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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國小現場教師基於對科學本質能力指標的素樸了解，從文獻、花蓮教
育大學科學本質教學研究團隊和專家教師意見發展出來的教學檢核表內容為何，試圖透
過教學檢核表在國小現場實施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內涵之教學。初步研究結果發現國
小中年級科學本質能力指標適合在探究型課程中實施，觀察型課程中測量月亮的高度，
探討誤差的概念，可進行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 3-2-0-2 內涵之教學；學生觀察月亮的
生活經驗與課本引介的科學知識有落差，可探討「科學知識不是真理、暫時性、一致性」
等科學本質內涵，但教科書並沒有將此設為教學目標；教學檢核表無法設計成細緻的逐
步(step by step)檢核形式。
關鍵詞：科學本質能力指標、教學檢核表

ㄧ、研究背景與目的
為了提昇全民科學素養，教育部（2003）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中明確指出培養國民科學素養的內涵，依其屬性和層次分成過程技
能、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本質、科技的發展、科學態度、思考智能、科學應用、設計
與製作等八項指標來陳述，「科學本質」為分項指標中的第三項，因此在課室中實施符
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內涵之教學成為現場教師的當務之責。
然而，從文獻中發現現場教師對科學本質能力指標的瞭解程度是素樸的(naïve)（黃
慶隆，2006），究竟該如何實施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內涵之教學呢？目前有兩種教學
趨勢：1.以科學本質能力指標背後之隱含內涵融入探究教學中（陳俊欽，2006）
；2.因應
逐條科學本質能力指標之教學目標，採用不同的教學策略實施探究教學（陳文玲，
2006）
。這兩種教學都採用明示課程(explicit)，將科學本質當成教學目標實施科學本質教
學，此舉與國外文獻(Khishfe & Lederman, 2006)觀點一致；Clough(2006)認為明式課程可
吸引學生的注意力，但科學本質教學必須回應學生概念改變的需求，吸引注意力不足以
引起概念改變，因此課程設計著重讓學生反覆(back and forth)體會科學本質內涵，這個
觀點和陳俊欽（2006）、陳文玲（2006）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此外，從促進閱讀理解的文獻(Massey, 2003)中發現適性化(individualized)取向的檢
核表(checklist)，透過學習者實踐、反省、再實踐、再反省的歷程有助於掌握目標、達成
目標。所以，研究者試以國小現行教材、採納文獻和專家教師意見、參與科學本質研究
團隊（由指導教授、一般研究生、在職研究生組成，平時透過網路平台溝通意見並且每
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定期會議討論科學本質教學與研究方向）發展符合國小中年級科學本
質能力指標內涵教學之檢核表，並且透過已發展之教學檢核表，在國小四年級實施符合
科學本質能力指標內涵之教學，提出待答問題如下：1.符合國小中年級科學本質能力指
標內涵之教學檢核表其內容為何？2.如何根據已發展之教學檢核表，在國小四年級實施
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內涵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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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一） 科學本質能力指標
教育部（2003）頒布的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對「科學本質認
識」之分段能力指標國小中年級階段三條如下：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來查
核想法；3-2-0-2 察覺只要實驗的情況相同，產生的結果會很相近；3-2-0-3 相信現象的
變化，都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促成的。分項能力指標屬探究類型，適合在探究型課程
中實施。本研究針對 3-2-0-1 和 3-2-0-2 進行教學，僅探討兩條能力指標內涵，團隊的詮
釋如表 1：
表 1：社會脈絡變遷中科學課程之區塊研究對國小科學本質能力指標之詮釋（2006）
分段能
內涵的詮釋
力指標
一、
讓學生了解一個想法是否成立可以靠驗證或試驗的方法來確認。
主要內涵
二、
隱含內涵
3-2-0-1
知道可
用驗證
或試驗
的方法
來查核
想法

