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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擬探討工程與科技教育目標、美國中小學階段準工程教育實

施情形、高中學生職涯發展理論、綜合高中學程選擇之輔導等相關文

獻，作為本研究發展與研究工具發展的理論基礎。 

    第一節 高中學生之職涯發展 

本節主要是分析高中階段在個人職涯發展歷程的重要性，並探討

影響個人職涯發展的因素與改變職涯抉擇的可能性，以作為本研究發

展的依據。 

壹、高中是個人職涯發展歷程的重要階段 

Super(1957)將職涯發展分為五個階段：成長期(growth,0-14 歲)、

探索期(exploration,15-24 歲)、建立期(establishment, 25-44 歲)、維持

期(maintenance,45-65 歲)、衰退期(decline,65 歲以上)，每一個職涯

發展階段都有其特定之職涯發展任務，並且前一階段之發展任務達成

與否，關係著後一階段之發展情況。其中，探索期是指 15 至 25 歲的

青少年，漸藉由學校的活動，社團、休閒活動或打工機會等，對自己

的能力及角色作一番探索，因此，在做職業選擇時會較有彈性。以此

一劃分方式來看，高中生正處於探索期的階段，透過學校休閒活動及

兼差之工作經驗中，進行自我嘗試、角色試探及職業探索，且考慮個

人興趣、能力、價值觀與機會做暫時性的選擇。 

Greenhaus 等人(2000)將個人的職涯發展歸納成五個階段：職業

選擇階段(0-18 歲)、進入組織階段(18-25 歲)、早期職涯階段(25-40

歲)、中期職涯階段(40-55 歲)、晚期職涯階段(55-退休)。其中職業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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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階段乃是個人發展個人對職業的認知，評估各種職業，發展最初的

職業選擇，追求必要教育歷程的階段。個人在此階段一方面學習職業

的基本知能，還必須在學習的過程中，了解各種職業的特性，最後選

擇出適合自己的職業。依據此一分類，高中階段學生正處於職業選擇

階段的末期，必須就其所獲得的知識與經驗，決定未來的職業方向。 

無論是 Super 或 Greenhaus 等人對個人職涯發展階段的分類，高

中階段在個人職涯發展歷程，屬於關鍵性的階段，高中學生經過長期

對自己興趣、需要及能力的了解，以及對社會需要的評估，必須嘗試

建立自己的職涯目標。對於計畫升學大學的高中生而言，這時主要的

職涯任務就是將原先籠統的興趣逐漸確定在某一個專業領域中，並且

要為自己做一個抉擇。 

對於處於關鍵性職涯抉擇階段，學校應負起並扮演關鍵性角色，

除了學生自覺性的自我做職涯規劃外，學校也應該加強輔導措施，協

助學生做好的、正確的職涯規劃，讓學生藉由實際操作、專題講座、

實際參觀訪問等活動，有機會深入了解自己的興趣、性向、能力及各

種生涯，協助學生渡過職業探索歷程，認清個人的興趣、能力與需求，

掌握職業發展的資訊與其工作環境，對個人未來的職業方向做出正確

的抉擇。對綜合高中學生做職涯輔導，翁上錦等(2001)認為，應以「職

業試探、適性發展」為原則，利用課程規劃、選課輔導及各種評量與

測驗，來協助學生未來選擇職業、準備就業、工作安置與將來就業後

的適應。其做法包括：(1)幫助學生認清所處環境的現況；(2)引導學生

在升學體系中做適性的選擇與發展；(3)教導生涯規劃與發展的方法，

以利進一步對個人的職涯做抉擇；(4)提供工作世界資訊，作為職涯選

擇之參考；(5)培養基本職能，減少進階學習可能遭遇的困擾與干擾。 

貳、個人職涯抉擇受到許多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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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過職業試探，根據自己的個人特質選擇職業，但實際影響

個人職涯抉擇的因素眾多，Zunker(1994)認為以個人的職涯抉擇而

言，乃是根據個人的認知能力及所處環境的社會結構而定。基本上，

人們以內在的價值、興趣或成就經驗，以及其外在的工作環境中被接

納或贊同的程度來檢驗他們的選擇。他歸納出影響職涯抉擇的因素包

括：(1)天賦與特殊才能；(2)環境條件；(3)學習經驗；(4)任務取向技能。 

Schmit(1991)以 Hossler 與 Gallagher 提出的職涯抉擇「三階段模

式」(three-phase model)分析學生升學選校、選科系的抉擇歷程，包

含： 

1.意願與傾向階段：學生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要升大學，有意願與傾

向之後在進入下個抉擇歷程。  

2.資料蒐集階段：學生開始蒐集與大學校系相關資料，並根據這些

資料整理出自己將來可能選擇的初步選項。 

3.決定階段：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與現實狀況，評估上個階段的初

步選項，最後決定自己要就讀的大學校系。 

Super(1953)的職涯發展理論指出，職涯抉擇乃是個人探索和確認

自我概念的結果。人們傾向於選擇能夠肯定自我形象及自我概念(包含

興趣、需要及能力)的職業。Holland(1996)也有類似的觀點，他認為個

人對職業的選擇，傾向於選擇與自己特質相近的工作環境。這些理論

共同指出職涯的抉擇必須基於對自我的了解和對工作環境的認識，上

述兩種條件均會因為個人的成長、學習與生活經驗而產生改變。 

國內的情形基本上也和國外極為相近，張添洲(1993)在他的「生

涯發展與規劃」一書中提到，職業選擇是極為複雜的工作，其影響因

素包含：(1)個人的人格特質；(2)社會環境；(3)家庭背景；(4)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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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5)其他因素；(6)以上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家庭背景一項，

包括父母親的學經歷、職業概況，以及家長的意見等。 

綜合以上的分析，影響個人職涯抉擇的因素包括：個人人格特質(自

我的興趣、能力、需要等)、家庭背景、社會環境、學習經驗等。個人

的職涯抉擇傾向於根據自我的興趣、能力、需要等自我概念，以及對

工作環境的認識而做決定。因此，為便利本研究發展，問卷調查工具

乃以個人對工程與工程科技職涯的興趣、工程與工程科技職業的認知

兩個向度，規劃研究調查工具，以探討研究對象有無接受本研究準工

程教學活動對於工程與工程科技職涯的抉擇與改變的差異。 

參、職涯抉擇隨時間與經驗改變 

孫仲山(1994)指出，上述影響個人職涯抉擇的自我概念，往往會

隨著個人能力、興趣、及環境等各種條件的改變而改變。也就是說，

個人的職涯發展蘊涵著變化的潛能，並且呈現著持續變化的現象。

Super(1953)根據其對職涯發展理論、職業評估、職業適應、自我觀念

等所作之研究與發現，整理出下列七項職涯發展的基本主張： 

1. 個人在能力、興趣、人格特質上存在個別差異。每個人在個性特

質上各有所適、每個人均適宜從事許多種職業。每種職業均要求

特別的能力、興趣、人格特質，但是有很大的彈性可容許個人從

事某些不同的職業，也容許某些不同的個人從事同樣的行業。個

人職業喜好、能力、工作環境和自我觀念隨著時間與經驗改變，

因此職業的選擇適應成為一種持續不斷的過程。此種過程構成一

系列的生活階段：成長、探索、建立、維持和衰退。  

2. 職業型態或職業模式的性質受父母社經地位、個人心理能力、個

人特質與際遇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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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在職涯的某一階段的成功是基於在前一階段過程中對此階

段的準備度。  

4. 個人生活階段的發展可藉著個人能力興趣的成熟及實際試探與

發展自我概念而達成。  

5. 職業發展的過程，基本上是自我觀念的發展和實現，它是一種調

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自我觀念受潛在的性向、中樞神經與內

分泌、擔任各種角色的機會，以及長輩同儕對其角色任務認可程

度的評估等因素的交互作用而發展。  

6. 職業發展的過程是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自我觀念與現實之間的

一種協調過程，它是個人扮演的角色之一，此種角色也許表現在

幻想中，也許在諮商晤談中，或實際生活各種活動中。  

7. 工作滿意與生活滿意是基於兩種情形而定：(1)個人工作與其能

力、興趣、人格特質及價值觀等適合的程度；(2)工作滿意與生活

滿足亦有賴個人在成長與探索經驗，是否使自己覺得所從事的工

作或擔任之任務皆稱職而定。 

基於以上對高中學生職涯發展的探討，研究者認為個人的職涯抉

擇乃是受家庭背景、個人特質、生活環境等因素影響，而個人的能力、

興趣、需要等特質，也會因為進修學習、環境背景與時間等因素而產

生轉變。因此，學校在學生職涯發展階段，應扮演更積極的協助者角

色。高中學校的任務，除了充實學生基礎能力與人格陶冶之外，有必

要發展更多職業試探課程或活動，增加學生職涯探索機會，以協助學

生進行職業興趣探索，為未來職涯方向做正確的抉擇。 

在鼓勵學生發展工程與工程科技職類的學習興趣方面，學校採取

的策略可提供工程與工程科技的相關知識，加強學生對工程與工程科

技職涯的覺知與了解，進而改變其職業興趣與抉擇。尤其是對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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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工程與工程科技職涯，更需要提供正確、有利的資訊，讓女同學

