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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生課程經驗分析 
 

在前面的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瞭解，學生對於學校課程，並非一味

地照單全收，反而在學習的過程中，因為個人對課程主動地涉入，而形成

各種不同的主觀經驗。因此探討學生課程經驗所關心的問題，在於瞭解課

程對學生產生了什麼意義？學生在課程中到底學到了什麼？在本章中，將

秉持這樣的精神，透過學生的觀點，探索學生對生活科技課程的詮釋，呈

現他們的學習經驗。 

 

第一節  現實與理想之間 
 

課程從專家設計、教師實施到學生學習，各層級會產生落差（Goodlad, 

1979），也就是說，專家學者依據理論與研究結果，設計出各項課程，但是

學生並不一定會完全如課程設計的理想來學習，反而產生一些質與量的變

化。 

國中階段生活科技課程主要是希望培養學生基本的科技素養，讓學生

能適應科技社會，因此十分強調與生活作結合，就像教導二年A班生活科

技的阿忱老師所說的：「我們沒有問題啦，我們跟生活的連結性非常高。」

（阿忱老師訪談 2001/2/21）。這樣的學習取向，理應能引起學生很大的

興趣，並且因為和生活息息相關，方對學生有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我們的課程本身是很吸引學生。以前升學率更兇的時候，

也是一樣很吸引學生，學生對我們這個很有興趣，因為他是比較

實際生活面的東西啦，比起別科我是認為比較有興趣。（阿忱老

師訪談 20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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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者的觀點，認為這種課程相當吸引學生，但是說到學生對生活

科技課程的態度，他（她）們卻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呈現相當大的歧異，

這顯示出學生的反應相當多元，恐怕不是教育者能一一掌握的。正如在我

所研究的這個個案裡，雖然不乏有學生對生活科技課程果真興趣濃厚，但

是也有學生抱持著不同的觀感，在這一節裡，將探討學生學習課程的實際

狀況與課程設計與教授者所規劃的理想學習狀態這兩者之間的落差。 

 

壹、動手做的吸引力 

 

生活科技課程的一大特色，便是提供學生一個結合理論與實作的學習

經驗，讓學生能透過動手做的過程，學習相關科技原理，而這部分也是吸

引學生學習的一大誘因。 

有些學生便提到，生活科技課程比起那些只是光講理論的科目，要好

玩、有趣多了，特別是它不像科學、數學等純理論的科目，還有技能學習

的部分，學生能夠動手做，所以喜歡這個課程。 

 

我是比較喜歡那種科技方面的，如果是數學部分比較多的話，那 

 

我就不喜歡，類似那種數學原理、科學那些。（阿軍 2001/03/08） 

 

這個…比較有趣，因為可以自己動手做一些工藝的東西。（阿宥 

2001/03/08） 

 

還好啊，我對操作比較有興趣，想要操作看看。（阿濂

2001/03/09） 

 

理化哦？不喜歡。這（生活科技）是因為可以做東西，所以比較

喜歡。（云云 200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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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學、數學比起來，我比較喜歡這個」（雅雅 2001/03/22） 

 

我覺得很好玩啊，因為能做很多東西。（阿立 2001/03/29） 

 

喜歡…因為很好玩啊。（媜媜 2001/03/29） 

 

對學生而言，生活科技課程具有有實用性，不但能多學得新技巧，還

可多瞭解一些東西，再加上有動手做的機會，可以立即得到回饋，因此學

生的學習成果比其他科目較「快」能顯現出來。 

 

很有趣啊，對啊，因為它很有用，各方面都很有用，像這次做滑

翔翼我覺得很有用，我平常雖然沒有做，但是會看，這樣可以多

瞭解一些東西，對啊，而且很實用，不像那種另外七科沒什麼用，

這種成果比較馬上就可以看出來。（阿翔 2001/03/22） 

 

學會怎樣做飛機啊，這對我幫助很大啊，可以有一個技巧。（阿

和 2001/03/29） 

 

由於操作時必須對老師所教的東西有相當認識才能做得出來，所以一

定要搞懂才能將觀念付諸實踐，因此這些喜歡動手做的孩子，對於老師所

教的課程顯得較有概念，他們在課堂上的反應通常也是比較積極的，甚至

為了有好作品，他們會一試再試，不斷調整而樂此不疲。像在製作滑翔機

單元時，同在一組的阿宥、阿軍在課堂上就相當積極參與，不但上網找了

很多資料，還常問老師問題，甚至和老師討論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譬

如材料要如何應用？尺寸、構造應該要如何？…等等（觀察札記 

2001/03/08）。除了問老師，同學彼此之間也會不斷地討論製作時遇到的問

題，以找出最好的解決方案，比方說光要決定做「上反角」的方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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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討論了好久： 

 

阿軍和阿宥討論：「上反角可以用砂紙磨嗎？」 

阿宥：「你上反角不可能只用砂紙磨啊。」想了一會兒又說：「如

果你用割的，還是會有問題啊。」 

阿軍：「用割的方向可能會不一樣。」 

（這時阿忱老師剛好走過來） 

阿忱老師：「他講到重點囉！」 

阿軍：「用吹風機怎麼樣？老師老師！可以用吹風機讓它彎曲

嗎？」 

阿忱老師：「用吹風機是一個方法，但不是最好的，還有別的方

法，你可以想想看。」 

阿軍：「那就用吹風機就好了。」 

阿忱老師：「你用吹風機吹的話，兩邊的弧度會不會一樣？」他

們搖頭，阿忱老師接著說：「所以你需要其他輔助的

東西。那個東西叫做靠模，靠在上面才會固定它的角

度。」 

阿宥馬上懂了，比手劃腳示範：「是不是就這樣？」（教室觀察札

記 2001/03/22） 

 

不僅像阿宥、阿軍等這樣在班上表現好、功課不錯、做事也很負責的

男生才會投入學習，阿翔、阿堂等一向被老師視為不認真、愛搗蛋的學生，

一到了製作滑翔機的時候，也變得相當認真，連老師都忍不住誇他們「好

認真耶你，不一樣囉！」（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2），這幾個學生和平

常嘻嘻哈哈的樣子判若兩人，就連下課後還跟著老師不停問問題，捨不得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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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些樂於動手做的學生，還顯得特別勇於嘗試，就算遇到了困

難，也會想辦法解決。例如剛開始時，大家對怎麼做滑翔翼毫無概念，阿

軍、阿宥、阿浩他們卻未因此退縮，反而因為對製作沒有把握，課後還相

約在家練習試做，這樣之後正式製作時就會比較熟練，技術上面也比較能

掌握。 

 

Q：好像你們之前還有在家練習是不是？ 

阿軍：「對啊，那天在他（阿宥）家邊打電動邊做。」 

Q：怎麼會想到要先做？ 

阿軍：「就怕不會做啊……就是看到老師拿出來的（樣本），就照

那個樣子把它做出來。」 

、、、 

阿宥：「比如說那個機翼的距離，就比較知道要怎樣割比較不會割

太多。」 

阿軍：「而且就是動作會比較快。」（阿軍、阿宥 2001/03/30） 

 

異於有的學生覺得滑翔機很難，不知道從何下手，這些對操作有興趣

的學生反而覺得很簡單。總是有很多點子的阿偉就說：「很簡單啊，就看

一看就會了，……也不需要找資料啊，很簡單」（阿偉 2001/04/19），他

們從老師上課所展示的教具獲得啟發，就著手試做。 

光是製作成功並不能滿足他們，他們還會進一步追求滑翔翼性能的提

升與造型上的改變。樂於嘗試各種不同造型的阿偉，常不侷限於滑翔機的

基本構造，非常有創意；而經常以「菁英」自詡的阿翔，也常有特殊的想

法，願意挑戰難題，不以滿足老師基本的要求為限，他在做滑翔機時，會

自己改進製作方法，在製作副翼時，他捨棄老師上課教的用鋁箔紙貼住一

側的作法，反而利用小鐵絲將副翼串在機翼上，這樣一來，副翼便可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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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十度的調整，改進了原來只能旋轉一百八十度的限制。 

 

Q：你用這個鐵絲是要做什麼用的？ 

阿翔：「把它串進去（示範一次給我看）就可以做副翼了。」（教

室觀察札記2001/04/19） 

 

除了改進製作方法，阿翔還會嘗試比較複雜的機型，「我要做有腹艙

的，還可以裝砲彈（笑）」（教室觀察札記 2001/04/12），甚至自己準備材

料，為自己的滑翔翼裝上小馬達與螺旋槳，成為班上第一架有動力的滑翔

機。 

這些喜歡動手做，又勇於嘗試的學生，往往會主動在小組製作的過程

中承攬重要的任務，他們甚至會主動爭取，搶著做，而成為小組中的重要

功臣。 

 

我會好奇，所以會主動爭取，不是因為我是組長，我本身就是這

樣。（阿濂 2001/03/09） 

 

老師到第二組視察工作情形，對著沒有在做事的學生說：「幫忙

啊！幫忙啊！」 

組長阿濂對著老師邀功：「喂！誰功勞最多啊！有沒有搞錯！」

老師：「你們這組就靠他了，是不是？」 

全組笑著異口同聲地說：「對啊！」（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2） 

 

就某些層面而言，因為課程中安排操作的機會而引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使他們投入課程的學習，這的確達到了教學的目的之一，但是除了引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外，學生是否能從中體驗科技原理的應用，在技術的琢

磨外，進一步提昇至認知層面的學習。因此課程中實作部分的安排，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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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透過操作的過程，讓學生從做中學，將所學的知識作靈活的應用，

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例如將白弩利定理應用至滑翔翼的調整上，以提升

其飛行效能等，而非僅僅拘泥於技術層面。阿忱老師就不斷強調這一點來

提醒學生，操作部分並不是最重要的學習目標，重點是透過時作演練的步

驟來學習相關知識，並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現在我們看待操作部分哦，不是強調那個技術，而是強調基本的

一些觀念。、、、現在我們就認為技能的部分反而不是那麼重

要，、、、，你的程序有沒有記住，你的基本概念清不清楚，安

全事項是哪些，我們現在強調的是這個東西，是一種知能吧，一

種知識一種能力，而不是技術。（阿忱老師訪談 2001/05/25） 

 

甚至進而提醒學生們毋忘去思考科技之外的人文關懷：「我告訴你

們，怎麼做滑翔機不是最重要的，有新的技術出來，隨時可能被取代，最

重要的是你們要瞭解運輸科技對人類生活有什麼影響與衝擊，這才是最有

用的地方」（教室觀察札記 2001/04/19），但即便阿忱老師敦敦教誨，在

課堂上不斷耳提面命，也將這部分視為最重要的課程目標，不過學生們卻

很少想到這一層，也鮮少在整個製作的過程中融入學理的應用與驗證，如

課程目標所期望地在設計與製作時結合科學原理與數學精密測量。反而覺

得操作及之後的試飛，是課程中最好玩的部分，動手做做看，讓一架架的

滑翔翼，可以飛得很高、飛得很遠，這讓他們充滿了成就感，才是最吸引

人的地方。 

 

 

 

 

 

 



國中學生生活科技課程經驗之性別分析 

 81 

貳、IQ200的迷思 
 

他以為我們是天才，IQ200的天才……。（淇淇 2001/03/16） 

 

即便有些學生因為喜愛動手操作而樂於其中，但也有其他學生針對課

程內容則提出不同的看法，紛紛抱怨其難度太高。像是一年級時「營建科

技單元」上「建築物檢核」，讓學生運用一些簡單的工具去檢查建築物是

否合乎安全規格，他們就覺得好難，好像不符合國中生的程度。當欣欣回

憶起一年級上的生活科技課時，她說道：「就有些課程，它太深奧，就覺

得它不太適合我們現在國中生的程度。」（欣欣 2001/03/29），同組接受

訪談的潔潔身有同感，在一旁猛點頭，媜媜也附和：「對啊對啊，聽的時

候，就會覺得…，像上學期那個看（建築物）合不合格，覺得太難了。」

（媜媜 2001/03/29）。甚至有學生反應，老師教這些根本就是強人所難，

把他們當「天才」！ 

 

而且老師有時候叫我們做強人所難的事情。他一年級時不是叫我

們去量房屋嗎？有沒有垂直？有沒有蓋得好？那根本就是……

把我們當天才一樣！（淇淇 2001/03/16） 

 

而該學期教學進度所安排的「運輸科技單元」與「製造科技單元」兩

部分，是讓學生製作滑翔機與智慧拼盤，這套課程是根據MST（數學-科

學-科技）系統的理念所設計的，進行數學、科學、科技三個領域的整合，

在科技課程中帶入一些數學、科學的概念。 

 

現在這個MST的話，跟以前稍微有點不一樣，就是怎麼樣讓他能

夠做科際間的整合，怎樣做學習的遷移，用我們以前的名詞就

是，讓他們做學習上的遷移，你數學怎樣用到科技用到生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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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科學怎樣用到生活來，那我們現在MST正在做這個model，

他就是以科技為主，然後他會有科學原理，他會把相關的科學原

理帶進來，科學原理之外他還有更精確的，比較精確的，會有數

字，一些數據公式，要計算得非常精密。（阿忱老師 2001/02/22） 

 

在這套課程中，除了像過去一樣介紹科技的相關概念與製作成品外，

也介紹與之相關的科學原理，如在教授滑翔機單元時，就介紹跟飛機飛行

原理密切相關的「白弩利定律」等，並要求學生抓重心、計算展弦比，目

的在讓學生知道，科技並非僅是技術訓練，需有原理作為依據。 

 

現在就是說我要去抓重心要幾公分？離機底要幾公分？幾點幾

公分？翅膀要多厚？重量多少？那精確的數字要出來，那這個精

密度的要求會差距很大。那還有就是科學原理我們會帶進來，科

學原理一定要知道，比如說白弩利運動定律流體力學或什麼東

西，一定要知道，材料力學等等，我們很清楚的要跟學生講這個

部分……是要給同學一個概念，就是科技應該要有精密度，應該

要有科技原理。（阿忱老師 2001/02/22） 

 

有多位學生認為，比起一年級所上的建築物檢核，滑翔機單元因為配

合操作，故顯得較好玩且較多變化。蕭蕭提到：「課程方面，有些是還好

啦，滑翔機我就不會很討厭。」（蕭蕭 2001/03/15），而媜媜也認同：「這

次比較好玩，比上學期好玩。」，因為「、、、這次有做東西啊，不是一

直寫，像上學期就一直寫一直寫，要不然就是打字……所以有操作配合，

這樣比較好。」（媜媜 2001/03/29）。但是除了覺得這個主題較為吸引人、

好玩外，也有些學生表示「很難」，課程要求除了做飛機、算比例、還要

講求科學原理，一下子學太多東西，不但理解上有困難，負擔也很重；有

些學生還強調這個單元原擺在三年級，今年老師卻把它調到二年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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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教得太快、太深，未能配合學生的程度。 

 

有時候他講得太深了，沒辦法一下就……（瞭解）。（潔潔 

2001/03/29） 

 

那是三年級的課程，老師說把它調到我們國二……我不喜歡，因

為他教的那個課程，是不屬於我們。因為我們沒有像他，他以為

我們是很厲害的，就是說那些課程應該屬於國三或是以後的，但

是把它擺在國一國二，就是覺得教得太快。（淇淇 2001/03/16） 

 

對嘛，他（老師）還拿就是國三的課程給我們上。（萱萱 

2001/04/14） 

 

不喜歡，每次都做一些我們覺得無聊的事。而且又，像那個做飛

機啊，又不是我們，還要我們去算那個比例，啊又聽不懂。什麼

白弩利原理，聽不懂。（瑜瑜 2001/03/16） 

 

對我們來講太難了。（翎翎 2001/03/16） 

 

在談及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看法時，學生的意見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固

