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親愛的會員大家好，去年在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所舉辦的第 32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
會廣受好評，尤其出席的會員人數更是歷年之最，很感謝大家的踴躍參與。
今年學會也規劃了許多學術活動，首先針對十二年國教 108 課綱當中的探究與實作課程，在
今年 4 月已和物理學科中心一同舉辦在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中培養學生科學能力工作坊，參
加的對象是高中科自然教師。再來，7 月我們將協辦 2017 全國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研討會暨教學
工作坊，依照自然領域新課綱規劃分為物理、化學、生物、地科及跨領域五種類型，培育自然科中
學教師。
去年反應熱烈的暑期研究生 Summer Workshop，也將在今年暑假繼續第二屆的活動。研究生
暑期學術研究工作坊研討會將於 8/1-8/3 日在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一館舉辦，為使科學教育領域的
碩博士學生能夠增進跨領域研究的能力，特別邀請許多專家學者進行演講與工作坊，包含【科教學
刊論文寫作】
、
【從腦波看科學學習歷程】
、
【虛擬攝影棚的實作】
、
【大數據在教育現場的應用與發展
趨勢】、【APP 在科學教育的應用】、【眼動於科學教育的應用】、【人臉表情辨識在科學教育上的應
用】
、
【AR/VR 的科學教育應用】等。同時還有三大 SIG 主題，包括【認知神經科學與科學教育：眼
動與腦波研究】、【人臉表情辨識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資訊科技在科學學習與教學的應用】，邀
請在科學教育研究中跨領域學有專精之研究者，帶領研究生進行 SIG 討論，歡迎對科學教育相關研
究有興趣之碩博士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除此之外，將於 8/12-8/13 日舉辦科青培力營，當中會邀請科學傳播領域重量級大師進行講
座與對談，搭配【泛科學新聞撰寫要點】
、
【新聞解剖室解剖報告撰寫】
、
【科學動畫腳本製作】以及
【遊戲化敘事】四種課程，讓學員們能夠選擇自己所喜歡之傳播方式，並且於課程結束後發表成果。
另外今年學會活動還首次規劃了科學儀器教學工作坊，預計在今年秋天由國立臺灣大學應用
力學研究所江宏仁教授分享其開創的科學儀器，包含手機顯微鏡、手機光譜儀、科學積木及其所搭
配之數種模組等，讓教學現場的中小學教師參與、分享教學心得及教案。
去年學會積極地參與教育政策，針對十二年國教課綱改變成立了專門的 Task force 小組，也對
教育部進行國小科學教育與師資培育的相關建言。今年我們一樣會踴躍地發聲，努力讓更多人知道
108 年課綱將國中自然科課程縮減為每週 3 小時的影響，希望能為面對教學現場的老師們爭取到
更多教學時數。
在 2016 年 12 月，PISA 2015 的評量結果公布了。在此次國際評量中，我國 15 歲學生的科學
總平均在國際的排名大幅提升為第 4 名，感謝本學會會員以及國內科教學者和科學教師們的努力，
使得臺灣學生在 PISA 2015 科學素養能有如此亮眼表現。為了讓更多人了解 PISA 2015 的評量結果
以及未來在中學課程和教學的應用，臺灣 PISA 2015 執行團隊即將出版《PISA 2015 臺灣學生的表
現》一書，並以超低的早鳥優惠價格提供販售。希望能讓科學教育學者、教育行政單位、教師、家
長及相關人員來關心、討論與檢視我國科學教育發展趨勢。
今年，我們依舊希望能有更多的科學教師、科教學者以及研究生來參與學會的活動，一同關心
學會的發展，謝謝大家對學會的支持，讓我們一起為臺灣的科學教育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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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中科學時數不足，
國中部分尤其遠遠低於國際水準，
對下一代之科學能力與競爭力，恐造成威脅！

土壤和養分不足，生物的成長與生命延續
會受到限制，眾所皆知。上課的時數不足，對學
生 的 學 習 也 定 然 會 產 生 不 利 的 影 響 (Jez &
Wassmer, 2015; Marcotte & Hemelt, 2008)。
培養國家未來人才的一項關鍵就在國民教
育的課程，課程綱要排定的科學課程時數，就是
學生獲取科學土壤和養分的機會。課綱讓不分
貧富、出身的學生，都有機會在規定的科學時數
中，滿足其人類固有探索自然的欲求並從中配
備自我以成為未來產業界或各界的優秀人才。
社會，具有了優秀的未來公民，競爭力方得以提
高，所謂的可持續發展的願景才有可能實現。因
此如何在眾多科目中，提供給我們的下一代「恰
當」的科學時數，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目前，新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
(以下簡稱為：108 新課綱，教育部，2014)已經
發布，此新課程中將原有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分
列為自然、生活科技兩領域。在科學領域中規劃
國小每週 3 節、國中每週 3 節、普通高中則是
必修最少 12 學分。雖然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在一
些場合提出對於學生科學時數減少或不足的問
題和疑慮，但本文將更具體地從國際比較的角

十二年國教科學課程
研究小組成員
連啟瑞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李 暉教授(國立東華大學)
李松濤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淑梤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劉叔秋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鄭夢慈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佘曉清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資料彙整：盧玉玲教授研究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行政協助：學會辦公室

