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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俊彥

2010 年 12 月獲選為第 24 屆理事長，對個人而言是莫大的榮譽也是沈重的責任。大學時
期就已聽聞科教學會於科教界耕耘的名聲，擁有許多研究者、教授、教師、研究生等成員，
迄今會員數已達 1242 人。沒料到時空移轉，彷彿實現年輕時無法碰觸的夢想，竟然有幸擔
任當年學生眼中知名學會的理事長。這是莫大的榮譽！然而眼前，我們正身處於重大變革
的時刻，一件事是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另一件是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訂於明(2012)年 1
月 1 日起納入即將新成立的科技部，目前科教處未來的規劃尚不明確。這個轉變對未來科
學教育的影響將不僅於研究上，也涉及實務上。而這段轉變時間正是個人擔任理事長的任
職期間，陪伴學會面對經歷這項轉變，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促進科學教育的學術水準及加強學術機構及研究人員的聯繫是我們的宗旨，除此，透過
科教學會這個組織，完成我們想完成的事，成為一個更富有責任與良心的團體，更是我們
簡單而明確的願景。
任理事長一職距今已屆半年時光，仍誠惶誠恐。期能對內形成共識、對外凝聚力量，也
需要全體會員的支持與努力，並持續提供建議，或是透過各種管道傳達給我們，使這個團
體能更凝聚茁壯!

歡迎新會員加入
編號

會員編號

姓

名

會員服務單位

1

學99016

梁志平

台中市立萬和國民中學

2

學99017

蔡佩宜

桃園縣立大有國民中學

3

學99018

王式儀

臺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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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介紹
副理事長
個人很榮幸能被理事們推選為本屆學會的副理事長，

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段曉林
一屆國際交流組的目標，促進兩岸三地科學教育合作研究與

在此學會近二十年，也擔任許多屆的理事、國際交流組負責

交流事宜。參與獎勵委員會，提供各種獎項候選人的提名以

人、秘書長、學刊主編等職務，看到科教界前輩對此學會的

及選拔的諮詢。

努力使得本學會有今日的規模，因此對於學會有特別深厚的
情感。
在今年的工作項目中，個人將協助張理事長將今年的
學會工作與目標達成。除此之外，亦邀請本會國際交流組協
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辦理兩岸三地科學教育
與科學師資培育研討會(2011，6 月 15-17 日)，繼續推動上

