱要與課程標準之比較 

    除上述透過學生身心發展之角度探討國高中生學習之差異外，本段落將以科

技教育課程編排之角度，比較國內外課程綱要與課程標準之內容設計，藉以瞭解

國、高中不同階段之生活科技課程在環境與社會議題上教學之區別。 

 

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國中小階段所遵循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列有六大課程目標，其中與本研究

較為相關之課程目標，包含「3.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及尊重生命的態度。」

以及「6. 察覺和試探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等兩大目標（教育部，2003）。而

在分段能力指標方面，在國中階段和環境與社會議題較為相關者，則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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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國中階段環境與社會議題相關能力指標 

能力要項 次項目 分段能力指標 

4.科技的發

展 

科技的演進 

 

4-4-2-1從日常產品中，了解台灣的科技發展 

4-4-2-2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4-4-2-3對科技發展的趨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4.科技的發

展 

科技與社會 

 

4-4-3-1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4-4-3-2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練管道 

4-4-3-3認識個人生涯發展和科技的關係 

4-4-3-4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4-4-3-5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7.科學應用 

 

 7-4-0-5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

與研判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03）。 

 

由上述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之歸納與分析，可發現在其

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之文字敘述中，多採用「察覺、認識、瞭解」等文字敘述作

為能力指標的內容，故由此可知國中階段較重視「察覺、瞭解科技」等層次，以

建立學生對於科技知識之基礎為主要教學目標。 

 

二、高中九八生活科技課程綱要 

在高中階段，目前現行之高中課程綱要雖為高中九五暫行綱要，但不久後將

改為實施高中九八課程綱要，故本文採用高中九八課程綱要作為探討之對象。在

其中列出之課程綱要總體目標包含以下六項（教育部，2008）： 

1. 提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 

2. 加強邏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力。 

3. 增進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及責任心。 

4. 強化自我學習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態度。 

5. 增強自我了解及生涯發展的能力。 

6. 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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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課綱之中，生活科技必修課程之課程目標，則有以下三點（教育部，

2008）： 

1. 引導學生理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2. 發展學生善用科技知能、創造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 培養學生正確的科技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並啟發其科技研究與發

展的興趣，進而從事生涯試探。 

由上述之課程目標可以發現，高中階段除提升學生之科技相關知能外，更重

要的目標，在於加強學生邏輯思考、判斷的能力，並理解科技及評估其對個人、

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而在教材綱要的內容細項中，與製造科技之環境與社會議題相關知內容，則

如表3與表4所示： 

 

表3 核心課程 

主題  主要內容 說明 

一、科技發展 2.科技的影響 2-1 科技與生活、社會、文化的關係。 

2-2 科技與工業、經濟發展及國家競爭力的

關係。 

2-3 科技引發的環境變化及污染，環境保護

意識的培養。 

2-4 科技引發的道德與法律的問題。 

二、科技世界 1.科技的範疇 1-1 製造科技的材料、加工方法及應用。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08：329）。 

 

表4 進階課程 

主題  主要內容 說明 

製造科技 4.製造產業  4-1 製造產業的概況。 

4-2 製造科技對社會與生活的影響。 

4-3 製造科技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0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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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針對課程目標與教材綱要之分析，研究者認為教師在高中階段探討

與製造科技相關之環境與社會議題時，除可探討較為深入之知識內容外，更應加

強學生由不同面向探討科技議題的能力，使思考提高到「判斷、省思」的層次。 

 

三、ITEA科技素養標準（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在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A]（2000）所出版之科

技素養標準（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中，主要將科技素養的標準分

為五大類（科技本質、科技與社會、設計、在科技世界所需的能力、及設計的世

界）共二十項，每項標準下另列有不同階段之分段能力指標。其中，與環境和社

會相關的議題，乃是列在科技與社會的分類之下，如表5所示： 

 

表5 環境和社會相關知科技素養標準 

分類 標準 

學生應就科技對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有所瞭解 

學生應就科技對環境的影響有所瞭解 

學生應對社會在科技的發展與使用上所扮演的角色有所瞭解 

科技與社會 

學生應對科技對歷史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有所瞭解 

資料來源：整理自 ITEA（2000：15）。 

 

而探討製造科技的科技素養標準，則是列在設計的世界此分類之下，主要在

探討製造科技系統、材料的使用與行銷等議題，其中未列及製造科技與環境及社

會相關的內容。 

由上述針對 ITEA（2000）科技素養標準之分析可發現，其安排方式是將科

技與社會相關主題之層次提高到各科技領域之上加以探討，而非分散與各科技領

域之中。但就其分段能力指標內容加以觀察（如表6 科技對環境的影響），仍可

發現其在6-8年級階段之內容多為瞭解與認識，9-12年級階段則重視不同面向的

思考與較深入之專業技術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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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科技對環境的影響 

分類 標準 分段能力指標 

 瞭解廢棄物管理是很重要的社會議題 
 科技可用於修復天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並
停止使用不同產品與系統所造成的浪費 

 瞭解科技的發展與使用常使經濟與環境形成
對立的角色 

科 

技 

與 

社 

會 

學生應就科技對環

境的影響有所瞭解 

 