度來重新檢視 108 新課綱的科學時數，以客觀
的資訊來看待目前的狀態，以釐清問題並提請
主管單位、教育先進、家長各界同力共策，提供
學生「適當」和「足夠」的學習機會。
本科學教育學會十二年國民教育研究小組，
在 2016 年由理事會決議組成，初期重點放在了
解我國科學課程時數的狀態，小組運作後，分工
收集閱讀國際上具有代表性或與台灣較有競爭
合作關係的國家地區的科學課程，其中包括：美
國、加拿大、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英國、法
國、德國、芬蘭、新加坡、香港等等。經檢視後，
刪除若干教育階段制度不同或科學、科技和其
它領域科目時數無法單離等之國家地區，本報
告中將呈現包括：日本（文部省小學校學習指導
要領，2008；文部省中學校學習指導要領，2010；
文部省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領解說，2009）
、韓
國(NCIC, 2015；MEST, 2009)、中國大陸(北京)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2015）、英國(European
Commission, 2014)、法國(European Commission,
2014)、芬蘭(UNESCO, 2012)等的科學課程，用
以對照 108 課綱之規劃，以形成我們對以下二
個研究問題的發現和主張。

«

»

影響學生科學學習與能力的因素很多，但在課程總綱規劃的科目時數輕重，相當程度就代表著
整個教育系統對於學生的科學學習與能力的重視。因此，本研究中，即以科學在全部課程中時數的
佔比，來代表教育系統對於學生科學學習與能力的重視。以下，將台灣和各國科學課程時數佔比，
分別表示如下圖一至三。

圖一：小學(3-6 年級)科學時
數佔總在學時數的比
率

圖二：國(初)中(7-9 年級)科
學時數佔總在學時數
的比率

圖三：普通高中(9-12 年級)科
學必修時數佔總 在 學
時數的比率
備註：
*a：英國僅計入國家課程中 10-11 年級的科學課程分鐘數，另，10-12 年級之上課總分鐘數係依據 10-11 年級資料，
推估而來。
*b：法國國家課程僅至 10 年級，11-12 年級課程由其二級政府規範亦可能列有共同之科學課程而無法正確呈現，故
本圖中略過其高中課程不予表示。

«

»

從圖一，小學科學課程分析可見， 12 年新課綱中之國小科學時數佔比 9.8%，低於日本(10.4
%)、韓國(11.5%)，略高於芬蘭(9.6%)、英(9.0%)、法(8.1%)，高於中國大陸(6.0%)。108 新課綱中之
國小科學時數佔比可說介於日韓和歐洲國家之間。從圖二，國(初)中科學課程分析可見，12 年新課
綱中之國中科學時數佔比僅有 9.0%，是所有圖列中(11.4%至 15.6%，平均值 12.2%)最低的。此資
料似乎指出 108 新課綱對科學課程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從圖三，高中科學課程分析可見，12 年新
課綱中之高中科學時數佔新課程全學時僅 5.7%，和各國家地區相較亦位於最低水準(5.7%-13.3%，
平均值 8.1%)。
綜上，對照國際科學對總課程時數佔比情形，即將上路的 12 年新課綱對學生的科學學習與能
力的重視顯有不足。

如上節之圖二和圖三所示，國(初)中與高中科學課程佔比特別顯示出和國際上有很大的差距，
但因高中部分，牽涉到必修選修相對份量的規劃理念，因此此處先不討論，而先聚焦在國(初)中之
部分。
上圖二呈現 12 年新課綱中科學課程佔比太低，但會不會是因我們總課程時數很大，所以縱使
科學佔比不高但實際的科學教學時數已經很多了呢？因此，本研究另統計各國(初)中之科學上課的
實際分鐘數如圖四。

圖四：國(初)中(7-9 年級)
科學課程總分鐘數

圖四中可見，我國規劃之新課程中科學上課總分鐘數為 16,200 分鐘，依然是所有中之最低者
(18,360-23,940 分鐘，平均值 20163 分鐘)。因此，對於「 108 新課綱的國中科學時數太少？」這個
的問題，資料告訴我們的答案是：「確實太少！」。
雖然，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學校依據需要來安排彈性課程予以補救，然各國課程也多有彈性空間
而能更予加強，不足者，依然不足。我們認為國民教育課程規畫的是必要、是核心，我們課綱應該
給予足夠的必要與核心，有了這些基礎，學生才能有多元和適性發展的可能。我國目前規劃科學每
週上課 3 節課，如參考國際上課普遍之時間數，我們建議國中科學課程應宜增加到每週上課 4 小
時，方能達到上述各國家地區的水準。

借用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對於「時間」的概念，懷胎就是要十月，若要將懷胎縮短，
是違背自然，不利於下一代的健康與成長，也是做不到的。要成就一個未來具有足夠科學素養以應

«

»

對未來社會競爭需要的人才，就是需要恰當的時間給予思考探究與學習。例如對美國加州 300 多所
小學學生的全州性測驗成績進行迴歸分析，探究上課時間對學習成就的影響(Jez & Wassmer, 2015)。
此外，美國馬里蘭州的一項研究，分析歷年來全年雪災停課天數對於該州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
(Marcotte & Hemelt, 2008)。這兩項研究，提出一些我們值得參考的結論：一、時數不夠會降低學生
學習成就、二、時數不夠對於弱勢學生影響更大。由各國時數比較資料可見，今日，我們 108 新課
綱提供的科學時數，在國際間顯然在較低水準；此外，中學科學學習時數明顯的偏少。這會不會造
成我國學生科學能力培養的學習斷層？如有這樣的可能，那麼具科學素養的未來公民社會如何建
立？未來優秀台灣科學科技之學術與產業人才如何獲得？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重視。
我們該如何做呢？科學教育學會組成本議題的研究小組以來，小組成果曾將各階段之研究發
現在相關之論壇報告，科學教育學會並參採部分成果，行文請教育主管機關參考，教育主管機關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04664 號回文，說明目前總綱已經發布，不宜更動，建議透過彈性課程，落
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並將建議提供相關單位作為後續修訂課程綱要的參考。確實，這因應與調
整需要大家的持續的智慧和關注。我們籲請教育主管機關及各界共同研思擘劃，讓「我們該如何共
同努力呢？」找到方向並促成行動，使我們下一代能有機會獲取科學的土壤和養分，使他們有較佳
機會成為具有科學理性、知能的未來優秀人才，讓台灣競爭力能夠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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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 )和「國際學生能力評量」(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表現超越許多國家，顯示出高平均表現以及高自我效能。但是，根
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的調查報告卻顯示出臺灣對於科學興趣略低於 OECD 平均值，也就是說雖然臺灣學生
的科學成就表現佳，但科學興趣卻偏低。這樣種高成就低興趣的情況，實為科學教育領域
的一大警訊。
(圖片取自 http://www.edubook.com.tw/Tw/book.aspx?no=2014&bno=996)