三、
名詞釋義

一、
主要內涵

3-2-0-2
察覺只
要實驗
的情況
相同，
產生的
結果會
很相近

二、
隱含內涵

三、
名詞釋義

1.「驗證性」
：科學知識是否成立可以靠驗證或試驗的方法來確認。
2.「一致性」
：大自然的現象有其重複出現的一致性（這是一種機率
的概念）
。3.「因果關係」
：一致性的存在是以因果關係的存在為前提。
1.「知道」
：代表不是原來就有的想法或概念，必須要靠外來的幫助，
包含老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等，使學生建立「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
法來查核想法」的概念。2.「可用」
：意謂不一定非要使用驗證或試
驗的方法來查核想法；驗證或試驗只是所有方法中的一部分。3.「想
法」
：必須在科學知識的範疇裡，且可以被驗證或試驗的。4.「驗證」
：
就是將已知的結果透過「觀察」或「實驗」的方法，檢驗「觀察」
或「實驗」所「產生的結果」是否與「已知的結果」相符。5.「試驗」：
相對於「驗證」而言，
「試驗」並不具備「已知的結果」
，試驗強調
透過嘗試(trial-and-error)去了解一個「想法」可能產生的結果為何？
6.「實驗」
：意謂包含變數控制的一種驗證程序；一般而言，「觀察」
並不包含變數控制。
教學者透過嚴謹的變數控制，創造出相同的實驗情境，使學生透過
個人多次的實驗，或與全班不同組別實驗結果的比對後，察覺實驗
後所獲得的產物或數據是相近的。
1.「可複製性」
：不同的人在不同的地點針對相同的大自然現象進行
觀察或實驗，
「應該」獲得相同的「結果」
。
（這是一個機率的概念）。
2.「一致性」
：大自然的現象有其重複出現的一致性（這是一種機率
的概念）
。3.「可驗證性」
：科學知識是否成立可以靠「驗證」或「試
驗」的方法來確認。4.「誤差」
：意謂實驗的結果可能不完全相同，
不完全相同的原因，可能源自於實驗過程中人為的誤差或儀器的極
限。延伸到（3-3-0-5）
1.「察覺」
：意謂不是透過單一的實驗結果可產生的，必須透過個人
多次實驗的結果，或者與全班不同組別實驗結果的比對後所升起的
覺知(awareness)。2.「實驗」
：就是包含變數控制的一種驗證程序。
3.「情況相同」
：意謂實驗者透過嚴謹的變數控制下所創造出來的實
驗情境。理論上來說，在此所謂的「情況相同」意指在完全相同的
條件下進行的實驗。4.「結果」
：結果泛指實驗最後所獲得的產物
(product)或紀錄的數據(data)；可能是個人多次實驗的結果，也可能
是全班不同組別實驗的結果。5.「相近」：就是學生透過個人多次的
實驗，或是與全班不同組別的實驗結果相比較，結果不完全相同但
很接近。