秘書長
隨著科學與科技的急速發展，現代社會每一件事情幾

文/國立中央大學 吳穎沺
在國際數理能力評量的表現有下滑的現象，這是台灣科學教

乎都和科學或科技有關，也因此，公民的科學素養越來越受

育的危機，卻也能也是一個台灣科學教育轉變的契機，在這

到重視，而世界各先進國家也將科學教育的成敗視為是未來

樣的時空背景下，科學教育學會在未來勢必扮演提升我國科

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美國總統歐巴馬不斷強調科學教育

學教育研究與實務的重要角色。

對於國力與競爭力的重要性，誓言要用科學教育救經濟；日

對我而言，秘書長一職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在幾經考

本文部科學省認為科學技術力乃是國力之基礎，強調科學教

量下，我仍決定接下秘書長一職，因為這是一個讓我學習與

育要落實做中學的趣味與成效，一方面擴大喜歡理科數學的

成長的機會，更是一個可以回饋科學教育社群以及為國內科

學生人數，一方面也致力提高對理科數學有興趣的學生的能

學教育貢獻更多心力的機會。科學教育學會在歷屆理事長、

力；而中國大陸則致力於提升科學課堂的素質，透過實踐課

監事長、理監事、秘書長及其他組織成員的努力下，已建立

程養成學生主動學習、動手做的習慣與能力，除此之外，科

完整的組織架構及運作機制，穎沺認為

普教育也被列為中國大陸是科學教育的重點，可見世界各先

自己無論是在能力或是經驗各方面都尚

進國家均將科學素養視為是下一代生存的關鍵。

且不足，因此，未來將秉持做中學的精

高科技產業是台灣重要經濟命脈，而有科學與科技人

神，盡力協助張理事長及理監事推廣各

才的養成亦是台灣科技產業高競爭力的基礎，換言之，科學

項會務，期望各位科教先進能繼續提攜

教育亦是台灣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近年來，台灣學生

並不吝提供寶貴的建議。

活動委員會
本年度活動委員會將目標聚焦於增進科學教育學會的

文/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蔣佳玲
◆

本年度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將於高雄科工館舉辦，本

能見度，將科學教育社群近年來努力的成果呈現出來，並促

委員會將與高師大科教所合作，擬邀請中小學科學教

進學術研究與實務教學之間的交流。為達成此一目標，活動

育相關競賽得獎團體、或具有特色的教學活動設計者

委員會將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著手：

共襄盛舉，於會場架設據點，介紹並展演其得獎作
品。期能透過此一歷程，促進學術研究與實務教學之

◆

間的交流。

2011 年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及科學教育學會年會，由
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主辦。活動委員會將與

◆

本委員會將配合科學教育社群相

高師大科教所合作，以建國百年為主軸，呈現科學教

關活動，如研討會、演講、成果

育研究與教育實務上從過去到現在努力的成果、當今

發表、兒童動手探索活動、親子

科學教育的困境、以及未來面臨的挑戰。其中，將挑

戶外活動、…等進行宣傳，或是

選若干重要議題進行展示與研討，邀請傳播媒體參

協助辦理記者會，邀請傳播媒體

加，辦理記者會，使大眾與政府單位更瞭解科學教育

針對該活動內容與成果進行報

社群的努力目標，進而正視未來面臨的挑戰。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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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介紹
國際交流委員會

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劉嘉茹

本年度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劉嘉茹教授擔任，以促

息。

進與國際科學教育組織與學者間之互動交流。年度工作計畫如

◆

下：

劉嘉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及科學

國際交流委員會成員介紹：

增加臺灣與國際科學教育學者參訪互動。

◆

與學術委員會合辦，配合第 27 屆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

教育中心主任
羅豪章-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副教授

籌畫兩岸三地科學教育學術論壇，促成兩岸三地科教學者 張欣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間的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

李文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於 10 月 25 日至 29 日【EASE 2011 conference】期間討

◆

論國際交流之相關事務。
◆

積極加入國際科學教育組織成為團體會員。

◆

協助國內學者熟悉國外科學教育學者新進並進行跨國研
究。

◆

推廣國內科學教育研究成果到國際相關科學教育組織。

◆

提供國內科學教育學者有關國際科學教育組織或學者之訊

獎勵委員會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在過去數屆理、監事會諸位先進們

文/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靳知勤
相關辦法敬請參閱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網址。

的努力規劃與經營下，迄今已制定出六項獎勵。藉此獎勵制

◆

度，期能提升我國科學教育研究與教學實務之水準。

靳知勤-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教授

在本年度，第廿四屆科學教育理事會之獎勵委員會將依據
本會相關獎勵辦法，評選以下六項獎勵之得主：

獎勵委員會成員介紹：

連啟瑞-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教授
段曉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

年輕學者獎

◆

大專院校教師教學卓越獎

李松濤-海軍官校副教授

◆

中學教師教學卓越獎

劉宏文-仁德醫藥專科學校

◆

最佳科學教育研討會論文獎

◆

優秀博士學位獎

◆

終身成就獎

林樹聲-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助理教授

本委員會將依據相關獎勵辦法所訂之時程，組織各個工作小
組。歡迎科學教育界同好們踴躍參與或推薦各項獎項之人選，

學術委員會
本年度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洪振方教授擔任，目標在推

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洪振方
◆

配合科學教育學刊的政策，推動具主題性的專刊，以

◆

學術委員會成員介紹：

動跨領域合作、加強兩岸三地學術交流、協辦學術研討會、促
成讀書會社群、以及激發科學教育學刊之專刊主題等。年度的
工作計畫如下：
◆

◆

協助推動科學教育與學習科學相關領域（包括認知科

林曉雯-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教
林振欽-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經科學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術交流與跨領域合作。

