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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俊彥

首先要感謝各位會員的抬愛與支持，很榮幸能夠繼任學會理事長一職。由於此次科
教年會首次沒有國科會奧援，使得科教年會在經費困頓的情況下舉行，這次「第 27 屆科
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能順利完成，主要感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並特別要
向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副校長致謝，感謝中山大學「2011 臺灣教育研究學會國際學術研
討會：想像力與創造力----教育的活泉」的鼎力相助。此外，今年的科教年會還有一項
特別活動是科學攤位的展示，也非常感謝相關贊助單位的支援，使民國 100 年的科教年
會如嘉年華會般的精彩豐富，圓滿達成。
未來嶄新的一年裡，科教學會將有更多新的契機與挑戰，像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
連啟瑞教授榮任東亞科學教育學會的主席、科教年會將朝國際性研討會的方向辦理，以
及臺灣師範大學頂尖大學計畫亦有科學教育研究補助的部分等等，在許多科教前輩的努
力耕耘下，台灣已成為亞洲科學教育的重鎮，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科教學會能夠與東亞
科學教育學會有更密切的互動與合作，台灣的科學教
育能夠持續保持在亞洲科學教育領先的地位，而這也
仰賴大家未來共同努力，也冀望科教學會能夠在未來
更加卓越成長，邁向國際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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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熊召弟教授獲得美國喬治亞大學頒發科學教育傑出貢獻獎

圖左 熊召弟老師獲頒科學教育傑出貢獻獎

資深科教人 Live 報導

圖 美國喬治亞大學頒發之獎狀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教授 黃萬居

十一月初張文華教授來信，邀請「科學教育學會監事主席針對科學教育現
況的觀察與觀點，提供約 1000 字文稿」。不揣孤陋，嘗試就個人所見，提出
一些心得或看法與「科教人」分享，期盼先進前輩不吝賜教。
最近我國科學教育值得欣慰的部分，在於研究方面，由於有關當局積極鼓
勵國際化，不論年輕的或資深的科教人努力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因
此，臺灣最近十年科學教育論文發表總量，在國際上排名僅次於美、英等英
語系國家，成績非常優異。
不過，目前我國科學教育發展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相當多，諸如科教學會
去年在邱美虹理事長和許多先進科教人的努力向行政院爭取，明年政府組織
重整時，將國科會科教處單獨成立一個司，很遺憾地無法達成我們的訴求，
因此 2012 年科教處將隨著國科會轉變為科技部，而與國際合作處整併為「科
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整併之後對科教發展之利弊，值得科教人繼續密切
注意。
誠如鄭湧涇教授所言，「一個學術社群的主要支撐是高素質的人力，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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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科學教育學術社群的一大危機是研究和從業人力的快速流失，尤其是教
育大學內與數理教育相關科系所的紛紛轉型、大學師資教育學程的縮減等，
更加深了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個人在師專、師範學院、教育大學服務共有
二十七年，見證到科學教育在師範院校之興起與衰退，僅就這一部份，提供
給科教人參考。
在師專時期，科學教育未被重視，例如有關科學教育的課程，自然科教材
教法，大多是由文科的教育背景的教授擔任，數理教授積極爭取的結果，有
的師專一門自然教材教法，是由一位教育教授和一位數理教授各上一半，名
為協同教學，其實是協而不同。師專改制為師範學院後，隨著國科會、教育
部等單位支助出國進修科學教育博士學位的教授回國，1990 年代科學教育開
始蓬勃發展，1998 年八所師範學院成立自然科學教育或數理教育研究所，培
育了許多國小自然科學的研究教師，也產出許多研究論文。
2000 年後，有的師範學院改制為綜合大學，有的改制為教育大學，結果
自然科學教育或數理教育研究所，紛紛變質或消失，目前只剩一所教育大學
仍然保有自然科學教育研究所；大學部方面，有的教育大學的數理學系，學
生也不修學程。這個現象對於科學教育學術發展非常不利；許多教育大學的
科學教育教授，離職或退休，都無法補實缺額，因為新成立的系所教師名額
未達教育部之標準，所以把科教職缺拿去給新成立的系所，間接影響到國小
科學教育的發展與教學品質。
今年第 27 屆科教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訂為「科學教育之傳承與挑
戰」非常合適，這個議題確實是科教人在年會中，要
好好共謀對策，如何在這嚴峻的環境下，接受挑戰，
尋求發展的途徑？個人認為教育大學數理相關科系，
應善用傳統資源，培養學生具有數理與數理教育的兩
種專長，並且適量地聘用科教教師，有別於傳統的綜
合大學術之相關系所，建立自己的特色，實踐上有待
科教人共同努力。
圖 黃萬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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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東亞科學教育學會(EASE)研討會等活動拾穗報導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兼任教授 連啟瑞