 人類可以透過發明再利用、減量與回收的技
術，以節約水、土地與能源 

 當節約能源的新技術被發明時，考慮其副作
用是很重要的 

 透過科技的協助，可以提供不同的環境監測
報告以做為決策之用 

 以科技化的生產流程可增加產出，降低對環
境的負面影響 

 人類設計新科技以降低其他科技帶來的負面
影響 

 在判斷一項科技之好壞前，必須衡量其對於
環境正負面之影響 

資料來源：整理自 ITEA（2000：68-72）。 

 

綜上所述，就國內外之科技素養標準與課程標準加以分析，可以瞭解到國中

與高中階段，在製造科技環境與社會議題教學上之差異，應著重在教材內容之深

度與教學方法之取捨上。在國中階段，應著重於「察覺、認識、瞭解科技」的層

次、而高中則應著提升到「省思、批判科技之正負面影響」之抽象思考的層次。

而為使教師在教學上能有更為明確之依據，以下將就教材內容之取捨與適用之教

學策略加以探討，以瞭解教師在教學設計上應注意的事項。 

 

肆、教師在教學內容取捨與教學設計上應注意的事項 

透過本研究上述針對國高中學生身心發展程度之探討與國內外科技教育課

程綱要及課程標準之分析，可以歸納出教師在實施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

教學實應掌握的幾項基本原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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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中階段 

（一）教材內容取捨 

教師在進行議題的選擇與教材內容取捨時，國中階段盡量給予具體、明確之

知識傳達。由上述之文獻探討可知，國中學生仍較為傾向具體運思期的思考特

徵，故在進行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時，需給予較為明確的事物或實

例。 

（二）教學策略與方法 

在教學策略與方法的運用上，教師可運用具體之影片加以輔助，例如：透過

新聞報導探討製造過程中污水排放所造成的河川污染時，教師可同時播放實際的

相片或是影片，藉以加強其感受。但在運用影片輔助教學時，教師應先行擷取重

點段落，再於課堂上播放，若影片過長學生很容易失去注意力。 

另外亦可與實作活動加以結合，例如：在進行製造科技實作活動時，要求學

生記錄其製作過程中材料的損耗、產生的廢棄物與廢棄材料數量，以及成品完成

後的處理方式。藉此，讓學生具體瞭解到製造科技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 

 

二、高中階段 

（一）教材內容取捨 

高中之教學，教師除給予環境與社會議題之相關資訊與知識外，可延伸綜合

不同科技領域或給予不同角度之觀點，引導其進行判斷思考及省思。在高中階

段，大部分的學生已較具有形式運思期之特徵與思考能力。故教師在進行環境與

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時，除了單純的資訊傳達外，更應讓學生能有不同的

角度進行深入的思考。 

（二）教學策略與方法 

在教學在教學策略與方法的運用上，教師可從學生生活中常見的製造科技產

品著手，例如：可讓學生探討起司漢堡在製造的過程中，由原料取得、運送、加

工、完成到送至消費者的手上，其整體過程中對於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並比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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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產與國外進口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差異。此外亦可使由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時

下熱門的科技產品或科技議題對環境之正負面影響，例如：太陽能版雖可製造出

再生能源，但其在製造生產的過程中，是否對環境產生更大的污染？這些污染比

較起這塊太陽能版所能發出之電力，是否值得？⋯等不同面向的思考，藉此刺激

學生進行省思，提升其批判思考的能力。或是可由科技史的角度，引導學生探究

某項製造科技產品對人類生活形態所造成的影響，或是人類使用科技對環境與社

會造成的轉變，例如：探討電視對全球人類所造成的影響⋯等。 

 

綜上所述，在教材內容的取捨方面，無論教師選擇之主題為時下熱門的環境

議題、或是單就某項製造科技的產品加以延伸，只要設計得當並掌握上述之原

則，應可使學生有很大的收穫。 

 

結論 

科技對環境影響、以及科技與社會相關議題，在生活科技之教學中為不可或

缺的一項重要課題。不同科技領域雖可加以區分為製造、運輸、營建、傳播、能

源與動力等不同科技領域，但其彼此間仍是具有互相關連之特性。因此在環境與

社會議題的探討上，可將其層次提升至各科技領域之上，探討科技對環境與社會

整體的影響，但仍須將其融入各科技領域，進行較為深入的教學。 

因此，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技教學而言，以在國中階段，教師應配合

製造科技的活動，給予較為具體、容易體會之內容，主要著重在「察覺、認識、

瞭解科技」的層次。而在高中階段，則應給予較為深入的知識內容，透過製造科

技產品或科技史等議題，給予不同面向的探討，使其能提升到「省思、批判科技

之正負面影響」之抽象思考的層次。 

本研究因環境與社會議題之範疇過於廣泛、且具有時代性，故主要著眼點並

不在於教師應教學之內容為何，而是探討應如何進行環境與社會議題融入製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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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之教學，並探討國高中在教學上應有何之差異性，並提出教師在教材內容取捨

與教學上可用之方式，希望能對於國高中現場教師之教學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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