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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段曉林 理事長

個人因擔任本學會理事長之職務，於今年七月份獲得教育部委託辦理全國國中科學
教師探究教學知能提升研習活動，計畫預計到明年五月底結束。目前已在八月份在彰化
師範大學，國立科學工藝館，花蓮市國風國中，蘇澳國中辦理四場種子探究教師研習活
動，共計一百七十多位各縣市種子國中科學教師參與，教師們的反應均踴躍。也感謝基
北區張文華教授與其團隊，南區洪振方教授，中區溫媺純所長，東區花蓮市古智雄教授
等理事們獲會員的協助，使得研習活動能順利舉行。今年十月到隔年四月將辦理全國各
縣市二十八場的國中科學教師探究教學研習活動，這些活動將邀請大型國中兩名科學教
師，中小型國中一名科學教師參與學會所辦理的探究教學培訓活動。我們也將邀請有探
究教學經驗的科教學者群擔任各縣市研習活動講師，全國有探究教學經驗的種子教師擔
任各場次輔導員的工作。歡迎大家廣為宣傳與參與，使得本學會能將我們的專長貢獻於
社會。除此之外本學會在暑假期間也辦理物理教師實驗活動增能的研習活動，此活動邀
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林踐教授擔任講師，參與研習活動的物理教師均表示收穫良多。
除了前項的教學活動推廣之外，本學會亦致力於將會員過去的學術發表廣為宣傳。
透過理監事會議的通過，學會已與華藝出版社簽約，我們將發行兩本探究教學相關的專
書，這些專書內的文章均為過去科學教育學刊所刊登與探究教學領域有關的論文。期盼
年底專書出版後能有不錯的銷售量以及對社會的影響。
此外邱美虹理事亦邀請一些科學教育學者撰寫介紹台灣科學教育研究的英文專
書，由 Springer 出版社負責出版，目前英文專書已在發行中。而此英文書籍亦將於日後
發行中文版。相信這些專書的撰寫與發行，對於推廣本學會會員過去致力於專研台灣的
科學教育研究，必有卓然之成效與影響力。

恭賀!!
張俊彥教授擔任 JRST 的副主編
劉嘉茹教授擔任 JRST 的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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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會申請國科會的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補助關於學刊出版與活動推廣，今年
審核過的經費學刊出版部分費用是八十萬。此外申請案中增加科學老師專業成長相關活動的辦
理，共十八萬的經費進行相關活動的辦理，此推廣活動由李松濤主任委員負責籌劃辦理。
2.學會在二月份協助韓國釜山大學徐惠愛(Prof Seo)教授所帶領的韓國數理教師團規劃可參觀的學
校與社教機構，並獲得徐教授團隊的感謝。
3.許瑛玿理事於 103 年 2 月 17 日邀請 NARST 主席 Lynn Bryan 來台演講 STEM，PCK and TPACK
in Tomorrow Classroom (未來教室中的資訊科技融入學科教學知能國際研討會)，順道至彰師大演
講，Lynn Bryan 對台灣科學教育研究的印象深刻。
4.學會於三月十一日邀請 Professor Larry Yore & Ms. Shari Yore，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
所一樓圓環教室，主持科教論文寫作工作坊相關活動，參加踴躍。
5.暑假與下學期活動委員會安排的講座資訊，如下:
(1)台中場次: 七月、八月、九月各辦理一次工作坊，主題是平板電腦在自然科教學上的應用，講
者邀請南投水尾國小左漢榮主任，研習時數三小時。
(2)高雄場次: 八月初有二場次，主題分別是動手做物理與生活 FUN 科學，講者邀請高師大周健
和教授與林黛華老師，十月初有一場次，主題是評量融入科學教學實例，講者是高師大洪振方教
授，研習時數三小時。
6.科教學刊目前與 Google Scholar 合作為 title 搜尋置頂顯示，接下來將更進一步要做全文搜尋。有
許多世界知名期刊與 Google Scholar 合作，加入全文索引的期刊，流量成長以倍數計，平均增加
50-200％，這意味著下載率、能見度、引用率、能見度提昇。
7.許瑛玿理事邀請一群委員擔任獎勵委員並開始運作，請各位會員於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推
薦優秀候選人參與選拔。獎項包括：終身成就獎、年輕學者獎、中小學教師卓越獎、大專院校教
師教學卓越獎、優秀博士論文獎、研討會最佳論文獎。各獎項徵選資格請參閱學會網站。
8. 學會十一月將由出版組以「科學探究教學」為主題，匯集過去在科學教育學刊所刊登的相關主
題期刊論文，集結為兩冊論文集，進行探究教學研究成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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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及服務機關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段曉林

佘曉清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活動委員會主任委員

出版組主任委員

李松濤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林曉雯
國立屏東大學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獎勵委員會主任委員