然有些學生深為課程的難度所苦，但也有其他學生沒有這方面的問題而樂

在其中，而當我進一步整理、分析這些不同的意見時，性別差異的問題漸

漸浮現出來。事實上，男孩子比較不覺得這單元困難，而是很多女學生有

這樣的反應。這可能是因為男生對此部分的相關經驗比較豐富，Smail 和 

Kelly（1984）的研究就曾指出，男孩在工具運用、模型方面有較多的經驗，

這對他們日後學習理工相關科目時有所幫助。像阿堂、阿宥、阿軍等人就

提到，做這些東西對他們而言並不陌生，因為小時候常玩紙飛機、模型飛

機或遙控直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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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玩過遙控飛機。（阿堂 2001/04/19） 

 

Q：以前有玩過類似滑翔翼的東西嗎？ 

阿宥：就外面買的，不是自己組的……就是用一個橡皮筋啊，前

面有一個螺旋，然後用橡皮筋把它轉很久，就會飛起來那種，很

簡易的。（阿宥 2001/03/08） 

 

因此男學生對滑翔翼的概念比起不常接觸這些東西的女學生而言，要

豐富清楚許多，所以他們很容易可以抓到要領，只要老師稍微講解，或是

參考教室裡的樣本，即使不再另外找補充資料，也可以輕鬆上手。相對地

女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較欠缺這類的操弄經驗，頂多就是玩紙飛機、傳傳

紙條，「平常比較少接觸一些飛機啊、模型啊什麼的玩具。」（莉莉 

2001/03/08），「……沒有（相關經驗）……只會做紙飛機。」（瑜瑜 

2001/03/16）。缺乏先前相關經驗的結果，使她們必須花費較多的精力，

仰賴老師較多的指導，才能跟得上這對男學生而言並不算難度太高，卻讓

女學生感到相當吃力的課程。 

 

那我覺得我對這個不在行，就是飛機，…什麼都不懂老師就把一

堆資料丟給我們，以前也沒經驗，又不是說從前就有在學，就突

然叫我們做這個，就會覺得…一頭霧水。（萱萱 2001/04/13） 

我覺得…嗯，我比較沒有能力做這種，我覺得不太懂，平常也沒

有很多接觸。（雅雅 2001/03/22） 

 

面對著不熟悉的科技世界，如果想要做好，完成課堂上老師的要求，

女學生們還是得硬著頭皮，花時間蒐集資料，有時甚至還得求助於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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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連爸媽都要下去幫忙這樣子，他們會幫我找一些資料。

像就是去台大考試，然後他們有那種展覽，那機械系的就在做滑

翔機，然後我媽媽就帶我去問他們，問說在哪裡買書啊，就是去

問在那邊找資料，也會問他們原理啦，那些大學生都很客氣的教

我。……媽媽她有幫我、、、她就覺得我這樣很辛苦啊、、、比

方說我割得很醜，她就會教我，就是她會給我很多意見啦。（蕭

蕭 2001/03/15） 

 

容容提及，課程內容太深，讓她覺得學起來很辛苦：「我覺得很累，

每一次做功課啊像滑翔機，然後都要準備很多，準備很多資料，對啊，因

為這個東西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覺得不大懂，所以要準備很多資料，我

覺得很累。」（容容 2001/03/15），她提到自己過去沒有這方面的基礎，

對滑翔機的相關知識並非很懂，必須找很多資料作補強，蕭蕭也有同樣的

感覺：「我覺得很煩，因為要找那些東西很麻煩，而且我覺得滑翔翼其實

沒那麼簡單，而且我們又不是那麼專業，可是又很想要做好，然後就必須

要花很多精力吧。」（蕭蕭 2001/03/15），可是即便費了許多功夫，因為沒

有基礎，先前知識不足，就連找到資料都不見得看得懂，「因為資料寫的

都是專業術語，看了也不懂。」（翎翎 2001/03/16），連對老師的講解也

不是很能瞭解。 

 

（Q：聽不懂的時候你們會不會問老師？）有問啊，他講我們還

是聽不懂，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那個基礎，然後就直接切進去聽

那個又聽不懂。（瑜瑜 2001/03/16） 

 

一旦學生對課程內容一知半解，在之後製作上就會面臨不少問題，甚

至連基本構造都搞錯了。在課堂上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形，即使老師講

了很多遍了，還是有學生不知道一定要做副翼，連為什麼要做副翼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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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阿忱老師到第四組時，發現女生（因為這組都是由女生在做）做

的飛機在構造上有很大的問題：「你們怎麼沒有做副翼？一定要

做副翼，不然不能飛！」 

瑜瑜：「為什麼？」 

阿忱老師繼續解釋：「這樣才能微調啊，最後完全要靠這五個副

翼來調整啊、、、（解釋五個副翼的重要）。」 

瑜瑜：「所以一定要做副翼？」 

阿忱老師：「一定要做！全部就妳們這一組沒有做，跟妳們講還

說我囉唆咧，一定要做！」 

瑜瑜：「哦，要怎麼做？」（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9） 

 

所以，在弄不懂的情況下，許多女學生也發展出一些應對策略，以完

成教師的要求。有些人乾脆照本宣科，照著書抄，把書上的構造圖影印放

大，照著描！而沒有進一步考慮其可行性，或將書上的東西加以轉化。 

 

我們這台很漂亮吧！完全照書上做的。（蕭蕭 2001/03/29） 

 

她們根本就是照著書上描下來做，有沒有去用頭腦，想想看可不

可行。（阿偉 2001/04/19）。 

 

看資料的、抄資料的，就是它畫什麼飛機，我們就做什麼飛機。

（淇淇 2001/04/13） 

 

有的則是抱著隨便做的心態，或者依樣畫葫蘆，模仿其他同學的作

品，甚至想好對策，如果最後還是沒辦法，就乾脆丟給父母做，反正有做

出成品來、拿個分數就好了。「如果最後做不出來，就叫家長做！」（柔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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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3/09）。 

 

我根本沒在聽……誰愛玩就拿去弄，不會的話再參考別人的。（柔

柔 2001/03/09） 

 

從以前上生活科技開始，就覺得裡面得內容很奇怪，好像不怎麼

瞭解，然後那些功課、就是那些作業，雖然是做出來，可是還是

不懂，只是趕快把它做出來，拿個分數就好了，因為感覺，都沒

有吸收到什麼吧。（莉莉 2001/03/30） 

 

或許因為這樣，女學生所學有限，無怪乎她們覺得幫助不大，「其實

也還好，不會說幫助很大。」（萱萱 2001/03/15），再加上女孩子平常接觸

的機會少，使她們覺得學習這些東西並沒有什麼幫助，就算上課學到了一

些飛行的原理、使用工具的能力等等，充其量只能算是「知識」，平常根

本用不到，「照理來講每科都有幫助，可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幫助，平常又

用不到。」（柔柔 2001/03/09），瑜瑜就說：「沒有（幫助）！就那個做飛

機，做測量，我們以後又沒有要當建築師。」（瑜瑜 2001/03/16），上課做

這些東西只為了要拿個分數而已，「那個打完分數以後就變成廢物了，誰

還會去玩那個啊？」（瑜瑜 2001/04/13），而這又反過來影響學生的學習動

機，使她們就用一種「應付」的心態來面對生活科技課程。 

 

反正以後也沒有要做，就算心裡有疑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云

云 2001/04/13） 

 

因為以後不會用到，而且也沒有什麼興趣，因為我覺得很難啊，

平常也很難接觸，對生活也沒有什麼幫助。因為做這個，以後，

感覺就只是做一做，有個分數，以後就不會再用到這些，所以就



國中學生生活科技課程經驗之性別分析 

 88

不會想要去瞭解。（莉莉 2001/03/30） 

 

正如文獻指出，女性的學習興趣傾向於與經驗相連結的連結式學習，

因此課程內容應以女性經驗為學習起點（張靜文，1999，頁 90-91）。在我

所觀察的這個班級中，從女學生的心聲反應了一些存在於科技教育中的潛

在問題，課程內容對於女學生之所以艱澀難懂，並不能導因於她們能力上

的不足，而學習生活科技對她們之所以幫助不大，也不能歸諸於她們學習

成效不彰，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應該是因為學校的科技課程與她們的生活經

驗脫節。就像蕭蕭一再強調的：「滑翔機離我們太遙遠！」（蕭蕭 

2001/04/13）。因此有些女學生就表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她們應該不

會上這門課，除非課程內容能夠吸引她們。 

 

看情況，內容要我喜歡，對啊，然後內容不能說太難那種，就這

樣。（淇淇 2001/04/13）， 

 

就有興趣的，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就蠻吸引你的那種，然後又是自

己有興趣的。（萱萱 2001/04/13）。 

 

而什麼樣的課程內容會吸引她們？萱萱就舉「電腦」為例，瑜瑜也認

為「電腦至少有用得到的地方」（瑜瑜 2001/04/13），平常能夠常接觸，

可以用得到的，是她們心目中比較理想的課程內容，也比較能夠吸引她

們，引起她們的興趣，學習起來也較不會感到興味索然。 

 

看什麼科技啊，如果是電腦就喜歡，那大家就會用心學。（蕭蕭 

2001/04/13） 

 

除了電腦，還有人提出想學習手機、電視機等，這些都是平常經常接

觸的科技產品。對她們而言，課程的吸引力，就來自與日常經驗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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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選擇女學生所熟悉的科技領域為設計課程內容的另一項思考，

就是能夠擴大科技的定義，納入女性經常接觸的面向，強調女性的參與部

分，如此一來，就如 Koerber（2000）所提出的論點，這種科技定義的擴

充不但可以增加學術上的知識，更將成為一股轉化的力量，一方面既可扭

轉傳統科技以男性為中心的基本假定，另方面也能鼓勵女性的投入。 

 

參、學習單的抗拒聲浪 

除了對課程內容有意見，學生們還紛紛表示不太喜歡老師的教學方

式，阿松就是一例，他覺得這種教學方式是他不喜歡上生活科技課的原

因，「我也不怎麼喜歡上生活科技課，都在寫字啊。」（阿松 2001/03/09）。

阿忱老師的教學方法是採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除了製作的那六週以外，

其他幾乎每堂課老師都會發學習報告，讓學生由工作分配、找尋資源、設

計、到安排工作進度，以半結構的問題設計學習報告，讓學生討論、填寫，

慢慢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的進行，除了利用學習報告讓學生作工作分析，按

步驟進行，有些學習報告則是企圖讓學生藉由討論來增加科技的相關概

念，例如他們也討論過「會飛的東西有哪些？」、「有哪些功能？」等問題，

因此學習報告的填寫在整個學習活動中佔了不少的比例。學生們對生活科

技課的印象竟認為除了製作外就是在不停地寫東西，「因為他就發下來給

我們，上課就一直寫一直寫」（媛媛 2001/03/09）。像萱萱就提到常要寫

很多的學習單，讓人覺得很累，「我覺得老師的教法讓我覺得很累，因為

要寫很多學習單。」（萱萱 2001/03/15），還有人認為學習報告的份量太

多了，每次都寫不完，而把填寫這些學習報告當成困難的苦差事。 

 

Q：那大家在上這個課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欣欣：有啊，就是填表的時候，每次都要填好多好煩哦 

媜媜也附和：對啊！每次都寫不完！（欣欣、媜媜 200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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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說，填寫學習報告的用意，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透過討論互相學

習，彼此合作，這才合乎當初課程設計的目標，雖然少數幾組的學生的確

會好好的合作，但是也有些學生們迫於時間壓力，根本沒辦法好好地腦力

激盪，遇到問題也不管，只能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反正想到什麼都要寫

上去，我們全部寫上去，因為時間來不及嘛，又要寫很多，就都寫上去。」

（潔潔 2001/03/29），甚至為了追求效率，還用分配的方式，幾個人負責

寫一張，反而失去了老師要大家討論的初衷。 

 

科技老師講求的是效率啊，時間就是，現在比較寶貴的都是時間

啊，對啊，我們也是有討論啊，那我們是依情形來分配看誰要寫

哪一張紙（學習報告）啊。（阿翔 2001/03/22） 

 

不可能啊，這樣一起討論太慢了啊！一發就是發兩三張的那種紙

（學習報告）啊，那時間，當然是要以時間為那個啊。（阿翔

2001/03/22） 

 

對啊，寫那個有什麼用？寫那個都用抄的，討論有沒什麼用啊，

就都一個人寫。（阿堂 2001/03/16） 

 

除了大部分小組討論的效果不彰之外，有些小組中，還常常有人或許

因為沒有意見，或許因為不負責任，而不參與小組的工作，有人不幫忙的

結果使其他人的工作份量無形中就加重了不少，這讓比較負責的人特別不

能釋懷。阿翔就忍不住抱怨：「因為他們不懂啊，但是他們不想學啊。」（阿

翔 2001/03/22），他認為就算真的不會，也不能呆坐在一旁，而應該把握

住時間，趁機看一些資料，吸收一下相關知識，再伺機參與討論，而不是

呆坐一旁，所以就算分配工作讓他們幫忙，「放半個小時也只寫一個字、、、

他們的份最後還是給我們寫啊。」（阿輝 200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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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想得出來就講啊，想不出來就在旁邊。（阿國 2001/03/16） 

 

是大家一起討論沒錯，可是有時候想不到意見，而且會有人不幫

忙…就是只有一個人，然後他想到很多，可是其他的人只能就在

旁邊看你。（容容 2001/03/15） 

 

有人不幫忙的時候會覺得火大！（萱萱 2001/03/15） 

 

我就是不喜歡生活科技啊，因為我覺得整組要合作，要寫很多學

習單，也許有些人不負責任，只有幾個人在做。（蕭蕭 2001/03/15） 

 

尤其女生一向被視為善於文書工作，因此填寫學習報告的工作往往就

被推到女生頭上，正如阿禾所說：「填表都是女生在做，我們沒有幫忙。

我們只有提供資料，寫都是她們在寫。……因為我們（男生）寫字不漂亮

嘛！充分的理由，不錯吧。」（阿和 2001/03/29），因此女學生對此感受也

特別深。（這其中所涉及的性別分工問題，在第二節的部分將再討論） 

 

討論也是我們三個（女生）在討論而已好不好，他們三個（男生）

都在那邊混。（瑜瑜 2001/03/16）。 

 

另外，也有學生認為，一直寫學習報告，對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沒有什麼幫助…上課都一直寫。」（阿松 2001/03/09），因為如

果不懂的話，即使討論也徒勞無功，尤其，當這些學習報告的內容都相互

關連時，就更令人手足無措。 

 

其實我覺得，因為我覺得是內容有關連，一個人發一張不會怎

樣，可是有時候內容有牽扯到的話，就會不知道該怎麼辦，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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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到其他的，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文文 2001/03/22） 

 

我們都不懂的東西，討論能討論出什麼？（Q：可是我看你們都

討論得蠻起勁的 ）那是假裝的。（瑜瑜 2001/03/16） 

 

上課都在聊天啊，要寫那個（表單）就亂寫、亂掰呀，反正都是

隨便寫一寫。（柔柔 2001/03/09） 

 

只能「假裝」討論，或者乾脆聊天，到時候再「亂掰、亂寫」，正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教師希望藉由這樣寫學習報告的程序，讓學生

學會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學生們卻大多表示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太

麻煩了，而且基本認知不足，也不知從何下手。因此，學生們認為老師若

能在上課時，循序漸進，多用一點例子說明或者操作示範，會比較容易瞭

解，而且能夠加深印象。阿宥就舉例說，有一次老師利用模型來說明白弩

利定理，就讓他印象深刻！「像上次有示範那個風吹之後紙片會上升那

個，就讓我印象深刻。」（阿宥 2001/03/08）。 

 

平常老師上課舉例子應該是會幫助我們瞭解吧，因為如果只是講

的話，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證明，所以有舉例說明會比較好。（阿

軍 3001/03/08） 

 