對工程與工程科技不再產生錯誤的認知，或受傳統的職業認知，影響

其選擇升學工程與工程科技校系。 

第二節 綜合高中學生學程選擇之輔導 

綜合高中課程實驗計畫是自 85 學年度開始正式實施，此一課程實

驗計畫是依據民國83年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與會人士之共識與建議來

執行，主要是要因應部分性向、興趣分化較為遲緩學生的需要，同時

也可滿足部份性向、興趣較早確定之學生，能有機會兼跨學術性向和

職業性向，作加深加廣學習，達成適應學生適性發展的目標。所謂綜

合高中，係指高級中等學校，依據其教育功能，同時設置普通科及職

業類科之不同課程，以招收性向未定之國中畢業生，藉由統整、試探

和分化等輔導歷程，以輔導學生自由選擇普通課程或職業課程，達成

延後分化、適性發展之目標。同時強化基本學科能力與通識教育，奠

定未來學生發展之能力。亦可提供性向較早確定者，兼跨學術和職業

課程，加廣選修學習之機會，以培養更具通識能力之學生(吳清基，

1997)。教育部於 91 年公佈的高級中學法，我國高級中學包含普通高

中、綜合高中、實驗高中、完全中學等四種，綜合高中屬於高中學制

之一。 

根據上述綜合高中辦理的理念，綜合高中的課程規劃與設計，高

一以統整、試探為主，高二為試探、分化為主，高三則以分化為主，

並導向專精的學習。綜合高中辦理學校，依據教育部的課程規劃，將

高二及高三的課程劃分成不同學程，包含學術學程及專門學程。學術

學程分為自然學程與社會學程，專門學程則是根據學校師資、設備等

由學校規劃二個或二個以上學程，提供學生自由選擇。學生必須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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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結束前，決定高二升讀的學程，因此學校通常會在學生決定學

程前，提供必要的協助與輔導，或與學生家長溝通，讓學生及家長能

了解各種學程特性後，做出正確的學程選擇。 

壹、學程選擇的決定方式 

每個人一生中會有許多時候必須面臨作決定，作決定的方式也會

因為個人的成熟、事件的重要性、個人的個性與習慣等不同，採取不

同的模式。學程選擇只是綜合高中學生重要的抉擇之一。由於學程選

擇要考慮的因素眾多，因此要有充分的時間準備與蒐集資料。

Arroba(1997)歸納出個人作決定的六種類型： 

一、邏輯型(logical)：對於各項決定會冷靜而客觀的考慮，最後從最

有利的條件作決定。 

二、空想型(no thought)：只想參考他人的決定，自己不想思考，作

客觀的評斷。 

三、猶豫型(hesitant)：再三思考，猶豫不決，即使到了最後關頭，

仍無法作出決定。 

四、情緒型(emotional)：但憑一己主觀之偏好或喜愛作決定，有時理

性，有時又顯得感情用事。 

五、順從型(compliant)：作決定時常受環境或他人的影響，而且常會

逆來順受，順從他人的意思。 

六、直覺型(intuitive)：根據自己的感覺判斷來下決定，不太考慮外

在環境或他人的建議。 

Geary and Kalligonis(2006)提出六種作決定的基本類型： 

一、苦惱型(agony)：苦惱型的人總是考慮再三，花費很長的時間思

考各種可能或別人的意見。  

二、衝動型(impulse)：通常只根據眼前的反應就作出決定，思考的



 36

時間很短甚至沒有任何考慮就作決定。 

三、逃避型(escape)：為了避免作出錯誤的決定，總是逃避不想直接

面對問題。 

四、順從型(compliance)：因為不想履行自己的責任，喜歡別人幫他

作決定，也會順從別人為他所作的決定， 

五、安全型(play it safe)：會配合情勢選擇最安全而沒有任何危險的

決定，選擇大多數人能接受的決定。 

六、延遲型(procrastination)：此類型的人總是延誤作決定的時間，

往往原來可行的事情，因為延遲決定而變成不可行。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分析高中學生選組，將一般人作決定的

類型分為以下四種：  

一、直覺式：當事人無法解釋作決定的背後理由，只憑一己直接的感

覺。 

二、順從式：只遵循別人的意見為意見，沒有自己的判斷。 

三、猶豫式：當事人知道問題是什麼，卻不知道該如何著手而容易任

其拖延； 

四、計畫式：面對問題後，充分收集資料並進行整理分析，才依照自

己的想法作決定。 

林財丁、林瑞發(1997)提出四種不同的決策風格模式，圖 2-1 則是

四種決策風格及其特點。 

一、直接型：追求效率和邏輯，往往只用到有限的資訊．評估少數的

可行方案；決策速度很快，並且強調短期效益。 

二、分析型：被認為是具有適應和因應新環境能力的謹慎決策者。 

三、概念型：傾向於從巨視的觀點看問題，考慮多種可行方案。注重

在長遠的角度，並且擅長尋找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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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為型：善於與他人合作，重視同儕和屬下的成就，易於接受別

人的意見，尋求別人的接納。 

圖 2-1 決策風格模式 

資料來源：林財丁、林瑞發，1997 

上述學者所提出的個人作決定方式，可能略有不同，但仔細區分

大致可分為：計畫型、衝動型、猶豫型及順從型。不同的作決定方式，

如果時機運用適當，各能發揮其優點。然而，以綜合高中學生學程選

擇的決定，則應採取計畫型方式，作長時間的蒐集資料、分析、瞭解

後，選擇對個人最有利的決定。 

貳、學程選擇的考量因素 

前述計畫型的作決定方式，會作長時間的資料蒐集與分析，最後

選擇對自己最有利的決定。至於要蒐集那些資料，資料分析時要考慮

那些因素？邱志賢、陳淑菁(2000)認為，作決定的能力是可以經由學

習逐漸增強，只要個人能夠事先分析影響重大決定的因素，勤加練習

思考，作出成功決定的機率將大幅增加。他們進一步建議將個人的生

涯抉擇影響因素分為：個人精神、個人物質、他人精神與他人物質等

四個向度，作為生涯抉擇的考量因素。各向度的詳細因素如表 2-1 所

示。 

分析型 概念型 

直接型 行為型 

 
 

理性的 直覺的 

思考方式 

高 
 
 
 
   

 

低 

模
糊
容
忍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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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生涯抉擇影響因素細目表 

 個人 他人 

精

神

方

面 

◎興趣 

◎能力 

◎價值觀 

◎成就感 

◎挑戰性 

◎社會聲望的提高 

◎自己的恆心與毅力 

◎時間的分配 

◎壓力的大小 

◎目標的困難度 

◎情緒不安及惶恐 

◎其他 

◎父母的期望 

◎師長的期望 

◎兄弟姊妹的期望 

◎愛情的支持 

◎同儕的支持 

◎家族的壓力 

◎社會環境的壓力 

◎角色楷模的影響 

◎其他 

物

質

方

面 

◎工作的難易 

◎工作環境的安全 

◎工作的待遇 

◎工作的穩定性 

◎升遷的機會 

◎休閒時間 

◎生活方式的改變 

◎對健康的影響 

◎學歷的高低 

◎社會經驗的獲得 

◎專業知識的增加 

◎睡眠的時間 

◎其他 

◎家庭經濟狀況 

◎家庭地位 

◎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未來的生活保障 

◎父母親的健康 

◎就業機會 

◎其他 

資料來源：邱志賢、陳淑菁(2000)，頁 201。 

以上的生涯抉擇影響因素，包含各個年齡層、學習與就業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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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若僅就高中學生在升學選組或選擇學程的考量因素，蔡素玲(民

87)以問卷調查探討綜合高中學生學程選擇因素，發現影響綜合高中學

生選擇學程的因素依序為： 

一、自己之興趣； 

二、自己之能力比較適合這個學程； 

三、選讀這些學程未來比較容易找到工作； 

四、想要從事的工作在這個學程； 

五、選擇這些學程將來的工作待遇較高； 

六、想要就讀之科系就是這個學程； 

七、父母的期望； 

八、心理測驗的結果顯示自己比較適合這個學程； 

九、這個學程的科系選擇機會比較多； 

十、嚮往就讀這個學程後的學生生活； 

十一、同學或朋友的影響。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蔡素玲進一步建議綜合高中學生在作學程選

擇時應該：1.探索自我家庭；2.瞭解父母的工作和期待；3.瞭解職業市

場的現象；4.體驗職業市場的情境；5.規劃自我生涯藍圖；6.充實自我

所選擇領域之相關能力。 

楊豪森(2000) 綜合相關研究及報告，將影響綜合中學生選擇學程

的主要因素歸納為個人影響因素、環境影響因素及資訊與資料因素等

三方面: 

一、個人影響因素：包含 1.能力；2.興趣；3.自我願望；4.性格；5.

價值觀；6.對課程的瞭解程度。 

二、環境影響因素：1.來自家庭的因素；2.來自學校的因素；3.來自

社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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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與資料因素：1.升學就業資訊；2.測驗表現。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參考Swain在1984年提出的生涯規劃模

式，建議把自己放在核心，分三個向度進行探索，這三個向度形成一

個金字塔形，彼此關聯。其建議的選課重點架構圖如圖 2-2 所示。 

 

圖 2-2 選課探索重點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頁 6。 
 

三個向度分別說明如下： 

一、學生自我認識：引導學生利用測驗之結果了解自己的能力、興趣

與個性，並在自我探索歷程中了解自己的志向、價值觀，作為選

課選組之參考依據。 

二、教育與職業資料：列出高中課程學科資料、介紹大學學群科系及

多元入學方案，以提供學生選課選組織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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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與環境因素：瞭解社會發展的趨勢及家人、父母的期望，前

者是知己，後者是知彼；雙重的思考才能周延。 

大安高工(2002)在其綜合高中學程說明會就建議學生作學程規劃

時，要考量的三個重點，分別是： 

一、知己：知己是首要衡量的項目，就是一個人對於自我的瞭解。 

二、知彼：除了對外在工作世界及家庭環境的瞭解外，也需要瞭解目

前的職業趨勢與職業發展、社會動向、時代潮流，以及工作組之

內的管理與進修。 

三、把自己安置在最適當的位置：綜合「知己」、「知彼」這兩者的分

析判斷，作出最佳的生涯決定。 

參、學程選擇之輔導 

有鑒於學生因學程選擇必須進行個人興趣、能力、價值觀的探索，

並考量各種影響其選擇學程的因素，學校及教師應提供學生協助，扮

演關鑑的角色。李隆盛(1998)指出，個人的生涯發展是小學注重生涯

覺知(awareness)，國中階段著重生涯試探(exploration)，高中階段著

重生涯選擇(choice)、投注(commitment)和準備(preparation)。學校教

育和個人生涯發展的配合關係如圖 2-3 所示。學校及教師可配合高中

階段學生的生涯發展重點，協助學生掌握各種升學、就業的資料與訊

息，協助尋求適性的生涯進路，建立或澄清其價值觀，培養生涯抉擇

與計畫的能力等。 

覺知 試探 選擇 投注和準備 

 
    

 

圖 2-3 學校教育和個人生涯發展的配合 
資料來源：李隆盛，1998 

國中 高中 大專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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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教育與輔導理念，綜合高中辦理學校會在學生一年級時，

提供各種自我試探的測驗與結果分析，辦理專題演講或座談，安排職

業試探與輔導活動，以及利用一年級課程提供學生各種學程試探等，

進行學程選擇輔導工作。 

大安高工輔導室在綜合高中學生一年級時提供性向與興趣量表測

驗，作為個人自我探索的項目，一年級下學期以「我的前程計畫書—

優勢分析」(如附錄六所示)實施學程選擇輔導，輔導的項目包含： 

一、我的資源：分為 1.我的學業表現；2.興趣；3.性向；4.個性；5.

