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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擔任理事長的兩屆任期內，剛好正逢學會變
動的時候，也似乎是渡過了風雨飄搖的兩年。
以學會每年辦理的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例，今
年年底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協助辦理的「2012
第28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多元、創新、永
續」研討會，改為以國際研討會形式辦理。其
中一部分原因是為因應國科會不再補助國內研
討會辦理經費，僅提供經費補助國際型的研討
會。但這也是學會走向國際化的契機，也是將
來的一個趨勢。不止是研討會的辦理，包括學
會各方面的運作上等等，都希望能逐漸朝向國
同時也要感謝中正大學黃俊儒教授及臺灣師

際化發展並與全球接軌，這也是所有科教人應

範大學林陳涌教授在中間的引薦及促成，完成

努力的目標跟方向。

如此有義意的交流及規劃。
此外今年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學會與科
同時，學會在未來規劃執行計畫與研究工作，

教學會有一項重要的互相交流活動。臺灣科
技與社會研究(STS)學會由幾位重要且學養豐

也希望能多與目前學校的實務結合。這幾年因

富的老師，共同合組論文群組，並發表於年底

為科學教師過剩的問題造成許多的流浪教師，

的學會辦理的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同時STS

也因而造成師範大學與教育大學等師資培育學

學會也邀請本學會的夥伴參加明(102)年3月於

校系所其結構上的改變，也間接影響學會第一

臺灣大學水源校區所舉辦的「2013年臺灣科技

線實務教師參與的意願。

與社會研究學會第五屆年會」。希望藉由學會

未來學會應該朝向國際化與實務在地化的兩個

間辦理的學術活動，促進彼此的交流與切磋。

方向前進。在兩年的任內中，非常感謝學會所

這是非常好且有意義的活動。這要感謝臺灣科

有的夥伴的協助與幫忙，希望在渡過這風雨飄

技與社會研究(STS)學會理事長：中正大學哲

搖的兩年後能有更好的未來。

學系陳瑞麟教授，一直持續關心國內科學教育
的推展，並積極以各種管道拓展學會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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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永續發展的科學教育學刊
文 / 靳知勤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刊自八十二年創刊以

故此，本人將本乎學刊做為科教學者共同

來，迄今已邁入第廿個年頭。本人從今年初

之學術發表園地，協助同好們將優秀的學術

接任總編輯一職，負責科學教育學刊的編輯

論文成功發表供科教社群共享。本刊是科教

管理工作，主要任務包括：確保本刊的永續

同好的共同園地，本刊的永續經營需要您的

經營，以及論文品質的提升。

賜稿，更需要您協助審稿服務。您對本刊的
支持是科學教育研究實踐的基石，我們期待

由於本刊已進入TSSCI名單多年，在稿源

本刊在未來有許多廿年永續發展。此時實屬

上漸趨穩定，但仍有持續擴增的必要，一方

我國科學教育發展的關鍵時刻，科學教育學

面除了要吸引科學教育及其相關領域的論文

刊尤在此任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邀請您

投稿本刊之外，也企求投交的稿件能留意體

一同投注您的關懷與心力，讓此園地永續再

例與撰稿的規範，可使審查過程中減少一般

生，並臻承先啟後利人利己之理想。

檢核的時間，讓稿件儘早進入實質審查的階
段。再者，精進寫作的技巧更有助於審查委
員能夠理解及迅速掌握作者所欲訴求的心血
精華，乃不至於讓一篇具有好結果的論文，
產生遺珠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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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年度計畫
文 / 洪振方

本年度學術委員會目標在於促成科教讀書會

4、配合科學教育學刊的政策，推動具主題性

社群、協辦學術研討會、加強兩岸三地學術交

的專刊，以利凝聚具共同興趣的研究社群。

流、促發科學教育學刊之專刊主題、以及推動

目前已在徵詢中。

以科學教育學習網進行研究等。年度的工作計

5、配合教育部科學教育學習網的推廣，推動

畫及執行情形如下：

利用該網學習單元進行教學研究。目前已

1、推動學術性的讀書會，藉以形成具共同興

有一些研究生利用科學教育學網的資源進

趣的研究社群。目前有楊文金教授領導的

行論文研究。

「Alihay SIG」，就是一個想要豐富自己，
富饒科學教育的非正式團體。
2、配合第28屆科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協
辦相關事項。目前已與主辦單位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盧玉玲教授聯繫協辦事宜。
3、促成兩岸三地科教學者間的學術交流與研
究合作。目前的成效有中國教育學會科學
教育分會邀請林曉雯教授在10月24日至25
日的第三屆學術年會做專題演講，以及南
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邀請王靜如教授於
10月17日至11月6日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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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委員會年度計畫
文 / 蔣佳玲