本書從實務面及研究面探討臺灣科學教育

結果提供給決策者做參考。

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也提供實務工作者及研
究人員許多建議與線索，最後為科學教育領域
提出全面性與前瞻性的觀點。本書從五個面向

科學學習與評量一直是科學教育研究的重

探討了臺灣科學教育所面臨的挑戰與機會:概述

點，本章節從概念改變、認識信念與文化、診

臺灣科學教育、科學學習與評量、科學學習與

斷性評量、小學科學教育等四個方面來探討科

教學的創新技術、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反思。

學教學相關議題。在概念改變部分，邱美虹、
林靜雯與周金城教授提及可透過教師專業發展
來幫助老師了解何謂概念改變，也可以嘗試從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科學教育已經發展成

更多元的面向來研究科學學習中的概念改變。

為一堅強且成熟的研究領域。因為政府政策上

在認識信念部分，楊芳瑩教授提及學生的認知

的支持以及研究人員在國際上的活躍，臺灣已

信念受到文化脈絡的影響，高文化脈絡強調集

經是國際科學教育社群中重要的成員。臺灣的

體主義，低文化脈絡注重個人主義，教育者與

科學教育在邁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已經發展出令

決策者應理解不同文化中的學習者會具有不同

人驚豔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研究較

的學習行為與表現。在診斷性評量部分，譚克

為侷限，多為教學與學習科學概念的實徵性研

平教授回顧了科學教育中如何使用雙層試題，

究，未來的研究可以更多元的發展，也可以將

並提出測驗的分析、解釋以及此評量的限制性。

研究結果推及至現場的從業人員，以及將研究

在小學科學教育部分，Treagust 教授比較了國

«

»(

)

際間小學科學現況，認為優秀的教師學歷、科

全球化的浪潮呢？學生漸漸遠離科學該怎麼辦

學探究式教學、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提供教學資

呢？如何增進科學教師的專業呢？本書提供了

源，對提升國小科學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影

宏觀的角度與前瞻性的觀點，提供科學教師、

響。

科學教育研究者以及決策者一個思考與實踐的
方向。本書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也希望藉
由這次的書籍推薦，能嘉惠更多的科學教育夥
科技的進步影響了世界，也改變了教學與

伴們。

學習的方式，故本章節討論創新科技對於科學
教育的影響。林祖強與蔡今中教授在科學學習
輔具部分，提及行動學習科技已經漸漸取代多
媒體互動教材。許紹瑛與吳心楷教授在科技導
入學習環境部分，提及科技融入教學可以提供
視覺化、多重表徵、建模實務、探究與問題解
決等的學習環境。此外，近年來神經心理學的
蓬勃發展，提供了教育界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劉嘉茹及黃琴扉教授提及科學教育界陸續有研
究者使用腦波儀與眼動儀探究學生的學習行為，
這些研究呈現了關於學生認知過程的證據，也
提供研究者一個新的研究視野。在公共科技溝
通章節，黃俊儒教授提出科技的進步模糊了制
式與非制式的科學學習之界線，也可能是一個
提升科學興趣的方法。

本章節從教學實務面討論教師角色與課程
設計。在師資培育部分，段曉林、黃國華與張
惠博教授提及科學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科學
本質、探究教學、科技融入教學以及行動研究
等議題，都是教師培育與專業發展的重要課程。
在課程設計部分，高慧蓮、林志隆與蘇明洲教
授討論了不同的文化（原住民）對科學感知的
差異，提出教學時可以透過文化差異來設計科
學課程；也提及社會性議題的重要性議題，劉
湘瑤教授提及鼓勵教師使用爭議性社會議題來
教科學，以提供學生思考與討論的平台。

科學教育未來發展會是如何呢？如何因應

更多本書訊息請見
高等教育出版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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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的教學現場，許多自然科教師秉持著專業，盡力運用各種教學法，授與孩子們
新知。但少有系統性呈現臺灣近代與當代科學教育研究的成果，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恐
囿限學生的視野；此外，科學教育研究生剛進入研究領域時，對於國內學術發展趨勢所知
甚少，亦缺乏更全面的角度瞭解科教古今脈絡，眼界受阻，實屬可惜。若有志於銜接理論
與實務，不妨探索一本能為上述兩者架橋的好書《臺灣科學教育研究與實踐：挑戰與機會》
(以下簡稱《臺灣科教研究與實踐》)。此書由邱美虹教授主編， Springer 出版社與高等教
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先後支持了英文版與中文版問世。內容豐富，以國際觀點反思臺灣
科教，引領讀者面對挑戰，掌握機會！
(圖片取自 http://www.edubook.com.tw/Tw/book.aspx?no=2014&bno=996)