價值觀；6.父母期望；7.我的希望等。 

二、生涯問題：分為助力與阻力，分別從個人、家人、師長、朋友、

環境等方向，分析給予個人的支持與助力，以及面臨的困擾或問題。 

三、生涯目標：先從升學、就業、進修、其他等思考初步的目標，最

後根據自己期望達成的目的，採取具體的行動，決定最後的學程。 

臺北市立南港高工對於學生的學程選擇輔導工作，包含： 

1.高一學期中宣導綜合高中畢業生之進路發展、大學多元入學及

四技二專多元入學管道等。 

2.高一上學期分別實施多向度性向測驗(心理出版社)及興趣測

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量表)，提供客觀之評量資訊，幫助

學生增進對自我的認識。 

3.於高一上學期團體活動時間，介紹各專門學程課程內容與生涯

發展之關係。 

4.高一下以「綜合高中綜合分析表」(參考附錄六)為工具，根據

上學期各項測驗結果與各科學習成績參照比較，嘗試歸納學程

選擇的方向。 

5.高一下以班級座談方式，引導學生參閱各大專概況、系組簡

介，以及介紹各類職業資訊及發展。 

6.高一下舉辦家長座談會，提供學生有關學程選擇選擇的資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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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之因素，並依需要提供個別輔導。 
以 94 學年度為例，以綜合高中一年級學生為對象，舉辦與學程選

擇相關的活動如表 2-2 

表 2-2 南港高工 94 學年度綜合高中學程輔導活動內容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以上對於學生選擇學程輔導的分析，研究者認為興趣、能力

等個人的自我概念，可能因為學習、成長、環境等因素而改變，學生

作決定的能力也會因為練習而得到提昇，因此學校教師在學生的職涯

規劃中，應該扮演協助者的角色，提供必要的資訊與資源，讓學生有

充分的試探機會，在充分瞭解後做最佳的決定。針對綜合高中學生在

學程選擇前，必須先進行下列探索工作： 

一、自我概念：包含自我的興趣、能力、工作價值觀、對自己未來的

期望等。 

二、學習內涵：掌握升學資訊、升學考試科目、大學階段的學習內涵

日期 活動內容 
94.8.31 
94.9.23 
95.3.3 
95.4.7 
95.4.21 

專題演講：認識綜高暨選課輔導 
專題演講：多元入學與時間管理 
專題演講：認識自然學程 
專題演講：認識社會學程 
選擇學程輔導訪談-選擇所愛愛其所選 

94.9~95.1 團體活動課程： 
綜合高中高一學生自開學起實施團體活動課程，安排了

各專門學程科主任做學程介紹、輔導老師協助學生作興

趣、性向相關輔導課程。 
95.3.17 辦理綜高高一學生學程試探-校外參觀活動-捷運之旅。  
95.4.29 舉辦綜合高中預選學程家長座談會。 
95.5.5 辦理綜合高中學生預選學程 
95.5.22 綜高學生確選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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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趙自己的學習興趣與能力，尋求適合自己的系科或領域。 

三、工作環境：包含各該工作領域的工作性質、待遇、就業的難易度、

升遷與進修管道、產業發展趨勢、未來性等，再根據自己的價值

觀或加人與自己的期望等，衡量自己在各種職涯的利弊得失，以

及職場中的優劣勢等。 

四、社會環境：應包含家人、親友師長的期望。 

以上四種探索項目，學校都能提供探索方法的協助，而且除了「社

會環境」外，其他三項都可融入課程或教學活動中，在潛移默化中進

行探索。本研究準工程教學活動發展的目的，就在於透過教學活動提

供學生對工程與科技領域的職涯探索，協助學生進行自我概念的探

索，包含瞭解自己的學習興趣、學習能力。其次，協助學生瞭解工程

與科技領域學習內涵與工作環境。 

 

第三節 工程與科技相關興趣組型及其研究 

激發學生在工程與科技領域的興趣，為準工程教學活動的教學目

標之一。根據前面單元的探討，學生對於職涯興趣可能因為成熟、學

習經驗、環境等因素而改變。因此本研究以教學實驗探討學生在經過

準工程教學後，在工程與科技領域的興趣是否會改變。測驗工具為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 1994 年發展的興趣量表，本量表主要以 John Holland

提出的六種興趣組型，作為測驗的結果分析。本單元首先分析工程與

科技的名詞定義，其次根據 Holland 的六種興趣組型，分析工程與科

技領域相關的興趣組型及其發展。 

壹、工程與科技領域 

工程(engineering)是應用科學原理來滿足人類需求的學科，工程

的原理就是整合科學、數學與科技等學科的理論知識與應用實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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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出有用的物品或方法，以解決問題，專業的工程從業人員稱為工程

師。科技（technology）是人類在行動方面的創新，包含一般的知識

與方法，用以發展解決問題與伸展人類能力的系統。而科技素養

(technological literacy)就是瞭解、使用和管理科技的能力，科技

教育就是要培養所有國民，使之成為具有科技素養的國民(ITEA，

1996)。工程與科技分屬兩個不同的學科，工程教育主要是在大學以上

階段實施，科技教育則又分為科技專門教育與科技素養教育，前者主

要在技職校院教授，後者則是在高中或國中小學階段實施。工程與科

技都強調「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與「在思考中學習」(learning 

by thinking)，以培養學生創新設計、解決問題的能力。 

李隆盛(2005)指出，工程學院和技術學院的知識體分別是工程和

科技（technology），工程與科技都著重轉化構想為真實，兩者有許

多重疊之處，但後者尤重行動和實務。倘就科技中的工程科技

（engineering technology）而言，工程與工程科技的比較如表 2-3

所示。工程科技較著重在成熟科技的應用與改善。 

表 2-3 工程與工程科技的比較 

工程 工程科技 

研究、理論與設計 應用與設計 

 程式設計 

 故障檢修 

數學知識：含代數、三角函數、

解析幾何、和強調基本原理且內

含微分方程的微積分 

數學知識：含代數、三角函數、

解析幾何、和強調應用的微積分

基礎 

了解技術的衍生 了解應用技術 

了解原理背後的理論 原理的應用 

宜有高等教育學位 宜有高等教育學位 

資料來源：Miller, Draeger, Bowermeister & Wancho,2002. 引自李隆盛，2005，
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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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分析，工程與科技雖然分別在不同的學校實施，各強

調不同的學習重點，但都以應用科學原理，設計、創造新產品，以解

決人類問題與滿足人類需求。本研究所指稱之工程與科技領域，主要

是以大學工程學系或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工程科技學系之學習，以及

與其工作相關的職場而言。 

貳、Holland 興趣組型 

Holland 認為個人的職業選擇為其人格的反應，即每個人會去從

事和自己人格類型相似的職業，並將職業歸納為六大組型，基於「物

以類聚」的假設，同一職業的工作者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質，所以相對

地產生六種不同的人格組型，分別為實用型(realist)、研究型

(investigative)、藝術型(artistic)、社會型(social)、企業型(enterprising)、

事務型(conventional)(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1)。這六種組型可以其

字首的英文字母標示，並按照一個固定的順序排成 R-I-A-S-E-C 六角

形的關係，如圖 2-4 所示，相鄰的兩個興趣代碼，表示興趣的組型較

為相近，相對的二種組型則是代表相反的人格特質。 

 
 
 
 
 
 
 
 
 

圖 2-4  Holland 職業六大組型圖 

資料來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1，頁 16 
 

Holland 認為職業興趣是個人人格在學業、工作、嗜好、休閒活動

事務(C) 

企業(E) 

社會(S)

實用(R) 

研究(I) 

藝術(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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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表現，職業興趣量表上，則可以反應個人的自我概念、生活目標、

乃至創造力等人格特質。職業選擇是個人基於過去經驗的累積，加上

人格特質的影響而作的決定。因此，具有相同經驗與人格特質者會有

相同的職業選擇，同一職業的工作者也會有相似的人格特質。 

叁、六種興趣組型的關係 

Holland 以六角形區分各種興趣組型的關係，但這六種興趣組型是

否如六角形一樣具有等量相關？六種組型在不同研究對象中，是否都

是以 R-I-A-S-E-C 的順序排列？Gati(1979)就對 Holland 的興趣組型提

出修正模式，他認為六種組型分屬於不同的階層，實用型與研究型屬

於同一階層，藝術型與社會行為另一階層、企業型與事務型又是同一

階層，六種興趣組型應修正排列為圖 2-5 所示。 

 

圖 2-5 Gati 的興趣組型模式 

資料來源：Gati,1979 

 

在 Gati 提出修正後，Rounds 及 Tracy(1996)也以跨文化角度來分

析六種興趣組型。他們以美國的 20 個人種，跨越 18 個國家 76 種文化

分析 Holland 與 Gati 的興趣組型模式，結果 Holland 與 Gati 的模式都

不適用於跨國文化的解釋，而將藝術型(A)獨立，社會型併入與企業型、

事務型同組，其興趣組型模式如圖 2-6 所示。 

R A S E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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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Rounds 及 Tracy 的興趣組型模式 

資料來源：Rounds & Tracy，1996 

至於，以上 Holland, Gati, Rounds & Tracy 等三種興趣組型模式，

何者較適合我國文化，田秀蘭(1996)以隨機考驗(randomization test)

