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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壹、前言

美國新媒體聯盟NMC (New Media

Consortium) 從2002年起，對於影響老

師教學、學生學習等教育領域的科技發

展，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並提出專案報

告，尤其著重在中小學教育、高等教

育與博物館教育三大領域。每年都會

出版的地平線報告(The NMC Horizon

Report) ，主要提出與預測該年度在教育

議題上之關鍵趨勢、重要挑戰，以及新

興科技之近程、中程和遠程影響(整理

2011........2014 '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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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 2011-2014年影響高等教育之重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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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dition} 指出在高等教育方面

的六項關鍵趨勢中，其中一項是學生將

由消費者(Consumers) 轉變為創作者

( Creators) ，這項趨勢使我連結到目前

正在進行的教育變革一一十二年國教之

特色班課程規劃的點點滴滴，筆者想要

透過這篇文章，細數本校為推動特色班

之努力與教學團隊(以下簡稱M.LT教師

PLC) 發展課程之脈絡。

貳、學校教育現場在體質

主的變化

教育現場除了從九年一貫(民國90

學年度)到十二年國教(民國103學年

度)的政策變革外，近幾年在教學方法上

又有了相當大幅度的精進，百家爭鳴的教

育理論與教學策略，各自在教學現場的第

一線與學生共同體驗與實踐，筆者以「高

中生活科技」科目之核心能力指標、課程

目標及課程實施要點(教學方法、教材

聯繫)為依據，透過M.LT教師PLC的討

論、觀察與反思，整理與生活科技這門學

科相關的教學理論與趨勢，分享給其它教

育工作者，茲以四大類(學習共同體、翻

轉教室、 STEM 、美國的「教育創新十年

計畫J )分述如下:

一、學習共同體

「學習共同體J '顧名思義，是讓

學生在相同的空間中，能夠「共同」學

習，跳開單打獨鬥的個體學習模式，鼓

勵同儕互動與夥伴支援的特性，用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教育學上所謂的「共

伴學習 J '便是利用「一加一大於二」

的原理，讓學生能相互模仿、學習、影

響，進而對學習成效達到相得益彰的目

的(林彥佑， 2012) 。

學習共同體的教育理念有幾項特色

與生活科技的教學核心相當符合，分別

是(一)平等對話及相互學習; (二)

學思並重及知識建構; (三〉提問思考

及溝通表達。符合「學習共同體」的理

念，對於學生的整體學習與思考訓練，均

有顯著的正面效益，尤其共同體所強調的

「學習力J '更是整合思考力、探究力、

問題解決的能力、統整力、創造力，這些

未來人才的真正實力，才會是學生適應新

時代、展現自我的最佳表徵。

二、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的概

念即是:以課前的預習課程資料取代課

後的功課 (Alvarez 2011; Moravec et al.

2010) ，然後學生在學校裡的上課時間

則專門用來動手實作(實驗)、針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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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疑惑的地方進行輔導或再進行進一步

的課程討論活動，以促進高層次的思考

技能 (Khan， 2012) 。這種教學模式，

翻轉了傳統教學一一先由教師在課堂講

授，再由學生回家做作業的形式，故又

稱「翻轉課堂」。

這個概念在高中生活科技科的教學

裡，是早已實施的教學策略，教師課前

即安排了某一個專題，並提供必要的資

源與技術，學生在課堂上相互扶持與腦

力激盪'利用教室裡的工具、機具，經

由各種可能的嘗試 (Trail and Error)

教師從旁協助與引導，使之達成學習目

標，整個歷程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故

可吉，生活科技教室就是解決問題的教

室!這個部份與翻轉教室的理念相同，

學習者來到學校，是要跟同儕一起討論

與解決課前學習的相關問題，也就是學

生到學校來最重要的學習是解決問題!

