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八年 四十一卷 第四期

如何實施教學活動以增強研究發展能力
王光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研究發展是科技創新改良的手段。其意義是把一個新的科技概念(或新的解
決問題的方法)，轉變成為新科技產品、新製程、新服務，真正的為人群服務。
研發的程序包括:(1)研究、(2)發展、(3)測試、(4)展示、(5)行銷及推廣應用。
先做基礎研究(概念的可行性研究，再進一步結解技術難題(通過實驗室性能測
試)，及實際使用場所的測試，最後則研究如何解決其技術上、市場行銷上、及
財務上的困難，以便設法推入市場，提昇新科技之商業價值，進而達到經濟規模
(Technologies Institute Secretariat, 2006)。
科技的創新必需透過科技研發，完成商品化，才能得到報償。商品化是指把
創意(新的概念, 新的點子)轉變成為新的產品、新的製程(新的工藝過程)、新的經
營管理模式(商業模式)，成功進入市場，甚至導致新企業(項目成長如創業融資上
市)及新市場的產生。
研究發展不只是科技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也包括製程方法的改良，及產生新
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市場行銷及策略聯盟等 (National Center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07)
企業要能加快自主研發的流程，縮短新產品開發所需的時間，而推出市場所
需的創新產品，才能具有競爭力，而存活下去。這種創新研發的能力，決定企業
的興衰以及國家經濟的發展，譬如韓國產業的崛起，其成長關鍵，就是來自研發
能力的提升(盧諭緯, 2002)。
在現代科技社會，如何研究發展已經成為每個人都應該具備的科技能力，不
但要了解研究發展的原理，還應該體驗研究發展的程序。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之
中，時時刻刻都能發現值得創新改良的問題點，能產生研發創意(can develop
his/her own research ideas)，能進行研究發展，如此將變成更有產能的人，全國的
科技人力素質因此也得到大輻提昇。 .
如何在生活科技課，教導學生們提昇其 “研究發展的能力(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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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kills)”，理應是所有從事科技教育的同仁所應該關注的問題，因此、
本文就是想嘗試的解答這個問題，並分成下列四點來探討：(1)為何科技教育的
教學活動可以增強研發能力，(2)教學活動之實施宜掌握之原則，(3)研究發展之
教學活動實施方式，(4)如何撰寫教學計劃，(5) 如何評量研發能力。由於筆者才
疏學淺，管窺蠡測，所見有限，至盼透過本文，把所歸納的想法，提請各界專家
學者共同來思考、激發討論，最終能使這個基本而重要的問題，找出更正確的答
案。

貳、科技教育的教學活動可以增強研發能力
研究發展是重要的科技能力，國際科技教育學會(ITEA)所訂的科技能力標準
第十條明白列出，學生在設計方面的科技能力，應透過解決問題的活動，體驗如
何進行：故障檢出、研究發展、創新改良、以及實驗(ITEA, 2003)。
科技教育(生活科技)之教學，對研發能力之增強具有下列功能：(1)可以增強
同學之科技素養以及日後面對科技問題之創造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2)為未
來進入職場後之創新工作做準備，(3)使能好好思考及練習著手去改善人類生活
品質，(4)使能習於主動的有創意的去解決問題, (以獨力的方式,或以形成團隊的
方式)，(5)會針對需求,期望,及機會,發展出科技概念或製造出產品或系統，(6)除
了學會實用技能,還會評估過去和現在的科技,理解功能及產業實況, 並能注重審
美、社會及環保，(7)使能明智的選用科技產品,並能從事創新改良，(8)設計與製
造的教學活動，能充分体驗創新設計流程，及了解科技研發程序，因而能增強設
計,、應用、檢修、測試、維護、實驗等科技能力，更能增進學生對科技研發及
控制的能力(王光復,2007)。
要想增強學生研究發展的能力，必須採用專題製作研發類(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的教學活動(Alexandrov, 2008)，其理由可簡單歸納為下列三
點:
[1]. 研發能力必需要靠体驗而非告知：研究發展的方法以及科技產品設備的
作用，都是有賴操作及應用，才能建立體驗、及才能真正了解的。一般教學
時採用的教學活動，如觀看一個教學錄影帶，以及教師的生動描述講解，並
不能使學生體驗如何研究發展。反之，透過動手做的實習課, 讓學生有機會
實際進行設計製作及操作練習，通過這種實踐活動才能真正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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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雜的科技問題及科技產品流程等的創新改良，有賴從解決基本的科技
問題，或進行簡單的實用設計，來建構設計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經驗。這些
基本設計製作的能力，經由鍛煉，才能夠舉一反三，而應用到類似的情境, 產
生“學習轉移”的功效。
[3]. 很多重要的研究發展能力，諸如“注重系統總体效益的系統思考能力”，
“強調分工合作、溝通協調配合、及團隊合作的態度”，“講求品質、時效、
檢討改良、及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及“針對實際需求、講求商品化及市場行銷”
等能力，也是需要透過各種教學活動才能培養。