當然，基本的概念，老師在課堂上早有交代，有些人也認為老師會看

情形，真正有用或者困難的地方都會先行講解，簡單的部分才由大家自己

學習，「比較簡單查的，大概就讓我們自己查，然後自己瞭解。」（阿禾

2001/03/29），但是欣欣卻希望老師能再多教一點，「我覺得老師提供給我

們的太少，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讓我們自己去發展，可是他講解的就很有

限。」（欣欣 2001/03/29），事實上並不只欣欣一個人有這種想法，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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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媛媛、媜媜、蕭蕭等人也表示過同樣的看法。  

 

提供的資料太少了，我覺得老師上得有點快。（媜媜 2001/03/29） 

 

老師根本就沒有講，就要大概講一點就要我們做，就是只有講，

也沒有實際操作，我覺得很難。而且都不瞭解啊，就會覺得壓力

很大吧。（蕭蕭 2001/03/15） 

 

我覺得如果一直講一直講的話，就是只有在那邊講，並沒有作給

你看的話，我覺得老師上課可以說他就是做一種很簡單的滑翔機

啊，然後做給你看，然後你要做更複雜你可以自己去做，那你就

可以初步瞭解說要怎麼做，那這樣子我覺得比較好。（容容 

2001/03/15） 

 

正如前所述，因為女學生先前相關經驗較為不足，而覺得課程的難度

太高，也因此她們對教師是否能在教學時提供較多的補充說明與講解，就

格外重視，可見當學生沒有相關基礎的情況下進行學習時，對於教師的教

學示範與講解有更高的需求，這也是為什麼提出這種看法的學生以女性居

多的原因。 

 

肆、視為副科的學習心態 

有些學生好奇我為什麼要研究他們如何上生活科技課程，出人異表

地，他們竟然好心地提醒我，根本沒幾個人會在意，因為生活科技課是「副

科」，而且抱這樣想法的人還不在少數。像阿偉就承認：「會吧，應該不少

人這樣想吧！」（阿偉訪談 2001/04/19）。既然不被當成正科，上起來心

態自然不像其他所謂的升學科目那麼緊張，比較輕鬆有趣，「它總是比正

科還有趣」（潔潔 2001/03/29）。不過因為覺得生活科技課比較輕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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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麼累，所以有些人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還好，我還蠻喜歡上生活科技課的，就是沒有那麼累嘛。

（阿宏 2001/03/15） 

 

喜歡，就輕鬆啊，不知道，感覺上比較輕鬆。（阿輝 2001/03/22） 

 

怎麼講？我哦，蠻喜歡的啊，因為蠻輕鬆的啊，不會很緊張。（阿

禾 2001/03/29） 

 

在國中階段，沈重的升學壓力往往壓得學生喘不過氣來，藝能科目（包

括生活科技課）讓學生有稍加喘息的機會，如果因此而讓學生能以輕鬆、

自然的心情好好學習，未嘗不是件好事。 

不過令人擔心的是，當學生把生活科技課程當成一種「非正科」，恐

怕就有將它價值貶低的疑慮，學生心態上難免有所偏差，可能會有比較不

認真、隨隨便便應付的情形出現，「會這樣想吧……可能會比較不認真

吧！」（阿偉 2001/04/19）。也有學生表示這不像主科會考試，所以就比

較不會那麼用心。 

 

會（影響）啊，因為主科會考試，副科不會，就比較不會投入啊。

（阿哲訪談 2001/05/17） 

 

阿禾也表示，因為有些人比較不重視這科目，這樣一來責任就會落在

其他比較注重的人身上，就有學生曾在訪談時抱怨同組的同學不但不幫

忙，還帶別的書來看，「他根本沒做事好不好，還帶英文講義來這邊寫。」

（阿翔 2001/03/22）。不只同學們曾經抱怨，我在觀察時也發現過這種情

形，還有些學生雖然沒有帶其他科目的書來看，卻在一旁玩自己的，不參

與學習，就算被老師看到也依然故我，直到被警告了才稍微改善（教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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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札記 2001/03/15）。 

 

阿忱老師到第一組看看他們的工作情形，發現莉莉正在課本的內頁上

畫畫， 

阿忱老師：「拜託！有點貢獻好不好。你在畫什麼？」 

一會兒後，發現莉莉還在畫，並沒有停止，老師又再次對她說：「你還

在畫！」，莉喬才連忙把課本蓋上。（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9） 

 

雖然老師無法強迫所有的學生完全認真投入，但是若換做國、英、數

等「正科」，他們恐怕不會如此明目張膽，這種被視為副科的差別待遇，

相信絕對不是課程安排者所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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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被隱沒的聲音 
 

壹、師生互動的分析 
 

一、師生互動的性別差異 

Murphy(1986)指出，在班級教室教學中，教師經由師生互動來傳遞語

言與非語言訊息，教師對學生的問題答覆、教室行為、學業成就表現等，

若因學生性別不同而給予不均等的待遇及機會，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

學生的自我概念、行為、學習與成就。因此師生互動是否存在著性別差異

情形，這對男女學生課程經驗所造成的不同影響，自然是不可漠視的討論

議題！ 

阿忱老師是一位教學經驗豐富、具有教學熱忱的教師，他曾表示，身

為男性教師，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多少有點不知如何與女學生相處，但累積

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後，這個問題已不復見，因此，對於男女學生，並沒有

差別待遇，甚至有時候還會特別提醒自己去注意。即便如此，在我進行教

室觀察的期間，仍不免發現師生互動有性別差異的問題出現。例如這學期

課程開始的第一堂課，是對學生進行問卷施測，在學生填答的過程中，阿

忱老師會巡視學生的作答情形，並給予鼓勵，但是在互動頻率上男女學生

有很大的差別，他與女學生的互動不僅次數較少，鼓勵的話語也僅止於「不

錯」、「很好」這類抽象的回饋，而對男學生則有較為具體的回饋，如「你

這個圖畫的很好」、「你的動作很快耶」、「對你很期待哦！」、「一年不見進

步很多耶」（教室觀察札記 2001/02/22）等。這種互動情形的差異並非特

例，在之後的教學活動中也經常出現，阿忱老師課程進行的方式是先講解

一些概念，再讓學生進行小組活動。當學生分組活動時，阿忱老師則巡視

各組，再隨時給予指點，主動與男學生談話的次數就多於女學生，給予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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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指導的頻率較高，更有趣的是，阿忱老師所給予男學生的讚美次數也

較多，所使用的字詞也較強烈，例如阿忱老師曾經在巡視各組的工作情形

時，多次稱讚阿偉與阿堂：「真的是好耶！不錯耶！」、「注意！注意！全

班最好的飛機！」、「來看全班最好的飛機！」，除了讚美之外，有時阿忱

老師在課堂上也會以男學生的進度來要求女學生加快腳步：「快點啊！動

作快點！人家阿堂都在試飛了！」。 

綜觀國內外學者（如謝臥龍、駱慧文，1992；謝臥龍，1999；Funk, 1993; 

Sadker, 1994）從事教室觀察的研究發現，教室中的師生互動關係，不論在

教學活動或班級秩序、學生行為的管理上，都存在性別方面的差異對待，

並指出男學生常比女學生受到教師更多的關注與指導，男學生在與教師的

互動次數上，顯著高於女學生，而且男學生比女學生在與教師互動中得到

較多的稱讚、接納、糾正與批評，也獲得較多的認知指導與行為管理方面

的互動機會（鄭育青，1999；Kelly, 1988；Sadker, 1984）。這些研究結果與

我所觀察的班級情境，正不謀而合！這顯示出即使「師生互動的性別差異」

之相關議題自八０年代以來已獲得教育者的關注，近年來相關實證性研究

也不少，但至今這些問題依舊存在！ 

不過，當我們從教室的真實情境中，來探討師生互動方面所發生的性

別差異情形時，可發現男女學生與教師互動機會分配的不均等，並非全然

是教師本身的問題。French(1984)所從事的小學班級師生互動敘述性的觀察

研究即指出，事實上班級中師生的互動關係之所以產生性別差異，主要歸

因於一些班級中特殊的、少數的學生（多數為男生）掌握了這些不均等的

互動機會。 

在阿忱老師的班上，阿偉、阿堂就是屬於這類是少數卻佔據教師注意

力的學生，這並不是說老師在課堂上只注意他們而忽略其他同學，而是與

他們的互動頻率佔有相當大的比率，正如同 Tobin(1988)指出，教室互動是

由少數的「標靶」（target）學生所主導，而這些學生，常常又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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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堂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他會不斷地主動提出問題來吸引老師的注

意，甚至故意搗蛋，破壞班級秩序，因此老師不得不多花心力在他身上；

而阿偉雖然表現不錯，但阿忱老師認為憑他的資質，他並沒有進入最佳學

習狀況，未能好好學習與人合作、解決問題，「像那個…阿偉，他被我講

過好幾次，他還是不參與啊，那這就不對了，可是我們會提醒他這樣是不

對的。」（阿忱老師訪談 2001/05/25）。為了幫助他，老師便經常不厭其煩

地提醒他，甚至較積極地回應、教導他。  

對阿忱老師來說，將注意力放在這些孩子身上，是一種出於善意的表

現，因為他們沒有進入學習狀況，所以必須多加關注與提醒。 

 

你的感覺是他比較皮，我的感覺是他…學習的方法不對，或者他

一直沒進入狀況，我的感覺是他沒進入狀況。…女生我也會講，

像第二組女生我也會講她…，他沒有進入狀況嘛，你很乖坐在這

邊跟皮的走來走去，在我看來是一樣的，就是你沒有進入我們學

習的狀況，那我就會去跟你講你有問題，你要想辦法改進，我會

一再強調一再強調，隔五分鐘我看看你還沒進來，我就跟你講，

ㄟ，要進來，只是我用的言語跟用的行動你看不大出來是我在跟

他講。像我就跟他講，「要認真討論喔，要討論喔」，對不對，「他

們在想東西，你要幫忙想喔」，這個就是我們說要進入學習狀態

嘛，那我現在發現這幾個小鬼，他一直沒有進來，那我去跟他提

醒，要進來喔，你不進來等一下我再跟你講要進來，隔個五六分

鐘再跟你講，我不厭其煩跟他講。（阿忱老師訪談 2001/05/25） 

 

Sadker、Sadker與 Thomas(1981)也認為，男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正、

負面皆具）比女學生較為凸顯，而佔據了教師的注意力，因為一方面男學

生所表現出來的問題行為較多，必須對他們花費較多的心力來加以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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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教師在時間與精力都有限的情況下，忽略了其他女學生；另一方面

男學生在參與課堂活動的情形與發問狀況較為踴躍，因此教師必須多關照

他們。 

由此可見，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方式，影響了他們與教師互動的機

會，特別因為在阿忱教師的課程設計裡，講述教學的比例很小，主要是講

解一些基本概念後，就讓學生透過分組活動學習，因此師生互動的形式有

一大部分乃決定於學生對老師的發問。在阿忱老師的班上，我發現男學生

常常圍著老師問東問西的，或一有問題就馬上去詢問老師，甚至直接大

喊：「老師！、、、！」。就像 Sadker等人（1984）所指出的，男學生常以

叫喊（call out）的方式來爭取與教師的互動機會（發言權），而教師對其

反應通常會給予回應，甚至進而給予認知方面的指導，這點我們可從學生

上課發問的狀況得到印證。但是女學生卻很少直接行動，反而以一些間接

的方式來替代，如相互討論、選擇問其他人，或請男同學代為請教老師等。 

這種情形不僅僅反應出男女學生與教師互動頻率上的差異，也顯示男

女學生在遇到學習上的困難或問題時，所採取的求助策略及態度有所不

同。我在訪談時問起學生們在課堂上遇到問題將如何解決，不少男學生都

是不加思索的回答：「問老師啊！」，但女學生的第一個反應卻是「問同

學」！ 

 

如果有問題我會先問老師。（阿宥 2001/03/08） 

 

問老師，不懂的問題就問……不會先討論……直接就問。（阿偉 

2001/03/15） 

 

我會先問同學吧！（容容 2001/03/15） 

 

我有問題也是問同學啊，應該不會問老師吧。（柔柔 200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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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翔：「因為她們不敢問啊，就要叫我們去問。」 

雅雅：「我沒有叫你們去問啊！」 

阿翔：「可是都我們去問啊。」 

阿輝：「對啊，是妳們自己不問的。」（阿翔、阿輝、雅雅 2001/03/22） 

 

至於女學生為何如此沈默呢？我認為其原因有很大的一部份是畏懼

於教師的權威。她們不敢與老師有太多的接觸，除非大家一起去問問題，

彼此可以壯膽！再加上阿忱老師為了使學生專心聽講，曾經規定有些講過

多次的部分不可以再問，在此要求下，女學生更是不敢造次，只能自己想

辦法，或將問號暫時擱置。 

 

我會選擇問同學，如果同學有問題的話，我當然會幫忙，可是如

果我也不會的話，才會去問老師，就是也會先問別人啦，如果大

家都不會的話，就一起去問老師，會比較有膽吧。（莉莉 

2001/03/08） 

 

如果有問題的話，我會直接問同學比較快……因為他就在我旁邊

啊，老師，嗯，比較不敢接觸吧，因為他是老師。（云云 

2001/03/08） 

 

老師說不能再問了，我們就不敢再問了，只有阿堂敢去問啦！（瑜

瑜 2001/03/16） 

 

問同學啊，要不然看別組的。對啊，問老師他也只說沒意見，然

後私底下扣分。（柔柔 2001/03/09） 

 

對老師教的東西就算有問題我也不敢問，不如還是去問同學。（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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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 2001/03/09） 

 

但是男學生就沒有這樣的顧慮，也較勇於挑戰教師的權威。因

此，他們一有問題就向老師諮詢的發問習慣，不但使他們有較多與教

師互動的機會，得到教師較多的指導與關注，也讓他們能得到較正確

的解答，甚至在教師的引導下，繼續探索更高層次的思考與進行更廣

泛、更深入的學習。相對地，女學生因為只和同學討論，有時候只能

得到片面的解答，甚至還有可能得到錯誤的觀念而不自知。這種發問

頻率的差異除了將造成男女學生學習品質的落差外，我們也不可忽略

語言的工具性在建構對話所相對而來的權力建制與階級化的影響。若

我們從語言與權力的關係來檢視這樣的互動關係，不難發現女性主義

教育學所強調的，善用教師權威以促進學生學習與發生的重要性。正

如楊幸真（2000）所提出的，教學的目標除了提供或引發學生能量外，

更重要的是，在學生知識建構與彰權益能的過程中，教師應進行其自

我定位與權力關係的省思，特別是對傳統師生權力關係的重新認知與

界定，避免學生處於無法發聲的壓抑中。 

 

而學生對於教師的「差別待遇」有何看法？在訪談學生時，我和他們

談到了這個問題，包括那些受到較多關注的學生他們作何感想？以及其他

同學對老師特別關注某些同學有什麼看法？對於老師特別注意班上某些

同學，經常鼓勵、指點他們等情形，很多同學都覺得雖有其事，但也沒有

什麼大不了的，他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還好啊，不會羨慕也不會

嫉妒」（萱萱 2001/0/），而對於老師常常讚美阿偉，說他做的作品是全班

最好的，其他同學也認為這只是老師誇張的形容而已，像容容就笑說：「誇

飾法！誇飾法！」（容容 2001/04/13）。正如同 Stockard(1980: 15-16)所

言，學生對於教師對他們的回饋是否具有差異，並沒有明確的知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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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老師是否與班上某些同學有較高的互動機會，或者擁有較佳的互動品

質，學生們其實並不特別在意，唯一讓他們比較不能釋懷的，是教師為了

鼓勵比較頑皮的學生參與活動而給他們加分的舉動。 

像阿堂是班上很皮的學生，常常搗蛋吸引教師的注意，但是他對於製

作卻頗有興趣，因此教師為了鼓勵他，要替他加分，但是這件事讓同組的

女學生感到不滿。 

 