三、 STEM

(近年來， STEM (Science ,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之課程取向已成為科際整合的新趨勢，

其理念乃是融合科學探究、科技技術、

工程設計與數學分析等不同學科之探究

作為教學的方式，在STEM的課程當中，

科技藉由科學來7解自然世界的結構與

功能，而科學則有賴科技的發展與測試

來證明科學的定律、理論與原則;在此

同時，數學提供科學與科技之間溝通的

語盲，最終則由工程整合科學的發現與

科技的技術'來設計社會所需要的產品

(Pinelli & Haynie, 2010)。

強調學科知識與實務技術的連結，

著重在透過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等

學科的整合應用，藉由動手操作或專題

式的學習，使學生體會到如何運用工真

及適當技能來解決真實世界中種種的問

題( Sanders, 2009 )。

在現行的99年高中課程綱要裡，在

實施要點中，明白指出「應與其他相關

科目的教材內容橫向聯繫、配合，再經

由教學研究會及與相關科目教師共同研討

配合方案，以增進科際整合的成效J '由

此可知生活科技的教學相當重視與其它學

科的橫向連結，如此不但提升學生學習的

深度更強化統整歸納的能力。

四、美國的教育創新十年計畫

美國總統歐巴馬編列一百二十億

臺幣的預算、培育教師，在基礎教育系

統中，大力推動、導人「動手做的學

習」。在現階段的學校氛圍裡， r 動

手做」是一種邊陸化、被低估的學習活

動，總讓人聯想到DIY材料包或是成績

後段班孩子不得已的選擇，但在美國舊

金山灣區一一全世界創新與創造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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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搖籃，許多有理念、有資源，教育目

標在培育菁英的私立學校們，卻是逆勢

率先導人「動手做」課程的開創者。他

們改變空間、規劃新課程、挪走傳統的

紙筆評量，重拾學生學習熱情、重建學

校本位課程，使之成為有創新能量的學

習場域。因為他們相信， r 動手做」可

以培養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四大關鍵能

力:創新應用、獨立思考、自主動機與

解決問題。

動手做的學習，解構傳統教學秩

序，重新定義老師和學生的角色:學生是

創作者，老師是協作者、支持者、心靈導

師。生活科技就是一門會要學生動手做的

科目，從操作中學習工作流程的程序性，

從動手作的過程中體驗課堂學習的真實

性，從實驗結果印證學科知識的必然性，

再再都顯示生活科技的學科特色與世界創

新教育具相常高的一致性。

參、創客篇神與生活科技

的教育目標

生活科技教學在教育目標上，從

95暫網開始(課程目標:發展學生善用

科技知能、創造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時間分配:本課程含設計、實作與

專題製作等活動，開課應以每週二節課

且連排課為原則。實施方法:教學活動

之設計宜以解決問題方式為原則)到99

課綱(課程目標:發展學生善用科技知

能、創造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時間分配:本課程含設計、實作與專

題製作等活動，開課應以每週二節課且

連續排課為原則。實施要點: (一)教

學應以活動方式為主，宜廣泛採用各種

教學策略，靈活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

並採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二〉教

學活動的設計，宜以問題解決方式為原

則，強調創新、設計、製作的歷程。)

實作活動時數宜占整體課程時數的1/

2-2/3)裡'筆者認為「一路走來，始終

如一 J '不變的精神，就是要給學生有

帶的走的能力，強調設計、動手製作與

生活密切結合，期待能為孩子準妥未來

生活的能力。

這個看似簡單且平凡的理念，在

近一兩年的教育趨勢上，才開始受到人

們的關注，甚至還給了一個響亮名稱:

「創客 (Maker) J '以下將就創客與生

活科技的相關性做一細部的探討:

一、什麼是創客 (Maker) ?

「創客」一詞來自於英文單字

r Maker J '是指不~營利為目標，努

力把各種創意轉變為現實的人。創客

以用戶創新為核心理念，是創新設計在

製造領域裡的典型衰徵。創客們作為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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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於創意、設計、製造的個人設計製造

