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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工程設計取向科技教育的理論基礎，建

構國中階段工程設計取向科技教育的教學策略、設計國中階

段工程設計取向的教材與教學活動，並實施教學實驗來驗證

其教學成效與學生反應。本章主要是根據實驗結果與文獻探

討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並作為日後國中生活科技教育開設

工程設計取向課程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實驗結果，主要可以歸納出以

下幾項結論： 

一、 國中工程設計取向科技教育之理念是因面臨未來新興

科技與工程的挑戰，工程教育不應只停留於大學階段，

應要往下紮根，在國中階段可經由工程與科技教育合作

來培養工程設計等工程基礎的概念。  

Dugger 曾於  1994 年對科技與工程做比較，發現工程與

科技在許多方面有相同的概念。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

（ ITEA）在 2000年公佈的科技素養標準（STL）便是與國際

工程學會（NAE）合作，將科技素養分成科技的本質、科技

與社會、設計、科技世界所需的能力及設計的世界五個領域

與二十項學習標準，其 中第九項學習標準為工程設計

（Engineering  Design），更明確指出工程設計便是工程的基

礎（ ITEA， 2000）。因此有更多工程學會如電子工程學會

（ Instit ute of Electrical and Engineers）、美國機械工程學會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等在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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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A年會上，組成科技與工程的工作坊和發表相關文章，工

程教育界人士認為科技教師是在 K-12 年級中教授有關工程

教育內容的最好人選（Starkweather， 2004）。美國陸續也有

許多州，如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 State）、紐澤西州（New 

Jersey State）、麻塞諸塞州（Massachusetts State）、紐約州（New 

York State）等州，將工程設計的概念開始納入中、小學科技

教育課程中，使學生對工程不再感到陌生，進而增進對工程

的興趣。 

 

二、 國中工程設計取向科技教育之教學策略乃為一系列的

教學步驟，在教學過程中應融合工程設計的基本概念。 

國中工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之教學步驟如下所示：  

（一） 確認工程問題需求；  

（二） 研究工程問題需求；  

（三） 發展可能工程解決方案；  

（四） 選擇最佳工程解決方案；  

（五） 製造最佳工程解決方案之原型；  

（六） 測試與評估最佳工程解決方案之原型；  

（七） 發表最佳工程解決方案；  

（八） 提出重新工程設計方案。  

在每項教學步驟中，教師需對學生強調工程問題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同時強調工程問題所需運用到的數學、科學等相

關知識。設計工程解決方案時需考量產品的成本、安全、品

質、人性化與功能等項目，並須多利用多媒體、文字、圖表

的溝通來描述工程設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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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中階段工程設計取向的科技教育教材與教學活動的

發展，應選擇日常生活上較易接觸的主題，同時教學活

動的設計可依循科技教育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來進行。 

工程較常發生於日常生活中，同時與社會有密切的關

係，在本研究中便參考科技教育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以「人

造彩虹－斜張橋」為教學活動主題，探討斜張橋的工程認知、

培養工程設計概念與社會的關係等，同時設計出工程設計取

向科技教育之教材與教學活動，並在教學過程發現學生高度

的學習興趣。 

 

四、 實施工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之學生其學習成效優於實

施問題解決取向教學策略之學生。 

由實驗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採用工程設計取向教學策

略教學後，將斜張橋工程認知之前測分數當成共變項，經統

計分析後，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產生顯著差異，同時後測的

斜張橋工程認知分數之平均數，也明顯高於控制組的學生。

因此研究假設一：實施「工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之實驗組

學生，其學習成效優於實施「問題解決取向教學策略」之控

制組學生，獲得驗證，亦即表示對國中學生而言，生活科技

課程中如有工程傾向的教材及教學活動時，建議採用工程設

計取向教學策略。  

 

五、 工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適用於不同性別學生的學習。 

實驗組男、女學生，經過實驗教學後，其後測斜張橋工

程認知分數之平均數明顯高於前測分數之平均數，以前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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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共變項，進行統計分析後，彼此間並無顯著差異。因此

假設二：實施「工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之實驗組不同性別

學生，學習成效沒有顯著差異，獲得驗證。亦即表示工程設

計取向教學策略不會因性別產生學習上的差異，可適用於不

同性別學生的學習。  

 