比較這三種模式在我國的適用情形，結果 Gati 的興趣組型模式更適用

於用來解釋台灣高中學生的職業興趣。 

肆、興趣組型的解釋與驗證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量表根據 Holland 的類型類，並從我國文

化環境中取材撰題，以我國高中、高職、技專校院等學生為對象，研

究編撰而成。最後再進行各種興趣組型的解釋與分析，分別在 1995 及

2000 年完成單碼與雙碼興趣組型的解釋。以下分別就單碼與雙碼說明

其建立的經過、效度的驗證，以及和工程與科技領域相關解釋的結果。 

一、單碼文字解釋與驗證 

單碼文字解釋係以國外文獻為藍本，再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委託

之研究人員，依據國內文化背景初擬單碼的文字解釋，再將文稿提到

輔導學者專家座談會上討論。初稿在專家會議確認後，於 1995 年以分

層抽樣方式，依地區及性別等抽出 184 人作為問卷施測樣本，由研究

人員帶到各校，交給輔導老師進行施測並和學生作簡單面談。問卷內

容主要呈現文字解釋和該學生的吻合度，以作為文字解釋效度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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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後再邀請施測的高中輔導老師座談，討論興趣量表的解釋經驗，

以及解釋文字與觀察學生的適切度。結果顯示文字解釋的吻合度與適

切度良好(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1)。 

根據文字解釋的研究結果，六種組型中以實用型(R)與研究型(I)和

工程與科技有較高的相關，其文字解釋如表 2-4 所示。 

表 2-4 興趣量表實用型(R)與研究型(I)之文字解釋 

興趣組型 文字解釋 
實用型(R) 情緒穩定、有耐性、坦誠直率，寧願行動不喜多言，喜歡在講求

實際、需要動手環境中從事明確固定的工作，依既定的規則，一

步一步地製造完成有實際用途的物品。對機械與工具等事較有興

趣，生活上亦以實用為重，眼前的事重對未來的想像，比較喜歡

獨自做事。喜歡從事機械、電子、土木建築、農業等工作。 

研究型（I） 研究型的人善於觀察、思考、分析、推理 喜歡用頭腦依自己的步

調解決問題，並追根究底。 他不喜歡別人給他指引，工作時也不

喜歡有很多規矩和時間壓力，做事時他能提出新的想法和策略，

但對實際解決問題的細節較無興趣。他不是很在乎別人的看法，

喜歡和有相同興趣或專業的人討論，否則還不如自己看書或思

考。喜歡從事生物、化學、醫藥、數學、天文等相關工作。 

資料來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1，頁 37 
 

二、雙碼文字解釋與驗證 

雙碼文字解釋是以單碼為基礎，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委託之研究

人員初擬成雙碼的文字解釋。初稿在生涯輔導專家座談會中討論後，

於 2000 年以高中學生為樣本，根據學生興趣量表分數搜尋出雙碼型的

學生，交由九位高中輔導教師與遴選出的樣本進行團體與個別的驗證

研究。最後根據研究蒐集的資料分析結果，文字解釋的吻合度與適切

度良好。但爲使雙碼解釋文字能夠簡明易懂，再於 2001 年舉行人力資

源學者專家座談會修正文字解釋的敘述方式，使文字描述能反映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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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職業的工作世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1)。 

根據雙碼文字解釋的研究結果，雙碼興趣組型中以實用型與研究

型(RI)或研究型與實用型(IR)和工程與科技有較高的相關，其文字解釋

如表 2-5 所示。 

 
表 2-5 興趣量表實用型(R)與研究型(I)雙碼之文字解釋 
興趣組型 文字解釋 
實用型與

研究型(RI) 

喜歡獨立完成工作，尋求自已的發揮空間，擅於使用機械、儀器

或手藝來展現能力，喜歡在講求實際、明確、固定、需要動手的

環境中，從實務操作中獲取經驗，並以邏輯分析的方法，深思熟

慮、有系統且耐心地解決問題，或製造新的物品。故不喜歡在匆

促間做決定。 較不喜歡頻繁的人際互動，在溝通時多聽而少說，

討論時意見不多，有話直說、不善修飾言詞，也不太在乎別人的

看法；但若遇爭執時，願意配合多數人的意見而妥協。  
喜歡學習的課程或活動如：資訊、工程、電子技術、生化、體能

戶外活動等。  
有興趣的學群如：工程、資訊、數理化、醫衛、生命科學、農學、

體育等。  
喜歡的職業如：工程師、營建、科技人員、動植物研究人員、體

育老師等。 
研究型與

實用型(IR) 

喜歡手腦並用、追根究底、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或實驗。會去觀

察別人做事的方法，並以邏輯分析的方式，深思熟慮、有系統地

解決問題，或製造新的物品。較偏重於研究或新產品的開發，處

理問題常有獨到的見解，不喜歡受別人的指揮或干涉。喜歡自然

科學，由於注重本身智能的成長，喜歡接近令他們感興趣的專業

人士，以獲得學習的機會。  
可能不喜歡工作中冒險、領導、規定與時間壓力，有時會顯得猶

豫不決，也不喜歡頻繁的人際活動，不太在乎別人的看法，但若

遇爭執時，會願意配合多數人的意見而妥協。  
喜歡的課程或活動如：科學研究、生化實驗、數學等。  
有興趣的學群如：工程、資訊、數理化、醫衛、生命科學、農學、

地球與環境等。  
喜歡的職業如：科學研究、研發工程師、醫衛專業人員、動植物

研究人員等。 
資料來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1，頁 40-42 

 



 51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01)根據以上興趣量表的發展，以及文字解

釋研究的結果，對於高中一年級學生選組選課的建議為：自然組同學

興趣代碼的首碼較多是 R、I，社會組同學興趣代碼的首碼較多是 A、S、

E、C。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6)對於興趣量表測驗結果，將個人的職

業類型區分為三種： 

第一類型：企業型(E)、社會型(S)、藝術型(A)和事務型(C)，這 4

種組型中 2 個以上出現在最前面的 3 個高分時，通常

宜優先考慮選第一類組。 

第二類型：實用型(R)和研究型(I)同時出現在最前面的 3 個高分

時，通常偏向第 2、3 類組，但是要優先考慮自己的數

學能力。 

第三類型：研究型(I)、藝術型(A)和社會型(S)出現在前 3 項時，大

都傾向第 4 類組。 

李秉書(2002) 以高一學生各科段考成績、性向及興趣測驗分數，

來探討對高一學生文理選組的影響，興趣測驗採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發展的興趣量表，結果發現男、女學生的自然組興趣類型都是一樣的，

為實用型(R)和研究型(I)。 

綜合以上的分析，工程與科技領域的興趣在六種興趣組型以實用

型(R)與研究型(I)為主，若以單碼解釋為實用型(R)，雙碼解釋又以 RI

與 IR 為主。雖然 Holland 建議在學生的職業輔導，可以三碼作解釋，

但三碼不容易作文字解釋，本研究在探討工程與科技領域興趣時，將

以單碼 R 進行考驗，再以雙碼 R 與 I 進行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第四節 準工程教育對學生興趣選擇的影響 

本節內容主要在介紹美國中小學實施的準工程教育，探討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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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推動方式、教育目標、實施現況與成效，提供我國工程教育發

展之考。 

壹、實施背景 
過去二十年來美國政府及學術界發現，美國的工程教育面臨兩項

問題：申請升學大學工程與工程科技系的學生人數逐年降低，而且工

程與工程科技系學生的流失率(attrition rates)高；女性及少數族群從事

工程職類或就學工程與工程科技系的代表數不足。根據 Astin and Astin 

(1992)的全國性調查報告，美國大學工程科系學生從大一到畢業期間

大約流失 53%，其中大約有 40%轉到非科學領域的科系就讀；最近的

狀況仍未改善，Shuman 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大學工程科系學生流

失的比例大約是 50%，這些流失的學生有一半是在大一結束前就流失

掉。上述結果已造成美國工程及工程科技畢業人數不符合經濟發展需

求，而且學生流失率高，也浪費教育的資源與學生的時間。 

造成美國大學工程及工程科技系學生高流失率的原因眾多，而且

因人而異。Kartam(1998) 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工程科系大一及大二的

課程過於乏味而且不夠實務。 Shuman 等(2004)則認為，流失的原因

來自於：對工程領域不感興趣、基礎學科能力準備不足、欠缺成功的

信心。Shirley (2004)指出，部分的流失原因是由於大學前的教育與工

程教育沒有銜接；內華達州大學雷諾校區(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NRU) (2004) 在其課程網站上列出三種原因：1.高中教育準備不足；

2.對工程或科學相關職涯的態度不正確；3.高中與大學之間缺乏轉銜的

機制。Scarcella (2004)直接點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高中的教育準備

不足。也就是說，高中階段沒有提供適當的工程教育課程，學生沒有

機會學習工程相關的準備教育，是造成大學工程科系學生大量流失的

主要因素。 

再者，美國工程教育協會(ASEE) 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公司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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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需投入 600 億美元作員工訓練，大多數訓練內涵乃是應該在學校學

習的基本技能。而且美國學校在教導優秀學童成為未來科學家或工程

師方面的教育，也顯得績效不足，學生因為少有機會學習到如何將數

學與科學技能轉換成實用的知識，即使學生選讀工程學系，也會因為

沒有足夠的經驗或能力不足而輟學，有潛能的學生也可能因為沒有適

當的探索機會，而未將工程與科技學習列為第一選擇。 

為解決上述問題，美國許多大學院校及中小學乃規劃準工程課

程，提供學生在進入大學工程或工程科技系前，有機會探索個人生涯

興趣與學習能力。美國的準工程課程依開課的對象可區分為兩種，一

種是在大學或二年制社區學院實施，以大學工程科系或計畫升讀工程

科系的學生為對象，提供工程基礎課程，作為轉銜專業工程課程之準

備。另外一種準工程課程則是在中小學階段實施，提供工程概念性課

程，協助選修此課程的學生瞭解工程原理、工程職類的現況與前景、

從業人員的基本能力等，本研究所稱的準工程教育，乃是以後者為範疇。 

美國學者研究證明，在中小學階段(K-12)的課程中融入工程概念，

或提供準工程課程，讓學生在早期的教育中認識工程及科技發展的相

關知識，有助於學生在決定生涯進路時，瞭解自己是否適合在工程或

科技領域學習及就業，以作正確的選擇。此外，準工程課程也能吸引

更多的學生升學大學工程或工程科技系，並且因為有高中階段的準備

教育而能夠在大學順利的學習(Douglas, Iversen & Kalyandurg, 

2004；Blais, 2004)。 

貳、推動方式 

基於以上的背景說明，美國政府、學校及民間組織乃積極推動中

小學階段的準工程教育，以下分別從專業組織及工程教育與科技教育

合作的現況，說明美國推動準工程教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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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組織 

