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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未來「自然與生活科技」課

程綱要修訂方向之意見，並根據研究所得，提出結論與建議。本章就

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方法與步驟、

研究範圍與限制、重要名詞釋義等五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課程與教學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關鍵工程；更是近年來社會各界

所關注的焦點。而國內自 1989 年起，逾 15 年來一連串的課程與教學

的改革活動，似乎為臺灣教育帶來一番新的氣象。但在「國民小學課

程標準」和「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實施不久，政府又積極推動「國民

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以因應世界教育改革快速前進，提升國家競

爭力，並回應教育改革人士的相關建言。高新建（2004）認為，九年

一貫課程綱要的實施，是教育史上重大的課程改革，無論在改革理

念、課程目標、內容組織、教學實施、及行政運作上，均有異於傳統

的新思維與新作法。但是，九年一貫課程的實施，卻在引起教育界許

多專家學者和實務工作者的質疑，如準備期間過於短暫、相關理論與

理念之效度不足、教學科目及配屬學習領域的爭議、課程負擔與時間

分配問題等（吳明清和陳伯璋，2002；林奕瑩，2002；周祝瑛 2003；

黃政傑，2005；楊龍立，2002；簡宏江，2004）。 

 

一、現行綱要規劃過程頗具爭議、實施過程過於倉促及準備期間過

於短暫 

九年一貫課程其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原本擬由國小一年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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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年實施，歷時九年的教育改革，被壓縮為四年的改革歷程。觀之

前次的課程標準修訂與實施期間，教育部於 1993 年 9 月修正公布

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93)，自 1996 學年度第 1 學

期起實施，準備期約為三年；以及在 1994 年 10 月修正發布「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94)，自 1998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正式

使用，準備期約為四年。 

而「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第一學習階段，於 2000

年 3 月 30 日公布，國小自 2001 學年度第 1學期起實施，其餘的學

習階段於 2000 年 9 月 30 日公布，國小四年級、國中一年級自 2002

學年度第一學期起實施（教育部，2003a），其準備期間，至多為

兩年，並規劃在 2004 學年度第 2 學期止，完成整個國民義務教育

階段之學生都接受九年一貫課程。 

由上述實施過程可見，九年一貫課程之準備期較前次課程改革

時間為短（2000 年公布，2001 年實施）；且整個實施完成的期間，

亦由原本規劃的九年縮短為四年（2001—2005），但其所規範的範

圍，卻是整個國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而非早期分開修訂國中、

國小教育階段之課程標準。學者李坤崇（2005）認為，實施期程的

壓縮，必然造成原先接受「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國民小學課程

標準」的學生，必須轉換至「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而新舊課程轉

換可能出現教材、教學、評量等銜接問題。 

  二、自然與科技領域驟然整併，其統整之理論依據不足 

國中舊課程標準中原本有 21 門學科，這 21 門學科在九年一貫

課程綱要中被統整成七個學習領域。但學科併入學習領域之方式與

過程，卻是啟人疑竇。尤以九年一貫課程之學習領域的分類理論基

礎薄弱，其科目統整之決定合理依據為何，早已招致許多批評（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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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斌和蔡錫濤，2004）。如方德隆（2001）即認為，自然應單獨列