洪振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許瑛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

理事

溫媺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王子華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理事

理事

王靜如
國立屏東大學

古智雄
國立東華大學

理事

理事

李文瑜

李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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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理事

吳穎沺
國立中央大學

周金城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理事（會計）

理事

林靜雯
國立東華大學

張欣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理事

理事

黃俊儒
國立中正大學

傅麗玉
國立清華大學

理事

理事

楊文金

蔣佳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理事

秘書長

盧玉玲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林淑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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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及服務機關

監事主席

監事

黃萬居
台北市立大學

邱美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監事

監事

周進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陳義勳
台北市立大學

監事

監事

張惠博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張美玉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監事

靳知勤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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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暑期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研習營報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林淑梤教授

學
會
活
動
報
導

本學會為了推廣學術研究，於今年暑假舉辦一場「社

吳教授在結構方程模式方面已經出版兩本 AMOS

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研習營」。由於去年此研習營在高雄

實務操作與應用的書籍，第一本書籍著重於 AMOS 軟

進行，大多是南部學生和研究人員參加。本年度則安排在

體的實務操作，屬於比較基礎的內容。這一次的課程採

中部，提供更多有興趣量化研究方法學員參與此活動。此

用第二本書「結構方程模式－實務應用秘笈」為教材，

場研習營於 103 年 7 月 25(五)和 26(六)兩天，邀請國立高

以他書中的四個主題，引導學員透過單機實作，運用

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吳明隆教授講授結構方程模式

AMOS 軟體進行實作。四個主題分別是(一)SEM 簡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課程，上課地點在彰

AMOS 操作及徑路分析，(二)驗證性因素分析、聚斂效

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電算中心電三教室，每人一機進行實

度與區別效度，(三)潛在變項間的路徑分析與模式修

作。

正，(四)貝氏估計法模式評估的應用。
結構方程模式是近年來重要的量化分析方法之一，可

吳教授先簡介 SEM 在量化研究上的功能，之後利

藉由模型的建立，理解造成社會/教育現象的重要因素。有

用自備的數據進行實例操作、統計分析及解釋各個數值

志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人員和博、碩士班學生，應把

的意義。由於學員在量化研究的能力不盡相同，有些學

握這難得的學習機會，提升量化研究的能力，增加對此統

員對徑路分析不甚理解，較難理解 SEM 這種高階量化

計方法的了解，以擴展自己探索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因

研究方法的目的。但是，有些學員已有 SEM 的基礎，

此，學會在學術委員會洪振芳主任委員的推動下，繼去年

頗能提出一些實務操作和資料分析的問題，請教吳教

「問卷統計與分析」和「階層線性模式」兩場量化研究方

授；還有一些學員則針對論文寫作的問題，向吳教授請

法的課程後，規劃「結構方程模式」課程，再次邀請吳明

益。吳教授耐心地講解，精闢的解釋，學員們都獲益良

隆教授開班授課。

多。有鑑於此，學員們建議以後學會可以舉辦 SEM 基

此研習營乃由學會主辦，彰師大科教所協辦。此活動

礎和進階兩種課程，幫助不同程度的學員學習。吳教授

的推動乃透過學會秘書處發出邀請函，請理事、監事及各

在課程最後三個小時則邀請張毓仁博士分享他運用

科學教育相關科系教授們廣為宣傳。最後共有 24 位學員參

SEM 進行研究的經驗，並分析六篇使用 SEM 研究方法

加，參與的學員有一部分來自科學教育研究領域，另外也

的學術論文，說明 SEM 在教育研究上的運用。

有不少來自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本活動由洪主任委員的

吳教授連續兩天來回彰化與高雄為本學會辦理此

助理建置報名系統，學會幹事陳盈儒小姐負責行政與報名

研習課程，理事長段曉林教授特頒贈感謝狀，並準備一

事宜，學會幹事曾文萱小姐負責製作海報與 AMOS 軟體的

份彰化的伴手禮，由秘書長林淑梤教授代為轉贈，以表

建置。其中感謝段曉林理事長與科教所溫媺純所長對此活

達學會最高的敬意與謝忱。另外，本次參與研習的學

動的支持，並獲得彰化師大電算中心協助，免費提供場地。

員，學會則頒與 12 小時的研習證明。

並在兩天的假日期間，全力協助學會辦理此研習營。另外，
研習期間兩位幹事與楊景盛博士、賴志忠老師等學員的協
助，得以讓活動圓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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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科教學會科學活動推廣報導
李松濤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主辦/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協辦