此揮汗而成的結晶，都需要深入吸收；在教育
對教師而言，每一個教學引導上的變化都
像是實驗，但正式的研究需要聚焦地探討孩子
們更細微的表現，
《臺灣科教研究與實踐》分門
別類的彙整了臺灣在科學「教」與「學」等，
各方面重要議題與研究。
「教」的部分探討了師
資培育研究：學科教學知識的影響、西方國家
與臺灣的科學課程改革和教師學習之思考，更
難能可貴的融入原住民文化融入科學課程的討
論；
「學」的部分從概念改變談起，到學習者的

研究中，需要有實質的研究成果支持推陳出新，
避免與現實教室脫節的紙上談兵。本書中，整
理了歷年國家支持推動的科學教育研究，自《科
教學刊》收錄的發表，來分析研究趨勢，亦彙
整了科學學習與評量、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
各個重要研究面向在臺灣耕耘的情形，瀏覽至
今都深深地令人敬佩；萬丈高樓平地起，是不
變的科學道理，更是本書帶給研究生最大的啟
示，唯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放眼未來。

認知信念與科學學習之關聯，亦有國際比較觀
點，身處教學現場，能在問世之初即閱讀本書，
以多個角度俯瞰的臺灣科教「教」與「學」
，瞭
解科學教育研究成果，備感幸運！
對於研究生來說，文獻探討是所有創新前
的基礎，科學教育發展歷程，與學者們曾經為

《臺灣科教研究與實踐》
包含了五個主題：
1.臺灣科學教育之概述、2.科學學習與評量、3.
臺灣之科學學習與教學的創新技術、4.課程與教
師專業發展、及 5.反思。這些主題環環相扣，
實為理論與實務之橋梁，更引導出了臺灣的科

«

學教育即將面臨哪些挑戰、具有哪些機會。

»(

)

教師及研究生，特別關注日新月異的科技化生

依本書觀點，地球村時代已來臨，科技的

活下，教學如何與時俱進，這學期亦開始思考

發達帶動全球化，科學教育當然首當其衝，
「建

教學科技如何協助教學，因此，甫獲此書，對

立國際合作研究之網絡」便成為首要挑戰。亞

本書第三部分，便特別關注。特別是，筆者之

洲國家文化、社會、教育期待，不同人文面相

碩論與多元智能有關，因此特別關注神經科學

卻相互共通連結，使得國內外學習調查呈現的

對科學教育之影響，因此，以下以本書第 12 章

成就高，但學生對於科學的學習興趣、動機，

劉嘉茹與黃琴扉教授所撰之「科學教育神經學」

卻未必能反映出來，
「學習和理解之評量」準確

為例，分享閱讀的收穫。

調查學生學習情況，並適時調整教學內容，即
是第二項大挑戰。
「科學教育中以證據為基礎的

( )

實踐工作」是教師與研究生都必須細細品味並

劉嘉茹與黃琴扉教授談到教育最重要的目

誠懇面對的第三項挑戰，從教師為主轉移至學

標之一，是幫助學生主動學習，並發展自我潛

生為本，是現今趨勢，需要更多的研究輔助，

能，學習者的「心智」是操作者，而「大腦」

才能實質有效接軌。第四項挑戰在於「維持或

即可視為機器。接著介紹自 90 年代萌芽，以及

甚至促進研究成果與影響之動力」
，臺灣人才曾

一系列神經科學研究嘗試在教育上的應用與解

經在世界各地充滿競爭力，而未來呢？就寄託

釋，注意力、記憶力、情緒與閱讀理解能力，

在現在的教師與研究者如何將研究成果化為進

都在此獲得了佐證，認知歷程更是現代如火如

步動力，為國家、社會培育具有自然科學素養

荼開展的研究方向，一探如小宇宙般的腦中奧

的下一代。

妙。

本書亦針對了上述挑戰，列出了可能的機
會。學者們需更積極的建立網絡並倡議國際研

( )

究，以因應世界各國與文化，愈來愈沒有距離

科學教育神經學的研究方法大致歸納為量

的生活圈。教師要能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並安

化與質性兩方面。量化研究方面以問卷與測驗

排出適合學生的評量方式，須達到概念理解，

為主軸，亦有運用現代科技，蒐集腦電波，分

避免過度的背誦卻不知內涵。研究者須致力於

析認知功能，以及教育應用。質性研究則以開

提供以證據為基礎的教學策略，提升教師的科

放性問卷與晤談最常被使用，畢竟每個人都是

學教學能力，甚至教師更需要承擔部分研究的

獨立的個體，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心智特徵，除

責任，更嚴謹的帶給學生合宜的學習環境。以

了量化研究提供趨勢脈絡，質性研究的亦能讓

及針對不同世代的科學教育者在過度狀態的協

解釋的面向更加全面。

助與引導，已達傳承之目的。
無論是教師的身分，亦或研究生的立場，
筆者藉由閱讀本書，反思臺灣科教面臨的挑戰
與機會，亦嘗試為未來開創出可能的路徑。

( )
有關科學教育神經學近年來相關研究從
「情緒與科學創造力」
、
「情緒與電腦為本學習」、
「心像旋轉與化學學習」等，近年中外相關研
究，亦有許多有趣的發現，如化學學習中，2D

12

結構為 3D 的投影經常困擾著學生理解，而運用

整本《臺灣科教研究與實踐》中，各部分

研究成果訓練心像旋轉能力，即能輔助學生克

與章節都相當豐富，值得一讀再讀。筆者身兼

服障礙。

«

( )
最後，劉嘉茹與黃琴扉教授建議研究者：
許多教育問題確實需要腦神經科學研究的輔助，
應具備「應用腦神經研究結果詮釋科學教育」
的能力。對於教育者，本書建議：應該清楚瞭
解學生在學習科學概念時所具備的認知能力，
幫助每位學生發揮他們大腦的潛能。深感幸運
能在一本放眼未來的書籍中遨遊，無論您是教
師，還是研究生，相信在不遠的將來，
《臺灣科
教研究與實踐》會是科學教育工作者在「教學」
與「研究」的重要參考。