活動委員會本年度目標在於辦理相關活動，

● 國內科教人才眾多，但中小學辦理教師研習

以促進會員之間的交流與學習，並建立科學教

卻常面臨師資難覓的困境，沒有適當管道加

育學術研究與實務教學的互動平台。年度工作

以連結。本委員會將建立起聯繫的平台，推

計畫如下：

薦合適專家至中小學進行分享，將最新的研

● 配合第二十八屆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暨

究成果轉化為現場教學可行之策略，以促進

The 2012 ASET Annual International

科學教師專業成長。

Conference (2012 ASET)，邀請大專院校

● 與本學會學術委員會合作，推動學術性讀書

科學教育相關系所、科教中心、研究計畫

會或特定旨趣團體(Special interest Group,

團隊、以及中小學科學教育相關競賽得獎

簡稱SIG)，並鼓勵本會會員參與，以形成具

團體，於會場展示近年來努力的成果。不

共同興趣之研究分享社群與合作團隊。

同團隊之間可藉此交流經驗，彼此學習。

● 與科博館、科工館等相關單位合作，於不同

● 偏鄉地區科學推廣是近年來科學教育的趨

縣市辦理科普推廣活動。

勢之一。本委員會將與相關機構合作，結

● 與相關學術社群聯繫，如物理教育學會、化

合各項資源，進行偏鄉地區學校與社區的

學教育學會，交流研究與推廣經驗，並分享

科普活動，以縮小城鄉之間的差異。

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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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委員會年度計畫
文 / 盧玉玲

講者Professor Marcia C. Lin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SA）
，Professor Mike
Sharples（Open University, UK），Professor
Jinwoong Song（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Professor Enshan Liu（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論述各國研究外，也邀請國
內傑出研究獎獲獎的林煥祥教授(國立中山大學)
與許瑛玿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分享其研究經
驗。
目前投稿踴躍，國內外稿件已超過250件。外
國部分稿件來自不同的十個國家，對科教研究有
興趣者歡迎加入此國際交流機會。本次研討會亦

本(2012) 年辦理之第28屆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

將邀請科教相關研究計畫展覽研究成果，歡迎高

術研討會，將於2012年12月13日、14日、15日

中、國中、小學學生參觀。

(星期四、五、六)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舉行。

此外，本年度之EASE (East-Asian Association

以「多元、創新、永續」為主題，提供國內、

for Science Education) Summer School 在北京

外科學教育研究者、工作者對話與交流之平台

師範大學舉行，計有五個區域25位博班生參與，

，藉以拓展國內科學教育學術發展之視野，並

國內多位博班生在過程中與外國博班生討論研究

做為國際學術合作之媒介。
自本屆開始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將

，進行學術交流，有助學生國際視野之增廣。本
學會之副理事長段曉林教授與理事靳知勤、盧玉

擴大為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保留以往中文發表

玲等亦受邀與會，並參與分組跨國研究計畫規劃

場次與型態外，並新增英文徵稿部分。中文投

之指導。

稿者以中文發表，英文投稿者以英文發表。本
年度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之頂尖大學計
畫共同辦理，並將與國科會科教處之成果報告
同時舉行。除邀請來自四個不同國家之國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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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研討會訊息
§ 國外
1. 2013 NARST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pril 6-9, 2013 @ Rio Grande, Puerto Rico.
http://www.narst.org/annualconference/2013conference.cfm
2. ESERA Conference 2013. Sept.2-5, 2013 @ Nicosia, Cyprus.
http://www.esera2013.org.cy/nqcontent.cfm?a_id=1
3. EASE 2013 Conference . Jul.4-6, 2013 @ Hong Kong.
http://ses.web.ied.edu.hk/ease2013/
4. ICASE 2013 Borneo.Sep.29-Oct.3, 2013 @ Kuching City, Sarawak, Malaysia.
http://worldste2013.org/conference.html
5. Earli 2013 15th Biennial Conference
August 27-31, 2013 @Th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TUM).
http://www.earli2013.org/nqcontent.cfm?a_id=1
6. NSTA -National Convention, April 11-14, 2013 @ San Antonio, Texas.
http://www.narst.org/annualconference/related.cfm
7. AERA 2013, April 27-May 1, 2013 @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http://www.narst.org/annualconference/related.cfm
8. ASE Annual Conference. Jan 2-5, 2013 @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http://www.ase.org.uk/conferences/annual-conference/
9. 13th PCST Brazil Public Communic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May 5-8, 2014 @ Salvador-Brazil.
http://www.pcst2014.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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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研討會訊息
§ 國內
1. 2012第28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http://www.sec.ntnu.edu.tw/TICE2012/index.html
2. 2013年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第五屆年會
http://www.tw-sts.org/
3. 2013年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http://www.scicommtw.com/
4. ICDC2012第八屆數位內容國際學術研討會
http://icdc2012.nutn.edu.tw/information.html
5. 2013數位典藏與學習國際會議
http://collab.teldap.tw/teldap2013/index_tw.html
6. 2013教育高階論壇國際研討會─數位時代之教育議題與發展
http://web.nutn.edu.tw/gac610/2013conference/1.html

§相關教學資源
科學教育學習網

http://science.edu.tw/index.jsp

臺灣開放式課程聯盟

http://www.tocwc.org.tw/

交通大學開放式課程

http://ocw.nctu.edu.tw/

臺灣通識網

http://get.nccu.edu.tw:8080/get/

泛科學

http://pansci.tw/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http://shs.ntu.edu.tw/shs/
科學教育跨縣市創意社群

http://creative-science.hlc.edu.tw/iindex.asp?id=67

知識大講堂

http://knowledge.colife.org.tw/index.aspx

大學大小事FB

http://www.facebook.com/gegrouptw
編輯群 / 黃俊儒
賴雁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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