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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理事長的話
段曉林 理事長

長

各位會員大家好，科教學會今年主要業務為「連結跟推廣」，有關連結方面，學會在今年度
跟許多的學會進行連結，比如跟國內的 STS 進行連結，共同辦理第二屆亞洲區的歷史、哲學的科
學教學研討會(IHPST)；也跟 NARST 進行連結，簽訂 MOU，希望明年能順利簽約，跟 NARST 成為
結盟的學會。另外今年大陸學會科教分會，也派員來參加會議，也希望與科教學會連結。

的

學會除了跟各個國際、國內學會連結之外，另外也跟教育部及中小學教師進行連結，希望透
過連結，將科學教育所做的研究進行非常大的推廣。

話

今年很榮幸承接教育部委辦計畫，辦理全國各縣市國中科學教師探究教學知能研習活動。這
個活動非常有意義，因為我們讓大專院校任教的老師將其理論、實務，與中小學老師實務經驗進
行配合，透過實作方式在各縣市進行推廣。目前在北部縣市進行推廣，參與的老師都對於研習活
動印象非常的深刻。
另外一個是學刊的推廣，科教學刊在歷年各主編的努力之下，已經進入 TSSCI。除此之外，
我們覺得在學刊中有非常多好的文章，所以把學刊中好的文章集結成冊，目前已經有兩本有關實
證研究及個案研究集結成冊，希望透過兩本書將各位長期以來在科教研究上的努力進行推廣。
另外學會也辦理教師與研究生專業成長的研習活動。在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我們透過科技部
申請一些計畫，所以我們在各個地方辦理了科學老師的專業成長，同時在計畫中也包含了研究生
的研究能力成長。期望大家一起努力，提升學會的影響力，擴展科學教育研究的推廣。

恭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蔡金中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 18 屆社會科學類科之國家講座》
教育部為獎勵學術研究，提高教學與研究水準，並促進大學發展其特色，
特設置國家講座及學術獎，103 年第 18 屆國家講座，由臺灣科技大學蔡
今中教授榮獲：社會科學類科國家講座，恭賀蔡教授經過嚴謹的遴選過
程，在眾多優秀學者中脫穎而出，獲得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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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2014）第三十屆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科 學

第三十屆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已於本（103）年 12 月 5、6 日（星期五、六），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公館校區舉行，本屆研討會主題為科學、數學與科技跨領域的教學與學習，總共有 93
篇的論文發表、7 場工作坊和 4 場座談會，來自國內 30 所大專院校的教師和研究生和 28 所中小
學校的教師與會。

教
育 學
術

會中邀請三位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得主張俊彥講座教授、吳心楷講座教授及洪榮昭講座教授，
進行三場專題演講，三位講者分別針對講題「我心目中 12 年國教的科學教育發展藍圖」、「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ling Practices: Studies on Computer-Supported Modeling」、
「創意、科技、學習」，發表精闢的見解及分享研究成果。除了學術交流外，本屆研討會主題論
壇：「跨科技學習」，邀請游光昭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發展學系）擔任召集
人，黃英哲主任（中山大學資工系）、許瑞麟教授（成功大學數學系）及嚴祖強教授（中山大學
物理系）擔任引言人；並特別邀請陳泰然教授（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及林福來教授（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數學系）分別擔任論壇：「12 年國教自然科領綱」及「12 年國教數學科領綱」召集人，

研
討
會

黃茂在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張俊彥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黃鴻博教
授（台中教育大學科推系）、張鎮華教授（台灣大學數學系）、單維彰教授（中央大學數學系）、
李源順教授（台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及謝豐瑞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擔任引言人，談
12 年國教自然和數學課綱的最新進展，幫助研究者和中小學教師有機會針對 12 年國教自然和數
學課綱進行意見交流。另外，並辦理一場大陸科學教育與科學教師現況討論會，邀請大陸學者彭
蜀晉教授（四川師範大學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與林長春教授（重慶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院）介
紹大陸的科學教育分會概況及科學教師的培養情況。
另外，會中 7 場工作坊其中 5 場以數位學習的理論與實務為主題，可讓參與者透過體驗科技
與實作實驗，建立教學實務與學術研究的橋樑。會場外設有 8 個與科學教育相關的產業攤位，讓
與會的來賓可以有機會多了解產學合作的可能性。
本屆研討會適逢「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辦理第三十屆，值此盛會，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
讓本屆研討會得以圓滿完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許瑛玿教授