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為配合學校精緻師資培育計畫以及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活動之推廣，特別結合了台中市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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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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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輔導團針對國小自然科學領域教育人才之培育方向，於 2014 年 4 月 16 日特別邀請該校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許良榮教授
辦理在職科學教師進修工作坊，主題是「由科學遊戲設計探究教學」，邀請台中市國小在職自然科教師、台中市國教輔導
團老師、台中教育大學教學專業碩士學程研究生以及選修教育學程的學生一同參與，以期透過科學教師的培育與傳承，以
探究教學的精神培養老師與學生們的科學素養。
在當日的工作坊中，許良榮教授透過科學遊戲的操作與概念的介紹，引領教師及學生們透過動手操作的科學實驗與科學遊
戲來引起學生探究科學的興趣。本次出席之教師與學生共計約 65 位，會後均表示對於本次工作坊的教學與互動內容收穫深
感滿意，參與學員也有極高比例表示爾後希望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以及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能夠積極地辦理類似
活動，以期達到科學素養紮根的教學效果。
因此在彰化師大段曉林理事長的支持下，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也已經分別與台中和高雄國教輔導團的自然領域老師
們進行聯絡協調，預計在 103 學年度開始，配合各輔導團的行政流程，分別邀請相關師資辦理在職自然科教師的研習工作
坊，希望藉由此類活動的推廣提升在職科學教師的教學知能以及專業發展。

另外，為配合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有關科學教育活動之推展，中教大科教中心也在 102 學年度下學期在台中市上安
國小、上石國小、潭陽國小及文心國小等校辦理科學課後社團，邀請該校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葉聰文教授指導系上學生設
計活動，以期讓學生們在透過教授之課程設計培訓與討論後，能夠親自將所學理論帶進校園實踐。透過課後社團的方式，
學生可以實際在教學現場與學生互動，不但可以增進師資培育學生之科學教學能力，也可培養其實務教學經驗，也讓國小
學童能在正規自然課程學習外，能以更輕鬆、有趣的方式學習科學。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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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科學史哲與科學教學 IHPST 亞洲會議在台灣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劉湘瑤教授

第
二
屆
科
學
史
哲
與
科
學
教
學
IHPST

IHPST (全名為 Internation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eaching Group) 成立於
1987 年，當時是一位澳洲科學教育學者 Michael
Matthews 基於促進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納入科學課
程的理念，集結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
與科學教育的學者們組織而成的跨界整合學術社
群。長期以來該學會廣納歐美澳各國學者，每兩
年開一次國際研討會，相關的學術論文常發表於
Science & Education 期刊，最近該期刊已成為
IHPST 學會的官方刊物。
近年來，該學會為擴大世界各國從事相關領
域研究者的參與，且考量讓參加研討會人員能減
少旅行距離，於是從 2012 年開始，在亞洲和南美
洲分別辦理兩年一度的區域會議，且區域會議舉
辦的年份與總會研討會的時間交錯，因此可提升
交流的機會。2012 年第一屆亞洲區域會議由南韓
首爾大學 Jinwoong Song 主辦，本人有幸與屏東教
育大學郭碧祝老師一起參加了那次的會議發表論
文，當時正值師大科教所團隊準備籌辦學會年度
研討會，希望能獲得國際會議補助，就在那樣的
機緣下爭取主辦第二屆的會議。在此要特別感謝
連啟瑞老師在會場幫我們遊說，讓我們能打敗馬
來西亞團隊，順利取得主辦權。
獲得 IHPST 授權後，師大團隊由林陳涌老師
擔任主席，邀請多位科教、科學史哲和 STS 社群
的學者共同參與籌備工作，此次會議的主旨就是
籌備委員共同腦力激盪下的成果。會議主旨英文
主標題為“Re-examining Science”，中文翻譯為『重
視科學』，英文的本意為重新審視科學的內涵，
有從西方科學在東方文化中的詮釋與辯證之意，
而中文的「重視」一詞為雙關語，除重新審視的

ㄔ
ㄨ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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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之外，亦可視為強調科學教育，提升大眾對
科學的重視。
此會議的主旨附標題納入近年關注的重要
議題－「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從以往討論的科學普及化到科學如何透
過媒體傳播，又轉變到公眾參與科學，呈現出學
界對科學本質內涵以及科學教育的方法策略有
了思維上的轉變，因此本研討會將透過各領域的
觀點共同思考科學教育的議題。會議邀請的專題
講座分別為科學史、科學哲學與科學教育的知名
學者，他們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包
括：英國、委內瑞拉和臺灣），分享其在該領域
的研究觀點。另有兩場專題座談，分別針對公眾
科學和科學哲學與教育兩個主題，邀請來自美
國、德國、奧地利及我國的學者提出各國的觀點
與對策並與會者對話。
本研討會開放論文投稿至今，已吸引來自 21
個國家橫跨五大洲的學者投稿，相信今年年底的
會議將可達到跨國對話交流與國際接軌的目
標。我們特別選擇「天燈」作為此次會議的設計
意象，乃取其具有傳統智慧和文化習俗，又為當
代科學研究與教學的熱門題材，恰可反映出本研
討會的主題特性，希望讓國外與會者對我國科學
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本研討會後續將出版
Science & Education 特刊(special issue)，鼓勵優
秀論文投稿，大會也設有優良論文獎，希望大家
共襄盛舉，共同展現台灣科學教育的豐碩成果。
會議議程及各項訊息可參見下列網址：
http://www.sec.ntnu.edu.tw/ihps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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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刊】徵稿
全年徵稿：歡迎大學院校教師、研究人員、研究生踴躍投稿