黃慶隆（2006）以二階段診斷測驗工具調查研究，發現國小在職教師對科學本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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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指標之了解「自認了解程度」為 85.3％，「實際了解程度」為 39.3％，從觀察是理論
蘊含的(theory-laden)的角度來分析，教師因本身理論比較素樸(naïve)且未經過引導，以
此解讀專家詮釋後具有多階且層次深廣的能力指標時，造成「實際了解程度」遠低於「自
認了解程度」的情形。
（二） 科學本質教學
陳文玲（2006）因應中年級逐條科學本質能力指標之教學目標，採用不同的教學策
略包括：POE 教學、探究式教學、學習環、問題引導學習、實驗探究式教學等，依循能
力指標中「知道」
、
「察覺」
、
「相信」之內涵，透由不斷重複學生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
具備科學本質之信念。
陳俊欽（2006）以九年一貫科學本質分項能力指標背後之隱含內涵－即以觀察是理
論蘊含為原理；大自然現象有其重複出現的一致性和科學知識不是真理為兩條主脈－進
行科學本質教學，實際教學活動以融入式之明示課程進行，培養六年級學生對科學本質
概念的了解，發現要在教學活動中同時呈顯一致性與暫時性是非常不容易的，如果能在
學習經驗與科學本質內涵之間反覆討論可增強教學效果。
Khishfe & Lederman(2006)採用融入式(integrated)和非融入式(nonintegrated)課程設
計對 42 位學生進行分組教學，發現兩組學生對科學本質的了解程度並無顯著差異，明
示課程才是促進學生了解科學本質的關鍵。
Clough(2006)回顧研究文獻，指出有效的科學本質教學必須在理論與實務之間搭起
一座橋，課程設計著重讓學生反覆(back and forth)體會科學本質內涵；明式課程僅能吸
引學生的注意力，但科學本質教學必須回應學生概念改變的需求，吸引注意力不足以引
起概念改變。
（三）檢核表
Massey(2003)認為適性化(individualized)取向的閱讀檢核表(checklist)由教師設計提
供學生逐步(step by step)檢核，讓學生在執行檢核中反省，進而由學生自己設計閱讀檢
核表再執行檢核，從持續地反省、設計、執行檢核…的歷程中掌握閱讀目標、達成閱讀
目標。由此可知，使用檢核表促進閱讀理解的價值不在於檢核表本身，而在於透過使用
檢核表的歷程中達成閱讀理解的目標。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教師即研究者」理念在台中縣某智類型國小四年級四個班級（每班人數
約 30 人，每班皆採分組教學）進行一學期研究教學，課程以牛頓版四年級自然與生活
科技領域教科書為主，七至十一月發展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 3-2-0-1、3-2-0-2 內涵教
學之檢核表，十二月至九十六年元月透過已發展之教學檢核表實施教學；國小中年級科
學本質分項能力指標屬探究類型，適合在探究型課程中實施，而牛頓版四年級自然與生
活科技領域教科書第一單元「一起賞月」和第二單元「水中的生物」屬觀察型課程，因
此未列入科學本質教學計畫，第三單元「鹽到哪裡去了？」屬探究型課程，與文獻（陳
文玲，2006）中的課程設計相符，所以選定本單元實施科學本質教學；基於對國小中年
級科學本質分項能力指標的素樸了解，研究者加入花蓮教育大學科學本質教學研究團
隊，參與團隊會議－與專家教師和論文指導教授討論文獻、課程設計與教學、研究發展
方向－透過網站分享研究和教學經驗、辦理內部研習等活動，並定期與論文指導教授討
論；在發展教學檢核表期間研究者蒐集團隊會議紀錄、網站分享資料、教學省思札記、
與論文指導教授討論錄音等資料做為發展檢核表依據，在透過已發展之教學檢核表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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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間擬蒐集教學現場錄影、教師隨堂筆記、學生學習筆記、教學檢核表、團隊會議
紀錄、網站分享資料、教學省思札記、與論文指導教授討論錄音等資料做為分析依據；
蒐集的資料按照研究目的、教學目標、教學策略、教學反思、學生行為表現、學習態度
等，作為編碼類別，接著將資料予以分類、歸納分析，以整理研究結果；考驗行動研究
信效度方法採 1.自我效化(self validation)－長期觀察修正研究者想法 2.同儕效化(peer
validation)－透由協同研究者（科學本質研究團隊成員 A 教師、國小現場同仁 B 導師）
澄清研究者想法 3.學習者效化(learner validation)－紀錄學生反應支持研究者想法。

四、初步的研究結果與討論
教學檢核表無法設計成如同閱讀檢核表一般細緻逐步(step by step)檢核的形式，原
因為：教學是師生雙向的互動歷程，教學現場瞬息萬變，不同的班級、不同的教師有不
同的互動模式，按圖索驥只會限制教師教學，不利於教學目標的達成，更何況不需使用
教學檢核表，也可進行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內涵之教學。
國小中年級科學本質能力指標適合在探究型課程中實施，牛頓版四年級自然與生活
科技領域教科書第一單元「一起賞月」屬觀察型課程，學習活動中「測量月亮的高度」
可藉由不同學生測得不同的高度探討誤差的概念，例如：教師引介「使用拳頭數測量高
度」時，先進行試測國旗杆杆頂高度是幾個拳頭數，發現學生測得結果並不相同，因此
可進一步討論「為什麼同學們測得的拳頭數不同？」讓各組學生發表意見，學生的答案
有「拳頭大小不一、站的位置不同、測量的方式不同…」接著討論「怎麼測量，結果會
比較相近？」學生的答案有「站在相同的位置、使用月亮觀測器…」依照學生提出的方
法再測一次，結果較相近，但仍有不同，此時教師引介「誤差」的概念（人為誤差和儀
器誤差）
，進行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 3-2-0-2 內涵之教學；學生觀察月亮的生活經驗與
課本引介的科學知識有落差，可探討「科學知識不是真理、暫時性、一致性」等科學本
質內涵，但教科書並沒有將此設為教學目標，科學本質教學有很大的空間，但教學指引
說明不足，現場教師不容易實施符合科學本質能力指標內涵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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