參、研發能力教學活動之實施原則：
教學活動就是要讓學生們能有機會動動手、動動腦，而不是被動的聽講。
透過教學活動、使學生能經由：瞭解及体驗科技產品設備之性能、運用、評
估、及操控管理，而增強科技應用管理及處理工作事務的能力。
所選擇的教學主題,和所設計的教學活動,不能太偏重理論(探討原理及性
能)，而應該強調探討方法及問題之解決。換言之，教學活動應該著重於: “如何
做判斷及做決定"、 “如何選訂目標及策略"、 “如何安排工作流程"、“如何使用
工具機械設備"、“如何有效運用"、“如何設計製作"、 “如何解決實際的問題”，
如此才較有機會使你的學生有機會增強其解決問題及研究發展的能力。
要教好研發能力，必須做好下列準備，及強調下列知識技能：
z

準備安排及佈置一安全而有利於學習的實習場所，

z

能使學生演練設計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技巧，

z

能使學生練習展示及說明其設計意旨及工作程序，

z

能讓學生有機會體認現實的,最新的科技發展現況(Lee, H, 2004)。

z

除了學習製作技巧，還要加強學習創新研究能力，

z

研發的教學不應該只是侷限於技術，而應擴及管理及行銷。

z

除了學會研究發展所而的科學和科技能力，還要增強洞察商機
(identification of commercialization opportunities)，

z

在增進研發(R&D)能力的基礎上，若欲增進創新能力(Innovation
Skills)，可進一步的補強其他專業能力：產品研發及商品化能力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or Commercialization Skills)，製程改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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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Skills)，創新合作能力(Innovation
Partnering Skills)，科技管理能力(Technology Management Skills)，
和創新人力資源發展能力(Innovatio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Skills)，(Atlantic Canada Opportunities Agency, 2007)。

肆、研發能力之教學活動實施方式：
研究發展的教學活動可分成設計、製作、及檢討改良三大階段。
設計階段主要的教學活動為：(1)腦力激盪、集思廣益、產生新的科技概念、
尋求解決方案，(2)文獻探討、了解對這個問題，目前人類已經發展出那些科技
方法及工作技術來解決，充實修改自己的科技概念，使對研發的體認更趨成熟，
(3)調查研究有哪些工具、儀器、材料、設備等適合來使用，(4)進行設計及製作，
繪草圖、製作模型、建構解決模式、完成細部規劃、解決方案計劃、或建構出原
型，表達出科技概念的效能，並不斷的進行測試、檢討、改良，(5)彙整資料，
撰寫設計圖說及設計總報告書。
在教導學生如何增強研發能力之前，首先要先教 “研究發展”的意義和價值,
然後教導研究發展的程序方法, 然後指導進行設計製作(專題製作)及“動手做解
決問題”類的教學活動。另外，除了講課，安排學生動手做實習，還要要求學生
把實習工作之學習歷程做成檔案記錄，亦即製作學習心得集(Portfolio)，又稱為
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卷宗。其內容包括：
z

設計製作工作物之研究心得(背景情勢、需求、理想、作用、最新技術發
展等);

z

分析出設計之有利條件(資源)及限制;

z

設計製作的目標(功用、性能、原型之規格、結構、造型、使用方法等);

z

進行研發的程序(策略、工作進度、步驟、方法、工作草圖等);