準工程教育透過專業的組織和計畫，例如全國性的組織工程進路

引導計畫(Project Lead the Way, PLTW)、美國工程教育學會(ASEE)、

美國南部地區教育委員會(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al Board, 

SREB)的 High Schools That Work(HSTW)計畫等合作推動，結盟的對

象包含中等學校(含高中及初中)、社區學院、大學、州政府教育部門、

民間企業及研究機構等。 

工程進路引導計畫(PLTW) 是全國性的、非營利性的組織，組織成

員包含中等學校、社區學院、大學、私人企業等，PLTW 成立的目標

包含：增加高中畢業生選讀大學工程與工程科技的數量、對於具備學

習能力的人，無論種族與性別，提供相同的學習工程機會、提供清楚

的標準與目標，以利學生成功地完成工程課程學習、降低大學工程與

工程科技系學生的流失率、領導本方案持續改善與發展，並提供支援、

對美國持續進步發展作出貢獻。PLTW 創辦人 Richard Blais，自 1980

年代起在紐約州北部校區開始推動中學準工程教育，截至 2005 年 3

月全美參與該計畫已遍及 44 州與哥倫比亞行政特區，超過 1000 所中

學。PLTW 曾統計 2003 年選讀 PLTW 課程的高中畢業生，86%升讀

大學與社區學院的工程或工程科技系，其中 75%的學生仍繼續就讀第

二年以後的課程。以上的統計資料顯示，高中階段曾選讀 PLTW 的學

生，大一的流失率，比許多大學或學院工程與工程科技系學生的平均

流失率減少 50%以上。有了以上的成效，PLTW 更進一步訂定其推動

準工程教育的目標： 2005 年以前達成選修 PLTW 準工程課程的高中

畢業生能 100%具備升學四年制或二年制的大學工程系或工程科技系

的資格，已升學者 90%能通過第一年課程，75%能順利畢業；參與

PLTW 準工程課程的女性比例，2005 年以前達成高於全國平均比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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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至於少數族群選讀 PLTW 準工程課程的學生比例在 2005 年以前

能達到與全國少數族群的人口比例相當；曾選讀 PLTW 課程的高中畢

業生在 2006 年以前通過大學工程或工程科技入學申請的比例再提升

20%(PLTW, 2005a)。 

美國工程教育學會(ASEE)為了提升與改善中小學階段(K-12)的準

工程教育，除透過學術研究以提供教育發展的基礎外，也針對高中學

生發展出課程指引，叫做「工程，為它加油」(Engineering, Go for It！)，

以介紹工程實務工作、新科技研發結果與成就、大學工程教育的現況，

以及工程教育活動資訊等，吸引學生與家長參與工程教育。針對教師

部分，也發展出「前進工程」(Go Engineering！)電子通訊，介紹 K-12

工程教育發展訊息，以及教師課程發展與創新教學活動的經驗。此外，

也提供準工程教育輔導諮商與推廣教育活動。Douglas 等(2004)宣稱,

大約有 35 萬名高中學生及 1 萬名 K-12 的教育人員，每個月能收到

ASEE 的出版品。 

二、工程與科技教育的合作 

美國推動準工程教育，除了透過以上的專業組織外，工程教育與

科技教育學界也逐漸意識到，工程與科技應該要有更密切的合作關

係。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A)執行長 Dr. Kendall N. Starkweather(2004)表示，美

國過去十年來的趨勢，工程與科技教育的關係越來越密切，這種強烈

的夥伴關係應該還只是一個開始。美國許多工程與科技教育的專業團

體，有良好的合作與交流的經驗。例如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TEA)與美

國工程學會(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在科技素養標準 

(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STL) 發展的審查階段，就已建

立了良好的合作經驗，目前仍維持密切的合作關係。此外，美國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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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汽車工程師學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等不同的專業團體也經常利用工作坊、研討會，以及國際科技教

育學會(ITEA)舉辦的年度會議，研討彼此合作的關係或計畫。 

工程與科技教育的結合、中小學階段準工程教育等議題，已是工

程與科技教育學界熱烈討論的議題。Starkweather 進一步指出，上述

的發展取向，已讓這些專業團體意識到，「科技教師乃是中小學階段傳

遞工程知識的最佳途徑之一」(Starkweather, 2004, p6 )。Blais(2004)

指出，隨著資訊時代美國就業市場人力結構的轉變，美國許多高中科

技課程已關注到這樣的變化，許多科技教育者認為教授工程原理與概

念，是幫助學生適應資訊時代需求的一條有效途徑。過去幾年，工程

在科技領域中已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在許多方面已滲進高中科

技課程中，提供了學習工程概念的課程或科目。Blais 進一步強調，高

中科技與工程概念融合為一門學科，將會是未來的趨勢。他指出 1992

年舉辦的「科技教育關鍵議題研討會」(Symposium on Critical Issues 

in Technology Education)，一群科技教育領域的領導者在討論科技領

域時，其中一個重要的討論議題是：如何讓科技課程在社會上獲得更

廣泛的瞭解與支持？有什麼與科技密切相關的理論基礎必須在科技課

教授？最後這群專家學者的結論是，「工程與科技不應該分為兩個學習

領域，它們應該結合而形成單一的學科」。 

Scarcella(2004)指出，科技教育與準工程有直接與密切的關係，

他認為科技教育從手工藝時代開始，就提供職涯探索與技能發展的機

會，讓學生能夠順利銜接大學工程專業訓練。工程則提供科技教育學

生升學與就業機會，讓學習科技變得更有意義，讓社會大眾更瞭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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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科技的價值。因此呼籲科技教育應調整課程，含容準工程教育，讓

工程與科技教育相結合。 

早在 1990 年代開始，就有許多美國及世界各地的研究建議融入工

程概念以作為科技研習的基礎。紐約州的工程原理（The 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課程便是經州政府審核過，提供給 9-12 年級學生選修

的科技教育選修課程之一；而工程導論課程則是高中一個為期兩年的

選修課程（黃能堂，1996）。PLTW 也是由紐約州科技教師 Richard Blais

創辦後，迅速發展為全國性準工程教育的推動組織。 

上述工程教育與科技教育的發展，顯示準工程教育正透過美國中

小學的科技課程及教師實施，在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結合工程教育

學會等團體，共同合作發表科技素養標準(STL)後，更確認這樣的發展

方向。也就是中小學的科技教育提供工程基礎教育及探索的機會，大

學工程與工程科技則提供升學進修的機會。換句話說，準工程教育的

發展，同時提供工程教育往下紮根的機會，以及科技教育向上銜接大

學教育發展的進路。 

參、教育目標 

工程教育主要在大學階段實施，科技教育則提供中小學生學習科

技素養教育，因此各自發展了教育的目標。但越來越多的工程與科技

教育學者認為，工程與科技應該結合成一門學科，在中小學階段教授

學生工程概念與設計等工程基礎知識。科技教育與工程教育合作，整

合發展準工程課程，乃成為近年來工程與科技相關團體、工作坊、研

討會等熱烈討論的議題。 

Blais(2004)指出，隨著資訊時代美國就業市場人力結構的轉變，

美國許多高中科技課程已關注到這樣的變化，許多科技教育者認為教

授工程原理與概念，是幫助學生適應資訊時代需求的一條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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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年，工程在科技領域中已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在許多方

面已滲進高中科技課程中，提供了學習工程概念的課程或科目。Blais

進一步強調，高中科技與工程概念融合為一門學科，將會是未來的趨

勢。他指出 1992 年舉辦的「科技教育關鍵議題研討會」(Symposium on 

Critical Issues in Technology Education)，一群科技教育領域的領導者

在討論科技領域時，其中一個重要的討論議題是：如何讓科技課程在

社會上獲得更廣泛的瞭解與支持？有什麼與科技密切相關的理論基礎

必須在科技課教授？最後這群專家學者的結論是，「工程與科技不應

該分為兩個學習領域，它們應該結合而形成單一的學科」。 

Scarcella(2004)指出，科技教育與準工程有直接與密切的關係，

他認為科技教育從手工藝時代開始，就提供職涯探索與技能發展的機

會，讓學生能夠順利銜接大學工程專業訓練。工程則提供科技教育學

生升學與就業機會，讓學習科技變得更有意義，讓社會大眾更瞭解學

習科技的價值。因此呼籲科技教育應調整課程，含容準工程教育，讓

工程與科技教育相結合。 

早在 1990 年代開始，就有許多美國及世界各地的研究建議融入

工程概念以作為科技研習的基礎。紐約州的工程原理（The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課程便是經州政府審核過，提供給 9－12 年級學

生選修的科技教育選修課程之一；而工程導論課程則是高中一個為

期兩年的選修課程（黃能堂，1996）。PLTW 也是由紐約州科技教

師 Richard Blais 創辦後，迅速發展為全國性準工程教育的推動組

織，目前已發展完成高中四年期，以及初中階段的準工程課程。 

基於科技與工程統整發展準工程課程已成為趨勢，本研究擬先探

討工程與科技教育目標，再分析準工程教育目標，作為本研究準工程

教學活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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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與科技教育目標 

美國工程與科技認可委員會(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BET,2001)之認可規準廣受國際重視，其所訂定的