瑜瑜：「老師，阿堂那架是他自己的分數還是整組的？」 

阿忱老師：「整組的啊。」 

瑜瑜：「阿堂說你要幫他加分。」 

阿忱老師：「對啊，他那麼認真。」 

女生有點不滿：「可是他都沒有幫忙……」 

阿忱老師：「唉呦，他能加多少分？他至少沒有搗蛋就很好了。」

（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9） 

 

以加分作為鼓勵、吸引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誘因，是阿忱老師為了規

範一些男學生的搗蛋行為所發展的管理辦法，但是這對一直安分守己的女

學生來說，她們無法理解教師班級經營的策略，所以覺得很不公平。 

 

瑜瑜：因為他不幫我們這一組做，然後就他自己在那邊做，但老

師卻老師說他不搗蛋就已經很好了。 

翎翎：因為老師認為阿堂很壞。 

瑜瑜：哪有這樣的！？那我也可以去搗蛋，然後在自己作自己

的，就可以加分。（瑜瑜、翎翎訪談 2001/04/13） 

 

雖然教師要幫阿堂加分只是對行為不良學生的一種激勵與管理的手

法，而非實際評鑑的結果，但這些女學生之所以發出不平之鳴是因為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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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不公平的給分標準。或許學生對於與教師互動的差異之所以沒

有明顯的反彈，可能與他們缺乏敏覺力去意識到其中的問題，甚至將這種

相處模式內化為理所當然，有很大的關係。  

 

二、教師的性別觀----潛藏的刻板印象 

阿忱老師根據其多年的教學經驗，認為男女生在科技上的表現，雖然

不是很明顯，但確實有差異存在，姑且不論這差異形成的因素是先天決定

抑或受到後天社會化的影響，若從性別因素來比較學生學習生活科技課程

的情形，女生似乎比較「弱」一點，特別是在操作方面。 

 

唉，男女生還是不一樣啦，我們講社會的影響也好，或者是後

天的影響，我不管你怎麼講啦，現狀是我們國中的男女生其實

有不一樣，其實異質性蠻高的，異質性還蠻高的。（阿忱老師訪

談 2001/05/25） 

 

我舉個例子哦，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現在的經驗哦，我沒有理

論根據哦，就是你如果是動手做的東西，那他就是，男生就是…

勇於嘗試，那女生就比較……比較保守一點，對動手做，操作

機具部分。（阿忱老師訪談 2001/02/21） 

 

女學生在動手做的部分，或是機器操作的方面，比較不像男學生

那樣勇於嘗試、積極參與，而除了男女學生在對操作的態度上出現差

異外，阿忱老師也發現男女生在學習效率上也有不同，女學生似乎不

像男學生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熟悉而得心應手。 

 

我認為喔，男生女生還是有點些微的差距，態度上都差距不大，

可是男生我認為他們在技巧上面，他們還是比較厲害，一旦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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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哦，很明顯的就是女生比男生就是……怎麼講……遲鈍一

點，就是比較沒這麼快進入狀況，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觸喔，很清

楚男生只要操作一上手，很快就會操作，而且操作的蠻不錯的

喔，可是女生就比較慢。比如說我操作線鋸機，他們以前都沒操

作過，男生很快就會掌握他的技巧，同樣老師講嘛，說要注意什

麼注意什麼，怎麼弄，有什麼技巧……，可是男生很快就掌握技

巧，怎樣鋸啊怎麼弄，就弄得不錯，女生就比較慢，同樣我們一

起來試哦，女生可能要花十分鐘二十分鐘，男生只要兩三分鐘就

行了。可能我也不認為這手的靈巧度啦，我不知道什麼因素啦，

不過我看是有這問題啦，還是女生比較不敢去嘗試這個東西，不

曉得。（阿忱老師訪談 2001/02/21） 

 

相對的，雖然女學生在操作上的表現較不如男學生出色，但是若論及

做事的耐心與細膩度，女學生反而略勝一籌。阿忱老師認為，這樣一來小

組中男生可以負責操作，女生則負責繕寫學習報告，大家各司其職，發揮

所長。 

 

那可是在寫字啊，討論啊，男女生的影響就比較小一點。那女

生的細心程度，真的就比男生，一般來講會比較高。那我們希

望那一組，有人可以做那比較細緻的東西，也有人去操作一個

動作，會比較需要動作的東西，那一組都有這種人，這樣會比

較好。如果那一組都是女生，那去操作一些機具，她怕那聲音；

如果都是男生的話，那寫出來的表個，哇不能看，寫出來有些

都西不是我們要的，不夠細緻，他沒那個耐心，或是沒那麼精

細，這個時期男生好像有這個通病哦，有例外，當然有例外，

可是大多數是通病。（阿忱老師訪談 200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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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忱老師認為，男女生就整體而言，在學習生活科技課程上並沒有

太大的性別差異存在，至於他們在操作部分所出現的落差，他將之歸因為

可能是男生女生的專長不同而已，男生善操作，但耐心不足，就負責製作，

女生精文書，但畏懼機器，則負責學習報告的填寫，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既然每個人專長不同，就彼此分工合作，各自發揮所長，彌補不足。從阿

忱老師多年教學經驗的觀察，學生上課的實際情形，不但印證了男女有別

的一般看法，也恰恰符應了一般社會上男女分工的模式。但在「男女學生

各有所長」的美麗外衣之下，大多數的人並沒有再進一步思考其中是否可

能為潛藏的刻板印象與傳統性別觀點作祟，而將這一切視為理所當。 

Sadker等人的研究指出，教室中的工作分配有性別區隔的情形，不

論這種性別區隔的情形，是否因為教師刻意的指派或學生自行分配，但多

數人總會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而對男女學生產生不同的期望，例如男學

生負責一些需要體能或機械技巧的活動，而女學生從事一些比較靜態的活

動（Sadker & Sadker, 1980；引自林昱貞，2001：20）。透過教師和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無意識的運作，加強了這樣的教室文化，使學生強化了對於

男、女應有的「適切」行為的認知，並導致男女學生沒有機會去探索與發

展有別於刻板印象以外的能力，甚至在習焉不察中強化性別角色的符應現

象。 

Brophy和Good（1974）的研究中提到，教師常因刻板化的行為和期

待，擴大了學生的輸入變項與輸出變項的關係，因此教師對學生特質的看

法，將會影響到其如何教導學生及如何評估他們，因此Brophy和Good

強調，教師應注意他們對學生的期待是否適當以及此期待使否具有變通

性，以避免擴大學生間或團體間原本存在的差異，而強化刻板印象的作

法。這個研究讓許多教育工作者開始去注意教師期待對學生表現的影響，

修正對學生不適當的期待，避免所謂「比馬龍效應」的發生，這些努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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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智商、社經背景等變項上，可說已漸漸凝聚了共識，一般教育工作

者至少具認知與省察的能力，但若論及性別因素，恐怕還有許多待努力的

空間，這從近年來一些教師性別意識的研究中，即可窺見端倪，多數教師

在父權文化的脈絡下，仍無法跳脫性別刻板印象，在師生互動中仍不免不

斷複製傳統性別角色，甚至對性別平等教育有錯誤的認知，因此一般教師

若缺乏性別敏感度，很難去打破這樣的迷思1。 

在我的觀察中，阿忱老師雖然一直強調兩性平等，男女學生的差異

並不大（不管是學生的學習情形或他對學生態度），但在其教學中，多多

少少還是可以發現，他對男女學生的表現，有不同的要求與期待，而這種

差異的情形恐怕還是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例如阿忱老師到某一

小組巡視時，指著他們滑翔機的設計圖，對男學生說：「畫好一點！畫那

麼醜！比女生畫的還醜！」（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15）。言下之意，似

乎傳遞著女生的作品較差、男生本該畫得比女生好的訊息。除此之外，阿

忱老師還常常提到「女生較細心」、「女生手較巧」的觀念，例如有次上課，

學生們要利用鋁箔紙來固定副翼，大家誤以為學校的鋁箔紙是貼紙型的，

附有背膠，所以要把鋁箔紙撕開，一開始大家並沒有發現這個錯誤，所以

都努力地想要把鋁箔紙撕成兩半，當時阿忱老師便要求女生來幫忙，因為

她們手比較細、比較靈巧。 

 

這節課老師發下鋁箔貼紙，讓學生用來固定副翼，但是學生一

直撕不開，阿濂便跑去問老師怎麼弄。 

老師：「這是貼紙啊，別班都弄過啊。」 

阿濂：「可是都弄不開，你會不會騙我？」 

老師：「別人都弄得開你就弄不開，來來！手太粗了不好用！幫

                                                 
1 國內有關教師性別意識及教室中性別差別待遇的現況，可參考賴友梅（1998）、張鈺珮（1998）、
吳雅玲（1998）、謝臥龍（1999）、鄭育青（1999）等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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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啊，女生啊，你的手在幹什麼？我們的手比較笨，妳

們的手比較細。」（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2） 

 

這樣的刻板印象不僅僅出現在阿忱老師對學生工作的分配上，也成

為他用來鼓勵女學生操作機器的理由。滑翔機單元因為所用的材料以珍珠

板與白木條為主，其材質較為脆弱，只需利用手工具（如小刀、銼刀等）

即可操作，但是到了第二單元智慧拼盤的製作時，老師所規定的材料為材

質較硬的木條與壓克力，因此必須利用機器方能剪裁與修整這些材料。為

了鼓勵女學生也嘗試使用這些機器，阿忱老師在解說這些機器的操作方法

時，除了叮嚀安全守則的重要性外，也特別提到希望男女生都可以試著操

作機器，並強調女生也可以做得很好：「女生也可以試試看，、、、女生

也可能有天分哦！因為女生手的靈巧度好，穩定度高，反而可以做得很漂

亮、做得很好、、、」（教室觀察札記 2001/05/31）。 

 

在教學中特別針對女學生不敢操作機器的問題，肯定女生也具有操

作機器的天分，鼓勵她們嘗試，阿忱老師的用心是無庸置疑的！但是難道

所有女生都一定具備心思縝密、動作精細的特質？難道除此之外女生就沒

有善用機器的天賦？從課程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師生互動常出現不自覺地

符應整個社會文化結構的現象（劉叔瀚，2000：44），教師若一再以「靈

巧」、「細心」等說法來肯定女生的表現，恐怕難以擺脫社會中女性特質的

既定印象，會強化學生落入這種性別二分的窠臼中。 

 

貳、合作學習的真相 

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學目標除了培養學生日常生活所需的科技素養之

外，在情意部分也相當強調合群的重要性。阿忱老師在訪談時就一再提

到，透過與人溝通，共同合作以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生活科技課程特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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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之處，他個人甚至認為這些能力較之所謂科技素養的培養更為重要，再

加上別的科目在這部分比較欠缺，因此學生是否能從課程中學習這些基本

能力是他相當重視的。 

 

科技素養，我個人認為啦，倒不是那麼重要，可能是科技的這個

基本能力呀，我現在講的四大基本能力啊，一個合作能力，一個

是人際關係的能力，一個問題解決的能力，這幾個東西可能反而

比那些東西重要。ㄟ，還有他們互相的溝通啦，還有一個是溝通

的能力啊，你怎麼樣跟對方溝通，對方會不會誤解你的意思，這

個，慢慢就會培養他們出來（阿忱老師訪談 2001/02/21）。 

 

我強調的是別科根本沒有辦法出來的。比如說合作能力，別科非

常難，我只能講非常難，對他們來講是很困難的，這個一個合作

的嘛，一個人際關係能力，對別科來講，他沒有辦法特別強調，

所以對別的科目來講是很困難的（阿忱老師訪談 2001/02/21）。 

 

因此，為了達到此教學目標，他選擇合作學習作為主要的教學方法，

阿忱老師認為小組合作的學習模式能夠讓學生從中學習與人合作與人際

溝通的能力。在學期一開始，第一次上課時他就要求同學自行分組，將全

班三十六位同學分為六組，並且為了顧及學生異質分組的原則，他規定學

生一定要男女混和。「我不要純種的啊，要有男有女。」（阿忱老師 教室

觀察札記 2001/02/22）。在分組之後，整個學習活動的進行都是以小組為

單位，學生們與同組的成員一起分工合作，來完成老師所交代的工作。每

個學生在自己的小組中，必須負責自己被分配的工作，大家分工合作、相

互依賴，達成課程的要求。因此在這種上課型態之下，小組成員如何分工？

男女同學之間如何互動？就成為影響生活科技課程中學生學習經驗相當

核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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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主導的小組分工 

Glucksman(1990)表示，在生產線實際的運作過程中，女性多從事生產

線的工作，而從進度調配、品質管制、工作督導、機器修護到工程師，都

是男性的工作。相較於男性，女性的工作多被界定為無技術的。這種現象

不只發生在科技領域的工作場域，在生活科技課程的教室裡也有這樣的情

形。在課程的一開始，阿忱老師就有一份學習報告讓學生依照個人專長分

配工作，在這份學習報告中，幾乎女生都是擔任文書、打字、美工的工作，

男學生所負責的工作則較多樣，例如整合意見、設計、製圖等，若從他們

所負責的工作性質來比較，文書工作大多屬於替代性高、較無關科技能力

的部分，而設計、製圖、報告、督導等工作，卻是層次較高的學習任務，

可以說是整個學習單元中較核心的部分。因此在這樣的工作分配中，無論

是學習報告的填寫或是滑翔機的製作，男生在小組中的角色常常是較具主

導地位的，甚至可以「指派」女生工作。像文文就提到，雖然她是「組長」，

但是卻是被「男生欽點」的，雖然她再三推辭，但他們根本就不管她是否

有無意願而強制指定，而且她這個組長並沒有實權，只是「名義上」的而

已。 

 

Q：你們這組誰是組長？ 

阿輝：（指文文）名義上是她。 

文文：他們選的，是他們說的。分配工作那張表是他們寫的，可

是我不想當，我有說不要啊，因為我覺得太大了，因為要做很多

事情，而且任務也很大，所以我不想做。我不想做，可是他們還

是照寫啊。（對男生說）單子就在你們那邊，你們自己填的啊。 

（阿輝、文文 200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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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男學生常常是出意見甚至發號施令的人，例如在填寫學習報告

時，就像前面第一節中提到的，女生常常擔任文書工作，負責繕寫，雖然

女生多少會參與意見，但是「男生說，女生寫」的情況仍非常普遍，所以

當大家在討論、填寫學習報告的時候，我常常聽到女學生對同組的男學生

說：「想啊！想啊！」（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要求男同學提供意見，

然後再修飾語句填上去，甚至有的小組還出現男生說一句，女生就寫一句

的情形，而當男生沒有提供意見時，她們就不知所措。 

 

在寫材料單時，由蕙蕙寫，阿軍、阿宥則在旁提供意見，念給她

寫，內容則完全由他們兩個決定，不過偶爾阿豪也會提供意見。 

因此蕙蕙就照著學習報告的項目，依序問一項寫一項。 

蕙蕙：規格要寫什麼？ 

阿宥：中。 

蕙蕙：尺多少？ 

阿宥：17.5cm。（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15） 

 

文文在寫材料單，但是不會寫，就轉頭問旁邊的雅雅。 

文文：「要幾根木條？」 

雅雅：「一根吧？」，但是因為不太確定，便接著對男生說：「快

點想啦！」 

文文：「你們不討論，怎麼寫？」 

因為這組的男生不幫他們提供意見，所以文文杵在那，沒有進

度，只好一直催：「快點想啦！」 

一直到第二節課阿輝坐到文文旁邊教她寫，她才又開始寫。（教

室觀察札記 2001/03/15） 

 

除了學習報告的撰寫，到了滑翔機的實做階段，這種情形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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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報告的討論，女學生多少還有參與的機會，因為可以幫忙想點子，「會

啊！會幫忙想啊！」（欣欣 2001/03/29），但是一到製作時，則由男生設

計，決定構造與尺寸，女學生並不會有太多的意見，甚至有的時候，即使

她們有意見也不會被採納，就像第五組在設計時，畫了三種不同的滑翔

機，在選擇要做哪一架時，因為男生決定要做某一架，雖然女生原本不喜

歡，但是因為負責畫圖的男生堅持，她們也只好接受。 

 