一領域，而將科技（納入家政及資訊科技）獨立另列一領域，是一

可考量之方式。周祝瑛（2003）也認為把自然與生活科技放在一起

是很難令人理解與不尋常的。 

再者，九年一貫課程標榜「統整教學」的原則，更是讓在第一

線的教育工作者精神緊繃，壓力倍增。余鑑（2004）就合科統整教

學提出下列看法： 

「……穩重而非激進之道，是容許各科保有各自的知識領域或範

圍，只是切割出小部分的知識與時間，讓各科教師透過合作的方式，

研擬整合的教學活動。」（頁 8） 

而依據教育部發表的「國中小教師需求及對教育施政之看法」

問卷調查，其結果顯示，針對九年一貫課程的學習領域分類結構，

有 78.4％國小教師、及 65.6％國中教師不贊成（引自謝文斌、張

永宗和李隆盛，2005）。 

三、教學節數以自然學科為主，授課節數爭議頗多 

在九年一貫新課程尚未實施時，學校中課程與教學之實施，均

以「課程標準」為主，其教材內容、目標、時間分配、教學主題、

教學內容，均有明確地規定（教育部，1993，1994）；況且全國一

致，不因學生能力需求、背景、地區不同而有所不同，且教科書之

編輯時，亦以課程標準為編輯要旨。然新課程是以「課程綱要」為

課程實施內涵，而非「課程標準」。以生活科技來說，儘管其能力

指標的敘寫在整體格式要求下以力求清晰，在教學上與自然科有所

區隔與聯繫，不過出版商在按照規定將教科書合併編寫成一本的情

形下，多偏重自然而輕忽科技（謝文斌等，2005）。 

合併後的自然與科技領域，不但有教科書上「重自然輕科技」



 

 4

的事實，同時也使得各學校在進行教學節數編排時，有輕重之分。

以台中市為例，據調查顯示，各校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

其每週的教學總節數大多為為 4 節，並且由自然科教師包辦全部課

程，生活科技師資分不到時數可授課（謝文斌等，2005）。而上述

情況會造成學校即使遇缺，亦不願再聘用生活科技的合格教師，此

一情況，對原本在學校中已屬弱勢的生活科技教師及其課程實施，

更是積重難返，雪上加霜。 

  四、科技教育正在弱化、消失之問題，應被充分理解與重視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將「自然與生活科技」列為七大學習領域

之一，代表政府對於邁入 21 世紀科技社會有所體認與重視。但九

年一貫課程從試辦至今近五年，許多現象卻顯示出科技教育的危

機，例如，課程綱要與課程實務的差距愈趨變大、各公立學校生活

科技師資不足、以及科技逐漸被自然所取代等。在面對國際間的教

育改革，各個先進國家大多將「科技」單獨列一領域，卻因為非科

技教育人員的誤解，使得我國的科技教育被窄化與矮化（李隆盛，

2000a）。因此基於對科技教育的理解與重視，對於科技教育在學

習領域的定位，藉由課程綱要之修訂來開始，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針對深入剖析科技課程的現況，對於科技課程之綱要修訂方

向的相關研究仍未有之。對於目前「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課程中，

科技課程的實際運作，是否有達到綱要的精神與領域的目標？以及自

然科是否藉由該領域會議之運作，直接或間接影響學校的課程安排？

以上之問題均未知。若九年一貫課程綱要不進行修正，徒然耗費財

力、物力、人力，結果卻是使得科技教育蕭條、生活科技教師師資快

速流逝，對於課程改革來說，不啻是一種浪費，更是國家未來的損失。

基於此，本研究將針對科技課程綱要修訂方向作探討，並以各公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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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師為意見調查對象。期望本研究之結果可以提供科

技課程綱要未來修訂之參考，使科技教育得以蓬勃發展。 



 

 6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自然與生活科

技領域」課程綱要目前的實施狀況，以及調查其對「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綱要」之未來修訂方向。茲就其具體目的與待答問題條列如下： 

 

一、了解目前「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要」的實施現況與問題。 

1.1 「自然與生活科技」綱要的課程內容為何？ 

1.2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目前實施的現況為何？ 

1.3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目前遭遇問題為何？ 

 

二、了解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要修訂方向之

意見。 

2.1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目前科技課程綱要，在基本理念方面

重視程度為何？ 

2.2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目前科技課程綱要，在能力要項方面

重視程度為何？ 

2.3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在課程綱要中，科技課程的合併、獨

立方面，其接受∕同意程度為何？ 

2.4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科技課程實施時間的編排方面，其接

受∕同意程度為何？ 

2.5 生活科技教師背景因素對「重視程度與實際教學之符合程

度」、「科技課程之合併與獨立」與「課程實施時間的編排」，

其差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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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未來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國民中

