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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的洞悉與針聽

張玉山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

發展學系

人類社會從家庭手工，到工業社

會、資訊社會，不斷演變，科技教育

的發展也從手工訓練、美工運動、工

業學習、科技素養，到現在工程教育

的融人，兩者之間可以看到脈絡與軌

跡。科技教育因應社會的需要，培養人

才，同時也因人才素質的培養與發揮，

促成了社會的繁榮與進步。以美國為

例，在最近十年間，隨著科技、科學、

與數學的教育績效要求 (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ITEAlITEEA) ;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NCTM); and Benchmarks

for Science Literacy (AAAS , Project

2061) ) ，科技教育領域也產生一些變

忙，來回應社會的發展與需要。這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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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現在工程教育融人、 S.T.E.M.教學模

式的普及、重要議題的改變、研究重點

的取向，以及學習理論的蛻變，對這些

變化的洞察，不但有助於理解科技教育

的發展，更有助於圍內科技教育的洞悉

與針眨。

壹、王種教育的融入

近來美國有許多中學階段的科技課

程異動為科技與工程。科技的領域比之

程更寬更大，例如:工業設計就屬於科

技，但不屬於工程 (Williams ， 2010)

工程設計是工程教育的核心 (Lammi &

Becker, 2013) ，工程設計是在明確的

條件限制下，針對客戶目標或使用者需



求的裝置、系統或程序，由設計者加以

製造、評估及說明概念的系統性的、理

性的過程 (Dym， Agogino , Eris , Frey, &

Leifer, 2005)。雖然各界對工程設計的

定義有不同看法，但是在美國的中學階

段，早已普遍在推動工程設計的教學

(Lammi & Becker, 2013)

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所提出的

「中小學科學教育架構J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1 report, 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Standards) 中，提出科

學教育的四大分支:物理、生命科學、

地球科學、工程與科技，工程就是其

中之一(Daugher句， 2012) 0 Daugherty

( 2012)從科學教育關連性的角度，根

據研究結果提出四個工程的核心概念:

一、設計

設計是在特定的條件限制下，發展

產品或系統，來滿足人們需求的互動過

程。典型的設計包含問題界定、資料分

析)建模、方案改良，兼具科技與社會

的成份。

二、分析

在整個設計的歷程中，利用實體、

圓形與分析模型、實驗方程式以及經驗

來分析資料，預測一個物件或系統的表

現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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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模

針對一個物件或一個設計，創造一

個詳細的、視覺的、數學的或3D的表

徵，尺寸通常較原件小。建模通常用以

測試、傳達構想、改變設計、把系統加

以視覺他及分析，以探知更多與實物有

關的資訊。

四、系統

一組交互相關的元件，設計來共同

達成一個既定目標。系統應經過不同背

景的測試，包括簡單與複雜條件下的設

計、除錯與操作。

學者們逐漸地對科技與工程的區

分，有了共識，關鍵在設計的歷程。

相對於科技設計，工程設計更講究

數據他，更強調分析設計(analytical

design) ，但是設計規準更明確，也就比

較少發揮創意的空間;而科技設計則著

重在概念設計 (conceptual design) ，對

設計規準及產出，有較大的彈性與空間

(Williams, 2010) 。因此，在問題的設

定方面，科技問題較有可能從社會與人

的需求與情境來取材，而工程問題的產

生，則在材料、工具、製程、效能等特

定問題與目標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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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STEM的教學模式

STEM是將科學、科技、工程、

及數學進行整合教學，它是一種統整

的、貫穿課程的教學，不是以某單一

科目為主，再勉強附加其他科目的知

識 (Dugger， n.d.) 。近年來美國大力

推動STEM教學，國際科技與工程教

育學會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ors Association,

ITEEA) 也特地成立 rSTEM教學中

J心J (STEM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月) ，並以STEM為背景，發展一

套全國性的K-12 r透過設計的工程學習」

(Engineering by Design) 教材 (ITEEA ，

2014 )