今(2011)年在韓國朝鮮大學舉行的東亞科學教育研討會和學會年會，10 月 26
日開幕，4 天中來自 20 個國家(地區)的近 500 位教研伙伴與會，總計逾 300 場(次)
的發表與演示等豐富多采活動盛大舉行、成功閉幕。個人承我們 中華民國科學教
育學會(ASET)的邀請，得以 ASET 會員的角色，報告在東亞科學教育學會(EASE)中
的會議情形，感到難得並至為感謝。
此研討會(EASE 2011)中，台灣約有 50 位科教先進及伙伴參與分享教研成果，
對學術交流與提升，影響甚大。更值得報告的是，EASE 每兩年辦理一次科學教育
傑出獎的遴選，用以表彰資深卓越科學教育者，本年度的三位獲獎者中，台灣佔有
二位，非常不易。獲獎者一位是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理學院院長、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名譽教授 亦是本 ASET 的第一任理事 陳鏡潭博士，獲得的是傑出服務貢獻獎；
另一位是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也是本 ASET 前理事長 張惠博教授，其獲得
傑出研究貢獻獎的殊榮。此次研討會中，台灣科教推展的悠遠和成就，受到來自各
國(地區)學者的高度矚目和肯定。回首前塵，看到的是我們 ASET 科教先進在這片
園地中無怨無悔貢獻的汗滴，粒粒閃耀，也因此，在本次 EASE 的組織會議中，東
亞各地區代表一致認同並決定，總部設在韓國四年期滿之後，輪設台灣四年；個人
亦被選任會長職務任期兩年。出國與會前，心情輕鬆、回國時卻是沉重，作為我們
ASET 學會的一份子，寫此文的心情，有點像是回家後敘說遠行的經歷、奇遇和驚
懼。
ASET，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在 1988 年創立，今年正邁入 25 歲的俊美年
華，開創的是璀璨華麗的學術高峰；而，EASE，東亞科學教育學會，在 2007 創
立，至今 5 歲，剛站穩腳步，正要快速成長探索世界。兩個學會成立有先後，但兩
者間無隸屬。其實最重要的是，兩會在提升科教水準與服務會員上，目標一致；在
願意與所有科教團體與研究者和教師攜手共進上，方向也是相同。因此，年輕的
EASE 樂觀的相信可以從我們 ASET 中得到發展經驗、進而一起在世界科教舞台上，
貢獻更大的力量。
東亞，是一個概念名詞，代表的是一個有特色的優質區域。EASE的會員來自亞
洲乃至於歐美各地，但為弘揚特色與穩定發展，目前以5個成員區域為會務運作的
核心。這5區域，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台灣，在國際科學教育評比測驗
中，有傑出的表現。以PISA 為例，各區國際排名分列1, 3, 5, 6, 12 名 (共65
國家、地區參與，另，中國大陸是由上海地區參與測驗)；再以TIMSS為例，四年級
學生，則各分列