「2000 工程標準第三版」(Criteria 2000, 3rd ed.)工程學門畢業生學習

成就與評量標準包含下列 11 項能力，可視為 ABET 主張的工程學院學

生核心能力： 

 
1.運用數學、科學和工程的能力。 

2.設計和進行實驗，以及分析和解釋資料的能力。 

3.設計系統、組件或程序以滿足欲達需求的能力。 

4.參與科際整合團隊合作的能力。 

5.分辨、釐清和解決工程問題的能力。 

6.了解專業與倫理責任的能力。 

7.有效溝通的能力。 

8.接受所需廣博教育以了解工程解決方案在全球及社會系絡中

之影響的能力。 

9.認知和投入終身學習需求的能力。 

10.察覺當前課題的知識。 

11.使用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能和現代工程機具的能力。 

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TEA)2000 年提出了「科技素養標準」

(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STL)，此一標準又稱為「科技

內容標準」(Technology Content Standards)。科技內容標準主要是希

望所有的學生都成為具有科技素養的人，而為能達到這樣的目標，乃

將 K-12 年級所應具備的知識及能力區分為五個項目，包含 20 個標準： 

(一)科技的本質(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S 1：使學生能夠瞭解科技的特性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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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使學生能夠瞭解科技的核心概念。 

S 3：使學生能夠瞭解科技之間的關係及科技與其他領域的關連。 

(二)科技與社會(Technology and Society) 

S 4：使學生能夠瞭解科技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效應。 

S 5：使學生能夠瞭解科技對環境的效應。 

S 6：使學生能夠瞭解社會在科技的使用與發展中的角色。 

S 7：使學生能夠瞭解科技對歷史的影響。 

(三)設計(Design) 

S 8：使學生能夠瞭解設計的屬性。 

S 9：使學生能夠瞭解工程設計。 

S 10：使學生能夠瞭解研究與發展、發明與創新，以及實驗在問

題解決中的角色。 

(四)科技世界中的能力(Abilities for a Technological World) 

S11：使學生能學會應用設計方法的能力。 

S12：使學生能學會使用和維護科技產品與系統的能力。 

S13：使學生能學會評估科技產品與系統之衝擊的能力。 

(五)設計的世界(The Designed World) 

S14：使學生瞭解而且能夠選擇及運用醫學科技。 

S15：使學生瞭解而且能夠選擇及運用農業和相關的生物科技。 

S16：使學生瞭解而且能夠選擇及運用能源與動力科技。 

S17：使學生瞭解而且能夠選擇及運用資訊與傳播科技。 

S18：使學生瞭解而且能夠選擇及運用運輸科技。 

S19：使學生瞭解而且能夠選擇及運用製造科技。 

S20：使學生瞭解而且能夠選擇及運用營建科技。 

二、準工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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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ham(2001)等人認為ABET的Criteria 2000提供了準工程課程

的指引，他們乃將科技素養標準(STL)與 Criteria 2000 整合，而成為準

工程教育標準(如表 2-6)。 

表 2-6 STL、ABET 與準工程教育標準對照表 

概念與原理 
工程教育標準 

ABET Criteria 2000
(後中等教育) 

科技素養標準

(STL) 
(中小學教育 K-12)

能理解與使用數學、科學與科技 ABETA S3、S4&S7 
理解科技的知識 ABETA S1&S2 
瞭解科技的歷史 ABETA S7 
瞭解工程與科技在過去發展中的歷

史定位 
ABETA S3&S7 

瞭解工程與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ABETF、ABETH& 
ABETJ 

S4、S5、S6&S7 

理解系統化的原理 ABETC& ABETH S11、S12&S13 
理解生態學的理論 ABETJ S5 
能夠瞭解並運用調查技術、應用知

識於蒐集、整理、分析資料 
ABETB、ABETF& 
ABETG 

S3、S10、
S13&S17 

理解並能運用工程設計的能力 
1. 定義問題 
2. 腦力激盪、研究、與產生構想

3. 明瞭各種規準與限制 
4. 規劃多種解決方案並加以選擇

5. 執行解決方案 
6. 建置一個解決的模式 
7. 評估這個解答模式與其可能的

結果 
8. 修訂設計 
9. 產生或下決定 

10. 溝通方法與結果 

ABETB、ABETC、

ABETE、ABETG、

ABETK 

S8、S9、S10&S11

明瞭、規劃、與解決工程問題 ABETE S8、S9、S10&S11
能夠操作與使用適當的工具設備 ABETK S1、S11&S12 
瞭解物品與材料的性質 ABETK S2、S15、S18、

S19&S20 
瞭解設計方案的危險與優點 ABETK S2、S5&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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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STL、ABET 與準工程教育標準對照表(續) 

瞭解資源： 
1. 瞭解地球材料的特性：例如建築

材料、燃料資源 
2. 瞭解各種資源與人力資源 

ABETK S2、S14、S15、
S16、 S17、S18、
S19&S20 

能夠獨立或團隊合作解決問題 ABETD S2、S11、
S12&S13 

能夠評估各種科技產品、系統、與

行動的衝擊與結果 
ABETD S13 

能夠利用文字檔案、設計草圖、期

刊、紀錄、多媒體或視聽器材發展

等溝通解決方案 

ABETG S12&S17 

能夠認知終身學習的需求與具備終

身學習的能力 
ABETI S12&S17 

註：S1 表示科技素養標準 STL 的標準 1；ABETA 表示工程教育標準

Criteria 2000 的標準 A；餘此類推 
資料來源：Gorham, Newberry, Stoler & Sechrist, 2001, pp.4-5. 

 

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TEA, 2000）在其發展的科技素養的標

準(STL)中，第九項工程設計標準中指出，為了要瞭解工程設計，9－

12 年級的學生必須達到下列能力： 

1.學習建立設計的原理以評量現有的設計，且要能蒐集資料以能夠

指引設計的過程。設計的原理包含可控制性、平衡、功能與比例。

這些原理能夠被應用在許多種類的設計且與所有的科技共通。 

2.設計會因為個人的特質而受影響，例如創造力、應變能力和抽象

的想像與思考的能力等。個體或群體若擁有上述的這些特質，則

傾向善於思考出數種不同的解決問題方法。而設計的過程常常會

與一個團體間個體的經驗、背景與興趣有關。此種的整合傾向於

增強創造力、擴展可能性的範圍與增強設計問題的專門技術層次。 

3.原型是指一個工作的模型，藉由真實的觀察與必要的修整，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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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一項設計的概念。原型建立之前須藉由遵守一項設計的測

試，才能夠決定其效用。原型對於產品或者系統需要針對其複雜

的運作以進行精密測試來說是重要的（例如：汽車、家庭用具與

電腦程式等）。 

4.工程設計的過程必須將許多因素納入考量。這些因素包含安全、

可信賴性、經濟考量、品質控制、環境考量、製造、維護、修理

與人為因素等。 

紐約州教育廳(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1995）在

提供給11年級或者12年級的學生一門工程導論的課程，稱為工程原

理，其教育目標如下： 

1.履行大學前教育課程以調查與測試學生在工程與科技方面的興趣。 

2.探索數學、科學、科技與工程的相互關係。 

3.作為整合數學、科學與科技知識的核心課程。 

4.增強一般的科技素養。 

美國Grandville High School 的準工程課程標準如下（Grandville 

High School, 2000）：   

1.描述工程的成就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2.描述不同工程領域與相關職業的職業道德與其教育的需求。 

3.使用資訊科技以學習技術資訊。 

4.應用工程面對問題的系統方法與其解法。。 

5.設計、建構與測試實際的模式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工程問題。 

6.應用科學與數學原理和技巧在解決設計問題上。 

7.團隊合作以解決工程問題。 

8.準備工程的計畫，並以不同的媒體呈現不同的概念。 

工程原理(principle of engineering)是 PLTW 為高中學生發展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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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課程，其教育目標為： 

1.成為精通科技與科技使用策略以蒐集、組織、傳播資訊的研究者。 

2.成為一個能理解工程發展過程對倫理、環境、社會、經濟所造成

衝擊的現代化公民。 

3.應用科技的原理製造產品與服務，以裨益社會。 

4.提昇個人對團體或組織的貢獻，以協助解決複雜的問題及達成共

同的目標。 

5.能運用批判性思考技術，解決複雜的問題。  

6.運用設計方法以分析解決問題，以利改善新產品的品質與發展速度。 

7.計畫成功有賴於問題定義、規劃、與資源的來源。 

8.能夠不斷地自我評估，以利個人成長與專業發展，增加就業的競

爭力、 

9.能夠發展檢測與校正績效的系統，以解決負責的問題。 

林坤誼(2001)根據美國科技素養標準、紐約州課程標準歸納出美

國準工程課程的目標主要著重在以下四方面： 

1.激發工程與科技方面的興趣。 

2.依循工程設計的程序，設計、建構與測試實際的模型，以解決實

際的工程問題。 

3.了解數學、科學、科技三者與工程的關係。 

4.增強在工程方面的科技素養。 

 至於國內部份，教育部(2004b)在所頒布的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

心課程「生活科技」課程指引中指出，「生活科技」欲達成下列之教

育目標： 

1.協助學生理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2.協助學生理解科技、科學與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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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學生善用科技知能、創造思考，以解決問題的能力。 

4.培養學生正確的科技觀念和態度，並啟發對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 

另外，教育部(2004a)公佈的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在生活領域

規劃「科技與工程」與「科技與社會」選修課程，作為進階學習科技

教育的課程，其中「科技與工程」學習內涵包括：1.科技、工程與生

活；2.科技、工程與科學；3.創意與設計。「生活科技」選修科目課

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1.協助學生理解科技及其對個人、社會、環境與文化的影響。 