群體，最有意願、活力、熱情和能力在

創新時代裡為自己，同時也為全體人類

去創建一種更美好的生活。創客運動的

愛好者最重要特徵'就是能夠利用造物

的原理，掌握生產工具的一群新人類。

創客族群就是持續創新，動手實踐，樂

於分享並且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簡單而

吉:玩創新的一群人。

二、重塑「創新價值」

諾員爾得獎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在

《大繁榮〉一書中說到，大多數創新並

非像亨利﹒福特類型的少數夢想家所帶

來的，而是一個基於大眾的、以人民為

本的、由下而上的全民運動。新世代的

創新將由千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喜

歡自由自在的創造、開發和推廣新產品

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

種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新型態的經濟社

會繁榮。在傳統上以專業技術為依歸、

研究人員為主體、實驗室為主要場域的

科技創新活動，正在改變成為以個體為

中心、網路社群為舞臺、原始開放共享

創新為特點的微經濟體模式。這種新型

態的創新價值是以人為骨架，應用為內

涵的創新實踐，藉由簡單的技術讓所有

人都有參與創新的機會，就如同生活科

技的教育目標一樣 r給學生帶得走的能

力 J '亦即真備造物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科技的「想 J

r做」、「用」

科技能力目標有三: (一)使學

生「懂 J 教學生認識科技'了解科技

質及科技系統之運作; (二)使學

生「會做 J 教學生如何實際的動手

做，進行設計製作，去運用科技解決問

題，滿足生活實際需求; (三)使學生

「用」技術與技能，進一步對科技改良

及創新(王光復， 2009)

在變化極為快速且不確定的世界

中，學習必須以學生為主體，從中培養

學生探究及動手解決問題能力來面對未

來生活中的種種挑戰，而這是生活科技

教學的重要學習目標。因此，生活科技

是一門重視經驗學習及動手實做的學

科，它提供學生省思→「想」、建構

「做」、體驗→「用」的學習機會。而

在普通高級中學生活科技科課程綱要補

充說明中，更是強調 r生活科技著重

創新設計與專題製作，強調統整學習，

三芸芸芸芸戶了

\幟〉心\L.，)
圓2 杜威的經驗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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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創新設計的理念，結合領域知識，

培養「動手做」的能力，冀望讓學生在

實作中，體認科技的重要性與實用性」

(教育部， 2009) 。

Kolb ( 1984) 根據杜威對衝動、觀

察、知識、決斷的文字詮釋，以圓形的

方式詮釋了杜威的經驗學習模式，如圖2

所示(轉哥|自朱耀明， 2011) 。

朱耀明 (2011) 進一步詮釋杜威

的經驗學習模式，杜威認為經驗的學習

就是滿足人類本能衝動所形成的各種

行動或構想，而構想提供滿足衝動的

方向，有方向就產生行動的目的，為達

成構想，學生必須透過觀察→「想」

而產生具體的行動策略→「做 J '透過

嘗試錯誤 (Trial and Error) 觀察、分析

→「用 J '產生新的知識、決斷，再度

循環，直到達成目的。在動手做教學活

動中，學生嘗試製作出一個想像中成品

是活動的目的，就是一個學習衝動的主

要誘因，在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種疑難

也會不斷刺激學生想要再進一步解決困

難的衝動與反思，而在生活科技教室裡

的各項機具與材料，更提供學生盡情地

試驗各項可能的方案→「想 J '而實

做的過程就提供學生豐富的具體經驗

「做 J '面對產品原型的完成，再以初衷

的想法使用後→「用 J '分析優缺點，再

試著回頭修正，直到達成目標為止。因

此，生活科技裡的「動手做」活動，提供

學習者在經驗學習領域裡的各項寶貴資

源，讓學生可以盡情地「做中學」

肆、動手傲的價值

美國經濟衰退從 2001 年科技股重

挫開始，一直到 2008年雷曼兄弟宣告

破產，更是雪上加霜，總統歐巴馬於

2009年通過〈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 ，全力振興瀕臨蕭條危機的

美國經濟，其中投人最多的是「復甦製

造業 J '各種政策(找回車庫文化、加

強國人動手做的能力...... )因應而生。

為何美國參眾議院會如此共識性的通過

高達7872億美元的法案呢?推測原因可

能是美國掌控世界主流貨幣的優勢，金

融業商品的產值與效益遠高於傳統產

業，整個國家的走向都偏向金融，導致

傳統產業萎縮速度極快甚至倒閉。過度

集中產黨體條，使美國這艘航空母艦，

差點爬不起來。

工業是國家的根本，擁有製造業

才能讓國家的整體競爭力，立於不敗之

地，而製造業的核心，就是動手做、造

物、產出。在高中課程裡，只有生活科

技這個科目，是以「造物」為核心的學

科，其價值有目共睹，分述如下:

134 中等教育第65卷第4期



一、動手做，讓學科知講連結真

實世界

Dewey (1944: 154) 在談到經由身

歷其境、動手操作的經驗學習意義時，

經常流傳著兩段話 I 告訴我，我會忘

記;展示給我看，或許我會記得;讓我

參與，則我會7解。 J (Tell me and I

will forget, show me and I may remember,

invole me and I will understand.)以及「聽

別人說的，我會忘記;親眼看到的，我

會記得;親自動手去做的，我會有所

了解。 (I hear, and I forge t. I see, and I

remember. I do, and I understand.) 這兩段

話其意義實際上是相同的，都在說明透

過「聽」與「看」的學習是有限的，唯

有「做」才能達成學習的深刻領會。

二十一世紀需要創新與發明的人

才， I全世界的創客和發明家都強調，

發明不會發生在理論的研讀中，而是發

生在實際動手做的過程裡，利用各種科

目的理論和內容，解決真實世界的問

窟，有意義的發明才會產生。」舊金山

紐葉樺私校 (The Nueva School) 校長黛

安﹒羅森堡 (Diane Rosenberg) 強調動

手做必須成為教育內涵與過程中的關鍵

元素，這已經成為美國教育政策的共識

(賓靜諒， 2014)

傳統的學習好像是一間工廠，孩

子被放在輸送帶(教室) ，教師儘快的

學校裡的創客空問一一以國立內壢高中特色課程為例

提供各種資訊與資源後，然後就急著看

他們從另一端出來，看看產品的良芳，

這是非常短視的教育環境。傳統教育並

不看重動手做的價值，而現今的教育系

統，仍依照工業他時代模式，注重知識

記憶，幾乎沒有動手做的體驗，筆者認

為大多數孩子的確要透過動手做才能

學得更好，看到一件物品從無到有的製

作過程，在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裡跌跌

撞撞，但所學都印象深刻且貼近真實生

活。任何科目如果可以透過動手做專題

( project) 的概念來進行，雖然可能過程

會較為冗長，但相信學生一定可以用更

有意義的方式學習數學、科學、歷史等

較困難的學科知識。

二、家長學習放手，川頁應核子

「用手思考」的天性

經驗學習理論裡， I 動手做」不

是唯一的教學策略、也不一定是學生

最好的學習方法， I 動手做」並不是

要取代教育的一切過程。課堂上的講

課、課後的閱讀、科學上的研究仍然有

其重要性，但對於每個孩子與生俱來

「動手做」的需求、用手思考的經驗不

應被剝奪。家長必須要放棄一些原有的

控制欲。大多數父母認為 I 這是為孩

子好 J 、「我要讓你贏在起跑點 J '然

後就控制孩子學習的內容:補習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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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班如雨後春筍般得一家一家開! r聽

我的你就會學到今天該學的! J 、「按

照我說的去做，你的競爭力就會被提

升! J 這一切真的只有這樣的選擇嗎?

當然不!我們想嘗試創造一個空間，僅

僅擺放一些基本的工具和各式的材料，

問學生今天想學什麼?看到這個好玩的

現象，我們要不要一起想想可以做些什

麼?我們常說，美國的開放教育，不重

視基礎科目的養成，導致學生在學科表

現上落後其它先進國家，但回頭想想，

美國幾年來，許多前衛思潮、創新行動

和發明，不都引領世界風潮、影響大家

的生活，如: Apple - IPhone 、 Google

BigData 、Amazon的無人載具物流系統，

這些看似輕狂不切實際的提案，都是開

放教育下的未來產物。何不放下對未知

的恐懼、對學習的成見，讓孩子也有機

會從「動手」開始，重拾對學習的快樂

與求知若渴的滿足。

恆、特色課程在內壢高中

筆者教學的學校為桃園地區學生

程度中上的區域型普通高中，十幾年來

的教學，總國覺我們給學生的學習目標

很少乃至於可怕!學生的舞臺就只有成

績單上數字的高高低低，一個課業成績

不好的學生，在高中校園的環境好像就

是個「沒用的人」。但仔細想想，這真

的是教育的殿堂唯一能做的事嗎?拿掉

考試這個元素還有什麼值得欣慰與回憶

呢?很多的問號浮現腦海，筆者想找尋

另一個出口，於是進行一連串的教育實

踐行動，分述如下:

一、從「數理專長班」出發，嘗

試另一種數理資優教育的可

能性

者於三年前與本校長期教學「數

理專長班」的數學老師，談到班級經營

的困擾時，廖姓老師(以下簡稱廖老

師)對於「安排加課(泛指考科:園、

英、數等學科)可提升學生未來競爭

力」的說法，有許多的疑問，廖老師想

知道:如果更多元地試探，讓學生看到

所學何用、接觸到書本知識以外的技能

(如:實驗、動手實作競賽、小論文寫

作等) ，試試用其它教學策略如何影響

班級?更進一步，我們想拉長學生學習

成效時間軸，亦即把眼光放在十年後，

學生是否可以繼續保持樂於學習的特

質，並將這份能力應用到其它面向。

於是筆者與廖老師勾勒一個願景，

我們想讓數理專長班試著規劃不一樣H、

課程(針對學生星期六的加課) ，取而

代之的是以往無法在正課裡推動的專題

實作課程，如: (一)他學實驗專題

(乙烘槍製作) ; (二)數學應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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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桌遊設計) ; (三) lego機器人專

題(相撲機器人、高空纜車機器人、爬

梯機器人) ; (四〉物理延伸應用專題

(機關王競賽) ; (五)校外參觀(國

瑞汽車生產線、 YAMAHA機車組裝廠、

大學研究室、工廠參觀一一雷射切割廠

一一紡織品平版印花機組立廠等)

在實際執行課程時，深刻地感受與

學生有許多的對話平臺，也因此有更寬

廣的視野，原來學習不是只有成績單上

數字的高低，而是另一個能力的養成，

以面對未來的種種可能。

生活科技的專科教室裡應用前述的

教學策略 r學習共同體」課堂上為同

一個pr句ect分組分工，學生彼此分享與相

互學習，教師則從旁引導並適時提供必

要諮詢，以協助學習者達成目標。

二、協同教學架起跨科整合、互

動交流與相互為用的專業學

習社群

t 協同教學串連學生學習軸線，打

破「一個課程只能有一個老師上課的藩

籬 J '這是個有明確目標的理想化教學

情境，但往往在升學進度與考試的壓力

下，顯得礙難推行。於是嘗試將此理

念，以營隊的方式串連起來 r化學符

號公仔設計營 J '簡述課程流程規劃如

下:他學課討論各元素符號的活性、原

子數、物理特性等內容→配合課外讀物

〈看得到的他學) ，讓學生了解各元素

在生活上的真體應用→會同美術課，創

意彩繪設計該元素之公仔平面圖→結合

紙黏土塑形立體版公仔→3D掃描建立數

位模型→3D繪圖進行細部修圓→全校票

選代表內壢高中之形象公仔→搭配生活

科技課，利用製造科技之矽膠翻模技術，

製作以公仔為主題之文創認同商品(如:

便條夾、 L文件夾、紙鎮、鑰匙圈、可愛

公仔等) ，在校慶時公開販售。

另一個專題為:他學科與數學科聯

手設計「桌遊 J '根據化學元素之各種

特性及日前設計之平面公仔，結合數學

之賽局理論及機率等條件式，設計成為

一付桌遊牌，用以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

化學元素。該教學方式在本校許多班級

裡引起熱列的迴響，深受學生好評。

生活科技的專科教室裡應用了前

述的教學策略 r 翻轉教室、 STEM J

我們提供平臺'讓學生在課堂上為同一

個主題(化學符號公仔、化學元素桌

遊)分組分工，從元素的化學特性、分

子結構「科學一-ScienceJ 下手，利用

電腦繪圖、 3D 列表機及矽膠模成形技

術「科技一一Technology J 加工，輔以

CAD軟體進行修圖與後製「工程一

Engineering J '另一個主題是平面的桌

遊卡設計，過程中為增添遊戲的潛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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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加入機率與或然率計算的元素「數學

