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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壹、源起

社會的創新與進步的動能，不能完

全只靠著專業的設計師、工程師或是硬

體建設。要孕育出高水準的藝術或音樂

環境，需要廣大觀眾和社會支持，才能

創造富有文化藝術的氛圍。因此我們的

教育要讓學生多實際體驗、動手設計創

作，才能真正提升整體社會的創新設計

能力。

一直以來，我們的高中教學重視

知識輕忽實作，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多

次教改提出的改革方向。當然，或許有

人會問 r 為什麼要從小就讓學生『浪

費時間』開始去理解和動手做這些勞作

呢? J 是否能重新思考教育理念，畢竟

我們一向標榜所有教育的基礎與概念認

識，都是要自小培養起，並尊重孩子多

元適性發展不是嗎?設計力、創造力、

創新力等等，看起來好像都是形容詞上

的思維意念，卻是最需要腳踏實地深耕

於基礎教育中。

貳、現況與困境

高中階段升學主義，讓我們的學生

承受過大壓力與繁重課業，過度強調智

育的考科，形成強大力量，主導社會集

體的主流價值。各位是否也警覺到:我

們學生的雙手越來越缺乏創作技能，缺

乏創新思考的熱情活力，與勤快勞動的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 i.王殿杰，通訊方式: aj7190@gmai l. com 。

December, 2014 Secondary Education 141



賽、動手貫作的課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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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實作對於學生學習來說，就

是一種具體實踐行動的練習。其具有整

合心智與操作技能的重要意義，是學生

創新思考與探究能力建構中非常重要的

部份。生活科技課程的著眼點，在於發

展學生創新、解決問題的技能，了解日

新月異的科技現象、學會工具操作技

能，並探究思考，統整學習運用己知的

科技知識與創新構想來創作，過程中學

會獨立作業以及群體協同合作。因此中

小學的生活科技課程扮演科技人才培育

紮根的工作，象徵一個國家對其未來科

技發展的重視，也因此許多先進國家都

把中小學的科技課程獨立成一個學習領

域(如英國、澳洲、紐西蘭等)或學科

(如日本、韓國等)

做事態度?如果教育理念，或課程沒有

從最基本的生活知識與技能去涵蓋，現

今普遍存在「學用脫節」現象，學術專

業領域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認知差距，無

形中就會愈來愈擴大。人們與實際生活

的空間與環境間，會產生疏離戚，也無

法真正相互對話與融合。

在過去的十餘年中，臺灣的中小

學課程一直缺乏能運用工具、材料以進

行動手做的體驗學習，導致時下的年輕

學子不會動手，輕忽技術對創新與問題

解決的重要性。許多從事科技或技術教

育學者，紛紛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因為

臺灣人才培育不應偏重於服務業，而也

應該深耕工業領域的技術人才培育，方

能有助於科技與創新產業的未來發展。

面對這樣的問題，讓人想起早期的「工

藝」課程，學生在工藝課程中實作體

驗，學習運用工具及各種材料(木材、

金屬、塑膠、陶瓷等)設計與製作生活

用品或器物，這種動手實作的體驗有

助於思考與理解 (hands-on and minds

on) ，也確實能協助學生體驗技術與生

活的關條，尊重技術的價值及勤奮的工

作態度，日本、德國便是落實此理念的

最佳典範，十分值得我們做為借鏡。

圖 l 生活科技課程統整的學習面向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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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快速發展及變遷中的社會，

臺灣中小學的生活科技課程要能培養學

生真備充足的科技素養，教育學生7解

科技與生活應用的關(祟，體驗如何有效

地設計、製造及使用科技。動手實作容

易將抽象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事物，體

會到滿足戚;操作機具、工具或實驗研

究得到真實感;完成作品或具體成果帶

來成就戚;活動過程中，同學互動參

與所得到的歸屬感。教學活動透過「

作」、「使用」、「思考」的歷程，統

整知識與技能，尋求策略以解決生活與

科技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透過「實作」

經驗與習慣的養成，培養學生未來面對

科技問題時，能「主動」面對問題，且

能發揮創造思考能力解決問題。依據這

些訴求，臺灣的中小學需要的是一個除

了教師講授之外，真正具有動手實做體

驗的「生活科技」課程。

高中

O

---
圓 2 中小學動手實作體驗的「生活科技」

課程規畫無構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肆、本校生活科技教學特

色

北市立大同高中，早期在「工

藝時代」即為科技教學重點學校，教學

資源完善，曾辦理全國中學的工藝競賽

及工藝相關教學推廣活動。至民國 86年

的課程轉型，由工藝科轉變為生活科技

科，本校教師即持續調整教學內容，不

斷進行課程的創新及教學實驗(例如:

科研發的教材投稿，曾榮獲兩次國際

研討會論文發表的首獎及四次行動研

究特優，優選四次、佳作四次) ，並曾

多次參加學校專案，改善教學設備(例

如:高瞻計畫、領先計畫、高中優質

化、未來想像專案、資訊教育專案)