對想瞭解科學教育研究發展趨勢脈動的教
師而言，
《臺灣科教研究與實踐》深入淺出的介
紹，是相當實用的指導手冊。對於苦無全面性
文獻整理的研究生來說，本書更是指標，精準
彙整學者的重要研究，亦有臺灣經驗來補足純
粹參考國外文獻，可能產生的在地化不足。此
外，筆者覺得值得肯定，但卻又略有遺憾的是
這本書先以英文撰寫出版後，再翻譯回中文，
對於主編及作者群同時出版英文與中文，同時
想要照顧國際化與在地化的努力，實覺欣喜，
但對於想要吸收科教新知的臺灣教師及研究生
而言，不是要先閱讀英文版，就是要略晚取得
中文版，難免覺得遺憾。希望臺灣的科學教育
者、研究生，能善用《臺灣科教研究與實踐》
中的資源，轉化為適合學生的教材，將臺灣科
教所面臨的挑戰，轉化危機會，將作者群辛苦
的智慧結晶，嘉惠更多臺灣的下一代。
更多本書訊息請見
高等教育出版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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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achers’ TPACK»
(

)

臺灣可謂科技之島，資訊相關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無所不在，
包括智慧型手機與多媒體，如何借力使力讓資訊科技有效地融入教學
中，有效幫助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的下一代進行學習，變成教師的重要課題。
(圖片取自 http://www.springer.com/gp/book/9789812874405)

雖然教育部在民國 97 年已發佈「中小學資

I.

TPACK

訊教育白皮書」，課室內電子產品普及度極高，

TPACK 主要師承 Shulman 的 PCK 原型，相

但研究與實務經驗告訴我們，許多教師對於資

關研究者依不同視角將教師的 TPACK 視為轉化

訊科技融入教學感到信心低落，或是認為簡報

型或融合型，連帶影響研究資料收集與研究方

教學已滿足教學需求。我們都知道資訊科技是

法。第一章簡介了 TPACK 相關研究的發展與現

教學上的得力助手，多樣化的資訊工具可機動

況；第二章透過大慧調查法定義出國內科學教

性配合學科特性或是教學任務，提升教學效能

師理想上的實務型 TPACK 樣貌；第三章則是藉

與學習樂趣；然而資訊工具畢竟是工具，其教育

由半開放式的訪談，試圖勾勒出國內科學教師

價值亟需教育從業人員在工具與教育間進行有

的真實得實務型 TPACK 樣貌。

意義的連結。
教學知能被視為難以窺透的黑盒子，教師

II.

TPACK (transformative model)

專業動態的呈現在教學中，難以被有效檢測或

相 較 於 TPACK ， 本 書 所 探 討 的 實 務 型

是模仿，故瞭解教師目前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TPACK 特指經教學實務轉化過後的教學知能，

知能」(TPACK)發展，相信有益於發展相關教學

發展上具個人特色且以教學經驗為主。第四章

工具與強化其教學思維，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分析物理職前教師的微試教，辨識出科學教師

帶來根本且全面性的幫助。在「科學教師的資訊

養成過程中可能的教學目標、資訊科技工具、與

科 技 融 入 教 學 知 能 發 展 」 (Development of

教學策略連結；第五章介紹了 10 個物理教學模

Science Teachers’ TPACK)一書中，多以實徵研究

組的設計理念與 APP 特色，此為國立臺灣師範

的方式來探討科學教育中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大學物理學系教授長期與高中教師合作發展，

以及教師相關知能的發展。本書共分四大部分，

利用平板電腦的特性（例如內建感應器）呈現高

包含教學實務中的 TPACK、轉化型的 TPACK、

中物理難學概念，讓學生透過動態操作平板，建

融合型的 TPACK 與後記。以下為內容簡介：

立抽象概念與模擬變數實驗（例如拋體運動），
APP 畫面請見下圖所示。

«

III.

»

TPACK (integrative model)
融合型 TPACK 的假設是藉由不同知能的訓

練，型塑教師的知能主體。第六章介紹了
MAGDAIRE(臺語譯音：賣擱疊ㄉㄟˋ啊)科學師資
培育模組，該模組是透過四階段流程培養師資
生數位教育科技開發與應用能力。第七章則是
介紹香港數位學習資源(RBeLEs)平台設計，並
探討該平台功能與教學輔助效果。
IV.
本書邀請到 TPACK 大師 Punya Mishra 進
行評述，第八章的內容為他對於本書各章節的
讀後感想，以及他對於 TPACK 未來研究發展的
APP：彈簧共振

看法。

本書的章節多為實徵型研究，研究取材皆
是教育現場的真實資料，內容非常著重於
TPACK 相關研究設計、科學主題教育科技設計、
與科學教師教育訓練。本書以英文撰寫，目的是
與各國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有興趣的教育人
員和研究者進行交流，也希望能做為國內相關
人員對於國內科學教師的 TPACK 發展有更宏觀
的瞭解。
更多本書訊息請見
springer 網站

APP：摩擦係數測量與校正

APP：拋體軌跡–運動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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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我國生物教學需求，
「生物概念與教學」由國內資深生物
教育教師撰寫，華藝學術出版社出版。避開艱深的學術論述，文字
精簡而不失深度，為讀者引介阻礙國內學生學習生物學的迷思。
(圖片取自 http://www.airitipress.com/)