阿亨負責畫圖，堅持畫第三個設計圖，完全不問其他人的意見，

老師問時，男生就在旁邊說第三個很棒，還可以加上麥當勞的標

誌。老師就一個一個問喜歡哪一個設計投票，兩位女生在第一次

都不是選第三個，但因為負責畫的男生一直在完稿圖上畫第三

個，他們也沒有意見，第二次老師問時，甚至改變主意，怯生生

地選第三個。（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15） 

 

也就是說，整個小組的工作分配乃是由男學生「領導」，以他們的意

見為主，女學生只是擔任輔助的工作，做一些簡單的「操作」，表面上看

起來，好像女學生也有參與製作，但是事實上，她們完全是「聽命行事」，

男生說幾公分，就畫幾公分，再照著描在珍珠板上，割下來。 

 

莉莉：「機翼幾公分？幾公分？」一連問了幾次，阿豪拿了一塊

長板對她說：「就這個。」要她照這個尺寸做，阿軍也跟著遞過

一把長尺：「用這個量。」（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9） 

 

阿濂到別組看看怎麼做，回來之後大喊：「34*3」，交代給其他人

做。柔柔便在紙上計算，接著在珍珠板上描。（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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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們這組的實際分工是怎樣？ 

云云：他們（男生）想，我們（女生）做。他們想比如說幾公分

幾公分。 

Q：那那些尺寸你們有沒有經過討論？ 

云云：沒有……他們都想好了。（云云 2001/03/30） 

 

在這種情形下，對這些女學生而言，反正就照著男生的想法做，至於

「為什麼要這樣做？」根本不是很清楚，也不會想進一步瞭解，除了尺寸

的設計與決定，整個飛機組成之後的調整，也都是一樣的情形，例如當阿

宥黏上機翼後，雖然蕙蕙幫忙調整是不是兩邊有平衡，但卻只是問：「要

黏哪裡？」，由阿宥站到遠處去檢視，她再移動機翼的位置就行了，但細

節還是得等阿宥回來再慢慢調整。 

 

蕙蕙：「要黏哪裡？」 

阿宥：「往下一點……太多了，在上面一點。」 

正當阿宥調到一半時，第二組組長過來把阿宥拉走， 

蕙蕙大喊：「你別走！快來做！」（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2） 

 

在這過程中，蕙蕙完全沒有意見，阿宥也不問她，而且當途中一度阿

宥被別組的同學拉走時，蕙蕙也只能在旁乾瞪眼，不知道如何繼續。如果

從傳統合作學習的觀點來看，男生負責設計與領導，女生手巧負責操作，

小組中的每個人各司其職，按照每個人不同的專長負責不同的工作，這種

學習情形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是若細究在這種分工情形下的權力關係，不

難發現這似乎容易對女學生產生不利的影響！就如同Cockburn(1997: 55)分

析科技職場的工作情形，發現多數女性從事「低技術」的工作，這令其不

禁感嘆：「女性可以做任何事，但不是工程師！」，在教育場域中這種現象

也同樣存在，Flynn, Savage, Penti, Brown和 Watke（1991）的研究發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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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許多合作式的工作本質上是有階層性的，而女學生常常被分配至文書工

作或協助者，相對的，男學生則常常擔任報告者、實驗操作者等，負責那

些「階層較高」的重要職務，由於這種權力關係的運作，合作學習反而對

女性不利（引自林昱貞，2000：167）。 

除了小組分工所造成的不利學習，事實上，學生所抱持的觀念，也決

定了他們參與課程的方式。因此除了依男生所給的尺寸照著做外，這些女

學生似乎也不知道能夠再幫上什麼忙，或許這是因為缺乏信心和受到刻板

印象的影響，使很多女學生覺得自己對科技並不感興趣，也不擅長這類東

西，在根本就不懂的情況下，她們並不認為自己能夠提供什麼意見。 

 

我哦，不會對他們（男生）的設計有疑問啊，因為根本就不懂啊，

就不會想說這個是怎樣的。（莉莉 2001/03/29） 

 

隨便他們設計吧，嗯，心裡有疑問，但是不想問，沒有為什麼，

就是不想問……也可能是，相信他們吧。（云云 2001/03/30） 

 

所以，這些女學生只能站在「幫忙」的立場來參與小組工作，「沒有

啦，只是他們跟我講說怎麼割，然後我割而已啊。」莉莉說：「因為我覺

得只有這裡幫得上忙。」（莉莉 2001/03/30），這促使她們把決定權交給

同組的男同學，也不敢自己作主，還是以男生的意見為主比較好。比如媛

媛和柔柔在討論要怎麼做時，即使已大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她們並不

敢貿然動手做，而想問過阿濂再說。 

 

媛媛和柔柔在討論要怎麼割， 

媛媛對柔柔說：「先問過他（指阿濂）好不好？」（教室觀察札記） 

 

在她們心中，男生在科技方面的能力是比女生要來得好，「男生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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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這…（科技）方面比較好。」（柔柔 2001/04/），所以就相信他們，

交給男生負責。「隨便他們設計吧，嗯，心裡有疑問，但是不想問，沒有

為什麼，就是不想問，也可能是，嗯，相信他們吧。」（云云2001/03/29）。 

 

就像過去有關性別與科技的研究發現，女性與科技疏離的重大因素之

一，乃導因於「科技是男性文化的產物」之意識型態，而結果也一再發現，

男性可以接近並利用科技取得權力與控制，女人則被剝奪這方面的能力；

另「男性具有科技能力」也是讓女性之所以依賴男性的原因之一（Wajcman, 

1991; 林宇玲，2000）。當然男學生並非真的有「主導」女同學的意思，或

許他們也並未意識到這樣的權力關係，只是在小組分工中，不自覺得就將

這種意識型態流露出來，這不僅僅讓女學生對男生產生一種依賴的心態，

還包括了男生對女生科技能力的不信任，就算女學生有自己的想法，男學

生也不是很放心讓她們自己作主。第一組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形，蕙蕙

在填寫學習報告時自行先寫，阿軍看到了馬上要求她先跟他說明撰寫內

容，以確認是否可行。 

 

蕙蕙先寫學習報告上工作步驟中的一欄， 

阿軍看到馬上問她：「你要寫什麼？跟我講。」 

蕙蕙：「製作第一架」。 

阿軍：「好。」（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9）。 

 

還有一次就連蕙蕙把玩成品時，阿軍還怕她把滑翔機弄壞，急急要她

放下。 

 

蕙蕙隨手拿起一架把玩，阿軍看到馬上說對她說：「把它放好！」 

蕙蕙：「怎麼放？」 

阿軍：「就放著就了。」（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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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放心讓女學生自己作主外，男學生對女生能力的不信任還表現

在刻意的言語嘲弄與貶低。 

 

雅雅在思考學習報告上「什麼會飛」的例子時，她提出「飛機會

飛」的idea，結果被阿翔嘲笑。 

阿翔：「你有沒有常識啊？你以為是七龍珠哦？」 

雅雅不理他，結果阿翔繼續嘲弄她。 

阿翔：「那我可以變青蛙…我可以變超人…」（唱起順口溜來嘲笑

她）。（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08） 

 

這次上課發了很多張學習報告要填，所以第五組大家就分著寫，

沒有特別討論。在寫「有哪些會飛的東西」時，雅雅問阿翔，他

就講給她聽，但口氣是非常不耐煩，且充滿戲謔的： 

阿翔：「你就發揮想像力啊，你說太陽會掉下來也可以啊…」 

雅雅：「正經一點好不好？」 

阿翔：「我沒有開玩笑啊，未來也可能可以啊…」 

雅雅不理他，又問：「『雙翼』是什麼？」 

阿翔不耐地說：「就是有兩個機翼，看字面會不會解釋啊？你自

己看自己想啊，你怎麼都不知道？」（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15） 

 

因為阿翔總是一直嘲笑雅雅，拿她想的答案開玩笑，讓雅雅氣哭了，

還去向老師告狀，不過即使老師處罰阿翔，也加以申誡，但阿翔仍故態復

萌，甚至在訪談過程中，阿輝支援阿翔，表示女生的意見都很不具體，沒

有接受的必要，阿翔甚至又一次開起同樣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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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問阿翔）：「上次你是不是因為鬧雅雅，被老師處罰？那件事

是怎麼回事？」 

阿翔：「因為我豐富的想像力加上富有創意的頭腦。」 

阿輝：「有想像力豐富的是她（指雅雅）好不好？」 

阿翔：「她說飛機可以隱形哦，那我說我就可以變小鳥哦！對不

對！」 

阿輝：「哈哈哈！飛機飛一飛會變不見，哈哈哈！」 

阿翔：「飛機可以變不見，那我也可以變小鳥啊。」 

雅雅反駁：「老師說以後可能會有啊。」 

阿翔：「對啊，那我以後搞不好也可以變小鳥啊！」（其他男生哄

堂大笑） 

Q（問阿翔）：「你為什麼不尊重她的創意？」 

阿輝：「因為不具體啊，幹嘛接受？」 

阿翔：「那變小鳥也可以吧！？我沒有笑她啊，我也是舉具體的

啊，既然飛機可以變，那我就用豐富的想像力說我也可以變

小鳥啊！」（阿翔、阿輝、雅雅訪談 2001/03/22） 

 

同樣的情形在雅雅提出她有興趣的科技產物時，再一次重演。 

 

雅雅：「我喜歡跑車。」 

阿翔插嘴：「跑車哦！」（口氣戲謔） 

雅雅繼續說：「我想瞭解，因為像那個…那個什麼法國的寶獅，

他就是開那個…他就是有改裝過，然後可以在天上滑翔，我

看那個電視上說的。」 

阿翔繼續插嘴：「你嘛宰羊（台語）法國的跑車哦！」 

阿翔：「改裝？我也可以改裝，我左手變右手，右手變左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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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雅雅、阿翔訪談 2001/03/22） 

 

吳瑾嫣（2000：141）指出，同儕中的男性在語言上或甚至行動上的

刻意貶低，打擊女學生，是為了藉以維持男性的自我優越感，不管阿翔、

阿輝是否具有這樣的意圖，但這些行為已讓同組的女學生感到困擾，雅雅

提到對阿翔他們的嘲弄感到很難過，她說：「我是氣得哭出來！因為我已

經忍很久了，他每次都弄我！…雖然他有時候很好，會教人，可是就是不

會想到別人的心情」（雅雅 2001/03/22），雯雯也說：「我也覺得她們都沒

有考慮一個人的心情，就算雅雅她的確有不對…比如說雅雅她對這件事不

太會對不對，他們男生就以那種就是去嘲笑啊，或就是這樣子」（雯雯 

2001/03/22）。當女學生想參與意見，提出自己的想法，沒想到她們不但

得不到應有的鼓勵與讚賞，還成為男生攻訐的對象，這往往使得她們身處

的學習環境更加「險惡」！ 

 

在生活科技課程中，實做的部分除了培養學生的操作技能之外，另一

項重要的用意在於透過操作製造的經驗，讓學生應用所學的科技概念，並

加深印象。因此在設計滑翔機的過程中，學生必須考量各種因素，才能製

作出更好的作品，包括如何增加浮力、如何調整方向、如何減輕重量以增

加速度等，設計者必須針對現實環境（如材料的限制、環境的特性等）和

現有的資源進行考量來找出最好的策略，這個過程就是讓他們應用相關科

技概念的機會，或許會遭遇挫折，但是經由嘗試錯誤也能夠讓學生更加瞭

解書面上的知識如何與真實世界結合。由於男學生主要負責設計與製作部

份，因此比起女學生，他們有更多機會獲得較高層次的學習經驗。就像阿

軍、阿宥他們在製作之初，就曾為了機翼的尺寸不停討論，因為必須考量

機翼的寬窄和浮力的關係，最後決定了一個尺寸讓女生們做，對女生而

言，那只是一個尺寸，並沒有特別意義，她們連為什麼要定這個尺寸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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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清楚，但是對男學生而言，卻是理解了空氣浮力而得到的結果。  

 

阿軍：「會不會太窄？窄一點好窄一點好。」 

阿宥：「這樣（窄一點）所受的浮力會比較多。可是七公分會不

會太小？」 

阿豪：「七公分哦，那天才做五公分耶。」 

阿宥抬頭問一直沒答腔的云云：「你如果紙飛機的話，愈大愈好

還是愈小愈好？」 

云云並沒有回答，似乎是不知道答案，阿宥也沒有給他很多思考

的時間，接著說：「愈大對不對？」（教室觀察札記 2001/03/22） 

 

阿宥又提到，經過試驗的結果，他們發現比較窄的機翼有助於飛行，

因此在設計上便應用這樣的論點。但是同組的女學生並沒有這樣驗證與學

習的機會，反而比較想做機翼比較大的。後來她們果真做了一架大機翼的

「招牌機」，卻未能進一步考量到機翼寬窄與飛行性的關連，使得飛行效

果較差，而這也讓女學生覺得自己的設計，真的比較不好。 

 

阿軍：「這是事前試做的經驗吧，因為之前在做的時候，機翼比

較窄，會飛得比較好，所以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就是會

先做機翼比較窄的。那如果要做機翼比較寬的話，那是她

們比較想做。」 

云云：「對啊！還做了一個「招牌機」，（用手比）這麼大！可以

寫招牌的。」（阿軍、云云訪談 2001/03/29） 

 

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研究職場性別分工的學者指出，即使男女從事

相同的行業，其所擔任的工作仍不相同，女性多擔任佐理及行政工作，男

生則擔任專門性、技術性及管理工作（Kay & Hagan, 1995; Reskin & R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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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Wickwire & Kruper, 1996），雖然學校並非職場，但是在男女混和的小

組中，我們仍不難發現這樣的分工方式的確存在。大多數的時間，女學生

只是像「生產線」上一員，照著他人（多為男同學）的設計，描尺寸、切

割、組合…，但是在整個設計與決策的過程中，她們卻很少參與討論或提

供意見，頂多只是在旁邊幫腔，或是造型上偏好的選擇而已，男生也不常

主動問她們的意見，除非有時間的話男同學才會偶爾對她們稍加解釋，在

這種情況下，女學生無疑喪失了不少寶貴的學習經驗！ 

這或許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結果，刻板印象的影響使女學生對科技感到

恐懼，而對自己缺乏信心，這減低了她們在課堂上參與的熱誠，但是課堂

上老師所安排的學習活動往往有其教育意涵，因此學生課堂上的參與程度

也會影響他/她們能有多少收穫。例如透過討論是希望能腦力激盪，激發學

生的靈感與創意；搭配製作則冀望從實際操作中驗證理論並加深印象等。

但是透過這樣男性主導的小組分工方式，女學生因為所學習到的常常是比

較低層次的部分，這可能反而加深了兩性在科技上的差異，而且也符應了

性別刻板印象，女學生覺得自己對科技沒有興趣，也沒有科技方面的天

分，因為她們並沒有證明自己的機會。 

 

二、女兒當自強 

在生活科技課程中，由男學生主導的同儕互動情形固然十分明顯，但

並非全然沒有特例，有些女同學在課堂上的表現相當積極，甚至有些小組

還由女學生擔任小組長的職務，這種「異例」的出現，往往攫取我的注意。

但是就像徐富珍（1999：30）所指出，女性工作者很難晉升到決策圈中，

多擔任佐理或一般行政的角色，就算任職「非傳統角色」的女性主管，她

們也較可能受到同事或部屬的挑戰與質疑，女學生在小組中也同樣面臨這

樣的處境！學校宛若一個小型社會，女性領導者在工作場域中所遭遇的困

境，在校園中也可能發生，即使部分女學生積極參與學習與小組活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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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她們卻不見得受到自己或他人的肯定。 

 