科
教
學
刊
徵
稿
、
研
討
會
訊
息

「科學教育學刊」為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發行之學術性期刊，主旨在提升數學和科學教育
研究的品質與促進科學教育學術與實務之交流。每年發行四期，分別於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
月出刊，創刊號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出刊。
本刊徵求研究論文（包括以實驗、個案、調查、義（哲）理或歷史等研究法所得之結果，和
文獻評論、理論分析等）符合本刊宗旨之文章。
線上投稿網址 http://aspers.airiti.com/cjse/
詳情請參閱 http://www.ase.org.tw/public_01.html
聯絡電話：(04)2218-3538 廖先生

2014 國際科學教育研討會 ( ISEC 2014 )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Conference 2014
PUSHING THE BOUNDARIES - INVESTING IN OUR FUTURE
如何才能培養具備科學素養的未來全球公民？2014 國際科學教育研討會審視當前的科學教
育現況與未來社會需求的相關性，希望通過交流和深入討論先進的思想，反思現有的關於有效科
學的教與學之假設和限制，探求新形式的知識，以培育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挑戰的學習者。
日期：November 25-27, 2014
地點：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相關網址： www.isec2014.org

2015 年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第七屆年會 徵稿
正常與異常：我們從未正常過？
何謂正常？何謂異常？正常和異常之區別為何？標準是什麼？隨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文化的差
異正常和異常之變動又有哪些特色？，2015 年 臺 灣 科 技 與 社 會 研 究 學 會 第 七 屆 年 會 主題旨在
從 STS 的角度，透過對於當代社會議題之解析、歷史現象的陳述，乃至於現代科技的反省等方向，
徵求相關研究論文的發表，以闡釋或澄清「正常與異常」此一二元對立概念的相對不穩定性，乃
至於其間區隔界線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演變與被詮釋特徵為何。
年會資訊請見臺灣 STS 學會網站：http://www.tw-sts.org/。

http://www.ase.org.tw

9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September 2014

e-NEWS
全球綠色領袖的融合人才教育研討會

研
討
會
報
導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 Conference
韓國大邱教育大學 Son, J-H 教授率領研究團

注意與討論。Son 教授表示，在韓國，老師是一個

隊於 8 月 15 日參加在國立屏東大學於在林森校區 很神聖的職位，升學非常競爭，大家都十分尊敬
動手做科學中心，所舉辦之全球綠色領袖的融合

老師，也嚮往這個職業。韓國這幾十年來的社會

人才教育研討會。會議中，除韓國學者及學生外， 的發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社會非常重視教育，
國立屏東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及生態休閒教育教
學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大部分為國小教師）50 餘
人與會。

希望培養出更多人才，才能讓國家更進步。
下午場次則由國立屏東大學師生分享 STAEM
相關教學實務與作品，數理教育研究所研究生說

本次研討會由國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開幕致

明在教室中所設計與進行之 STAEM 課程與學生

詞，校長指出科學、科技、工程學、藝術及數學

學習成果；生態休閒教育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研究

的融合教育對整體教育體系與培育學生知能之重

生則展示所設計四套電子書：與龜共游、校園植

要性，希望所有與會教師能體認到教師角色的重

物、美麗的蝴蝶及蛙現雙流，及未來應用。

要性，不斷提昇教學素養，以提昇學生之科學素

這是一個難得以師資培育大學及在職國小教

養，面對未來世界，做個稱職的公民。並祝福所

師為主要對象，對所關心之 STEAM 議題所舉辦的

有與會者老師能在本次研討會的教育交流下，讓

跨國性研討會。藉由教師間面對面的交流，對不

台灣國小教育更具世界觀與前瞻性。

同文化、教育、語言、理念及實務有更直接且深

上午場次由韓國學者及教師團隊以演講方式

刻的省思，並促進教學實務的改進。短短一天議

說明韓國教改的主軸-STEAM 的理念及實施情

程結束，大家依依不捨，約定一定要安排、舉辦

形。並展示近年來和屏東大學理學院研究團隊所

下一次的跨國合作與交流活動。

進行之跨國性比較研究之成果，吸引在場聽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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