身為大學自然科教材教法的老師，我發現

的先備知識，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循序引導學

一般人對於生物的了解，大概只是認識動物的

生重建正確的科學概念。基於上述理由，我們邀

名字、植物的名稱，或是一些生物的專有名詞，

請八位大學生物教授，將他們過去在生物概念

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毛細作用、遺傳、演化。

與教學上的研究成果，用淺顯易懂的文字撰寫

至於細問他們這些術語代表的真正概念是什麼

成文，彙集成冊，提供中小學教師瞭解學生在生

就支吾其詞，欲言又止。生物學裡面有許多專有

物領域上的理解。在教學上，老師可以先活化學

名詞和複雜的概念，要理解這些概念，需要基礎

生的先備經驗或對生物的理解，再進行有趣的

化學概念與抽象推理能力。我國學生從小學至

學習活動，深入探索生物的奧秘。

中學學過不少有關生物學的課程，卻還是持有
許多背離科學家的生物學概念，例如「植物白天
行光合作用、晚上行呼吸作用」
、
「毛細作用是根
毛吸水的作用」和「木材的重量主要來自土壤中

對事物進行有系統的分類是科學界中的基

的水分」
。我也經常聽到畢業多年的老師對教學

本技能。第一章由顏瓊芬教授開啟生物多樣性

實務的心聲。他們說大學的教學理論在學校無

迷人的鑰匙。她以平實的文字，描述學生如何對

法應用，因為在課堂裡，學生常有突如其來的舉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進行分類，並歸納學生

動或行為；學校代辦行政工作又多如牛毛。這些

在生物系統分類學時常見的概念類型。在教學

瑣瑣碎碎的事物就搞得他們焦頭爛額，實在挪

上，顏瓊芬教授建議以學生為主體的活動設計，

不出時間思考如何應用學習理論，提高學生的

引發學生大量的另有概念，提供學生有意義的

學習興趣與成效。或許你會認為一般考試的選

概念衝突情境，並且藉由科學史的介紹，幫助學

擇題或問答題測驗就可以了解學生對概念的理

生了解生物分類的人為色彩與不確定性。教師

解。其實選擇題或問答題只能判斷學生的表面

可以提供學生明確的分類架構、分類依據，再配

理解，無法測知學生的深度理解。成功的學習必

合典型及分典型的範例物種，詳加解釋。

須奠基在正確的先備知識與學習方法；相反的，
錯誤先備的知識與不當的學習方法將導致無效
的學習。為了提高學習成效，教師需要了解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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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察覺分解者角色會參與生物腐化現象，

變）
。至於演化的概念，黃教授發現學生以「用

且能理解分解對生物腐化之貢獻，才是符合科

進廢退」解釋生物演化的發生，混淆「人擇」與

學界定的腐化概念。第二章中，游淑媚教授設計

「物擇」觀念。黃教授認為國中教材在實驗操作

有趣的科學繪本，訪談並解讀學生對生態概念

和設計上，不易改變學生的另有概念，反而加深

中有關腐化現象及物質循環的概念。對於樹幹

學生誤認「演化有預設及方向性」及「進化才會

腐爛，學生認為樹幹腐爛是被動物吃掉或消失

演化」的想法。高中教材中描述「生存競爭使族

不見；對生態概念中有關物質循環概念的理解，

群中體弱者或餓死者逐漸被自然淘汰」
，也可能

小學生持有「物質無用」及「肥料養分」
，國中

使學生誤會「強者即適者」。

學生持有「肥料養分」和「物質分解」
，高中學
生才持有「物質分解」和「物質循環」之想法類
型。游教授發現中小學生對生物腐化的認知發
展從自然因素、動物消費、物理因素、同化分解

相對於傳統「分科課程」內容侷限在小規模

概念、到分解者分解有一定的進程。游教授還發

與確定範圍的學習，
「統整課程」跨越學科界線，

現中小學生對生態系爭物質循環理解的發展進

連結與整合不同學科知識或教學活動，成為有

程：從物質無用、肥料養分、物質分解到物質循

意義的學習，讓學生在課程中學習相互關連的

環，漸漸的符合科學界的概念。游教授建議教師

概念與技能，從中獲得整體的知識與技能及學

應指導學生思考生物概念名詞背後的意涵以及

習態度。林陳涌教授檢討國內九年一貫統整課

與其他生態專有名詞間的圖片的誤判情形。顯

程失敗的原因，並指出在自然學科中，生物科學

微攝影之影片的提供，亦可作為教科書平面呈

是一個多階層性的學科，最適合使用縱向統整

現的輔助，協助學童了解生物腐化現象的真實

課程的科目。林陳教授說明生物學知識的本質，

面。

包括統整性、廣闊性、界線模糊性、多次領域性
及獨特性，並以「能量流動及物質循環」為主題，
探討七年級學生對「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概念
的理解程度。經由學生的概念圖分析，林陳教授
英國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演化

發現學生有一條龍式的概念圖、有區塊式的概

說開啟了人類近代對生物演化的思想。黃台珠

念圖、和統整的概念圖，只有少數學生能統整外

教授在第三章中探討學生對「遺傳」和「演化」

在現象知識與基本物質科學知識。林陳教授呼

兩個重要概念的想法，並分析國中、高中教材，

籲在現代科技進步快速的社會中，許多社會科

了解其呈現方式與學生另有想法之間的關係。

技問題的解決必須仰賴跨領域整合。最後林陳

黃教授指出小學遺傳概念只介紹基本的符號表

教授提出一個統整課程模式，供課程發展改革

徵，缺少「基因」
、
「染色體」等微觀概念，以至

之參考。

於學生不了解親代如何經由生殖過程將遺傳物
質傳給下一代；國中教材雖有介紹各種生物事
例，也說明細胞分裂的意義，但生殖與遺傳的銜
接仍缺少連接；高中教科書雖有介紹遺傳學得