（一） 自立自強的背後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往往會認為男性在理工科目領域的表現會比女性

來的優秀與積極，而就像前面所分析的，在培養學生科技素養的生活科技

課程中，也可以發現這樣的情形。不過，當一些女學生能夠以行動證明「女

性也有在科技領域獨當一面的能力」，並有優秀的表現時，就格外吸引我

的注意。 

在這個班級裡，就有兩組女學生表現得「很不一樣」，但是當我進一

步訪談這些女學生時，卻發現這樣積極的課堂表現並非因為她們對科技領

域的興趣所致，而是有特殊的原因。她們一致表示，那是同組的男生太混

了，沒有厲害的或是比較負責的，所以她們只好「自立自強」。像蕭蕭就

抱怨：「不要說「比較」好不好？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們自己做的，他們

都沒做。」（蕭蕭 2001/04/13），同組的其他女生也聲援她：「對啊！他們

全部都沒有幫忙！」（容容 2001/04/13）。「比較辛苦的是蕭蕭，她真的做

很多事情。」（萱萱 2001/04/13）。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瑜瑜、淇淇、翎翎

這一組，因為同組的幾個男生不是不幫忙，要不就是幫不了忙，她們只好

靠自己。 

 

瑜瑜：我們這組…（不幫忙的）就是…阿堂。 

淇淇：其他兩個他們就是比較……（幫不上忙）。 

翎翎：阿國可以說是幫我們撿飛機的。 

瑜瑜：那阿幸他都自己玩自己的。 

淇淇：所以沒辦法，我們只好自己做。（瑜瑜、淇淇、翎翎訪談 

200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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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女學生表示，其實剛開始分組的時候，她們想跟比較厲害的男生

一組，所以還跟他們商量，希望比較厲害的男生不要都聚在一組，可以分

散到其他組，但是後來那幾個男生還是在同一組，「他們還說這次會分開，

結果還不是在一組」（淇淇 2001/04/13），「每個人都想……(跟厲害的男生

同組)好不好，結果後來別的女生先跟他們說好了。」（瑜瑜 

2001/04/13），她們「沒搶到」，只好跟現在的男生同組。 

 

Q：「那為什麼當初妳們會想要跟比較厲害的男生同一組？」 

容容：「每個人都想跟他們一組。」 

蕭蕭：「因為很厲害的男生一定就是別的女生也會想要嘛。」 

容容：「跟不厲害的男生有什麼用啊？還是自己做啊。」 

蕭蕭：「可是真正厲害的男生也就只有那兩三個。」（容容、蕭

蕭訪談 2001/04/13） 

 

對她們而言，如果可以選擇的話，還是希望能夠跟比較厲害的男生在

一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什麼都得靠自己，甚至語出驚人的表示，如果

真的跟比較厲害的男生在一組，她們就只要在旁「看男生做」就好了，從

完全參與變成偶爾參與意見。 

 

容容：就看他們做啊，不會學不到東西、 

蕭蕭：可能會參與意見吧，會討論一些東西（容容、蕭蕭訪談 

2001/04/13）。 

 

因此雖然這些女學生現在在課堂中的表現顯得相當自主，但是其內心

深處仍擺脫不了科技是男性領域（male territory）的迷思，「自立自強」是

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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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被信任的「女資優生」 

除了女學生自己沒有信心之外，連同組的男同學也同樣地質疑她們。

蕭蕭就表示，男同學不但不幫忙就算了，還會批評女生做的東西，然後自

己在一旁作自己的東西。 

 

蕭蕭：可是我覺得像阿偉那樣子啊，如果他不幫忙就算了，他還

一直罵我們。 

容容：還說什麼我們做的好爛哦，到底飛不飛得起來啊？ 

蕭蕭：對啊對啊，他就一直講一直講。他就是一直侷限在自己的

小天地，譬如說他的保力龍膠，我們有時候（飛機）摔斷

啊，很急要拿，阿偉就馬上說不要拿我的東西，他就是都

自己作自己的。（蕭蕭、容容訪談 2001/04/13） 

 

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若是在前述以男生為主導的小組中，女生

對男同學可說是相當信任與依賴，但是在這些女性領導的小組中，同組的

男同學卻一致地表現出對女性「不信賴」的心態，懷疑她們的能力。更令

人吃驚的是，這些女學生有不少是班上功課不錯的女生，甚至是所謂的數

學、理化高手，熟料即使男學生承認這些女學生的確是「數學天才」、「理

化高手」，卻不認為她們就具備有科技能力。一些研究指出女性之所以排

斥科技，有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科技帶有「數學」、「科學」等所謂男性科目

的色彩，而讓她們望之卻步，但是我卻發現，即便在數學、理化等科目有

好成績的女學生，她們還是覺得對科技沒輒，而且男學生對她們的科技能

力也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而反觀許多表現積極的男學生都自承自己的功課

（尤其強調數理方面）不是很好，「男生也有數理好的，不過不在我們這

幾組。」（阿偉訪談 2001/04/20），但是就算他們功課不好，數理能力沒有

那麼強，他們的科技能力卻不會因此而被自己或他人否定。「像阿堂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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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好，但這方面就還不錯。」（淇淇 2001/04/13）。可見在科技領域，

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是更加嚴重的。 

正因為對女生科技能力的質疑，男學生就不願意接受她們的領導，與

之合作，而想自己發展自己的想法。因此當女學生抱怨著男同學不幫忙、

很混的同時，在男學生心中卻認為：「我不是不幫忙，是我不信服妳！」。

像阿偉就曾提及，他覺得自己的意見比較好，女生的想法根本就行不通，

但是她們偏偏講又講不聽，阿堂也同樣附和阿偉的說法，如果女生不接受

他們的意見，就乾脆「拆夥」，自己做自己的。 

 

阿偉：就是因為女生她們不讓我加入一起做啊，我就只好自己做

啊。然後我說什麼給她們意見，她們不聽啊。她們沒有叫

我不要做啊，不過我給她們的意見她們不想要聽。 

阿堂：對嘛，女生都嘛這樣子好不好。我給她們意見她們也是說

什麼……（不接受） 

阿偉：全部都說不好。（阿偉、阿堂訪談 2001/04/20） 

 

在媜媜、欣欣這一組也發生過這樣的情形，他們在一開始做的時候就

男生、女生各分一堆，各做一台，原因是因為雙方意見不和，男生覺得女

生的做法會有問題，一定會失敗，所以另外自己做。 

 

Q：為什麼你們這組要分男生女生做？就是各做一台？ 

欣欣：「因為就起內訌。……之前我們也是要一起做啊，可是後

來我們做第一架之後，男生就有意見啊，所以後來就乾脆

分開來做。」 

媜媜：「之前是一起做，後來才分開啊，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嗯，

反正跟他們構想不一樣，那我們就乾脆分做兩架。」 

欣欣：「就是男生覺得我們做的不好，他覺得我們做的有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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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失敗，不會成功，所以他就覺得他要另外自己做。」 

媜媜：「他覺得展弦比怪怪的嘛，可是我們覺得已經弄好了啊。」 

欣欣：「對啊，而且還要再割很麻煩。」（媜媜、祺雯訪談 

2001/04/26） 

 

對男學生而言，他們覺得女生的意見是有問題的，就像阿和認為女生

的做法是把機身前面全部都包起來，如此一來並沒有考量到之後的製作；

阿偉、阿宏、阿堂、阿洋等則認為女生只是照著書做，根本沒有用頭腦，

這樣根本行不通，效果也不好，還可能飛都飛不起來。 

 

阿堂：可是她們做的又不好，連這個（指副翼）都不能ㄠ。 

阿偉：有些女生她們做的都不好，對啊，她們都亂做一通，連飛

都飛不起來…….  

Q：為什麼你這樣覺得？ 

阿偉：因為每次都墜機，阿宏你說。 

阿宏：因為…因為她們是照那個，就是那個上網去印下來的那個

割的，然後他們印的是那個紙飛機的，然後用在滑翔機上

面，（阿堂：「那根本就飛不起來。」）對啊，飛不起來。（阿

堂、阿偉、阿宏訪談 2001/04/19） 

 

因此這些表面上並非由男性主導的小組，男學生其實還是相當有自我

主張的，他們會質疑女同學的想法，而如果自己的意見不被接受，就選擇

各做各的。相對地，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小組中，因為出意見的是男生，女

學生只是照著做，很少有意見，所以並沒有這樣的爭議。不過一旦女學生

比較有自己的意見時，也就是在女生領導或是女生比較積極參與的小組

中，女性的科技能力受到質疑的情形，就變得非常明顯，就算後來女生照

著原先的想法與計畫，自己「自立自強」把它做出來了，試飛成果也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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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男生也會覺得她們做的不好，至少效果沒有預計的那麼好。 

 

阿偉：我們那組的女生就是做的不好啊。……她們就是做出來的

成品沒有預計那麼好，就是減一級就對了。 

阿洋：就是他們會照那個模型做。 

阿偉：她們「只會」照著那個模型做，只會呆呆的照著書上做，

而且也沒辦法做的像書上哪麼好。不是用頭腦想，做出來

的東西就不會很好，沒有創意的意思。（阿偉、阿洋訪談 

2001/04/19） 

 

此處男學生對女同學的不服氣、不信任可謂昭然若揭！不過，不僅僅

男學生有這樣的心態，其實女學生在潛意識裡，對自己的科技能力也不見

得有信心，所以在她們內心深處還是希望能夠跟比較厲害的男生同組，而

且偶爾在言談中仍不經意流露出，對男同學擁有優秀的科技能力的佩服。

像翎翎就曾經稱讚阿宥、阿軍那一組的作品做的非常好，而望著自己的滑

翔機嘆氣。淇淇也提到，她們原本做的飛機飛的並不好，結果經過阿堂的

調整，就飛得「超遠」，這讓她覺得阿堂很厲害，而當淇淇提到這個例子

時，其他在場的女學生也紛紛表示贊同，因為蕭蕭曾在課堂上向我表示她

們女生都不會射，也不大會調整，只好全靠男同學的幫忙，因此這個話題

引起了共鳴，一時間她們嘰嘰喳喳地討論起做得不錯的男同學。 

 

翎翎：他（阿堂）有幫我們調整那個，試飛的時候幫我們調整重

心，然後就可以飛了。 

淇淇：像我們昨天射飛機很爛，然後給他一調，然後一射就可以

射很遠，我覺得他很厲害。 

瑜瑜：還有阿亨也是，他昨天射超遠的。 

淇淇：還做小飛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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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嘰嘰喳喳討論起來）（瑜瑜 翎翎 淇淇 2001/04/13） 

 

就像前面所舉的例子，女學生即使功課好，數理能力受到肯定，她們

仍可能被認為「天生腦力有缺陷」而「科技能力較差」，因此一遇到雙方

想法不合，男學生很少認同女學生的意見，反而覺得她們的方法不可行、

比較不好，甚至有的學生還認為女生「腦力不平衡」（阿偉 2001/04/19），

她們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才能與天分，「這是我們男生的天分，她們沒有。」

（阿國 2001/04/19），做出來的成品自然不是很好，在這種情況下，無法令

人信服，所以若女生不接受他們的意見，就常常以拆夥的方式各自進行。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如「女性不適合科技」、「女性較不具科技能力」等刻

板印象，仍深深烙印在學生心中，這種刻板印象使得女學生的科技能力受

到質疑甚至貶抑，即使她們是功課好的「資優生」，即使後來她們的作品

也做得很好，還是不受到信任。 

 

（三） 衝突之後的成長契機 

因為沒有「厲害」的男生可以協助她們，這些女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

中都必須靠自己，所以她們從一開始就非常積極的找資料，在製作的過程

中從設計到切、割、黏都一手包辦，當然在過程中她們也曾遭遇許多困難，

像是對課程內容的不了解、對滑翔機的陌生、對工具操作的不熟練等，但

是她們都一一克服，最後還做出了不錯的成品。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學到

了很多東西，並藉此培養自己的能力。因此容容她們就提到，雖然心中難

免因為沒有跟比較厲害的男生同組而覺得遺憾，但如果真的和比較厲害的

男生一組，反而會覺得自己很無能，其他人也認為還是不要全部都靠男

生，適中就好了。 

 

容容：如果他們太過於幫忙，會覺得自己很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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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萱：對啊，適中就好了。（此時其他女生點頭表贊同） 

（容容 萱萱 2001/04/13） 

 

因此對這些女學生而言，透過製作滑翔機的成功經驗，讓她們對自己

的科技能力有了新的評價，讓她們相信，女性也具有科技潛能。雖然一開

始覺得對滑翔機的一切都陌生而困難，而且其他男生也幾乎不幫忙，使她

們處於孤立無援的處境，但是也正因為如此而促使她們「自立自強」，不

一昧地倚賴男生，自己找資料解答、動手嘗試製作，反而有了挑戰傳統刻

板印象與證明自己能力的機會。 

 

像雯雯與雅雅就是最好的例子。之前他們在課堂中的表現可以說相當

不投入，常常發呆、做自己的事，除非同組的同學指派工作給她們，她們

才「聽命行事」，一方面是因為她們那一組是屬於男生相當強勢的小組，

一方面也因為她們覺得自己對科技方面並沒有太大的興趣與能力，而不是

很積極參與。後來因為有一次雅雅不小心弄壞男生做的滑翔機，被大聲指

責，雯雯看不過去，連帶地引發一個相當大的衝突，導致她們兩個不願意

再像從前一樣，聽從男生的「指揮」，自己開始嘗試著做，不會的就請教

其他組的女生，沒想到後來竟然真的考自己完成了一架飛機，而且還飛得

不錯。這對她們來說，可說是莫大的鼓舞，讓她們漸漸產生信心，甚至開

始對科技感到興趣！ 

 

後來我們就自己做了一架……（不會的）有去問第六組的女生，

她們有教我們……嗯，會比較有信心啦！（雅雅 2001/04/20） 

 

我們做的也飛的不錯耶，昨天有試飛啊。（雯雯 2001/04/20） 

（Q：這次你自己做成功了，會不會讓你有信心？或者對科技比

較有興趣？）當然會啊，下次也會想試試看。（雅雅 2001/04/20） 



國中學生生活科技課程經驗之性別分析 

 128

Waeford(1997)從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性別特質是被建構出來

的，所以女性學習科技有助於擺脫傳統對「女性特質」（不適合科技）的

刻板印象。因此女學生在製作滑翔機上獲得成功經驗的肯定，讓她們不認

同傳統「女性缺乏科技能力」的觀念，而覺得女生也可以在科技方面有好

的表現，甚至不輸給男生。「我不相信。」（容容 2001/04/13）、「我也覺得

不會…不一定男生就會比女生好。」（瑜瑜 2001/04/13）。特別是當同組的

女生也很厲害時，她們更是以此作為反駁傳統對女性不利說法的證據。像

宣宣就提到因為男生不幫忙，所以工作幾乎都落到組長蕭蕭頭上，但是因

為她一個人就可以做好多架滑翔機，這點連男生都望塵莫及。「蕭蕭她做

得也很好」宣宣說：「不一定男生科技方面一定會很好啊，像女生啊，像

她上一次帶五架過來，就被嚇到了，因為光她一個人就可以把五架做出

來，把我們那組男生幹掉。」（宣宣 2001/04/13），容容也贊同宣宣的看

法：「我也覺得應該不會吧，因為我們那一組，像蕭蕭就做的很好，我們

那組男生就沒什麼貢獻。」（容容 2001/04/13）。 

 

從這些表現得特別好的女生身上，同組的其他女學生不但可以跟她們

學習，而且就像是「楷模」一樣，更堅定了「女性的科技能力並不輸給男

生」的信念，也讓她們相信，女生絕對可以在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以前的人就覺得像男生那種科技很厲害，可是現在我覺得女生也

不錯啊，對啊。所以像我如果跟比較厲害的人分到一組啊，然後

我不會就可以跟她們學……然後現在一組有她們很厲害，所以就

可以跟她們一起學。（淇淇 2001/04/13） 

 