一-Mathematics J '生活科技教室裡的

教學活動，提供討論與辯證的場域，促

使學生透過不同的平臺達成學習目標這

與「翻轉教室」的理念相符。

三、十二年國教之特色招生制

度，提供了體制內的行政支

援

一年前時逢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

教之特色招生將全面起動，本校決定加

入特招行列，由筆者所加入之M.LT.教

師PLC ，提供「國際數理科技特色班」

之三年的課程架構與規劃，終於將我們

長期以來只能安排於假日的課程，正式

地融人特色課程規劃中，團隊針對提升

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培養整合性思考及

邏輯，在高中三年裡規劃二十學分的選

修課程，結合五個學科(數學、化學、

地球科學、生活科技、電腦)及產官學

等合作單位，特別在高二的年級裡'開

設四個以專題製作、實作實驗為核心的

選修學分(悅趣化學專題、數學桌遊專

題、開放程式一-AI由lilO製作專題、數

位加工實務專題) ，真正落實協同教學

的理念。

將一系列的課程正式納人特色班教

學，破除以往單科教學見樹不見林的缺

儡一一學生以往切割零碎的課堂時間，

因排課上的行政支援，在四位教師協同

教學的前提下，得以安排一整個下午的

選修課程，讓學生的學習得以更加擴及

深遠，提供更多元、彈性的編排與規

劃，例如:參訪、校內小規模的各項競

賽、集訓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等，這一切

變得非常的有趣，學生在本校的生活科

技教室裡有更多的可能性。

四、生活科技教室v.s.創客空間

近年因應大環境的急速變化， r動

手做」的能力受到極大的肯定，生活科

技教學長久以來，就是一門「做中學」

的科目，以木工課程為例:學生透過雙

手及簡易的工真以鋸、切、磨等工法，

完成益智方塊 (SOMA立方塊)的設計

與製作;以建築與傳播科技(橋樑載重

設計)為例:經由學習圖學，繪製各式

各樣的橋樑設計圖、進一步細分拆解成

各部位之零件加工圖(清單)。經過膠

合、鑽孔等加工後，在自製的實驗臺

上，學生親眼目睹設計的橋樑在負重測

試下，因設計不良毀壞或設計良好下突

破耐重記錄而戚到挫折或成就，並得拉

用以驗證理論與實務的落差。

一般的創客空間裡，除鼓勵個人創

意發想外，更推崇每個人能親手實踐造

物的精神，因此常見的一些基本設備，

如 :3D繪圖軟體、 3D列表機、雷列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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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線鋸機、砂布機、鑽孔機、“A 、

Arduino和Applnventor等。在我們學校

裡的生活科技教室都具備這些硬體設施

與軟體介面，而中間的韌體(教材與課

程) ，亦因為M.LT.教師PLC的研究成

果，更不斷提升教學的品質與效能。

透過以上這些元素，期盼學校裡的創客

空間，可以讓學生的造物熱情與同好分

享，並讓夢想的種子可以開花結果。

陸、結語

孩子們小時候就喜歡在紙上塗鴉、

畫畫，用黏土捏出各種形狀來扮家家

酒，以及用樂高積木堆壘成房屋。但是

亞洲學校教育變得越來越僵化，大量的

評量和考試，引導學生只能對書本裡的

知識死記硬背，如同一間擁有的0認證的

工廠般，不斷的生產出一模一樣的產品

(學生) ，甚至還套用「六個標準差」

來檢核學生(產品)。學生的創造力和

的精神正在喪失，就連與生俱來對學

習的動機與快樂都毀壞殆盡，這是一件

令人難過的事，尤其是身在教育界，更

是難以接受學生空洞與無知的眼神。

任教十多年來，筆者發現在高中教

學現場中，不乏一些在課業學習上較力

不從心的孩子，甚至出現放棄、盲目無

助的狀態，但在沒有標準答案的生活科

技課程中，透過動手解決問題與自我挑

戰的專題活動中，不僅發掘個人的興趣

與舞臺，更在遭遇困難時，毫不退卻的

動積極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充份獲

得多元的肯定與價值;而這些孩子，即

使在高中畢業後未錄取頂尖的大學，但

在大學期間甚至就職後，往往都能在自

己的領域大放異彩，超越群倫。而透過

這些孩子畢業後對生活科技課程的反饋

與肯定，再再都提策筆者個人教學的動

力與專業，更相信創客運動己改變孩子

在學校的學習型態，它能減少標準化教

學和考試對學生在個別他發展時所帶來

的傷害，用一種新的方法鼓勵創造和創

新，利用新的數位技術來設計、製作、

分享和跨時空的學習，真心期盼，讓我

們一起透過創客空間，翻轉「無動力世

代」的孩子，不僅敢動他們的學習動

機，更培養能面對困境、解決問題與開

創新生活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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