從一粒粒細小輕微的種子萌發，到小樹苗

「微觀」機制，大多數學生仍無法連結古典遺傳

的成長，植物的一生有根、莖、葉、花、果實和

學的觀點（性狀由基因控制）與分子生物學觀點

種子等不同型態、不同功能的器官。林曉雯教授

（DNA 控制蛋白質的形成，進而影響性狀的改

帶領讀者藉由第五章探索從小學、中學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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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植物生長發與的了解。林教授首先分析

生物學界定義呼吸作用為細胞利用氧，並

國內中小學的生物教材，整理教材中生物生長

將養分氧化分解，產生能量、水及二氧化碳的過

與發育的概念分布，包括生長與發育的定義、植

程。高慧蓮教授發現學生都忽略細胞層次的呼

物各階段型態與構造的變化、調節控制、和光合

吸作用，將呼吸作用視為呼吸運動。對於木頭泡

作用與呼吸作用對其影響，再分析學生相關的

水會腐壞、蔬果泡水會爛掉，學生認為是因為吸

迷思概念。林教授發現學生有許多天真的想法，

水太多，忽略了是因為缺少氧氣，細胞不能呼吸

例如學童看過果實高掛枝頭，推論果實來自枝

而壞死，混淆植物光合作用及呼吸作用的氣體

條或種子；學童認為土壤或水分能提供植物生

交換的概念。另外有國小學生將葉脈類比血管，

長發育及萌芽時所需的養分；種子需要氧氣行

可以運輸空氣、水分和養分。國中學生把葉脈解

呼吸作用，產生萌芽時所需的能量；馬鈴薯的澱

釋成葉子的脈搏，當然也像脈搏一般可以運輸

粉是根吸收水，水進入植物體內轉換成澱粉。林

水分、養分及空氣。高教授建議教材編撰者與教

教授認為學生對開花植物生長與發育是一種心

師應察覺學生的另有概念，審慎編撰教材與設

智活動，是多重知識與心中的想法交織形成的

計課程，也可以利用合宜的教學策略改變學生

結果。林教授建議教師使用概念衝突、類比和後

的另有概念。

設認知教學策略，促進學生改變原有的想法。

顯微鏡下的世界總是令人驚艷不已。第八
正如交通運輸系統，生物體內也有其運輸

章中，盧秀琴教授從「顯微鏡的操作」的觀點，

機制。當學生學習生物運輸概念失敗時，家長或

探討學生操作顯微鏡的技能、對水中微小生物

一般人常懷疑是否老師教學方法失當。其實，學

和細胞的理解盧教授發現，將近半數的國中生

生對於植物體內運輸的物質與運輸機制有一套

無法辨識解剖顯微鏡的影像，顯然他們沒有操

自己的想法，這些想法與生物學領域的知識不

作過解剖顯微鏡，完全以臆測模式在猜測解剖

相容，而且不易更改。植物運輸的知識概念很複

顯微鏡的影像。國中生學習細胞產生的另有概

雜，包含根、莖、葉器官的認識，以及細胞間物

念，最常發生的是錯誤認知和不當推理。盧教授

質粒子的擴散作用、滲透作用、毛細作用和運輸

將學生另有觀念歸類為五類型：化約類型、推理

作用。甚至這些物質粒子運送的過程還會受到

不當類型、經驗誤用類型、記憶連結錯誤類型和

環境因素的影響，例如植物種植地區的空氣與

認知錯誤類型。最後盧教授以 5E 學習環教學策

溫度都會影響物質運輸的效率。要理解物質在

略設計概念改變教學活動。教學後學生修正許

植物體內的運輸機制必須整合相關的物理學與

多錯誤的概念。盧教授建議國中生物教科書編

化學的知識。學生對於植物運輸作用的質樸概

輯需配合適當的「探討活動」和討論，使概念更

念可能是對於整體物質運輸的機制缺乏完整且

清晰。課文要適切的陳述主要概念，避免隱藏另

正確的理解，如果老師們能掌握學生對於植物

有概念；課文說明應考慮學習者的起點行為，圖

運輸的質樸概念，將有助於設計有效的概念建

表及照片配合文字說明，避免圖片指稱不清或

構教學。

出現罕見的照片範例。
更多本書訊息請見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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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ST 2017
The 9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NARST 2017)於 4 月 22 日至 25 日於美國的聖東尼奧(San Antonio)舉辦。這是全球最大、

最重要且歷史最為悠久的科學教育研討會，今年的主題圍繞在科學教育研究及實務的全球
化、在地化和永續 性 (Gloc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因應上述主題，大會邀請了三位主講者，分別是歐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教育和技能主任、教育政策特別顧問秘書長
(Director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and Special Advisor on Education Policy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ndreas Schleicher 博士及 Micki Chi 教授、Stella Vosniadou 教授的對談演講。Andreas Schleicher
博士的演講以 2015 年各國 PISA 的科學評量結果來展現科學教育中表現強勁的成功教改者，如新
加坡和澳門（中國）
。演講亦回顧不同科學學習取向獲得的成果，例如：當 PISA 試題的問題解決難
度提高，闡述(elaboration)的策略會更加有效。Micki Chi 教授、Stella Vosniadou 教授則是分從概
念改變理論的新研究發展，討論這些理論對科學教育研究與實務的架橋，促進科學學習的永續發展。
有別於往年，今年大會演講，大會安排手語同步呈現，可視為一項公平特色的指標。