丁信中-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與國際交流委員會合辦，配合第 27 屆科學教育學術

蘇明俊-樹德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三地科教學者間的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
與各大學的相關系所合作，協辦科學教育相關的學術
研討會，擴展學術論文發表的場域與交流的機會。
◆

洪振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學、教育心理學、計算機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神

研討會，籌畫兩岸三地科學教育學術論壇，促成兩岸
◆

利於凝聚具共同興趣的研究社群。

推動學術性的讀書會，藉以形成具共同興趣的研究社
群。

第4頁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e-News

第 26 屆科教年會實況報導

文/東華大學美崙校區 林宜君

此屆會議介紹
本屆科教年會首次移

者為楊文金教授、「在地文

師東部花蓮，由東華大學

化為主的科學教育」演講者

美崙校區科學教育研究所

為夏威夷大學 Paulin chin

主辦；首次結合科教年會

教授、「水棲昆蟲」演講者

與學門報告並於東部辦

為黃國靖教授、「觀星」演

理，也是東華大學科學教

講者為蘇明俊教授、「賞蛙」演講者為青蛙公主楊懿

育研究所首次承辦科教年會，讓科教界的學者專家

如教授，「花蓮東海岸地質地質探究」演講者為李思

們，首次有機會於花蓮相見歡，並做學術交流。讓承

根教授，工作坊主題多元，內容豐富，受到參與者的

辦單位東華大學美崙校區科學教育研究所與有榮焉。

熱烈迴響。

本屆科教年會主題為：「機會與平權：科學教育

活動期間，大會邀

的新趨勢」，多元科學教育成為本屆的特色之一。首

請在地藝文表演團體，

次科學年會頒發終身成就獎，得獎者：劉明通教授、

包含花崗國中管弦樂

趙金祁教授、郭重吉教授、鄭湧涇教授，都是在科學

團、花蓮高中原住民舞

教育教領域中長期耕耘、奉獻的，成就有目共睹，樹

蹈表演，未大會增添許

立科學教育的典範。論文發表方面，在雙評審匿名審

多力與美的饗宴。餐食

查之下，錄取主題適切且內容寫作嚴謹之論文，口頭

也結合了原住民特色風

發表的部分有 124 篇（通過率 59.9%），互動式壁報展 味餐，與在地花蓮好蔬
示有 35 篇。

果，讓與會人員嚐到別

會中邀請 99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佘曉清教授進

於一般研討會之餐食。

行專題演講，分享了

本校為花東地區唯

科教概念改變與認知

一 具科 學教 育學術 研究

科學及夏威夷大學

所之大專院校，並且初次舉辦此類活動，因此尚有許多

Paulin chin 教授的

進步的空間。但從意見回饋之結果來看，本次研討會與

專題演講，分享了學

會人員對於此次本系所辦理之研討會，均採取正面且樂

生的在地文化社會生

意繼續參與本系所舉辦之相關活動的態度，並鼓勵本系

態的科學學習。此

持續且固定的辦理類似之活動，以促進花蓮地區自然科

外，亦辦理了六場工作坊有「科教論文寫作」，演講

學相關學術活動之風氣。

終身成就獎得獎人介紹
魏明通教授
◆

◆

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

科學教育大學成為我們科學教育的重要搖籃。並

士，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化學研究所畢業國立台灣

推動科學教育分區輔導學習成就改進，對我國科

師範大學理化系

學教育的推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一生著作豐

經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名譽教

富，作育英才，提攜後輩，對於科學教育的熱誠

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所長；教

與奉獻，為年輕學者樹立良好的楷模與範典。

育部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執行秘書。
◆

素養及科學人才的培養有深遠的影響；積極籌建

◆

得獎感言：魏教授之妻感謝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

傑出事蹟：領導我國數學與科學課程的改進與推

給予魏教授，感謝大家對於魏教授的肯定與支

廣，有卓越的貢獻；擔任教育部科學教育指導委

持。

員會執行秘書期間，推動科教改革，對全民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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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成就獎得獎人介紹
鄭湧涇教授
◆