此外，科技學生學會( Technology

Student Association) 近數十年來對美國

中學生科技學習有很大的影響，也具有

指標意義。該學會旨在領導並提供科

技、創新、設計及工程的學習機會。

該學會機構提供科技、科學、工程及

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的課程與聯課

活動 (Merrill ， 2011; Technology Student

Association , 2011 )。其中並指出，在

技術世界中，科技教育對我們的生活非

常重要，我們必須培養工業相關的工作

(作品)、工具、材料、實驗及程序的

知能(動手與動腦)及態度(Merrill ,

2011; Technology Student Association ,

2011 )。其中所提列的技術世界、工作

(作品)、工真、材料、實驗、程序、

動手與動腦等關鍵字，也具體指出科技

與工程所應該強調的學習重點。

STEM在英美等國都受到相當的重視

(Williams, 2010) ，它是一種校本課程

的模式，不是一種新興學科(Williams ,

2010) 。儘管如此，學者仍不免擔心，

在STEM中，工程與科技只是用來活他科

學與數學的學習，在比重上，則不是均

等的 (Williams ， 2010) 。這些問題與擔

心，仍有待進一步從推動經驗與反省當

中，尋求解決之道。

參、科技教育的間題與議

題

根據學者的研究，大家所關注科技

教育的議題如衰 1 (Wicklein, 1993 , 2005;

Katsioloudis & Mo戶， 2012) 。代表美

國科技教育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外哭)

(民眾及主管〉不了解、師資培育課程

委縮、師資短缺、學生修課人數降低、

開課時數被取代、欠缺課程共識以及經

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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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科技教育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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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klein (2005)
Katsio1oudis & Moye

提出者 Wicklein (1993)
(2012 )

1.科技師資不足，停辦 1.科技教師的質與量不
I.學校董事不了解科技

科技師資培育課程 足
與工程教育

2 喪失科技教育的時數 2.教育主管與校董事會
2.中學選修科技課程人

，被其他科目所取代 對科技教育認識不足
數降低內容

3.未建立良好的公共關 3.大眾對科技教育認識
3.需要加強行銷

{育已 不足
4.師資培育課程太少

4 經費不足 4.對課程內容缺乏共識
5.科技師資短缺

5.缺乏制式的課程 5.經費不足

資料來源:引白 Katsioloudis &Moye, 2012 。

反觀臺灣科技教育(生活科技)的

問題則包括:

一、國小沒有科技課程

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中的生活科技規劃到國小高年

級，中低年級併人生活課程中，但是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科技課程，並未

在國小設置科技課程，對於需要做發潛

能，以及需要透過實作來學習的國小學

生來說，這個問題相當嚴重。

。
二、正式教師缺額不足

許多縣市為因應少子他問題，採取

員額的控管，讓學校裡有一定比例的代

理、代課教師，但是這些控管員額常被

安排於生活科技等藝能科目中，導致學

校教學生態失衡，更影響學生的學習。

三、機具設備不足

臺灣從工藝教育跨越到科技教育，

許多大型機具必須蛻換成桌上型或手提

型機具，然而學校未優先編列預算，導

致許多學校的生活科技教學缺乏足量的

機具，影響教學。

四、民眾對科技教育認講不足

在多年教學經驗中發現，參加研習

的家長對生活科技學習活動戚到驚豔，

也很贊同;教育局處行政人員在聽完解

說，也認為生活科技教師多才多藝，是

學校需要的人才。由此可見，一般民眾

對生活科技課程內容不了解，只要能認

識生活科技，則能有正面的支持態度。

五、學校未正常開課

當前臺灣許多國中及高中未真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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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生活科技課程與時數，常以配課的方

式，安排非專長教師來授課。當學生面

對時數不足，或非專長教師授課時，常

常進行其他考科的考試，或者是做做手

工，來打發時問，無法增長科技知能。

肆-斜拉教育研究的取向

從近年來科技教育研究的內容來

看，在 1998 -2007年的期刊論文中，將

近60%是量化研究， 40%是質化研究;

研究對象有60%是學生， 20%是老師，

專業人士及行政人員共20% ;在研究焦

點方面， 20%是敦法， 20%是學習， 20%

是課程，其餘包括態度、問題解決、評

鑑、專業發展、教學科技等(Johnson

& Daugherty, 2008) 。其中較值得重視

的研究方向如下 (Johnson & Daugherty,

2008 )