雖然沒有厲害的男同學可以從旁協助，加上因為雙方意見不合及男生

不信任女同學，與她們拆夥，使得小組成員無法好好合作，各做各的滑翔

機，看起來似乎這種小組合作方式讓女學生受盡了挫折，但卻也因此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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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獲得自立自強的機會，並進而靠自己的能力而得到了成功經驗。透過

這樣的成功經驗，開啟了女學生觀念轉換與成長的契機。雖然在潛意識中

她們仍抱持著一些刻板印象，而對自己的科技能力感到懷疑，但至少讓她

們開始重新思考，不再只是一味地想要依賴男生，並且漸漸地建立信心。

也就是說，透過這樣接觸科技的機會（而且是成功的正面經驗），可以讓

女性彰權益能（empower）去顛覆傳統的刻板印象，並且證實科技能力並

非是男性的專利。「性別」與「科技」都不是（也不應該是）靜止或預存

的概念，而應被視為社會建構下的產物，其內涵不是既定的，而是能夠被

不斷地協商與再賦予定義（Wakeford, 199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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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天生好手？ 
 

在前面兩節中，我分別探討了學生對課程的看法及潛在課程對其學習

的影響，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在「男性天生擅長科技」迷思的隱隱作祟

之下，無論是學生對自己所學的觀點或是學習過程中的人際互動，都出現

對女性較為不利的情形，也導致性別刻板印象左右了學生課程經驗的形

成，包括他們自己對課程內容、教法的觀感，以及教室中人際互動的權力

分配。 

但是，科技果真是男性的天下？男學生果真比女學生較有科技天賦？

這不僅僅是我的疑問，也是近年來女性主義學者紛紛質疑的論點。學者指

出，男性之所以有較佳的科技能力，是因為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有較多的

相關經驗。在這一節中，我將從學生接觸科技的經驗，來探討他們對科技

的看法，並進而論述個體所抱持的觀點對他們學習科技的影響性。 

 

壹、科技經驗的差異 

 

一、 不同的經驗值 

談到機器、工具的使用經驗，大部分的男學生皆表示或多或少有所接

觸，像阿軍、阿宥就紛紛表示因為父親職業的關係，讓他們平常就有機會

去操作工具或接觸機器。 

 

常常接觸啊，也試過把東西拆開來看看，可是裝回去就不太一樣

了。（阿輝訪談 2001/03/22） 

 

我的話嘛，電子產品我是常用，不過我比較，就是說習慣東西壞

掉，電子產品壞掉我會把它拆開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對啊，



國中學生生活科技課程經驗之性別分析 

 131 

就是壞掉了就把它拆開來看看，我不是很會修理啦，就是看裡面

的構造，然後會弄一些東西這樣。比如說，像一卷不要的錄音帶

嘛，一般錄音帶要有下面整個都平的才有辦法錄，我就把錄音帶

下面用膠帶貼起來，就可以又錄音了，就是可以再利用。可能是

我有破壞狂吧！（阿軍訪談 2001/03/08） 

 

我有用過機器，不過不是學校裡的，我用我們家自己的。……有

時候我會去我爸的工地，像釘槍那些，有時候我會幫我爸用。（阿

軍訪談 2001/03/08） 

 

我不會害怕使用機器，因為小時候就常常碰到一些機器。就是我

爸公司他們有進一些機器，就是比較…的機器，所以小時候就比

較不會怕。（阿宥訪談 2001/03/08） 

 

男學生除了有較多的機會接觸之外，他們對於操作機器設備的態度也

顯得相當積極，不但不會畏懼機器，還覺得相當好奇，因此他們表示若有

機會都想嘗試操作。 

 

我也覺得很想要去嘗試看看，因為以前都沒有碰過這一類的東

西，以前很少有使用工具的經驗，所以很好奇。（阿宥訪談 

2001/03/08） 

 

在一次課堂觀察時，教室後面的桌子上放置一把手搖鑽，或許是學生

們沒有見過吧，有好幾位學生不時過來把弄、端詳，甚至向在一旁觀察的

我詢問此為何物。這把手搖鑽並非該堂課上所需要用到的工具，所以學生

純粹是因為好奇才注意到它，而有趣的是，這些學生清一色是男學生！ 

從心理學的角度觀之，人們往往會對其有興趣或感到有趣的的事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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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較高的注意力，而在這個課堂上的偶發事件中，我發現甚至在同樣的學

習環境下，這種想要「嘗試看看」的心態，使男學生樂於親近機器、工具

等科技產物，讓他們主動爭取更多接觸的機會。而女學生的反應為何呢？

不同於男學生的躍躍欲試，她們對於操作機器的態度明顯得顯得趨於保

守，不但擔心自己無法操控得當，甚至明白地表露其戒慎恐懼的心理。 

 

如果是學校的話會蠻怕的吧，因為感覺很舊，又蠻大的。就是說，

會蠻想嘗試的，但是怕說用不來。（莉莉訪談 2001/03/08） 

 

我也會害怕操作機器。（柔柔訪談 2001/03/09） 

 

如果要操作機器，我覺得好恐怖！我怕弄到自己的手，然後怕把

它弄壞。（媛媛訪談 2001/03/09） 

 

而另一方面，過去科技操弄經驗上的不足，也使得女學生在工具的操

作上，顯得較無概念。例如萱萱和淇淇就提到，製作滑翔機時，要切割珍

珠板，而她們因為過去沒有操作過，所以做起來不太順手，也不曉得要運

用尺輔佐，做為裁切的基準，所以不但操作的效率不佳，連形狀也割得亂

七八糟的。 

  

還是會有很辛苦的地方，比方說像割珍珠板，因為轉彎的地方會

割得很爛，就是操作不太順手，因為我們沒割過那種東西。（萱

萱 2001/04/13） 

 

淇淇：那個生活科技老師還說什麼割得像狗啃得一樣，對啊，他

那樣說我。 

萱萱：我們也是啊。 

淇淇：因為我沒有用尺割有沒有，然後就自己按照那個直接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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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然後才發現要用尺，老師就罵我說割得像狗啃的一樣，

後來就重新割。（淇淇 萱萱 2001/04/13） 

 

其實不只淇淇、萱萱她們有這樣的毛病，其他女學生也都經歷了這樣

「嘗試錯誤」的過程，但是同樣的操作問題，卻幾乎不曾出現在男學生身

上，當我觀察學生們操作這些裁切動作時，就很明顯地看到這樣的差異。

雖然老師沒有特別叮嚀，但是男學生在切割珍珠板時都會借用長尺輔助，

只有少數幾個為了製作特殊弧形才順手裁切，但動作也都相當流暢，切面

平滑，像阿偉就在短短時間內做了好幾個圓弧狀的機翼，甚至表示：「我

十五分鐘就可以做好一台（滑翔機）了。」（阿偉 教室觀察札記）。女學

生大多將操作的不順手歸因為過去經驗的缺乏，甚至在調整覆議以增強滑

翔翼的飛行效能時，也有部分女學生表示，同組的男同學因為過去相關經

驗豐富，所以對此比較在行。 

 

阿崧：阿濂他最會！他經驗比較多！ 

阿濂：自然反應啊，就想想看為什麼會飛壞，再調一調就好

了。……之前就知道怎麼調了，因為就自己想，在家太無

聊，以前有一段時間喜歡玩飛機，就沒事亂想，想一想就

會了。（阿崧 阿濂訪談 2001/05/17） 

 

許多研究（如 Smail & Kelly, 1984; Whyte, 1985）指出，兒童的遊戲內

容與方式，會影響他們日後的發展，如男童常被鼓勵從事操作性的遊戲、

操弄機械式的玩具，甚至拆解、組合零件等，Murphy（1989）也指出，男

孩子過去的這些經驗將助長他們的機械、空間能力，而這些是他們日後發

展其數理、科技能力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的女學生在談及過去使用科技產

品或操弄機械式玩具的經驗時，都表示很少接觸，姑且不論是因為接觸機

會不多而導致女學生對操作的陌生，還是反過來是因為害怕而導致她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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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接觸的熱誠，可以確定的是，女學生大多對操作有著莫名的恐懼！在觀

察學生操作的過程中，就出現過數次女學生邊操作邊尖叫的情景。因為接

觸的心態不同，導致男女學生在接觸科技產品時擁有不同的科技經驗，這

種現象與前面的章節中已討論過的情形，彷彿如出一轍！這讓我不禁思考

著，即使男女學生在學習科技課程之前，他們接觸科技的先備經驗上，就

已經有差異存在，但這種經驗的差異並不會僅止於日常生活中，反而會干

預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在科技教育中若沒有考量這一環節，而將男女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表現視作天生的差異，將使得性別之間的鴻溝再次透過學

習的機制而擴大！ 

 

二、兩種精通方式 

或許有人會質疑，在科技快速發展的 e世代中，生活周遭已充斥著各

式各樣的科技產品，不論男女，接觸科技的機會根本不虞匱乏。甚至在日

益發達的資訊科技中，有些論述也認為，電腦操作較無勞力方面的限制，

而呈顯較為「中性」的表徵，因而對女性的參與抱持樂觀的想法，冀望藉

由電腦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化，女性投入科技領域的比率能大幅提昇，打破

科技為男性領域的迷思。既是如此，又何來科技經驗的差異？就算過去真

有差異存在，也將隨著電腦的逐漸縮小。 

事實上，一和學生聊到「科技」話題，他們幾乎都異口同聲地提到「電

腦」，似乎在他們的認知中，「科技」與「電腦」幾乎是劃上等號的。而相

較於其他科技產品的使用與操作，在電腦方面，無論男女生使用的頻率都

相當高，而且也對學習電腦抱持著濃厚的興趣。表面上看起來，電腦與網

際網路的盛行似乎逐漸打破性別的藩籬！但是，資訊科技果真是性別平等

的淨土？似乎不能輕率的下結論。若摒除接觸頻率的比較，而進一步去探

究他們使用電腦的用途，及他們對電腦的看法，其實透露著許多弔詭的線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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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電腦，男學生則幾乎清一色地表示對玩電腦遊戲的喜愛，像阿

濂一聊到這個話題就連珠砲的舉例：「科技產品？computer、computer 

games、internet…」（阿濂訪談 2001/03/09），一股腦地列出他常進行的

電腦活動，但阿濂並非一個特例，幾乎所有男學生對電腦的狂熱，都來自

對電腦遊戲的喜愛。  

 

我喜歡玩電玩，用電腦或是PS都有，以前沒有PS。玩的遊戲哦，

像RPG啊、格鬥，各種都玩。（阿宥訪談 2001/03/08） 

 

我上網都聊天，跟網友聊天，或是收發e-mail，……然後也會去

玩遊戲，上網玩或是買一些軟體都有，因為有些遊戲外面也會有

附上網的那個。（阿哲訪談 2001/03/09） 

 

我超愛電玩的！我都玩PS，射擊類的、即時戰略、模擬…差不多

全玩了。（阿濂訪談 2001/03/09） 

 

女學生則多以網路應用及文書處理為主，如打字、瀏覽網頁、收發電

子郵件等，很少接觸電腦遊戲，甚至指稱「那是男生的活動」。 

 

我有空的時候會玩（上網），就是開信箱，收信啊，就是跟朋友

聯絡。（Q：會不會去參觀網頁？）有的時候會……哪一類的？應

該都有吧，像漫畫啊、影劇新聞啊…，很多都會去看啦。（蕙蕙

訪談 2001/03/08） 

 

嗯，幫我阿姨打那個功課，我只有偶爾打打字，我不常上網。（雲

雲訪談  2001/03/08） 

 

我會上網去亂逛，看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逛什麼？就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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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比較常逛的是漫畫的，我喜歡看漫畫。（莉莉訪談 

2001/03/08） 

 

平常就上網、聊天，傳e-mail，偶爾也會上網玩遊戲啦。（Q：

玩哪一類的遊戲？）我們女生都是比較隨便，都可以玩，只要好

玩就行了。（媛媛訪談 2001/03/09） 

 

查資料、玩電腦，通常都要用到電腦。……那玩電動是他們男生。

（瑜瑜 2001/03/16） 

 

男學生為了玩電腦遊戲，會主動去學習很多電腦技巧，對電腦遊戲的

熱愛，為他們提供了強烈學習動機，讓男學生不但樂於接觸電腦，在使用

的過程中，經過不斷的摸索，操作經驗自然日積月累，無形中增加不少電

腦知能。像阿禾就反駁欣欣電腦只要有裝防毒軟體就不會中毒的錯誤觀

念，認為她一定不常玩電動，否則就會知道防毒軟體的更新常常比不上新

病毒的增加。 

 

欣欣：沒有，因為有那個自動掃毒程式啊。 

阿禾：她這個一定不常玩。我家也有啊，可是每次玩電動啊玩什

麼，那個（指掃毒程式）沒有用，真的沒有用。像我家也

有啊，他每個月會定期增加那個病毒的防護程式，可是還

是會有病毒跑進來。很多啊，有些變態還發明什麼Taiwan 

No 1，那中的人就掛了。（阿禾 欣欣訪談 2001/03/29） 

 

誠如莊道明（2000：26）的研究指出，男性在使用電腦、網路的各種

功能上，較女性廣泛，特別在獲取電腦軟體與善用電腦軟體的功用上，明

顯比女性活躍，這主要是由於兩性對科技所持的看法與態度不同所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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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了使用者的學習動機。電腦就像是這群小男孩最鍾愛的玩伴，因此再

怎麼摸索都覺樂趣無窮；但對女同學而言，她們不似男同學將電腦視為「玩

伴」的角色，而對於科技產品僅限於抱持著一種「使用者」的心態，只是

增加生活的便利性而已，至於它其中的構造、原理如何，較不會主動去瞭

解。 

 

科技產品哦，其實我覺得我們常碰科技產品，……平常只是去使

用它而已，不會想要瞭解它的原理構造。（雯雯訪談 2001/03/22） 

 

我不會想特別去瞭解，只要可以使用就好了，至於它原理是怎

樣，構造怎樣，就算知道的話也沒有什麼差別啊。（欣欣訪談 

2001/03/29） 

 

淇淇：科技…使用它就好。 

瑜瑜：使用它就好。 

容容：使用它就好，沒有它不能活。 

萱萱：也可以這麼說，不然就回到山頂洞人的時代。（淇淇 容容 

萱萱訪談 2001/04/13） 

 

當然女學生之所以較不接觸電腦遊戲有許多因素，如遊戲類型選擇上

的有限性（因多數遊戲為打鬥戰略類型，許多女學生並非很感興趣）等，

然而男女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差異，不僅僅只是使用上的不同，事實上其中

還隱含著他們如何看待「科技」，即學生們對科技的定位。 

Turkle（1984）從個人心理層面進行分析，認為男性對於電腦這類科

技產品抱持著高度「興趣」，有較高的動機去研究它，學習相關知識，但

是對女性而言，她們通常是因為「實用」的目的而接近科技產品，因此對

科技產品的使用僅限於完成工作需求即可，甚至如果當這些科技裝置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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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或最方便的方式時，女性使用者較容易選擇放棄。也就是說，男女

性在面對科技的態度不盡相同，而女性面對科技的消極性，也使她們較少

從科技產品中，再去挖掘其他功能。 

 

女性視電腦為工具，以「使用者」自居的操作心態，使她們對其構造

與運作原理沒有很大的興趣，這當然也反映在電腦故障的處理上。對她們

而言，電腦只是增進工作效率的「工具」，至於它的構造如何？如何組成？

就像是個完全不可知的可怕黑箱，只能趕快求救！ 

 

雲雲：而且它看起來很難啊，好像碰一碰就…，如果再更壞怎辦？ 

莉莉：我也是覺得很難。……很複雜吧，也不常碰，所以就覺得

難，也不會想要去碰它。（雲雲 莉莉訪談 2001/03/30） 

 