◆

現職：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名譽教

傑出研究獎、優等研究獎、甲等獎。
◆

得獎感言：感謝學會給予此獎項，感謝大家的支

授。

持，感謝研究團隊的協助，往後對於科學教育研究

經歷：擔任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處長，國科會

領域能有更傑出表現。

93 年度科學教育領域策略規劃小組，
國科會 93、
94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科教領域審查委員、召集
人，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理事長、研究委員會召
集人，中華民國生物學會理事與祕書長。
◆

學術期刊編輯： IJSMB、國科會研究彙刊(科學教
育)、科學教育學刊、師大生物學報、生物科學等。

◆

傑出表現：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

郭重吉教授
◆

概念學習研究」
不僅 IJSE 於 2007 年出版專刊介紹，

學歷：布郎大學物理研究所博士、台灣大學物理系
學士

並於 98 年榮獲國科會「50 科學成就」之一。
◆

得獎感言：特別感謝他的太太的支持與包容，這一

◆

現職：彰化師範大學講座教授

路上有她的支持，讓他再學術與研究上無後顧之

◆

經歷：擔任台東大學校長、彰化師大科教所所長、

憂。也感謝學會頒發此獎項給予肯定與鼓勵。

國科會科教處處長、彰化師大理學院院長等。
◆

研究興趣：為科學學習與評量、科學課程與教材、
科學教學與師資培育。

◆

傑出表現：國科會 82 年度傑出研究獎、執行國科
會 93 年度科學教育研究成果應用推廣計畫，經國
科會學術審查通過推薦出版，並授權使用「NSC 科
教叢書 015」標章、2009 年東亞科學教育學會
(EASE)傑出研究獎、領導主持「台灣地區小學科學

趙金祁教授
◆

◆

通識化科學教育；積極協助籌建台灣師範大學科

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科教碩士、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大學；一生著作豐富，提攜後輩，作育英才

學理化系

無數，對科學教育的熱誠與奉獻，可為年輕學者建

經歷：台灣師大物理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科學

立良好的典範。

教育中心主任；中山大學教務長、校長；教育部政
務次長。
◆

技通識架構，建立通識課程的理論基礎，力推大學

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科教所 1974 年哲學博

傑出事蹟：專注推動科學教育，催生科學教育研究
所，對於科學教育的發展佔有一席重要地位，對於
師資培育的養成具有關鍵性地位，草擬師資培育初
稿，對五年級科學實習教師及數學實習教師的專業
養成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常訪視並改進山區偏遠地
區國民教育與科學教育；從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建
構論系統論及認知科學等科學研究領域提供新的
視野，闢畫科學教育的哲學架構；提出三維人文科

◆

得獎感言：感謝學會給予的肯定與鼓勵，給予後生
學者建立楷模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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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刊編務報導
◆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文金
意見加以修正後，期盼您能將修正後之文稿再次

《學刊》
學刊》概況

《學刊》自八十二年創刊以來，由於數學和科 重新投稿。
學教育相關研究領域學者的努力與貢獻，使能夠
維持「提升數學和科學教育研究的品質與促進科

◆

未來方向及規劃：
未來方向及規劃：
《學刊》規劃於今年 12 月第十九卷第六期出

學教育學術與實務之交流」之主旨，並於九十七年 版「促進關鍵能力的科學與數學課程」專刊，歡迎
起列入國科會「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所學相關領域者投稿，投稿的方式一律請使用《學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刊》線 上 投 稿 系 統 ( 網 址:

http://

[TSSCI])。目前為每兩個月發行一次之雙月刊。去 aspers.airiti.com/cjse/WebHome.aspx)，並 請
年第十八卷六期共接受刊登二十四篇文章，當中 於篇名後面加註「(投稿專刊)」，截稿日期為 100
第三期出版以「科學論證能力」為主題之〈促進論 年 7 月 31 日，徵稿方向如下：
證能力的科學教育〉專刊，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一、 促進關鍵能力的課程設計理念與架構的回
科學教育研究所林陳涌教授擔任此專刊之客座編
輯。本年度第十九卷第二期將於近期出刊。
◆