六、 學生對工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有良好的學習反應。 

經過實驗教學後，從學生的反應量表與開放性問題中可

得知，研究假設 (三 )實驗組學生對於實施「工程設計取向教學

策略」之反應屬於較正向的回應。同時從學生的建議與感想

中，依認知、技能與情意學習之分類，整理出學生對工程設

計取向教學策略與教學活動的反應，如下所示：  

（一） 認知方面：  

1. 藉由分組自行設計與製作，可以激發出許多不同

的創意。  

2. 斜張橋設計時，需具備比例計算能力、力學等概

念，如此便可運用其他領域所學的知識，進而達

到學以致用。  

3. 老師設計的教材內容豐富，可藉由了解橋梁的發

展、種類、結構等工程的知識。  

4. 教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很好，除了知道橋梁結構

等工程知識外，還可以知道橋梁與社會文化的關

係。  

5. 經由橋梁成品測試及修正，可以更加了解橋梁的

工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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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完這次課程，雖然跟生活科技課本內容不同，

但最大收穫是對工程不會感到那麼陌生。  

（二） 技能方面：  

1. 因為對斜張橋不太熟悉，因此除了老師設計的教

材外，還需蒐集相關資料及模型，如此可提升尋

找資料的能力。  

2. 教學活動生動有趣，藉由斜張橋製作可以學習正

確操作機具。  

3. 建議斜張橋成品之總長可以較短，如此所需的材

料經費便節省許多。  

4. 日常對斜張橋認識並不深入，導致製作時間較

長，因此建議延長製作時間。  

5. 建議生科教室可放置幾台可上網查詢的電腦，方

便蒐集相關資料之用。  

6. 建議增加教學設備，使每組有足夠的機具設備使

用。  

（三） 情意方面：  

1. 與同學討論學習單內容時，可學習如何表達自己

的想法。  

2. 以分組討論方式進行教學，可增進同學間互動的

機會，同時上課氣氛融洽，覺得很好玩。  

3. 採分組方式進行，容易使某些組員較不負責，讓

整組的進度落後，因此建議下次可採個人的教學

活動。  

4. 因為分組討論，容易使教室秩序有時較紊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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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教師多注意上課秩序。  

5. 不知使用何種木材較適宜，同時該到哪裡購買，

因此建議教師可幫學生訂購所需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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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結論與實驗教學結果與心得，對於未來國

中生活科技課程開設工程設計取向的教材與後續研究提出些

許建議。  

 

壹、 對教育行政機構或學校單位之建議  

一、 國中階段應於生活科技課程中，設計適當教學活動來培

養工程設計等基本概念，進而提升學生對工程的興趣。 

從文獻探討中，可以知道「工程」對國家的重要性，但

「工程」常給人較理論、複雜的印象，並需使用到相關的數、

理觀念，加上科技與工程基本上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根

據實驗教學觀察與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表，發現學生對工程設

計並不排斥，加上國中階段所學的數、理知識有限，不宜完

全使用講述方式培養工程設計等工程概念，因此建議透過生

活科技課程的教學活動來模擬真實的工程問題，讓學生從教

學活動進行中培養工程設計的概念，進而增進對工程的興趣。 

 

二、 學校應鼓勵教師多加開發國中工程設計取向科技教育

之教學活動，以達成九年一貫之能力指標，進而讓學生

有能力銜接後期中等教育生活科技課程。  

從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 4-4-1-3」分段能力

指標為「了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關係」與後期中等教育

共同核心課程「生活科技」課程指引之「活用科學原理與

技能、科技知識與技術、和工程概念以解決和科技有關的

問題」，都可以發覺科技教育與工程概念結合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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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國中階段較缺乏適當之教材來達成能力指標，因此

學校單位可鼓勵教師開發工程設計取向科技教育之教學活

動，進而達成此項能力指標。同時可培養國中學生對工程

的初步認識與其他相關的基礎概念，並有能力銜接後期中

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生活科技」課程指引中較具工程取

向之學習標準。 

 

貳、 對教師教學之建議 

一、 目前國內國中生活科技課程較缺乏現成的工程設計傾

向之教材，但工程卻是隨時發生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教

師在教材取材時，可以從學生生活中較易接觸之工程主

題著手。 

目前國內九年一貫教學中，將科技教育與自然合併為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根據研究者所做的文獻蒐集，發現