學以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3.1 修訂未來科技課程綱要可以提供給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之建

議為何？ 

3.2 可以提供國民中學，安排「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課程之建

議為何？ 

3.3 有意研究科技課程綱要之研究者及後續研究，可以提供之建

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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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爲達成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主要採用描述法

（descriptive method）進行研究。資料蒐集方式如下： 

一、 文獻探討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法，經由國內、外相關文獻的蒐集、整

理、歸納與分析，以探討「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所

列基本理念、課程目標、基本能力、學習領域、實施要點等內涵，

以及「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課程綱要」的基本理念、課程目

標、能力要項、分段能力指標、實施要點等內涵，作為研究之理

論基礎，並藉此作為發展問卷的依據。 

二、 問卷調查 

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自編「國民中學科技課程綱要修訂方

向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採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國民中

學生活科技教師進行調查研究；藉以瞭解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要」的重視程度、實施現況、遭遇問題

與未來綱要修訂方向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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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待答問題與資料蒐集方式 

資料蒐集方式 
待答問題 

文獻探討 問卷調查 

 1.1 「自然與生活科技」綱要的課程內容為何？ ˇ  

1.2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目前實施的現

況為何？ ˇ ˇ 

 1.3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目前遭遇問題

為何？ ˇ ˇ 

 2.1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目前科技課程綱要，在

基本理念方面重視程度為何？ ˇ ˇ 

2.2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目前科技課程綱要，在

能力要項方面重視程度為何？ ˇ ˇ 

2.3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在課程綱要中，科技課

程的合併、獨立方面，其接受∕同意程度為

何？ ˇ ˇ 

2.4 國中生活科技教師對於科技課程實施時間的

編排方面，其接受∕同意程度為何？  ˇ 

2.5 生活科技教師背景因素對「重視程度與實際教

學之符合程度」、「科技課程之合併與獨立」與

「課程實施時間的編排」，其差異為何？  ˇ 

 3.1 修訂未來科技課程綱要可以提供給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之建議為何？ ˇ ˇ 

 3.2 可以提供國民中學，安排「自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課程之建議為何？ ˇ ˇ 

 3.3 對有意研究科技課程綱要之研究者及後續研

究，可以提供之建議為何？ ˇ ˇ 



 

 10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步驟如下： 

一、擬訂研究計畫 

初步閱覽相關文獻，確定研究主題，進而確立研究範圍與研

究方法及步驟，擬訂研究計畫，並請指導教授指導與修正。 

二、資料蒐集與文獻分析 

蒐集國內外相關學術論文、論著專書、研究報告、光碟索引、

報章雜誌等，且為擴充文獻來源的廣度與深度，利用網路線上搜

尋。而後加以研讀、整理，以作為本研究設計之參考及理論依據。 

三、編製問卷與實施調查 

依文獻探討所得，擬訂問卷大綱，依大綱編製「國民中學科

技課程綱要修訂方向之調查問卷」，並與指導教授進行多次討

論，以便形成問卷初稿，並據以建立專家內容效度。後發給五位

現職生活科技教師進行試填，依據受試者於回收之問卷中所做回

應，加以補充或增刪，並將文句不通順、語意不明和題型呈現不

當之處，加以檢討與修正，最後修訂成正式問卷，採郵寄受試者

方式實施調查。 

四、分析調查研究結果 

調查問卷回收後，依回收之問卷進行整理、編碼與登錄。再

利用相關電腦統計軟體進行資料處理，最後在分析與討論所得之

結果。 

五、撰寫研究論文 

依據文獻探討的內容及問卷調查的結果，作成本研究的結

論，並據以提出建議，撰寫成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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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步驟 

 

擬定研究計畫 

發展問卷與預試 

蒐集相關文獻並分析 

決定題目及研究內容 

提交計畫審查 

修正論文計畫 

進行文獻探討 

審核通過？ 

是

否

進行修訂與完成問卷 

實施問卷調查 

撰寫研究論文 

回收問卷並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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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為公立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師 