與國文、數學、藝術生活跨科際整合，

研發學校本位的特色選修課程(例如:

數位設計課、空問創意課、城市文學、

數學衍生設計) ，並積極帶領學生參加

比賽，擴大學生學習的層面(例如:臺

北市生活科技學藝競賽第一名，雙 jc市

機器人競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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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3 本校生活科技多元與跨領域的教學特色

進行設計創作研究

圖4 快速建立創新設計與探究能力的基本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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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快速建立基本動手實作能力的課程無構

恆、動手貫作基礎能力建

構的方法

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設計創新

能力與執行能力的學習，受限於動手做

能力的不足，造成創意設計教學的困難

與學習的障礙。尤其是設計構想的表現

繪圖，與對材料性質和加工處理技術缺

乏，讓學習的成效大打折扣。這是目前

課堂上只重視「懂」而不重視「做」的

教學，造成目前學生的普遍現象。本校

的做法是在課程前期階段，即快速建立

基本操作技能與學習態度，讓後續整合

式專題實作活動可以順利進行。為了有

具體執行設計的能力，基礎技能的訓害

更是必要。與其耗費大量的時間作為材

料加工練習訓練，不如建立一套快速的

學習指南，提供相關知識、資源取得、

簡易使用方法的指導。

具體而言，有兩個最為重要的科

技基礎實作能力，與學生的設計創作能

力非常相關，其中之一為表達想法的設

計繪圖表現能力，另一方面就是精準控

制尺寸的材料加工能力。以下用圖說方

式，簡要說明本校學生如何在十六個小

時有限的時間，快速建立基本的動手賞

作能力，讓學生後績的創意設計專題教

學活動能順利進行。

陸、營這創意設計的教學

環境

生活科技教學非常鼓勵學生動手實

作，進行創新的實驗研究，尤其是高中

階段強調理論導向設計 (theory-based

design) 與探究能力之培育，採用專題

實作方式協助學生整合STEM (Science ,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理論以解決實務問題，發揮其科技創造

力以創作新穎、有用的科技產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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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豐富多元的情境中與實作教學資源的建置

營造實作教學環境與情境都非常重要，

需要許多示範性的教具與學生作品案

例，提供學生參考與學習，輔助創新思

考與探究實驗的操作空間，和實作加工

需要的機械都是必需的基本配備。本校

目前有三問生活科技專科教室，高中兩

間教室配合學生專題實作需求，均規劃

有大型工作桌的動手實作設備，教室周

邊窗臺布置為學生作品展示空間和教真

觀摩示範儲植，並提供大量科技相關參

考書籍，讓學生在豐富多元的情境中，

獲取更多的創意養分，主動探究學習。

藥、融入數位設計王具於

課程特色

本校自民國90年教育部倡導資訊

146 中等教育第65卷第4期

融人教學，即在許多課程中融人資訊應

用，尤其是電腦3D繪圖和機器人科技方

面，獲得良好成效，相關論文曾榮獲全

球華人資訊教育論壇的最佳教師教學論

文 (GCCCE 2010 '新加坡) ，和中國

陸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榮

獲特優(1、roc 2009 '無錫) ，以及教育

部高中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源創意應用

徵選榮獲特優 (2011 '臺北〉等。我們

的經驗發現，學生學習創意設計的資訊

應用能力，需要一個真實環境下的設計

議題，才能將創意設計能力與資訊應用

能力結合，這與課程強調動手實作的理

念不謀而合。所以本校資訊融人教學的

特色，是強調結合動手實作活動，讓學

生實際體驗將材料製作為作品原型，在

真實應用的情境下體驗學習。雖然 3D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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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結合實際動手實作的資訊融入教學特色

位設計工具擁有強大虛擬真實的功能，

學習者可完全在電腦操作的環境下設

計，但是它畢竟不是真實存在的物體，

無法和真實世界結合，學習效果大打折

扣。學習科學或科際問題解決能力的學

習活動，與創新設計的整合能力，需要

動手實驗或操作，唯有透過多樣的感官

體驗，才是真實的學習。所以我們每個

課程活動，都包括有實際動手操作的創

作活動學習，和虛擬的電腦數位設計搭

配，這樣學習科技課程才是完整的。

行

捌、跨科際教師祉帶倒進

特色選修課程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鼓勵學校發展

特色，研擬規劃本校還修課程，本校生

活科技教師與其它學科教師成立跨科的

教師專業社群，透過不同領域教師的對

話討論，探討跨領域教材整合的可能，

同時以此作為行動研究的方向，觀察跨

領域教師專業社群運作與課程設計的發

展情形。我們的社群組合由國文、數

學、生活科技教師組成，主要關注議題

是教學方法創新、主題經驗分享、專業

領域研討及教材研發。每週固定時間進

行反省對話、交流學生學習、彼此創意

教學互動、合作以及分享價值及標準。

社群成立至今，我們規劃並執行了許多

校內的特色課程，包括:數位設計課、

空間創意課、城市文學、數學衍生設

計，希望透過持續不斷地學習與實踐，

最終達到提升教學品質及改善學生學習

成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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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文科跨領i或整合 與數學科跨領域整合

