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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學校技術課程內涵之分析

游先昭

蒙古於我閩中舉等設的「家政

生活科技」課程，佳木稱之為「授指

.家聽 J 科 O 在歷經數十年來七次的

f修訂，罔聞日本中學校的「技衛﹒家

J 科之學習指導要看頁， 1:系於 1989 年

3支部省修訂公{布，就於 1993

在在本，課程標準織為舉習指導

此一學習指導要攘的訂定，一接{系

ffl 中央教宵聽程審議會、教職員養成

議會、理科教育及產業教育審議會

的答覆，在敢有撫梅審議會中盯定大

綱。教育課程審議會?設有運作小組，

各摺學科再設置計盤后組來審議

的事項 O 各科的讀聖會鸝則喜校長、

指導主管、大躍教授、指導教師、產

樂界代表組成以審議學科的角容。(村

拾，民 83 ) 

的「技撥﹒家庭」科的

目標為「耀自生活所需的基礎知議

投衛的學習，深入了解數雖三位法及社
生活與技發育閥的關{系，議研培養觀

能力及踏實寶路的態度 J 0 (文部

省， 1989) 這樣的鋁撩規劃下 r 技事jij

.家室主 j 科的課程內容瀰護了 11 f觀

按:木材加工、電氣、金屬加工、機

纜、栽培、情報基礎、室裝盤盤清、食

物、被腹、住譜、及保膏。其中前六

個棋城蠶豆全「投術 J 範疇，後五個領

14 

域則媽「家庭」範盤。在濤 11 個傾城

中，學三位峰、須選修七飽試上的體域，

中並須包合木材加玉、會讓氣、家搓

、及食鞠等四個領域。在將間的

分把恥 C' 上海路備，店、修頡域各以 35 單

位時闊聽課準，其餘各鎮域則以 20

時聞為準 o 寵鈍加強男女均

發展，課程中規定木材加工與家庭生

活為男女共問品修，且須於算一學年

詩選f悸。

文重點在分析血本中學校(相

當於我厲的國民中學)之「技術﹒

庭」料中的投術課程內蝠，亦即以技

辦範疇中本木材加工、嘗底氣、金屬加

、機械、載堵、及情報聲磷等額域
的輯程內容為揀前對象，希能繡翩此

經驗的分享，提供關內科技教干等教師

教學戀的警考。

費、 r 枝街 J 教宵的內容

、木材加

木材招工的固體是譯過簡易木

品之設計與製作，了解木材之特擻

加工法間的關係，以養成機生能依使

目的或使用線件來整合艷作的能力。

峙，透過生活中所適屑的關轍木製

品之設計與製作，了解木材與工



特徵及有效的使用方法，以培養真有

製作完蠶豆是品的結合能力。具體

罰言，木林加工的內容包括如下:

付木製品之

1. 依使用目的現使用槍持，了解製

作品之機能與購進 o

2. 熟悉構思製作品之衰遠方式，並

繪出製作阱，虹、耍的構想、麗與製作

醋。

3. 事是作工程與作業訐齣 O

口木椅的特徵與使用方法

1.木材的特徵與溫梁的使用方峙。

立接著劑與繁結材之特續與其蘊妥

的使用方法。

3.盤科的特撤與適妥的使用方法。

的木工具或木工機械之操作法與加

;五方法

1.木工具、木工機械的組件與適當

的使用方法。

2.使用木工具來切斷、切割、及在

工作轉上繪線 O

3. 妥過的使用木工機械，並學密切

髒及切爾自等工作。

4.根據構想圍及製作崗確實執行組

合工作 c

5.配合木艷品之 ffl瓏，準碟的使用

講黨的主鑫料。

的認識在日常生話或產業中各種成

材的用途

翩翩~~

一一 、 商~東L

氣的自標是證過電氣機器的操

縱及簡單的電氣溫路設計與醫作，

解電氣 i思路之結構，以培養具有安全

且能爐當活用電氣機器的能力。問峙，

學習日當生活中品要之蟻竟與保護的

相關技術，放以防止需戴學故昆主是點。

於鶴躍的電氣週路的設計與觀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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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該活用在「木材加工 j 等所學習

封的加工技衛。具體陌霄，舊軍氣的內

容包括如 f:

機器的保養方法

1. 電氯機器的撤至去。

2. 電線、當意義機器、與配練器具之

闊的連接。

3. 塑內配蟻，立豈能防止禪電、觸

、過熱、及植路等事紋。
(=:)繡躍的電氣迴路設計

1.闊輯、電組、電晶體等需氣溫路

要素之攝號與道路闢 O

2. 關醋、電腿、舊軍晶體等幫主義迴路

之連轉與罷用法 o

3.設訐傭易的電氣道路 c

4.各種零件之配置、安裝及配蟻。

機器之組合及電氣材料

1.電氣機器迫路誼之讀膚1 0 

2. 需氣機器之組件。

3. 導意義材料與總緣材料之特徵。

的認識日常生話或接業中所用的軍

三、金輯朋

金屬加工的目標是透攝簡單的金

屬製品之設計與製作，了解會屬材料

徵與加工方法的臨{菜，以培養能

依撮使用目的完成數作作品的能力。

關於設計，在考蠢蠢囑材料之特徵、

構造、強度，或加工怯，應增

構思適當的產品設計，立豈能將其構

繪製成闊。具體甜苦，金屬加工的內

容但括:

付金囑製晶

1. 依據使用的目的與蜂件，學習製

作品之機能與構芳草 o

2. 把製作品之構思具體化，並學會

製作所必要的構想關與製作1潮。

3. 製作工程及聽立作業計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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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金屬材料之特徵與使用方法

1.金屬材料的特徵與適妥的使用方

法。

2. 碳酸鋼、黃銅、鋁合金等金屬材

料之特徵。

3. 金屬材料之彈性變形或塑性變形

之差異。

臼金屬用于工具或機械之使用方法

與加工方法

1. 金屬用于工具與機械之功能與使

用方法。

2. 妥適使用金屬于工具，並學習材

料之切斷、挫削及折彎。

3. 妥適操作工作機械來鑽孔及旋

削。

4.依據構想圖與製作圖準確的組合

各組件。

的認識日常生活或產業中所用之金

屬及其作用

四、機械

機械的目標是透過簡易的活動模

型之設計與製作，以了解機械之組件

及能量之變換與利用，從而培養學生

適當活用機械的能力。具體而言，機

械的內容包括:

卜)機械的機構、要素、與材料

1.傳達運動之組件。

2. 機械要素之特徵與運轉。

3. 利用能源作為機械的動力，並熟

悉其組件。

4. 各種機械材料與其特徵。

(斗簡易的活動模型之設計與製作

1998年9 月

1.選取適當的組件，透過設計來製

作模型。

2. 透過組件之選定、材料之選擇、

準備、製作、檢討、修正製作等

活動，加深學生機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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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機械整備的方法

1.配合整備為目的與組合。

2. 機械各部有無異狀之檢查與調

整。

的了解日常生活或產業中所用之機

械及其功能

五、栽培

栽培的目標是透過栽培植物之過

程，了解植物之生育條件與栽培技術

之關係。透過本學習，同時希望能夠

探討栽培植物與生活之關係，及自然

環境與生活攸關的事項。為達到栽培

的教學目標，其內容包括:

什訂定植物栽培計劃

1.植物之種繁殖過程。

2. 依據栽培目的即能訂定栽培計

劃。

(斗適合植物栽培之環境

1.植物之生育與日光、溫度、水之
關係。

2. 植物之生育與土壤及肥料之關

係。

C=J栽培植物的方法

1. 配合植物生育過程，培養惜當的

管理作業能力。

2. 植物之病蟲害，並能恰當的防

治。

3.利用調節後的環境，進行栽培 0

個認知栽培與生活的關係

六、情報基礎

情報基礎的目標是透過電腦的操

作，了解其功能以培養學生能適當運

用資訊的能力。情報基礎透過電腦操

作的實踐性學習活動，了解電腦在社

會上的任務及其基本的裝置與軟體的

機能。具體而言，情報基礎的內容包



付室蓋腦的組件

1.報指機構之主基本結構與各部機

能。

2. 各種軟體的功能。

。學習電路之護主本擴作與編寫幣單

的程式。

1. 電腦的基本操作 O

立了解程式的功能，並能編寫簡單

的程式。

(或電腦的譚甫

1.善用軟體以還懿資料的充分，曙

。

2. 電腦緝路的運 ffl 0 

僻了解臼常生活戚產業中電腦與

訊所指潰的任務及其影響。

載、 r 技術 J 教育的特龍、

問題，與發展趨勢

一、「技術 J 教育的特色

本隱苔，臼本中學校「技楷﹒

家庭」科之課程內容設計相當生活化，

聽觀包括7農業和工業方面中與生活

關係密切的技術與知桶，使學生能創

造及製作的經驗中學習主義本技能及

解技術，並培餐學生工作的正確態度。

概括來說 'B 本技衛教育的特色可從

下列數點觀之:

f是島海及製作的活動中，

學習技構及其相關的知能。

。基於教宵機會均喜事原則與興脂差

女皇喪生在選修「技衛﹒家

庭 J 課程持有格當大的彈性空間 O

Ë)課程揮主壁的內容詳實且三位活化，

使教軒在教學上方獲取得各種

易資源。

制課程中各種域的主義擇、內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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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及時間的分配，均輯學校