*, 3, 4, *, 2 (36國家或地區參與，*號表示未參加)、八年級

學生，各區分列

*, 9, 3, 4, 2 (48參與)。因此，這優質區域的分享經驗、問

題、研究、因應與發展，是持續發展優質科學教育的重要關鍵。不過，以往這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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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訊息交通，卻常需透過英文期刊的多端子傳播，這使得即時性、全面性的真
實理解有所不足。這幾年來透過EASE，許多直接交流和合作得以實現。包括，大型
的研討(習)會中的分享或透過由各地區學者的協同比較合作研究(Regional Specific Studies)，例如2009年的「Trends of Scienc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or Innovations in the East-Asian Regions」、2011年的「Comparative
Survey of Science Culture Indicators on Regional Level in East Asia」，
分別由中山大學林煥祥教授、高雄師大劉嘉茹教授與中、港、日、韓等學者共同完
成，提供區域科學教育發展的重要資訊，受到相當的重視，這一部分，EASE發揮有
效協助區域內學術溝通、合作交流網絡建立與成果產生的功能。 未來這一段時
間，EASE 將持續努力並辦理下列活動：1. 協助科教老師、研究者獲得區域內的學
術教學資訊和協助促成共同研究，增進交流和成長。2. 促成更多的區域協同比較
合作研究，激勵可能之優質的科教行動方案 3. 在即將來臨的第一個暑假(2012月
八月)，委請北京師範大學主辦，邀請5地區的研究生參與一周的暑期研究交流討論
會(Summer School)，提供發表研究計畫、徵詢資料、建議、與合作的帄台，以獲
多方淬礪學術的機會，歡迎研究生提早規畫並報名。4.在2013年暑假(七月)於香港
召開EASE 2013 東亞科學教育研討會。以上所有資訊將陸續公布在 http://
new.theease.org/ ，敬請所有學者、教師、研究生參與並歡迎大家給予指導。
EASE和我們ASET一樣，是令人驚艷的學術專業團體，諸 先進默默為創立、服
務、推廣，全心參與，耕耘付出，同時，在美好節奏中給予扶持、貢獻、然後讓年
輕一代持續成長壯碩！這，在ASET中我們心領神會。在EASE裏，亦復如此，台灣科
學教育學界先進協助創會之後，委由林煥祥、周進洋、佘曉清(2007-2009)；佘曉
清、林陳涌、連啟瑞(2009-2011)；林陳涌、連啟瑞、段曉林、林曉雯(2011-2013)
等教授，擔任各屆理事，此可看出上述協力、一棒接一棒廣泛參與和追求永續發展
的特質。2013年暑假在香港的EASE 2013，可預期EASE一定又會有所新貌，一如
ASET般活力不息。
最後除再次感謝給予報告的機會外，個人也盼望ASET和EASE有更多的協力空
間，提升科教研究與教學。此時，因也正值我們科學教育學會年會和科學教育學術
研討會召開前夕，謹亦藉此衷心祝福

研討會及學會年會

完美成功

我們學會

會務昌隆

所有會員

教研有成

健康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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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刊敬邀文稿

2012 年第二十卷第四期以及第六期將出版兩期的專刊，主題、以及投稿相
關訊息為：
（1）「促進關鍵能力的科學課程發展」專刊
◎客座編輯：許瑛玿教授
◎截稿日期：2011 年12 月31 日
◎預計出刊卷期：第二十卷第四期(2012 年8 月)
（2）「融入前瞻科技與探究精神的課程與教學創新」專刊
◎客座編輯：張俊彥教授及李哲迪助理研究員
◎截稿日期：2012 年3 月31 日
◎預計出刊卷期：第二十卷第六期(2012 年12 月)
歡迎對此二主題有興趣者踴躍投稿，投稿方式請使用線上投稿系統(http://
aspers.airiti.com/cjse/)並請於篇名後面加註「(投稿特刊)」。

科教相關活動快訊

ISEP 2012 (http://www.e-case.org/isep2012/index.html)
地點: Hong Kong SkyCity Marriott provides special room
日期: 2012/3/30-2012/4/1
投稿截止日期:Abstract/Paper Submission deadline: 2011/12/31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rejection: 2012/01/07
Early registration deadline for ALL: 2012/01/20
Upload fianl version of manuscript : 201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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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IS 2012 (http://cblis2012.crecim.cat/ )
地點: Barcelona
日期: 2012/06/26-2012/06/29
投稿截止日期: Abstract Submission: 2011/12/15
Paper Submission: 2012/03/01
Early Registration: 2012/04/15
Registration: 2012/05/15

Earli Sig 1 2012 ( http://www.earli-sig1-conference.org/ )
地點: Hotel Bloom (Brussels)
日期: 2012/08/28-2012/08/31
投稿截止日期:

201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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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dney, AUSTRALIA

日期: 2012/07/02-2012/07/06
投稿截止日期:

20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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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國內展覽

「穿越時空—絲路行」特展
http://silkroad.ishow.gmg.tw/
民國100年10月29日起至101年1月29日止(除夕休館一日)
Theo Jansen奇幻仿生獸特展
http://www.ntsec.gov.tw/User/Article.aspx?a=811
民國100年12月1日起至101年2月19日止(除夕休館一日)
「颱風來了」特展
http://www.ntsec.gov.tw/User/Article.aspx?a=780
民國100年12月24日起至101年3月11日止(除夕休館一日)

【木乃伊傳奇—埃及古文明特展】
http://cal.nmns.edu.tw/NMNS_Cal/Detail_Ann.aspx?ANID=4779
民國100年10月15日至民國101年2月12日 (週一及除夕休館) (16:30截止入場)
賽德克-巴萊特展
http://www.nmns.edu.tw/public/exhibit/2011/seediq-bale/
民國100年9月14日至民國101年2月20日

迎接IPv6網路生活特展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1/ipv6/
民國100年7月1日至民國101年6月30日
迴風穿堂~風能展示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1/windpower/
民國100年10月1日至民國101年10月31日
台灣塑膠環保美學科技特展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exhibition.aspx?KeyID=835d1863-57d0-4947-a3ab-3fdf65bbc997
民國100年11月13日至民國101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