2.協助學生理解科技、科學與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 

3.培養學生正確的科技觀念和態度，並啟發從事科技、工程與社會

相關研究的興趣。 

4.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與創新設計的能力。 

綜合以上從國內外科技教育目標、工程教育目標與準工程教育目

標之文獻探討，無論是科技教育、工程教育與準工程教育，其共同的

目標主要在培養學生理解工程與科技發展對於社會、經濟、環境等的

影響，其次是培育學生具備創新設計、解決問題與團隊合作的能力。

至於準工程教育，則又兼具提供學生對於工程與科技職涯探索機會，

以及激發學生學習工程與科技的興趣等目標。因此，本研究綜合以上

探討結果，整理出以下四項教育目標作為準工程教學活動的教學目標： 

1.協助學生理解科技、工程及其對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影響。 

2.發展學生創新設計、解決問題、團隊合作等工程與科技知能。 

3.培養學生對工程與工程科技正確的觀念與認知，進而在工程與工

程科技職涯選擇時做正確的決定。 

4.吸引學生對工程與工程科技研究發展的興趣。 

肆、準工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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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對中學生實施準工程課程，主要是介紹工程

領域的相關知識，提供工程領域生涯探索的機會，以降低大學工程科

系學生因興趣或能力不合而流失的比率 (attrition rates)，並藉此吸引

更多高中畢業生升讀大學工程科系，滿足全美工程及工程科技的人力

需求。 

ASEE 調查全美各級學校實施準工程推廣教育課程，主要有下列

目的：(Jeffers, et al, 2004) 

1.增加學生學習工程教育課程的機會：推動大專校院參與，辦理教師

研習或學生推廣教育，增加中小學工程教育機會。 

2.促進工程教育多元化發展：尤其是鼓勵女性與少數民族學生，增加

此類學習者或就業人數。 

3.教育未來國家發展所需能力：透過 k-12 教室內工程教育活動，提

升學生科技素養，以維持美國在科技研發、設計、製程技術等的競

爭力。 

4.提供師資教育訓練：藉助大專院校推廣教育活動，培訓 k-12 教師

基礎的工程原理知識，以及工程教育方法。 

5.促進大學工程系學生專業發展：透過活動參與，大學工程科系學生

有機會貢獻所學，並促進其專業發展。 

針對初中(middle school)及高中(high school)學生所發展的準工

程課程，以 PLTW 最具完整性與結構性，PLTW 的準工程課程乃是整

合數學、科學、英語/語言、科技等全國性的標準，所發展的計畫導向

(project based)學習課程，在初中階段稱為科技入門(Gateway to 

Technology)，高中階段稱為工程的進路(Pathway to Engineering)。 

初中階段的科技入門包含四門課程：設計與造型(Design and 

Modeling)、奇妙的電子學(The Magic of Electrons)、技術的科學(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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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of Technology)、及自動化與機器人(Automation and 

Robotics)。另外還有三門課程正在發展中，包含：環境工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能源與環境(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太空科技(Aerospace Technology)。 

高中階段工程的進路課程共包含六門課程：工程原理(Principles of 

Engineering)、工程設計介紹(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Design)、數

位電子學(Digital Electronics)、電腦整合製造(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土木工程與建築(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以及工程設計與發展(Engineering Design and Development)。同樣的

也有兩們課程正在發展中，生物科技工程(Biotechnical Engineering)

與太空科技( Aerospace Technology)。 

此外，各大專院校也經常辦理準工程推廣教育活動，對象包含中

小學(k-12)教師與學生，活動方式有教材發展、網路資源設計、工程推

廣營隊、校園巡迴展示、工程製作與設計競賽、教師專業發展等。針

對學生的教育活動主要在介紹基本的工程概念，透過動手作(hands on)

或遊戲的過程，讓學生學習到將數學及科學等知識應用在日常生活

中，以及培養做決定(decision making)與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能

力。表 2-7 所示為美國大學舉辦的準工程推廣教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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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美國各大學院校舉辦之準工程推廣教育內容 

辦理學校 活動名稱 
辦理

時間
活動內容 

德州大學奧斯丁分

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Desig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for 
America’s Children 

1994
介紹工程設計中解決問題的程序，讓學

生在解決所設計的問題中驗證過去所

學習的數學與科學知識。 
愛俄華州立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 

Toying With 
Technology 1997

利用 LEGO 遊戲及微處理機發展科學

與科技教學單元，讓學生及教師瞭解並

且欣賞生活週遭科技的發展與創新。 
密蘇蘇里大學羅拉

分校 University of 
Missouri-Rolla 

Bridge Engineering 
1997

透過有經驗的工程師講解示範橋樑工

程，利用橋樑構築活動與設計的教材，

讓學生探索基本的工程概念 
北卡羅來納州立大

學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The Science of 
Playgrounds 1998

利用兒童遊戲區中捶手可得且便宜的

器材，並且結合科學與工程原理設計成

k-12 的動手做教學活動。 
烏斯特技術學院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Camp Reach 
1997

專為七年級女生設計的二星期營隊，目

的在促進其自信心與學習動機，並提升

其對工程與科技的興趣。 

亞利桑那州立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aming Engineering 
Advocates wit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997

專為初中女學生設計的二天課程，包含

工程活動、生涯資訊、團隊練習等動手

作的活動，目的在提供探索的機會，以

及激發學習興趣。 
路易斯安那東南大

學 Southeastern 
Louisiana 
University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1997

以移動式的小型電腦整合製造機，到

k-12 學校巡迴展示，讓學生親自體驗

製造科技、科學概念、多媒體、網路等

基礎知識。 
愛俄華州立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 

Internet Explorers 

1998

由大學工程系學生或研究生利用暑期

協助或指導高中女生，發展人類生物

學、自然科學、科技等領域的網路教

材，以探索基本的科技與工程知識。 
紐 澤 西 技 術 學 院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pward Bound 
1998

專為 10 和 12 年級學生設計的暑期六

週密集式課程，活動包含專題演講與實

作練習。 
印地安大學、普渡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Young Scholar 
Summer Program 2000

為期一週 20 小時的工程營隊，讓 k-12
年級學生具備工程與科技的概念。 

資料來源：Jeffers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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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實施 

準工程教育的實施方式主要是由經過訓練的高中教師，直接在高

中開設準工程課程，或和其他學科統整，教授學生工程概念。也有大

學院校以推廣教育(outreach program)方式，以中小學學生為對象，

採短期密集式的介紹工程概念，或者採校園巡迴方式，定時定點在鄰

近學校，安排工程教育展示與講習。進一步歸納準工程活動應包含兩

種類型：一是學期中在學校的課程中安排教授工程概念的相關活動，

最後並測驗學生學習成果；一是提供學生額外學習機會的課外活動，

包含職場體驗(job shadowing)、專家指導、競賽、專題演講、下課後

或暑期夏令營等。課程實施方式非常多元化，因地區、因學校、因學

生需求而異，上課時間也有很大的彈性，通常正式課程的時間較長而

且固定，課外活動型式則從數天到數個月不等。基本上美國中學的準

工程教育，係透過學校的正規課程，或與科技、數學、科學等課程統

整後實施為主，另外搭配課外活動提供短期的加深加廣的學習機會。 

PLTW 以計畫導向(project-based)為教學活動設計，透過動手作

(hands on)或遊戲的過程，讓學生學習到將數學及科學等知識應用在

日常生活中，以及培養做決定(decision making)、創意設計(creativity 

design)與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能力。PLTW 準工程教學活動的

建議：學生活動或實作的時間，至少應在 60%以上，也就是教師授課

與學生學習的時間比例為 2：3。 

美國有半數以上的高中提供進階修習或預修(advanced 

placement)課程，及大學預修課程(陳伯璋，2002)，而且 PLTW 及

HSTW 等計畫與大學工程科系已建立學分抵免機制，在此制度下，學

生選讀高中階段的準工程課程，可抵免部份大學的工程基礎課程學

分，因此提高了高中學生選讀準工程課程的意願。其次，因為部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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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抵免後，自然減輕了大一大二階段的課業壓力，學生有了成功的獲

得學分的經驗，流失的情形就相對降低。 

陸、課程方案評鑑 

美國工程進路引導計畫(PLTW)2005 年發表 K-12 準工程課程方

案評鑑標準(Criteria for Evaluating K-12 Programs in Engineering & 

Engineering Technology，CEPEET)，評鑑項目包含整個課程方案的

願景與目標、課程內涵、教學實施、學習評量、課程修訂、大學學分

採認、教師專業發展、教育夥伴關係、新進學校之諮商輔導、產業及

政府與學校的支持等，提供辦理準工程教育計畫的單位在計畫實施前

進行課程評鑑，以確保準工程計畫能有效推動，並達成預期目標。表

2-8 所示為 K-12 準工程課程方案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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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K-12 準工程課程方案評鑑標準 
主題 3 分 2 分 1 分 0 分 

願景與目標 
計畫中已規劃了清楚的任務

與學習目標的評量策略 

雖然已列出清楚的學習任務，但

沒有說明學習目標要如何評量

只說明一般性的學習任務，但沒

有學習目標 

沒有規劃學習任務與目標 

綜合性課程 

提供已發展完整的課程，並整

合全國性的科學、數學、科

技、語文等標準，以及提供進

階的專精課程 

雖然有最新的計畫導向或問題

導向課程，但缺乏與全國性學科

標準的整合與連接  

部分提供較新的計畫導向或問

題導向課程，且各種單元沒有和

全國性的標準整合，與工程或工

程科技銜接不明顯 

不是計畫導向或問題導向課

程，沒有和全國性的標準整合，

與工程或工程科技不能銜接  

研究為本位

的教學 

強調教與學都能應用必要的

教學方法，讓課程能聚焦在核

心概念上 

強調以教學軟硬體為方法的學

生自我導向(self-directing)

或自我修正的

(self-correcting)學習活動 

過度強調以教學軟硬體為方法

的學生自我導向

(self-directing)或自我修正

的(self-correcting)學習活動

完全集中於培養學生電腦軟硬

體的操作能力 

評量 
採用嚴謹的、有效的評量方

式，包含知識與技能 

評量方式不完整，只涵蓋部份必

要的知識或技能  

只有評量到記憶性的知識或運

用設備與電腦軟體的技能 

對於學生學習到的知識與技能

沒有任何評量 

與現實世界

相關的活動

計畫或問題 

提供的計畫與問題，能與課程

內容結合，並能整合現實世界

的問題，以促進學生發展出策

略來解決問題 

提供的計畫與問題，偶而能與課

程內容結合，使學生能發展出策

略來解決問題 

極少提供課程計畫與問題 沒有任何課程計畫與問題，只有

按步就班的

( procedure-based)課程活動 

公平公正 

課程具有代表性能含容多元

社會與提供多元化訓練及策

略目標之專業發展，以提升女

性及少數族群參與 

課程活動能考慮到、並在專業發

展課程中略微提及公平對待女

性與少數族群的重要性 

在課程活動與專業發展課程中

能提及公平對待女性與少數族

群的重要性    

課程活動中沒有提到公平對待

女性與少數族群的重要性 

 