及教歸相當大的自主權。

的注藍工作環境的偉體與安全，並

強輯工作神盤及正確的工作態度。

一、「技術 J 教育臨臨的問是真

臼本的技有可教育問題與大都分的

亞太國家期蚣，也臨臨了一盤問文化

及教育輯度所討生的愣輯村田昭

拾，民 85 ) 

付入學考試的壓力。日本各級學校

的升學壓力，使?每一臉大家較揖

忽視技事質性諜報，學生學習的心

態由多會產生應付即可的想法。

口課程改變的困難。每次課程修正

的時間講真，導致現實科技社

的實際狀況無法在課程中顯現。

因攏，技事1管教宵的內容常與世

技術教宵發展及工作世界有脫節

的現象。

的技指教育與教育均嚀。自如今3

年度起，自本踴始實施餘週土課

天，加上新課程要求男女平

受教的頭則，由降借了技嘴教

的時間，這對原本時間及略聽不

足的授看!可教育，更是雪上加霜。

輪投術教宵資額的缺乏。府於需要

斷的在設施及設備上投資，使

得驚源有限的技衛教育，面臨

大的困難。懦峙，教師人力的缺

乏，亦對技術教育的發展有梧

的影響。

此外，在課囂的黨路上，敢要餐時

數不是及各課程單元受重視程度的

一，站立鑫生教學上的若干困據。在教

上，科技教育所強調的問題解法策

略立在末，廣泛、運用於日本的技衛教育

中，其斯強誦的本質毒害鼓於是華礎工作



互尊聽說連

的寄自產黨，及培養合作服務的工作精神，

數遷居、帶的學習歷程則在其次。楚

動規劃的內容業者，中學校的技衛課

本質上岱灑工業行業的據點，科技

統整合的概念尚未在教學活動中成

形。

三、「肢衛 J 教屑的發展趨勢

H將更模樣發展資訊方醋的課程。

由於畫畫訊領域直至 1989 方才列入

技掉了教育課程中，旦時數仍然錯

，比起其他醫家相對落後。

此，爾訊教育的迫切日使日本臼

漸強化此領域的投資，主主爵近來

發展的主聽目標之一。

將會繼續強調黨接及體驗的技衛

目標 o !lt將與亞方國家所

的科技整舍，及科技對社會的

互動影響之教育目標大異其趣。

的技術教育的發展仍將與職業教育

保持梧當嚮切的金{乍聽{系，以保

持其技爭fq教予守所強頭的貫作及報

的目標方向。

輯中央政府聲技發言歡繭的發展將

來越有影響力。遺盤影響除在課

程巨樣的前走外，在經贊支援及

教語言11 據上，及對土色方教予幫行政

機構將採更強力的支配。

參、結 主五
RJ:I 

日本中舉校技術教宵體攘的規劃

偏葉於日常見謂中工農行黨校術的

探討，換言之，其內容的本質與我國

之積的?工藝」頗聽相制。雖然內

導向與問前科技教育所個導的科技

競整合與開驛解決策略有所差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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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在課程的實施混程中，仍有

干值得我們發參考與深思的地方。

一、日本雖然聽話方科投教繭的本

質上有楷黨的差異，但其強調

工作實體及寶路的精神， 1.攪得

露生活科技教育自標規劃的

。尤其我與自本在文化

及教育相觀環境若與不大，其

技術教宵三乏競畫自方式(攪得讓頭。

、由於科技蝕內涵的課程變動十

分快運，問前我闊的每十年修

::;x課程樺蟻，時胃上常

繞不濟急。日本書E.út就設有常

設性的機構，經常對課程發展

作密切的觀察，此亦釋為我盟

課程f會革時的參考。

一、臼本的技術散著軍雖然與我

臨困升學聽力話使其重

牲!海僻的盟境， 1.控告多數教臨在

完全教育理念的堅持下，授看fLj

教育的寶路仍然按部藍色蹺，教

師與學生仍多務實且認

諧的堅持f聽得我盟教師與

恆的省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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