國內較少有工程設計相關之教材，在此建議教師可以參考國

外的資料或自行設計教材。工程是隨時發生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研究者於教材取材時，便以橋梁為主軸，但選擇學生較

不熟悉之斜張橋結構來當此次的教學活動，因為考量學生生

活中可隨時看到許多橋梁，對橋梁並不會感到陌生，另一方

面斜張橋的特殊造型又可讓學生感覺新奇，引起學習的動

機，同時學生已具備教學活動所需的先備知識，如比例計算、

力的基本概念等。因此建議教師在教材取材時，可考量下列

問題： 

（一） 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觸的工程主題。 

（二） 較易引起國中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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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中學生的先備知識。 

 

二、 國中學生對於工程設計傾向之教材較不熟悉，因此教師

在教材設計時，可以設計相關教學媒體或簡易的教學活

動，如此ㄧ來會使教學過程更加活潑、生動，進而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 

研究者實驗教學前，考量學生對斜張橋並不完全認識，

加上並沒有正式課程介紹過斜張橋，因此在教材設計方面，

先行蒐集國內外相關的斜張橋圖片編製成教學媒體，並於第

一堂課播放，同時在教材設計上除了認知方面外，也規畫一

個利用身體與繩索來體驗斜張橋結構的簡易教學活動。如此

ㄧ來發覺學生對斜張橋的特殊造型頗有興趣，同時對結構也

較易暸解，唯獨對斜張橋某些工程名詞感到困惑。因此建議

教師在教材設計方面，可參考下列幾點： 

（一） 先請學生回家蒐集相關資料，於下次上課帶來。 

（二） 教師先行蒐集相關圖片或動畫等教學媒體，並於

教學中進行播放。 

（三） 教學過程中可設計與教學內容相關的簡易教學活

動。 

 

三、 教師可視工程設計取向之教材的需求，設計大型或小型

的教學活動，同時教學活動進行方式也可採分組教學或

以個人為主等方式。 

研究者於教學活動方面，要學生設計並製作一個木製斜

張橋，並要求橋梁總長至少達 100 公分，因為此教學成果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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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較大型作品，研究者便將學生分成六到七人一組，並以分

組方式進行教學。但觀察實驗教學過程中，發覺各組的學習

進度會不盡相同或有些組員較不感興趣。因此研究者建議教

師於進行工程設計取向教學活動教學時，可以採用較小型的

教學活動、每組人數減少或ㄧ人ㄧ組等方式來進行教學活動。 

 

四、 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常需視教材性質而選擇適當的教學

策略，因此教師如遇有工程傾向之教材時，建議採用工

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進行教學。 

目前國中生活科技內涵主要可分成製造、傳播、運輸與

營建科技等，教學策略也以問題解決取向為主，不過可視教

材性質而選擇適當的教學策略。在此研究者建議科技教師如

遇到工程傾向的教材時，可採用工程設計取向的教學策略，

但不宜將工程設計取向之教學策略全面運用於生活科技課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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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擴大研究範圍  

本研究僅以台北市明湖國中九年級學生，進行工程設計

取向科技教育的實驗，至於不同年級或區域是否會因為城鄉

差異、能力等因素，造成學習成效的影響，則有待後續進ㄧ

? 研究。  

 

二、 深入研究層面 

（一） 因為此研究只針對不同教學策略對工程認知學

習方面的探討，至於後續研究也可以考慮增加工

程設計取向教學策略對創造力方面的影響等。  

（二） 因為工程與數理之間常需互相合作，所以可考慮

研究工程認知與數理或其他科目的關係為何？  

 

三、 延長教學實驗時間 

此次的教學時間因為研究時間與教學對象等因素，使某

些組學生的成品無法完全完成，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延長

實驗教學時間，並進ㄧ? 評估學習成效。  

 

四、 可調整教材主題 

因為此次研究選擇斜張橋為學習主題，發覺教學內容難

度與學生的興趣會交互影響學習成效，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

可依照學習對象適時調整教學內容，並可先挑選幾個工程主

題供學生選擇，如以「機器人」為主題，可能會讓學生更有

興趣，是否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可待後續進ㄧ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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