恭賀!! 科教學會各獎項得獎人
‧終身成就獎：王亢沛教授
‧最佳科教研討會論文獎（第 29 屆科教研討會，2013 年）：
蘇慧珍老師、楊凱琳教授
‧中小學教師教學卓越獎：余俊樑老師
‧優秀博士論文獎：鐘建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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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2014）第三十屆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活動暨
科學教育學會會員大會暨慶祝活動花絮

學
教
育
學

張俊彥教授演講

吳心楷教授演講

洪榮昭教授演講

術

段曉林理事長致詞

研
討
會
終身成就獎得獎人王亢沛教授（左）
及郭重吉教授（右）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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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臺珠教授、熊召弟教授、
楊冠政教授、毛松霖教授、
段曉林理事長、靳知勤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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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IHPST 亞洲區域會議紀要

IHPST亞 洲 區 域 會 議

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哲與科學教學 IHPST 亞洲區域會議已於本（103）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在台
北福華文教會館圓滿完成，台師大科教所全體同仁感謝所有會員的支持與參與。
本次會議註冊參加者共有 147 位，國外學者有來自亞洲地區的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
菲律賓、印尼、沙烏地阿拉伯，還有來自澳洲、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希
臘、土耳其、南非等國。另大會邀請的講座之一 Monsoor Niaz 教授更是遠從委內瑞拉，跨越三
個洲及時抵達台北，為本次會議揭開序幕作第一場的專題演講。Niaz 教授從事科學教育 42 年，
發表上百篇的期刊論文，數十本科學史與科學本質教學的專書。第二場專題演講則是請到曾為英
國科學哲學學會(British Societ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會長的 John Dupré教授，
以生物哲學的觀點，提醒人們從社會文化的脈絡檢視當代生物科學（技）的成就。第三場專題演
講為清華大學歷史系徐光台教授，介紹中國傳統「氣」的自然哲學。
大會安排兩場座談，第一場以「公眾參與科學」為主題，來自德國的 Hans Peter Peters 教
授論述科學傳播、公民科學、公眾參與科學等名詞的概念內涵及相關議題；日本學者 Masakata
Ogawa 教授則以公眾對社會性科學議題的反應，探討如何建立公民科學素養到成為社會行動者；
最後，由臺灣大學陳東升教授提供其在台灣實際操作過的公民參與科技議題審議的案例。第二場
座談則由四位科學哲學家回應科學教育者提出的問題：「大眾應瞭解哪些科學哲學和科學論理的
內容？」來自加拿大的 Kenneth Waters 目前為科學哲學學會會長，以及來自美國的 Otávio Bueno
和 Alan Love 教授和清華大學哲學系陳思廷教授，皆認為科學教育應培養公民具備判斷、評估科
學訊息的能力，並認識科學發展的歷史淵源，以及科學探究和實踐過程的特性，他們也特別強調
沒有單一的科學方法。
除了大會安排的場次外，澳洲學者 Michael Matthews 也發表他的科學史哲與科學教學 20 年
紀念專書，另有 68 篇論文口頭發表，及 11 篇壁報展示。優良論文獎經 12 位評審委員評分結果，
最後頒給了韓國教育大學的團隊。Science & Education 將出版亞洲區域會議的特刊，歡迎與會
者撰寫完整論文投稿至該期刊，截止日期為 2015 年三月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劉湘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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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IHPST 亞洲區域會議花絮

IHPST亞 洲
區

大合照

海報發表現場

學者演講

域

2014IHPST 於台北福華文教會館舉辦

會
議
參與本次 IHPST 成員來自世界各地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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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學會活動組今年下半年分別於 9 月 12 日、10 月 17 日以及 12 月 5 日在台中市國教輔導團辦
理有關「行動裝置在國小自然科教學上的應用」主題講習。特別邀請左漢榮老師針對 IPAD 在自
然科教學上的應用為有興趣的老師們說明相關教學細節與硬、軟體需求。講習主題包括有環境與
設備建置（硬體環境建置與畫面投影）、行動裝置（iPad）教學應用之基本操作技巧以及自然科
學領域教學 APP 與教材選用等。