遇到電腦問題，我就直接關機！（笑）沒有啦！就是以前比較笨，

現在會打電話求救，叫人家來，不敢自己弄，爆掉怎麼辦？……

我怕壞掉啊，就找我爸來看。（柔柔訪談 2001/03/09） 

 

我想說反正壞了就丟給我爸修就好了啊。因為不常碰它，所以不

會想去瞭解為什麼壞的啊，怎麼修啊。而且怕被罵，所以想趕快

跑，跑到房間，假裝讀書。（雲雲訪談 2001/03/30） 

 

遇到電腦有問題的時候，就找別人啊，找我爸！（笙笙訪談 

2001/03/09） 

 

喜歡玩電腦不會比較有興趣去瞭解！就只是喜歡玩那個軟體、遊

戲。如果是簡單的會自己去修，像電腦不能開，那就要找有什麼

原因，為什麼會這樣，可能去看一下插頭可能沒插好，或是怎樣，

可是如果真沒辦法，就只好找我哥修。我哥他對電腦，因為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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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學那個有關電腦方面的，所以他對那個比較厲害。（萱萱 

2001/04/13） 

 

有趣的是，女學生們表示，就算找別人幫忙修理、解決故障問題時，

她們也不會在一旁觀摩學習，一方面沒有興趣，再者，硬體設施對一個「使

用者」來說，恐怕也不是學習的重點。 

 

有啊，就叫我爸來用（修理）。（Q：那你會在旁邊看嗎？）不會！

躲都來不及！（雲雲訪談 2001/03/08） 

 

Q：那他在幫他修的時候，你會不會在旁邊看？ 

萱萱：不會！ 

容容：修好再去！ 

萱萱：對！因為我對他裡面那個，就是要修的地方，不會有興趣，

所以就不會想去多看。 

Q：為什麼說沒有興趣？ 

萱萱：可能是沒有那方面的那個（需求）吧，而且可能我現在還

沒有說想要學什麼吧，所以就不會去看。 

容容：我也是對新的軟體比較有興趣，像電腦內部啊，看了就不

想碰。（萱萱、容容訪談 2001/04/13） 

 

男學生則對電腦硬體與其運作方式有著濃厚的興趣，不但平時會試著

「解剖」它，一窺其內部構造的奧妙，一旦遇到電腦故障的情形，也會先

設法自己解決，甚至樂在其中，東拼西湊也樂趣無窮。 

 

遇到電腦的問題時，我會自己解決，小case！我會自己修理！

（阿濂訪談 200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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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禾：我會把電腦解剖來看看。 

媜媜：弄壞怎麼辦？好幾萬耶。 

阿禾：裝得回去好不好？我有試過把它拆開來，那很簡單好不

好！……我平常比較喜歡看硬體，因為硬體以後你要買東

西裝的話，不了解的話，以後都要找人家帶你去買。（媜

媜 阿禾訪談 2001/03/29） 

 

因此男女學生使用方式與操作心態的不同，在他們處理電腦問題的態

度上更凸顯出這樣的差異！Turkle(1984)認為，精通電腦的形式可分為兩

種，分別為硬性精通（hard mastery）與軟性精通（soft mastery）。這兩種不

同的精通方式的差別在於，雖然使用者皆能精通電腦，但是他們卻有不同

的作法，而這種差異則源自於使用者所抱持的世界觀的不同。Turkle更進

一步從性別角度來分析，認為有較多的女孩傾向為軟性精通者，而硬性精

通者則幾乎皆為男性。所謂硬性精通者將世界視為一種可駕馭的東西，因

此他們會強調以控制、操作等方式來參與電腦活動，所以男學生會試圖拆

解電腦零件，嘗試改寫程式來命令電腦的運作。 

 

有點像…喜歡破壞吧，因為很好奇啊，想看看他裡面為什麼可以

這樣運作？為什麼那麼神？什麼人家說電腦可能比我們人腦強

對不對？就會想說他這裡面怎麼用的？然後就會把它拆開看裡

面是什麼構造。（阿禾訪談 2001/04/26） 

 

而軟性精通者則認為世界並非一種能直接控制的東西，而必須與之協

調，因此這類使用者則著重在過程中學習如何磋商、妥協與同情。正如大

多數女學生所表示的，他們最喜歡也最常從事的電腦活動為上網，而上網

的目的最主要為聊天、與朋友收發電子郵件，即使是使用冷冰冰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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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忘強調與發揮其中人際互動的部分！ 

 

男女學生處理電腦問題方式的差異，最主要是反映了他們的使用態

度，而這種態度其實決定了電腦使用者對這機器的看法，也正呼應了之前

所討論的「硬/軟性精通者」的分類，林宇玲（1999）便指出個人使用科技

的方式，其實也是一種性別認同的實踐。另外，當電腦故障或運作不正常

時，女學生的第一個反應是尋求他人的協助，而較少自己嘗試處理，而這

個他人，往往是「男性」，這其中也呈現出「男性為問題解決者」的訊息，

這種強者形象正是過去「科技為男性文化的產物」等意識型態何以固若金

湯的原因之一！ 

 

不論是資訊科技、電腦網路本身的近用（access）情形或社群文化，

大體上仍符合女性主義對科技的批判，而女性使用者無論是在技術學習、

設備的取得、網路互動文化的適應各方面，都處於弱勢的地位，因此，雖

然愈來愈多的女性也樂於使用、學習電腦，但這並不代表這其中沒有性別

問題的存在。若不正視電腦所隱藏的性別問題，而天真的以為在 e時代中

「科技是中立的」、「女性已走入科技場域」，那麼隨著社會對資訊科技的

益發倚重，過去所存在的性別差異與歧視的問題將繼續擴大與加深。 

 

貳、科技的男性標籤 

在本研究中，我分別從外顯課程經驗及潛在課程經驗來探討學生學習

科技的情形，而這兩個向度斂聚而成的，我認為呈顯出一個基本的課題，

即學生如何看待這個課程。文化研究者強調一個文本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實

現（realize）方法，沒有一種讀法可以窮盡其潛在的意涵，因為每一個讀

者會用各自的方法來填補文本與個人解讀、體驗之間的落差（張盈 ，2001：

49）。廣義而言，課程的運作也可以算是一種文本，而學生對課程的理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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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擬為讀者對文本的解讀，因此每一個學生看待科技的方式，將影響他

們對科技課程的詮釋與學習。 

當然課程運作的過程中，各種因素都可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包括前

述教師和學生之間互動的社會關係，及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等，都對學生

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但對課程的好惡可以說是最基本的價值選擇關卡，

決定了學生們對該科目的學習心態。 

如果從性別比率上來比較，對生活科技課程抱持著積極的正面評價

者，似乎明顯的男生高過女生。這和一般印象中，女性較排斥、較不擅長

科技的印象似乎不謀而合。不僅僅學生對生活科技課程的態度及操作方面

的興趣有性別差異的情形存在，如果我們進一步探求原因時，更可以發

現，即使同樣都表示不喜歡生活科技課程，男女學生所持的理由卻有很大

的不同。 

女學生談到對生活科技的態度時，常常是一臉興致缺缺的樣子，像柔

柔就曾經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好像沒有什麼興趣。……興趣不需要理由

吧，就沒興趣吧，對生活科技這一科沒興趣。」（柔柔訪談 2001/03/09）。

其他女學生也表示，不喜歡上生活科技課，對它沒有興趣，所以即使對這

個科目的用途與意義有正面的認知，知道可以學到很多有意義的知識，也

不想去瞭解，更遑論進一步去探索更多相關的科技知識。 

 

我根本就沒有在聽，我對這個（科目）根本就沒有興趣。 

（柔柔訪談 2001/03/09） 

 

我根本沒有興趣，也不想瞭解。（媛媛訪談 200/03/09） 

 

我覺得我對生活科技真的…嗯，我蠻喜歡的，但是可能是我興趣

的關係，所以我覺得我對生活科技真的……，可是我覺得生活科

技課蠻好的，但是可能是我興趣的關係，我覺得對生活科技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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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我可能不太感興趣。反正就是覺得說，……其實我覺得蠻好

的，然後就覺得說，但是就是……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文

文訪談 2001/03/22） 

 

從文文忐忑的話語中，其實透露出許多女學生對學習科技科目的矛盾

心態：雖然明知這個科目很有意義，所學的知識也相當實用，更明瞭學習

科技方能跟上時代趨勢，但是，「自認為沒有興趣」的心態卻讓她們在接

觸科技時缺乏學習動機。從女學生的反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單就

「生活科技」這一科目而言，或是泛指學習「科技」，她們傾向於將排斥

的原因歸諸於自己的興趣，甚至認為是自己「不適合」，本身能力不足的

原因。 

 

我覺得不太適合我吧，因為我覺得，嗯，我比較沒有能力作這

種……我覺得不大懂啦，平常也很少接觸。（雅雅訪談 

2001/03/22） 

 

雖然也有些男學生表示不喜歡生活科技課程，但就整體比例上來說比

女學生少很多，而且他們所持的理由也和女學生有很大的不同。男學生若

談到不喜歡生活科技課程的原因時，並不會認為是自己的興趣不合，更不

會視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把它歸諸於一些外在因素，像是覺得課程內容很

無聊、不喜歡老師的教法、或是覺得老師很兇、會打人等等。 

 

我也不怎麼喜歡上生活科技課，都在寫字啊，我覺得沒有任何幫

助。（阿松訪談 2001/03/09） 

 

嗯，我不喜歡，那個生活科技的內容很無聊……老師都不理我，

我問他他都不理我。（阿堂訪談 20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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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歡！聽不懂他（老師）又罵我，做不出來他（老師）又搓我，…

不太喜歡上這個課啦，因為會被老師搓。（阿國訪談 2001/03/16） 

 

Weiner的歸因理論指出，從瞭解學生對自己學習成敗的歸因傾向，可

以預測他們此後的學習動機，而比較兩性歸因方式的差異，似乎隱隱反映

出男女學生如何看待自己所具備的科技能力。男學生即使不喜歡科技的相

關課程，卻不會否定自己學習科技的潛力，而是歸諸於其他的外在因素，

這樣一來，只要那些讓他們不喜歡的因素改變或消失，他們就可能改變態

度，轉而積極投入學習；相反的，女學生卻完全否定自己學習科技的潛力，

訴諸於興趣或個人能力，一味消極的排斥，掩埋了轉化的可能！ 

從歸因方式對學習動機的影響，可看出學生自我概念在學習過程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建構主義所強調的精神，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並非

照單全收，而是擁有將所知覺的事物做主動的處理，個體會從自己先前既

有知識的角度來詮釋新經驗，因此即使擁有相同的感官經驗，不同的個體

所建構出來的知識都不大可能完全相同，Glasersfeld(1995)更認為個體知識

的發展將植基於及受限於先前的知識，使新事物的特徵符合或滿足先前經

驗的特徵，學生在學習情境中如何看待自己，是相當重要的！Gabriel與

Smithson（1992）也強調學習者自我建構的重要性，他們指出一般人常會

認為男性在數理、科技等科目表現較佳，而女生在讀寫方面較為出色，學

生也同樣持有這樣的想法（例如男孩傾向於認為閱讀等科目或學習活動較

適合女孩），個體既是知識的主動建構者，對於知識或認知對象就具有賦

予價值的主動性，可見知識是價值負載（value-ladden）的，因此有些研究

指出之所以在科目表現上產生性別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生帶著「這

科目不適合我」的既定觀念來看待某些科目，進而影響了他們學習的動機

與成效，一旦他們認為自己有成功的可能時，才會努力去嘗試與學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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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當學生們為科技貼上了男性標籤，女學生容易對學習科技感到焦

慮，而這焦慮感將影響到她們學習科技的信心，這或許可說明女孩為什麼

在遇到學習障礙時通常較容易放棄。 

從這角度來探討學生學習科技的情形及他們對科技的觀點，就可以發

現學生對生活科技課程的反應，並非只是智力、專長或興趣、性向那麼簡

單的問題，而是反映出他們眼中自己與「科技」的關係。正如楊文金（1998）

所指，學生的看法與心態一方面反應了個體對科技的認知程度，同時也表

達了自己與科技的「主觀」距離。就像柔柔一再強調的：「科技，對我好

遙遠，我根本沒興趣！（柔柔訪談 2001/03/09）」，當學生視自己與科技

之間有無法跨越的鴻溝時，自然對參與科技學習產生強烈的疏離感！ 

學生對科技的看法，雖然源自學生的自我概念，由他們自己建構而成

的，但是在建構的過程中，社會文化的影響不容小覷。正如學者（如Wertsch 

& Toma, 1995）從社會互動的觀點來解釋知識建構的過程，指出學生所建

構的文化現實，包括對自我的概念與社會角色的認同，皆是通過社會互動

而完成的。因此，學生的觀點其實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當大眾把科技視

為男性的天下，許多男、女學生都認為男性應在科技學科有較高的興趣與

較佳的表現，並將這種既定印象視作理所當然。 

 

潔潔：對啊。大部分蒐集模型的也大部分都是男生。 

欣欣：對啊，說到組裝啊什麼的，大部分也都是男生比較在行。 

欣欣：有啊，男生對這種工藝的比較在行。因為他們比較有機會

接觸，感覺上，他們對這個也比較有興趣……像我哥啊，

他對這方面就比較有興趣，我就覺得男生就是對工藝這方

面比較有興趣。（潔潔、欣欣訪談 2001/03/29） 

 

阿堂：對！女生她們四肢不發達，頭腦不運用。 

阿偉：沒錯！ 



國中學生生活科技課程經驗之性別分析 

 146

阿堂：而且男生有一方面比女生強，對啊，像做模型也比女生強。 

阿國：這是我們男生的天分，她們沒有。 

阿堂：這是腦力，她們腦力不平衡。她們只是家政強而已，科技

不強。（阿堂、阿偉、阿國訪談 2001/04/19） 

 

在一特定的文化系統內，一些基本的信念與價值模式，規範著人們的

行為與認知模式，而學生透過社會化的認知結構，社會與文化的脈絡將影

響學生對科技的學習，就像 Cobb（1995）所指出，學習既是自我組織的過

程，也是文化融入的過程。這從學生的訪談中我們也可以窺知，女學生對

「男性較擅長科技」這種社會價值的認同。 

 

笙笙：我認同女生在科技方面比較不好的說法！直覺吧，平常看

到的就是這樣。 

媛媛：我也是這樣覺得，可能是，刻板印象吧。而且目前，目前

作出來的真的是男生比我們好啊，所以就覺得這樣。 

柔柔：我覺得女生因為對這個沒有興趣，所以漸漸退化…所以就

變成男生比較好。（笙笙、媛媛、柔柔訪談 2001/03/17） 

 

類似的研究在數學、科學教育領域中也被提及，如 Hassard（1990）

指出一般對科學的刻板印象使導致女學生科學恐懼的主要根源；Fox、

Sjoberg（1993）則發現女學生對科學的興趣隨著年級升高而降低，主要原

因為女學生逐漸接收到女性不適合從事科學領域相關生涯的社會影響。諸

如此研究不外在提示著教育者社會文化脈絡對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進而

對他們學習所造成的可能干預。正如同 Ormrod（1995）、Morse（1997）

等學者所提醒的，性別與科技的研究應著重於既存的社會關係（特別是性

別關係）如何形成科技？而此關係又是如何被表現在科技之中（引自林宇

玲，2000：3）。因此隨著學習經驗的豐富，個人與科技或科技知識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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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科技」產生自己的詮釋，個體主動的自我詮釋不僅影響了他們所

持的科技觀點，也為後來的學習奠基，若學生抱持著「科技較適合男生學

習」、「科技課是屬於男生的科目」等想法，受到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為科技貼上男性標籤，並受限於此認知，影響自己對學習科技的自我認

知，甚至削弱他們繼續學習科技的動機，而阻礙了更進一步學習的可能

性，這將使女學生陷入相當不利的學習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