 

72 

表 2-8  K-12 準工程課程方案評鑑標準(續) 

持續改善與

修訂 

定期地與產業界、中小學校、

高等學校共同修訂課程活動 

間斷性地與產業界、中小學校、

高等學校共同修訂課程活動 

少數有和產業界、中小學校、高

等學校共同修訂課程活動 

沒有定期修訂課程，或沒有和產

業界、中小學校、高等學校共同

修訂課程活動 

課程結束後

標準化測驗 

準備與提供課程結束後標準

化測驗，每門課程一年兩次 

有提供各學科課程結束後的測

驗 

只提供了設備及軟體操作等測

驗，評量學生記憶性與非理解性

的知能 

沒有任何測驗或考試 

大學的學分

採認 

能夠讓學生獲得工程與科技

認證委員會 (ABET)通過之大

學選修學分 

鼓勵學生申請可獲得學分的大

學 

指導學生在大學入學申請時提

到學分採認事宜 

沒有提供意見或鼓勵大學學分

採認事宜 

教師專業發

展 

提供綜合性的專業發展課

程，促進教師不斷充實知能，

包含教師的課前評估、核心訓

練、教育的學位，以及持續的

專業發展 

提供額外的師資訓練，包含學前

或學後的協助與畢業學位  

提供教師手冊與教材 沒有提供教師訓練與協助 

學校輔導員

的訓練與支

援 

提供學校輔導員訓練課程，以

便具備工程與工程科技生涯

進路的知識與諮商輔導教

材，協助學生及其家長進行工

程與工程科技的生涯決定 

提供學校輔導員對學生與家長

輔導的資訊與宣導教材  

提供學校輔導員對學生與家長

輔導的宣導教材 

沒有提供學校輔導員相關輔導

的訓練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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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K-12 準工程課程方案評鑑標準(續) 

教育夥伴模

式 

建立教育夥伴團隊是必要

的，成員來自產業界、高等教

育學校，並對教師及學生提供

必要的協助 

有鼓勵建立教育夥伴模式，及建

立社群中的各種組織成員 

有鼓勵建立教育夥伴組織但沒

有明確的會員關係 

沒有鼓勵或需要建立教育夥伴

模式 

政府支持 

從實施的觀點，能與各州合

作，以符合各州的法令、政

策、執行程序等 

能非正式地與各州合作，使課程

能顧及各種面向 

  

直接與學校合作而沒有涉及到

州的層級 

沒有與州的合作 

學校支持 

有學校同意書，內容描述或條

列各種目標達成的等級，以及

維持課程計畫高標準的必要

性 

提供條列式的課程目標與實施

方法的指導方針  

以條列式提供實施方法的參考

方向 

  

沒有設置課程實施的標準 

  

對學校與人

事的支援 

有專業人員編制，具備教學、

課程發展與評估經驗，並能熟

悉中小學教育與管理所有參

與學校、教師、學校輔導員、

學生等的資料庫 

有專職人員編制，能和老師一起

發展課程、提供所有參與學校名

單 

雇用輔導員來發展教學單元 沒有提供學校及老師協助 

產業與政府

支持 

結合產業、政府共同評估課程

計畫、學習成果，確保課程能

與政府政策及產業發展需求

有效連結  

政府及產業界只提供課程評

估，給予回饋及建議，但沒有成

為合作夥伴 

政府及產業界只知道有這項課

程計畫，但沒有提供協助或經費

支援 

課程計畫沒有政府或產業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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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K-12 準工程課程方案評鑑標準(續) 

充裕的設備

支持本計畫 

具有可行的計畫，汰舊換新或

增置教學所需的設備、工具、

材料等 

表列全部教學所需的設備、工

具、材料等，並建議如何獲取這

些設備資源 

只表列全部教學所需的設備、工

具、材料等 

並無列出教學所需 

課程評估 

提供系統化的課程評估方

式，以測驗任務與目標達成的

程度，此評估內容應包含學生

申請大學工程與工程科技許

可與否的資料，就業、學習成

就等統計資料 

提供課程評估檢核表給學校使

用 

鼓勵學校進行自我評估 沒有系統化的評估計畫 

領導與支持 

具有涵蓋工商產業、高等教

育、中小學校等首長組成的委

員會組織及諮詢委員會，以指

導課程活動達成任務及目標 

具有諮詢委員會能提供活動教

材的建議與審查 

能邀請相關領域的教授審查教

材及提供充實教材內容的建議

課程活動沒有任何督導 

持續性 

 

具有讓課程計畫延續、支持其

成長的計畫，並且能滿足國家

的需求 

提出有效的建議，以涵蓋國內各

種團體及會員，協助課程持續推

動 

有鼓勵學校發展長期課程計畫

的措施 

沒有持續發展的模式 

中小學校組

織 

除了高中(9-12)工程與工程

科技課程外，也提供中小學學

生具有挑戰性的、動手做的課

程，成為整體性課程 

提供學習包(learning 

package)，以鼓勵學生科學與科

技方面的學習  

提供教科書中科技活動的教學

單元 

中小學中沒有提供任何能引起

學生學習工程與工程科技興趣

的課程 

資料來源：PLTW,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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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結果與成效 

基於以上對美國中小學階段準工程教育的探討，茲說明其實施結

果與成效如下： 

一、準工程課程提供學生提早探索工程的機會 

自從美國推動中小學準工程教育後，學生不需要等到上大學之後

才接觸工程教育，早期接觸工程教育，除了培育必要的科技素養能力

之外，也提供學生探索工程與科技領域是否為自己喜歡的行業，也試

探自己的能力是否能勝任工程與科技專業的學習。對於對工程與科技

感興趣的學生，高中階段的準工程課程選修學分一方面提供未來升學

大學後進階學習的準備，一方面可以抵免部份大學基礎課程學分，減

輕大學階段的學習壓力。 

二、準工程課程有助於減少大學工程科系學生的流失率 

根據 PLTW 2003 年的統計，高中階段曾選讀 PLTW 課程的畢業

生 86%升讀大學與社區學院的工程或工程科技系，其中 75%的學生

仍繼續就讀第二年以後的課程，相較於一般大學每年平均有 50%的工

程與工程科技系學生流失的比例，以上的統計資料顯示，準工程課程

確實有助於減少學生的流失率。 

三、女性及少數族群升學大學工程與工程科技的比例期望透過準工程

課程予以提昇 

女性及少數族群就讀或從事工程及科技領域的比例偏低，相對於

在整體人口的比例上顯得代表性不足，這樣的結果恐將造成工程與科

技發展產生侷限或偏頗，美國政府與學術界乃運用各種鼓勵措施、專

案研究，企圖找出關鍵因素，以提升女性及少數族群選擇工程與科技

領域的相關職業。準工程教育提供了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透過基礎

工程原理的介紹、動手作的過程，並將學習知識與生活經驗鏈結，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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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增加學習過程中的成功經驗，以吸引更多

的女性及少數族群學生接觸工程與科技教育，進而升讀大學工程與工

程科技系。 

四、政府與專業組織聯合公民營機構共同推動準工程教育 

準工程教育之推動主要由 PLTW、SREB、ASEE 等專業組織及

教育行政主管機關負責推動，並結盟產官學研等單位，包含政府、研

究機構、大學校院、中小學校、學術組織、民間企業等，已建立完善

的合作模式。例如新加入辦理的中小學或教師，有輔導單位提供專業

上的協助與諮詢服務；對於學生在高中階段正式課程選修的準工程學

分，在預修制度的架構下，能抵免部份大學學分。 

五、工程教育團體結合科技教育學會等共同發展準工程教育 

工程教育與科技教育的合作關係是越來越密切，專業研究的合

作、年度研討會共通議題的研討，近年來的發展已讓這些專業組織意

識到「科技教師乃是中小學階段傳遞工程知識的最佳途徑之一」。因

此，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TEA)2000 年發表科技素養標準，已含容工程

設計的概念，工程教育更已在許多方面滲進高中科技課程中，提供了

學習工程概念的課程或科目。藉由中小學的科技課程與教師實施準工

程課程，提供學生工程基礎教育學習及探索的機會，大學工程與工程

科技則提供科技教育向上銜接大學教育發展的進路。 

六、課程活動包含正式與課外推廣課程 

美國中學階段的準工程教育已發展成一系列的正式課程，以

PLTW 為例，初中階段稱為「科技入門」，包含四門課程：設計與造

型、奇妙的電子學、科技的科學、及自動化與機器人。高中階段稱為

「工程的進路」，包含六門課程：工程原理、工程設計介紹、數位電

子學、電腦整合製造、土木工程與建築以及工程設計與發展。另外，



 

77 

大學、社區學院、中等學校也設計了課外推廣課程，提供較短期的非

正式課程或作加深加廣學習。 

七、教學實施強調動手作(hands on)的過程 

準工程的活動設計，強調動手作(hands on)的學習過程，讓學生

將過去所學的知識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做決定、創新設計與問題

解決的能力。PLTW 準工程教學活動建議，學生活動或實作的時間，

至少應在 60%以上。 

 

綜合以上探討，美國中小學準工程教育已發展成為完整的課程方

案，準工程教育採用多元化的方式實施，有短期的推廣教育，也有在

正規教育中實施，特別是正規教育中由科技教師或經過專業培訓的老

師來教授準工程，將科技與工程結合，提供我國工程與科技教育合

作，透過生活科技教授準工程課程的啟示與理論基礎。高中準工程的

課程、強調動手作的教學活動，更是提供本研究發展準工程教學活動

的參考依據，課程評鑑標準可用以評鑑本研究準工程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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