《學刊》
學刊》編務工作

顧論文
二、 促進關鍵能力的科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踐
的實徵研究

《學刊》為維持 TSSCI 之審查標準，所有稿件 三、 落實促進關鍵能力的科學課程時的課堂學
自投稿至整個審查程序完成，均需歷經嚴謹以及

習歷程分析

高標準的審查過程，因此退稿率高達 80％以上。 四、 問題解決、探究、建模、論證/科學解釋、溝
評審委員們寶貴的意見，於審查結束後提供給作

通、批判思考等關鍵能力評量

者參酌。被接受刊登之稿件，編輯部即依序進行文 五、 其他促進關鍵能力科學課程的相關研究
章格式校對、以及版面之編排，以符合稿約及撰寫
體例之規範。

《學刊》明年即將邁入二十週年，編輯部擬發

《學刊》編輯委員們在檢視新進稿件內容後， 行「二十週年紀念」專刊，以回顧二十年來，《學
會依據各個領域推薦適合的評審委員，在此，感謝 刊》在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及貢
編輯委員們如此的費心。而評審委員皆為相關學 獻。屆時將邀請歷任編輯、評審委員、以及投稿者
術領域之佼佼者，為了提攜後進，評審委員們不惜 發表心得與感想，並收錄相關期刊論文，讓這些重
耗費時間及心力，將寶貴的意見提供給作者參酌， 要的歷史資料能夠更完整的保存下去。亦將邀請
以指引作者文章未來修改方向，評審委員們的支 國外學者共襄盛舉，發表對《學刊》的肯定、建議、
持與協助，亦是《學刊》學術水準能不斷提昇的動 以及展望。
力，感謝眾評審委員不假辛勞、無怨無酬的為《學
刊》的品質把關。目前邀請任職於澳洲 Deakin 大

歡迎所有數學和科學教育相關研究領域之學

學教育研究所的 Russell Tytler 教授為《學刊》 者、教師、以及研究生投稿，您的支持與賜稿是本
之編輯顧問，以協助英文摘要的潤稿，再次感謝所 《學刊》進步的動力!
有的編輯團隊，由於大家的盡心盡力，《學刊》能
夠維持論文之學術品質，及提升學術研究之成果。
《學刊》在此亦感謝歷年來所有被接受刊登
的文章，您的文章在學術界為重要的歷史資料，更
為後進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而被退稿的文章
亦請繼續努力，建請您參酌審查意見，並針對審查

第7頁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e-News

國內近期科教活動快訊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2011夏令營：-化學魔法秀

全新人體奧妙~生命循環展
2011/4/23~2011/09/25
半導體-奇e館
2011/01/20~2011/10/31

小小恐龍專家

2011/7/4
2011/7/5
與蝶共舞‧夏令營
2011/7/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啟綻驚‧華---百件典藏精華特展》
2010/12/31~2011/06/12
熱帶雨林中的魔幻可可
2010/12/31~2011/06/26
來自亞馬遜雨林的驚艷《火鶴花特展》
2011/03/10~2011/08/29
海角印象--劉其偉父子的新幾內亞行特展
2011/01/06~2011/09/04
睡眠與工作安全特展
2011/04/29~2011/10/26
近觀宇宙星球奧秘．掌握全球環境資訊
2011/01/01~2011/12/31

機械兒童樂園‧夏令營
2011/07/07、08
2011夏令營：化學之父拉瓦節---從一支蠟燭說起
2011/07/07~2011/07/08
科學藝動系列--人氣卡通科學迷思夏令營
2011/7/9
「小小華佗」(穴位養生)夏令營
2011/7/17
「舉起地球~阿基米得的神秘武器」夏令營
2011/7/18
科學藝動系列--玩科學 學魔術夏令營(獅子會的秘密)
2011/07/18、19
拼貼幸福」蝶古巴特夏令營
2011/7/20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2011探索台江人文海洋生態－「七海遊俠」國小生夏令營