動 組

學 會

2014 年學會活動組報告

在講習過程中，左老師分別對於行動裝置基本手勢操作、基本設定與軟體安裝（iTunes 與
App Store）、雲端儲存與檔案轉換（iCloud 與 Dropbox、OneDrive）以及文件與 PDF 檔案應用
（Office 與 PDF Connect）等數位教學流程進行詳細的說明，也與參與的老師們互相討論問題，
讓許多老師都對於自然科的數位教學充滿了信心和興趣。
除了實務技巧之外，左老師也針對自然科學領域教學 APP 與教材選用做出了一些寶貴的建
議，例如天文星象軟體 Star Walk HD、GoSkyWatch 星象儀 iPad 版、天文月亮觀測軟體 Moon、
生物細胞學習軟體 HudsonAlpha iCell、理化教學虛擬實驗室虛擬實驗 Xperica HD Pro…等，更
讓許多參加研習的老師們迫不及待地躍躍欲試。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非常支持與鼓勵類似的自然科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我們非常歡迎各級
學校的老師能夠與學會建立此種正向教流動與專業學習的互動平台，如果有興趣規劃或設計類似
活動的科學教師個人或是社群，歡迎與科學教育學會聯絡，期待您的資訊。
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松濤教授

左漢榮老師介紹 iPad 界面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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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學會出版組報告

出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所出版之科學教育學刊一直是台灣科學教育領域排名第一的頂尖期
刊，其不但引領科學教育研究的發展，亦是許多關心科學教育研究發展人士投稿或選讀園地。為
推廣科學教育相關理念與實務，提昇科學教育學群於華人社會之影響力，於第 26、27 屆理監事
會議決議以科學探究為主題，於科教學刊中選出相關論文進行編輯，集結出刊。

版
組

兩本專書：科學探究教學：臺灣個案研究論文集（1994-2012）及科學探究教學：臺灣實證
研究論文集（1997-2012），於 2014 年年底順利出版。出版委員會在此首先感謝段曉林理事長的
支持與參與；其次感謝參與推薦文章之委員們以其專業判斷為讀者選出適當之文章；感謝理監事
們建議與鼓勵以及作者們的配合。由於部分論文文稿遺失，文稿重新由助理陳玉婷協助建立電子
檔案，相關出版、校稿工作也勞煩玉婷甚多，最後才能使各篇文稿能以最完整的內容及格式呈現
在讀者眼前。
出版組誠摯的希望這兩本專書能陪伴讀者探索科學探究教學的特性、提昇科學探究教學的實
務，未來也能分享科學探究教學的研究與教學經驗，為科學的教與學，共盡一份心力！
科教學會會員優待價為原訂價 7 折，數量有限，請速購買。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曉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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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美虹教授被提名為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NARST) 2015 理事長候選人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很榮幸與開心獲知學會前任理事長及現任理事邱美虹
教授被提名為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NARST）
2015 理事長候選人。NARST 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科學教育學會組織之一，會員千餘

動

人。此次為邱教授第二次被提名，這代表著科技部國合司，以及台灣科學教育學者
一直以來的努力被國際學者肯定與看重，因而有機會進一步推動台灣、美國以及國

態

際社會之間，更緊密地互動。
邱美虹教授除了是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忠實且永久的會員外，亦是 NARST 20 年以上的會員。在 2008

報

年至 2010 年期間，邱教授被推選為 NARST 國際委員會主席。期間，她發起了科學教育工作者連結計劃
（Linking Science Educators Program, LSEP），以促進新興國家科學教育的發展（2008 年在馬拉威、2009
年在奈及利亞，以及 2010 年在南非）。LSEP 目前仍然在新興國家運作，以促進科學教育研究和實務在這些