一、學習風格與偏好

根據學生的特定學習風格或學習偏

好，提供適切的科技教學活動，更能確

保有效學習。

二、教學影響因素的深度探究

三、認知人類學( Cognitive
Anthropo logy) 的研究

認知人類學從認知心理、散佈式

認知 (Distributed cognition) 、人因

(human factors) 等角度，重新建構人類

學理論，並透過類推、概念圖、錄影錄

音、訪談、觀察、放聲思考等方法，蒐

集更深入的研究資料。

因此，在量他研究探討現況的同

時，如果能使用質化研究方法，深入問

題的核心'探究問題的原因與形成的歷

程，相信對科技教育問題的來龍去脈，

可以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伍-科技學習理論的取向

在學習理論方面，融合實用

主義 (Pragmatism) 與實驗主義

(Experimentalism)的觀點正適合用來

說明科技知識的本質(Kelley & Kellam,

2009; Michael , 2006) 。科技知識是源

起於人類對工具與材料的操作，同時，

也因為不斷改良與創新，所以科技知識

與人們有互動性。科技( technology)

是人們發展出來，用來解決問題及改妥

生活的，所以，創新(innovative) 是科

僅以描述統計的方法，難以深人探 技發展的本質，創新能力的培養也是科

討教與學的歷程，進而掌握教與學的影 技教育的重點。例如:澳洲統一課程考

響因素。 評與報告管理局 (Australia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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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句，

ACARA) (2012) 所規劃澳洲的科技

課程(包括設計科技及數位科技〉強調

要培養學生的反思、評價與驗證知識的

高層次能力，並發展設計思考、問題解

決、程序思考及創新能力。從反思、評

價、驗證、創新思考能力來看，體驗學

習的方法是非常值得推廣的(張玉山，

2014a ' 2014b)

在這樣的哲學理念下，建構學習理

論便凸顯出其對科技與工程教育的重要

性。傳統的工程教學往往專注於適配度

( fitness) 的追求，建構式的工程教學將

更重視相關知識(風險、倫理、報酬、

政策、環境等)的吸收，以及問題情境

的脈絡分析( Kelley & Kellam, 2009 )。

在KOLB的經驗學習理論中，提

出「具體經驗，反思性觀察，抽象概念

忙，主動實踐J 四個學習階段，甚至在

商業化的樂高公司 (LEGO) 也提出以

樂高積木為教具的4C教學法，包括聯繫

connect) 、建構( construct) 、反思

( contemplate) 和延續( continue) (將

新概念與舊經驗產生聯繫;動手建構積

木也建構心智經驗;觀察與分享心得;

在新設的任務中運用所學) 0 Crawford

(2001 )也提出相類似教學策略，包

括:

一、關連 (relating) 基於個人生活經驗

或既有知識的背景。

一 體驗(experiencing) 透過實作、探

索、發現、或發明，來進行學習。

一、應用 (applying) 把概念加以應用。

四、合作 (cooperating) :以分享、回應、

互相溝通等為主的學習。

五、轉換(transferring) 在全新的情境

中，將知識加以應用。

在這幾種模式的共通點，就是在引

起動機之後，先提供學生動手操作的經

驗，再從中觀察與反思，形成概念，最

後再作進階應用(張玉山，2014a)

在過去的實驗與實作教學中，常常是為

了實驗而實驗，或是為了孰練技術而實

作，缺乏省思與應用的過程，學生無法

建構自己的認知經驗，這是實作學習或

經驗學習最核心的部分。

腔、結語

科技教育的發展會隨著社會變遷

有不同的重點，也會隨著各國狀況，呈

現不同的面貌。例如:日本的技術教

育、英國的設計與科技、美國的科技與

工程等。尤其臺灣在十二年國教規劃之

下，生活科技與資訊並列為科技課程的

兩大內涵，和美英等國較為不同，與澳

洲 (Design &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較為接近，但是在國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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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差異下，臺灣必須發展出專屬的科

技教育規劃，才能對臺灣人才培育做出

最好的貢獻。而在議題探究與學術研究

方面，則可以參考本文所提列的重點，

做深度探討，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將更

具國際性與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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