學b
圖8 跨料際教師社群創新設計特色還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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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9 本校生活科技教師多次在創新教學比賽中獲獎

玖、能創新教學中揉究學

生學習的本質

亦是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探究，提供

具體改善行動，是「做中學，行中思」

的具體實現。本校生活科技教師積極參

加各項教案比賽與展覽活動，一方面是創新教學不僅是教學專業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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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團隊的榮譽，也是自身教學的檢

視。透過準備甄選資料的過程與討論，

可以發現自己教學不足與需要改善的地

方，所以是非常具體有效的教師專業成

長方法。這一方面，我們很慶幸過去的

表現，得到許多長官的肯定與鼓勵，下

面簡述幾項我們曾經得獎與參展資料: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佳作、科技部特優高

瞻學校獎、教育部未來學校獎、行動研

究教案徵選榮獲四次特優和四次優選、

科技教育學會生活科技教學教育績優人

員、臺北市優良教師、教育部資訊融人

教學教案徵選榮獲特優等。

拾、鼓勵課後多元的學習

活動

由於學校重視全人教育與適性發

展，加上校內空間足夠，所以本校學生

課餘擁有豐富多元的學習活動。例如:

本科曾多次辦理學生暑期營隊，主題包

括: 3D繪圖與產品設計、綠建築設計與

製作、未來機器人，讓對這方面有興趣

的學生，透過營隊活動，有更深入學習

的機會，探索課本以外的世界。另外本

科教師亦成立創意設計研究社，讓喜愛

動手創作與創新設計的學生，課餘能有

空間與時間，並和同儕相互學習成長，

除了能在繁忙的升學考試之餘做自己喜

強調動手貫作的科技教育一一以臺北市立大同高中為例

歡的活動，亦可探究自己的性向，及早

規劃學習生涯。

拾壹、辦理教師動手貫作

王作坊研習

本校校內老師對於藝文活動與動手

實作活動非常喜愛，例如:本校有維持

十多年的教師油畫工作坊(拾藝畫社)

和暑期文創產品設計工作坊，不僅可以

作為教師社群在藝術與工藝的陶;台，更

是跨科際老師們連繫交流的理想活動，

過程中交換學科知識和教學經驗。這裡

整理幾項過去辦理的教師工作坊相關活

動包括:陶藝、金屬飾品陽極染色、玻

璃噴砂、玻璃融合、木湯匙、木時鐘、

PU發泡模型椅、壓克力飾品雷射切割、

3D列印公仔創作。另一方面，本校兩位

生活科技教師，自身亦對於工藝創作活

動非常熱愛。例如:巫鍵志老師曾崇獲

臺灣陶藝金陶獎及2008臺灣國際陶藝雙

年展銀牌;汪殿杰老師曾榮獲教育部教

育奉獻獎獎座設計首獎。教師的任教科

目，能和自身的興趣結合，學校的氛圍

和教學資源亦能支持，這方面來看我們

兩位高中生活科技教師真是非常幸運。

拾貳、結論

科技在於協助人類調適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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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與成呆

基於「教育即生活」的理念，教育要能

反映現實生活需要。人類生活在現實的

社會環境裡，天天接觸複雜的環境，常

會遭遇或多或少的新問題，因此要不斷

地學習新知識、新經驗、新技能，來解

決新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單憑口說，

而是要配合實際去「做 J '從「做」的

過程中，因為有了思想的作用，激發新

的經驗與知識，也強化了解決問題的能

力。生活科技教學，是一門強調「做中

學」的學科，做是一種「行動 J '在

「做」的過程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使

我們的「行動」更有效。做是學的手段

之一，而學才是生活科技教育的最終目

的，學習內涵有技能的學習，有性情的

4ra.I圓圓

圓齡、!

固 11 本枝特色的教師手作工作坊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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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動手貫作的科技教育一一以臺北市立大同高中為例

圖 12 學生在動手實作活動中找到學習的興趣與成就

陶;台，有工作習慣的養成，有求知慾與

創造力的激發，這些是生活科技課重要

的特色，也是強調全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價值，因此科技實作課程與教育投資絕

對是非常重要。

由教學經驗來看，保留一個完整的

學習歷程與創作經驗在學生心裡，有助

於建立學生自信與延伸學習的興趣。動

手實作教學不容易形成學習挫折，只要

學生願意動手操作，都會形成帶得走的

終生能力。大同高中生活科技的教學，

來仍持續朝向強化學生動手實作能力

的增強努力，在科技領域日新月異的更

注浪潮，動手實作永遠是學生重要的核

心能力，所以我們會堅持這樣的信念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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