以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師為本研究對象。然學校組織中，教師

除教學外，仍然可能擔任或兼任相關行政職務，例如，校長、主任

及組長等。故本研究對象包含校長、兼任行政及無行政職之國民中

學生活科技教師。 

二、問卷調查地區為臺灣及離島地區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學校以台灣地區為主，包括臺灣北部、中

部、南部、東部及澎湖、金門、馬祖等地區之公立國民中學。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在研究架構與步驟上力求完善，但基於主客觀因素，仍

有若干限制，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方法只借重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二種方式蒐集資料，可

能無法深入瞭解事實背後之真正原因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二種方式蒐集資料，期能發現

廣泛普遍的事實情況；而問卷係採自陳量表及郵寄方式進行資料

的蒐集，但未能深入瞭解事實背後的原因以及個別、特殊的狀況。

調查問卷所得的資料可能因受試者於填答時，對問題不是很了

解，或是因身心狀況不佳而隨意作答，而影響填答資料的可信度。

所以，在進行編製問卷時，研究者盡量使用淺顯易懂的語詞來表

達題目的題幹和敘述，務使填答者不致於看不懂或是誤解題意。

為了怕受試者因身心狀況不佳、不耐煩而隨意作答，本研究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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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調查問卷時，於不影響調查問卷架構的基礎下，盡量減少題數，

以避免受試者感覺麻煩、費事。另外，藉贈送受試者及受試學校

協助進行問卷調查的學校行政人員小小的禮物（便條紙、文卷夾

等）以提高受試者的填答意願。 

二、研究對象僅針對公立學校教師進行調查，以致調查結果無法

推論至私立中學之生活科技教師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係採抽樣方式，對台灣地區各縣市公立

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師進行相關資料的蒐集。不包含私立學校之

原因在於，私立學校實際課程之安排較為彈性，以致使生活科技

課程一般認為其較不受重視，所以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並不包含私

立中學。依此，本研究調查結果不宜推論至私立國民中學生活科

技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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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國中生活科技教師 

生活科技教師是指領有合格教師證書，且在國民中學正式編

制內之正式教師，包括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及自然與生活科

技教師，亦包括代課、代理教師。 

本研究所指的生活科技教師，乃指在公立國民中學內，實際

任教生活科技之正式教師，以及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 

 

二、自然與生活科技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的「自然」（nature science）

內涵是科學素養教育。今將原有國民中學已經存在的「理化」、

「生物」、「地球科學」三科合成為「自然」一科。 

「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的「生活科技」（living 

technology）是科技素養教育。為了培育跨世紀生活在科技社會

的公民，除了將原有國民中學「家政與生活科技」中之「生活科

技」課程內容保留外，亦參考外國科技教育的經驗與動向和考量

我國科技教育的傳承與需要，內容包括科技與生活、資訊與傳

播、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等次領域。 

本研究所指「自然與生活科技」，是指教育部在 2003 年所

公布之九年一貫課程中，所列七大學習領域之一。主要之學習內

涵包含物質與能、生命世界、地球環境、生態保育、資訊科技等

的學習、注重科學及科學研究知能，培養尊重生命、愛護環境的

情操及善用科技與運用資訊等能力，並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教

育部，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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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綱要 

教育部自1998年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

要」後，歷經多次修訂，在2003年所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

貫課程總綱綱要」。九年一貫課程之修訂與以往課程標準（國中

1994年修訂，國小1993年修訂）最大的不同，是在於一改以往將

國中、國小課程分開修訂的模式，而改採「九年一貫」的制定原

則，將國小六年與國中三年融合，以落實九年課程一貫的想法，

使國小、國中的課程不再有銜接不良或重複的情況。據此，國民

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提供統

整的七大學習領域，做為學生學習內容，以達成國民教育階段學

校教育目的。 

故本研究所稱之課程綱要，乃指2003年所公布之「國民教育

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其目的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

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

習領域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識，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力、

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識，以及能進行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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