z

進行測試分析評估及檢討改進(自行評量、同儕評量、家長評量、教師及
專家評量等)。

伍、研發能力教學計劃之撰寫要項
要做好教學工作，事先思慮周詳的教學計劃是不可少的。
對於教學計畫之撰寫方法(教學計劃的格式及撰寫要項)，筆者的建議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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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計畫之要項宜包括：(1)單元名稱，(2)教學活動簡述，(3)教學目標（技能指標）
及價值，(4)所用器材及教學資源，(5)課前準備，(6)教學活動安排，(7)探討之概
念及想解決的問題，(8)學習方法，教學活動步驟，(9)教學輔導及教學指引，(10)
評量之方法，(11)學科評量（測驗題，標準解答）
，(12)技能評量活動說明及評量
表（Rubrics），(13)參考資料，(14)附錄。(王光復, 2003)
以下列出各要項的撰寫要領：
1. 單元名稱：題目不要太大、不要太不明確，宜設法縮小到某一特定主
題(解決特定問題)，譬如：在某種指定情況下、正確的完成什麼作業
(或工作)。
2. 教學活動簡述：可列出：(1)教學活動之內容(做什麼活動); (2)教學活
動之流程(怎麼做); (3)教學活動之意義(做這個活動有何價值)。
3. 教學目標（技能指標）及價值：可列出：(1)能力目標，(2)知識目標，
(3)情意目標，(4)學會本技能之價值或意義，具体說明希望學生能夠
增長什麼樣的研究發展能力。
4. 所用器材及教學資源：可列出教學所可能用到的器材及教具(含媒
体)：(1) 教育設施 (場地、教室) 之需求，(2)教學設備 (教具、機具、
器材、材料、媒体等) 之需求，(3)教材、課本，(4)其他教學資源。
最好採器材表方式呈現。
5. 課前準備：可列出如何安排教學情境及完成場地設備之準備：(1)教師
自己要做好什麼準備、如何展示、如何教，事先計劃好示範講解等
教學之步驟及注意事項，(2)教師要設法塑造成什麼樣的教學環境(如
何佈置、如何準備、要求別人支援什麼)，(3)規定學生要做好什麼準
備、作業規定等。
6. 教學活動安排：可列出：(1)整個教學時段之時間安排如何?，(2)如何
讓學生們知道將要做什麼活動? 以及為什麼?，(3)活動流程步驟方法
(如何實施,怎麼做)?，(4)有那些補充規定? 注意事項?，(5)教學活動
目標，希望達到的理想標準為何?，(6)如何安排結束此活動(或這一
節課)。
7. 探討之概念及想解決的問題：可列出：(1)要讓學生在這節課學會哪
些概念，(2) 要學會解決哪些難題，(3)待研究問題之界定(釐清):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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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問題的重要性及性質及希望解決的地方，可能提出的對策，最
佳的研發程序及其理由.。
8. 學習方法，教學活動步驟：可列出：(1) 要安排哪些教學活動，採用
哪些教學方法，各用於何種情況，(2)協助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及
討論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的利弊和優缺點。
9. 教學輔導及教學指引：可列出：(1)如何發現有那些同學需要輔導，
(2)如何發現有那些困難點(學生們學習上困難之所在)，(3)在學生學
習過程如何給予以輔導(不同的困難情況時)，(4)要提供哪些教學指
引，使他能自行學習。
10. 評量之方法：可列出：(1)評量的宗旨、原則、(全學期的評分制度)，
(2)本次教學活動將採用的之評量方法，(3)評量之結果如何處置(如何
透過評量改進教學)，(4)學生作品或研發成果之觀摩、討論、評估優
缺點、及提出改良建議。
11. 學科評量（測驗題，標準解答）
：可列出：(1)哪些所教的概念和情意
(態度)要用哪些測驗題來考，(2)測驗題及標準解答，(3)學科評量的
時機、安排、及施測方法、評分方法。
12. 技能評量活動說明及評量表（Rubrics）
：可列出：(1)哪些所教的技能
(能力)和情意(態度)要用哪些技能評量活動(術科考核)來考，(2)技能
評量活動(術科考核)測驗題及標準解答，(3)術科評量的時機、安排、
及施測方法、評分方法。
13. 參考資料：可列出：(1)圖書、期刊類參考資料，(2)網頁類參考資料，
別忘了要註明是什麼網站，哪一天查閱的；且要依序。(3)教學媒体
或教學遊戲等軟体等。
14. 附錄：可列出：(1)和本教學計畫最有關的資料，(2)和本教學計畫次
有關的資料，(3)和本教學計畫稍有關的資料，(4)在撰寫作過程中，
如果發現與本教學計畫有關的資料，能夠收集起來，對於日後能有
參考價值的，都可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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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發能力之評量
研發能力的評量，應著重於解決問題滿足需求。可以從知識和技能的角度來
評量，也可以從設計製作的作品表現來評量。
「知識部分」的評量， 可從是否了解：(1)科技的系統和程序，(2)科技的評
估管理及應用，(3)創新設計與解決問題的方法，(5)工具機械材料等之性能，及
(6)製造方法等方面來評量。
「技能部分」的評量， 可從是否會做：(1)設計，(2)加工製作，(3) 連接、組
合、裝配，(4)完成檢測(感測)及操縱控制，(5)撰寫程式，(6)進行性能測試及調
整等方面來評量。
「作品表現」的評量，可從以下列的考核各點著手：
(1)是否切合所需解決的科技問題，
(2)想改良的科技產品性能是否真的得到提昇，
(3)想改良的科技流程方法是否真的比原來方法好(更經濟更有效)，
(4)所完成的研發成果是否安全環保而沒有不良的副作用，
(5)研發初期有沒有對現實需求做研究調查，
(6)研發過程所採用的測試方法是否經濟有效，
(7)整個研發過程是否符合理想的研究發展的原則，
(8)整個研發有沒有對目前人類已經發展出的科技方法和技術做一現況分
析及方法的比較研究(Lee, H, 2004)。

柒、結論
以上、筆者參考歸納各類文獻資料及依據多年教學經驗，提出對研發能力之
如何進行教學的看法，包括：(1)為何科技教育的教學活動可以增強研發能力，(2)
教學活動之實施宜掌握之原則，(3)研究發展之教學活動實施方式，(4)如何撰寫
教學計劃，(5)如何評量研發能力。由於目前的課程標準及實際施教似乎過度偏
重科技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動手做及對研究發展能力的培育，因此本文之撰
寫，是希望能提起全國生活科技教師的注意，最好是能夠拋磚引玉，透過科技教
育同仁的集思廣益，研擬出一系列容易採行的教學活動，而使全國學生的研究發
展能力能夠得到普遍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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