海生館戶外教學參觀
2011/02~2011/06
我愛企鵝零距離體驗
2011/05/04~2011/07/31

2011/07/20~2011/07/23
2011夏令營~巴斯夫小小化學家(免費)
2011/07/23、24
「東剪西貼樂趣多-蝶古巴特拼貼」夏令營
2011/7/25
樂高「創意生活科學」夏令營

科學工藝博物館

2011/07/23~2011/07/24

週末Fun心學科學系列--水水噴~氣壓水動車
2011/5/21

i-Science 愛科學「偉大的科學航道」夏令營
2011/06/21~2011/06/23、2011/07/26~2011/07/28

Fun心學科學~2011奈米科技系列活動-『玩奈米』
2011/05/07、14、21、28、2011/06/04、11、18、25
週末Fun心學科學系列--波濤FUN電~波浪發電組DIY
2011/05/14、2011/05/28
Fun心學科學系列：科學食在有意思
2011/05/15、29

幸福科學-巧克力變奏曲
2011/7/30
2011夏令營~【魔法校車 ~ 鬼屋博物館、前進北極圈、中國大遊歷、穿越颱風 】
2011/07/16、17、30、31
夏令營～樂高創意科學系列：樂高機器人、樂高動力機械
2011/07/01~2011/07/13、2011/08/02~2011/08/04

2011FUN心學科學系列-『繪本的創意世界-向大師看齊』
2011/05/07、14、2011/06/04、18
「讀繪本玩科學~敲門人瑪麗‧史密斯」幼教團體接待活動
2011/03/15~2011/06/17
週末fun心學科學－月相變化旋轉輪
2011/05/15、29、2011/06/12、26
石斑魚的斑斑點點特展
2011/1/29~2011/6/30
2011夏令營: 高中基測經典實驗大集合(國一至國三學生)
2011/07/02~2011/07/03
尋找大自然的密碼夏令營

夏令營--撲翼機製作
2011/07/25、2011/08/05
一驚喜‧趣味科學營‧夏令營
2011/08/06 、07
2011夏令營 ~『磁‧力沒法擋』
2011/07/08、2011/08/06
「科學小學堂」化學篇┼物理篇
2011/07/11、12、2011/08/08、09
幸福科學~巧克力夢想工廠夏令營
2011/07/05~2011/07/06、2011/08/13~2011/08/14

2011/7/4

近期科學教育學術活動
EASE 2011 (http://new.theease.org/conference.php)
地點: Chosun University, Gwangju, Korea

ASERA 2011 (http://www.asera.org.au/index.php/annualconf/2011-annual-

日期:2011/10/25-2011/10/29

conference)

投稿截止日期: 2011/06/30

地點: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
日期: 2011/06/29-2011/07/02

NARST 2012
地點: JW Marriott Indianapolis, Indianapolis, IN, USA

IHPST (http://ihpst2011.eled.auth.gr/)

日期: 2012/03/25-2012/03/28

地點:

投稿截止日期:

日期: 2011/07/01-2011/07/05

尚未公告

Thessaloniki, GREECE

ICLS 2012 (http://www.isls.org/icls2012/index.html)

CSCL 2011 (http://www.isls.org/cscl2011/index.htm?

地點:

CFID=22545977&CFTOKEN=86908459)

Sydney, AUSTRALIA

日期: 2012/07/02-2012/07/06

地點:

投稿截止日期:

日期: 2011/07/04-2011/07/08

2011/11/01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兩岸三地科學教育暨科學師資培育研討會 (http://tachse2011.sciedu.ncue.edu.tw/)

ESERA 2011 (http://www.esera2011.fr/)

地點: 彰化市彰化師大進德校區

地點: Lyon, Centre de Congrès, FRANCE

日期: 2011/06/15-2011/06/17

日期: 2011/09/05-2011/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