導

新興國家獨特的社會文化和社會政治環境下緊密結合。 此計劃的目的符合 NARST 的長遠目標，不僅致力於
科學教學的改進，並藉此與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相互交流學習。從 2010 年至 2014 年期間，邱教授亦是 NARST
官方期刊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的副主編。2011 年 JRST 推出<科學教育的全球化>
專刊，邱教授和德國的 Reinders Duit 教授擔任該刊客座編輯。此舉亦足見 NARST 看重邱教授及台灣科教
學者之國際視野。此外，其自 2011 年至 2015 年，還擔任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簡稱 IUPAC）化學教育委員會主席，期間致力於幫助學生了解科學、激
勵學生學習科學的動機、推動社會大眾對科學的認識以提高科學教育和科學素養的品質。
如果邱教授能當選 NARST 主席，她計畫與 NARST 各委員會密切合作。首先，其將加強對科學教育專家、
學校教師、非制式科學教育從業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溝通，強化科學教育的研究，實務和政策的影響力。其
次，其將散播 JRST 和 NARST 會議的研究成果到全球各地，使學會將國際化的使命更加發揚光大。三，其擬
彰顯科學教育研究和實務在有關全球化、種族、性別、文化以及社會經濟的各種問題上的影響力，以確保
下一代每位孩童皆可以接受到高品質的科學教育，以迎接 21 世紀的各項挑戰。沿此目標，NARST 與中華民
國科學教育學會的合作將為推動首務之一，相信臺灣在世界舞台上，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邱美虹教授的研究專長在學生概念改變歷程的探究、心智模式的診斷以及建模能力的評量與教學設
計，在國內、外重要期刊，如科學教育學刊、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前師大學報）、JRST，BJET，CERP，IJSE
和 IJSME 上皆有具影響力的論文發表。目前已有超過 100 篇以上的重要期刊發表，超過 150 場中、英文會
議論文，四篇編／譯篇章，超過 25 場研討會特邀之專題演講，並培育了超過 20 名科學教育博士生和 70 名
碩士生。
最後，NARST 擬於 2015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4 日間舉行投票，邀請大家到 NARST 官網會員區投票，共同
為推動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與 NARST 及國際接軌而努力！
理事林靜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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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陽台野鳥集

動
態

台灣師大教授楊榮祥老師退休後住在遠離塵囂的幽靜新竹青草湖畔，家中庭院陽台邊的野鳥
每來拜訪，為老師的退休身活帶來意想不到的歡愉。楊老師將野鳥化身鏡頭下的主角，編製
Video，上傳 YouTube：
「我家陽台（4）樹鵲的小陽春」（http://youtu.be/xwrW5IkqTi0）
「我家恩愛白頭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ZU35LgCOpA）
「小麻雀和小綠繡眼」（http://youtu.be/kpGGknaIfS8）
「我家陽台野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inhfJ1tPY&feature=youtu.be）
大家可以點閱觀賞，很有趣哦 ！^_^！楊老師上祝大家

報

新年快樂 萬事稱心如意!

導

有空也可在網站寫下你的意見。
以下摘錄台中教育大學靳知勤老師觀賞後的感想，供大家一起同賞：
敬愛的 楊老師：
在十二月的第一天接到您的來信，並觀賞您精心攝製的白頭翁影片，令我心曠神怡，回味無
窮！
看到新生命誕生之初，母鳥殷勤的餵養雛鳥，雛鳥大張開嘴，渴望著食物，善盡自己成長的
責任，短短的十幾天工夫，由小而大，振翅而飛，生氣無窮。
這讓我想起自己的成長，是否在當學生時，也像這幾隻雛鳥一樣，渴望知識，在真理上茁長，
終能振臂啟揚，承繼先河、導引下代。而在我們這輩成長的歷程中，您們作為我所尊敬的師長，
就如同影片中的白頭翁親鳥般的殷殷教導，讓我們建立賴以傳習的基本知能。這種無私傳承的教
育理念，是我從親炙之中，所直接體會到的。這也成為今日我們後輩在從事教育工作時，堅守理
想的精神支柱。
鳥類真的是人類的好朋友，有優雅的氣質，高貴的情操。親鳥比擬為父母、為師長，我們都
蒙受父母、師長的恩惠，今日方得成為生養與教導他人者。
也許我也可以想想，不要僅只在地球表面上行動。自己應找到一雙翅膀，學著像鳥，飛上青
天，能用多元的角度欣賞這個世界，世界必將更加美好。
最後，為仁者寬容大度，鳥亦來棲。就如同芥菜種子一般，本是萬有中之最小者，一旦長成
樹木，則有鳥群來棲。這就是這棵樹的包容與接納。老師！您家的陽台有白頭翁築巢，並且生養
下代。它們一定是感受到您家陽台中所充滿的安全與慈愛。應是您及家人所賦予的氛圍，平安而
祥和！
敬祝 您及家人
健康愉快！
平安如意！
知勤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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