圖一、三位大會主講者從左至右：
Andreas Schleicher 博士、Micki
Chi 教授、Stella Vosniadou 教授

大會延伸主題，舉辦若干場評論座談。其中一場由全球和在地化的社會、文化、語言、政治等
面向來探討科學教育(Global and Local Social, Cultural, Language, and Political Aspects for Science
Education)，與會發表的有加拿大的 Larry Bencze、澳洲的 Lyn Carter、南韓的 Sonya Martin、盧
森堡的 Christina Siry、臺灣的段曉林、南韓的 Jinwoong Song 及 Jiyeon Na 等教授，最後並由加拿
大的 Larry Yore 教授講評。這場討論中，亞洲學者扮演重要角色，他們由亞洲觀點，審視這個以美
國為主體的研討會與科教社群，一方面展現近年來各國在科教界的努力和經驗（例如：臺灣和南韓）
，
一方面呈現以美國為主體的期刊和研討會，仍著重於美國自身，國際化的情形仍須加強。也有學者
提到跨國合作的潛力，但更多可以聽到的是跨國合作的困難，例如：時間、精力、經費的分配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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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另言之，科學教育的全球化在目前現有的框架上，還有許多值得努力的空間。
回到大會口頭報告和海報發表的場次。根據大會資料，今年投稿 906 件，接受 640 件，接受
率為 64.88%。據稱，大會的接受率有逐年提高的趨勢，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讓國際上更多學者能夠
共聚一堂，相互研討、交流與學習。今年度相關報告環繞在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工程教育、模型與建模(models and modeling)。這些元素，其實都是美國課綱 NGSS
中的重要元素。筆者本次的報告也跟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建模相關(Lin & Yu, 2017)。此研究的主要
架構是修正張志康與邱美虹(2009)所發展的建模能力指標來分析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
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2011 年的資料，並分析臺、日、
韓、新加坡各國的建模能力表現。報告後，多位學者表達這是個明確且好用的架構。長年從事模型
研究的 Clement, J.教授也很有興趣的來關心這個架構如何用以分析國際測驗，並推測研究結果主要
集中於模型選擇和模型應用乃因為 TIMSS 是紙筆測驗，在呈現形式上受到囿限所致。筆者對於這
樣的推論亦表同意，我們咸認為建模能力的展現若能與實作結合應是較為適當的呈現方式，並期待
未來國際測驗亦有更多空間加入這些新科學素養的元素。另一方面，近年來各個重要的科教學會之
間亦常有交流，例如：今年歐洲科學教育學會(ESERA)便贊助了一個場次，NARST 也通常會贊助
ESERA 一個場次，互相交流資訊和學習。但事實是，歐洲的場次，仍只有少數歐洲人到場，聽眾們
早有強烈的預設與關心的主題，因此實質的交流並不多，殊為可惜。
第三天中午 NARST 的頒獎午宴，是向來的傳統。在這場午宴上，將頒發本年度各項傑出的獎
項。比較特別的是，今年 NARST 的理事長，是台灣師範大學的邱美虹教授，她也是有史以來首位
非美籍的理事長，搭配今年全球化的主軸，凸顯 NARST 邁向國際化的企圖。此外，大會今年首度
唱名，邀請不同國家來的學者起立，向所有與會者正式打招呼。首先被唱名的是德國，共有 27 位
學者報名參加 NARST，台灣今年則有 17 位。會後，不同國家學者皆認同此舉讓大家倍感尊重，也
有個正式的機會集體向與會者致意。個人認為，也是本次大會對於大會主軸全球化、在地化的一個
貼心回應。

圖二、部分臺灣參與學者於頒獎午宴上合
影，照片由彰化師範大學王國華教
授（左三）提供

今年的重要獎項得主如下：終身成就貢獻獎為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的 Avi Hofstein
榮譽教授。其主要貢獻在於透過研究瞭解學生於化學實驗室的學習與表現。2016 年，Avi
Hofstein 教授也甫獲得美國化學學會所頒發的化學教學研究貢獻獎（ACS Award for achievement
in research for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emistry）。最佳博士論文獎由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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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的 Anita schuchardt 博士獲得，其指導教授為 Christian Schunn 教授。Anita Schuchardt 曾任
高中科學教師八年。那段期間，主導高中生物學模型課程的主要開發，領導數個州有關建模課程
的教師研習。其博士論文主要開發和研究一個整合數學和生物遺傳學模型為基礎的生物學單元，
以解決複雜的生物問題。Anita schuchardt 博士目前已在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 任
教。今年的年輕學者獎共有兩人同獲，其一是碩士之前學位在臺灣取得的陳穎志教授，另一則是
David Stroupe 教授。陳穎志教授目前在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任教，其獲獎，臺灣夥伴們與有
榮焉，一致認為是「臺灣之光」的表現。其研究議題重點是如何利用教室中的對話（例如自我解
釋，小組討論，全班討論）和寫作（例如文本，圖表，圖畫，表格）作為認知工具來培養學生在
小組工作中達成共識。除了此獎項，他同時也是 2014 年 NARST 研討會傑出論文獎的得主。但此
獎項自 2016 年之後，便沒有繼續頒發。David Stroupe 教授目前在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任
教，其研究嘗試將教室作為科學實踐社群，以科學-技術-社會(STS)和科學史(HPS)的視角研究教師
和學生如何協商權力、知識和認知機制。他亦關注老師們在不同背景下學習實務的方式。

圖三、今年各獎項得主，從左
至右為：Avi Hofstein、
Anita schuchardt、陳穎
志、David Stroupe 教授

NARST 的會議日期主要在每年的三、四月。在期中出國，對於課務的調配、學生學習進度的
調整實在是一大挑戰，但參與研討會近距離與社群同好分享研究成果，並獲得最迅速的第一手新
資訊與回饋，卻又令研究者收穫滿滿，因此，雖然出國前後得三頭六臂，有效率地處理各項事
務，但仍熱切期待下一次的啟程。下一屆 NARST 2018 將於 3 月 10-13 日於美國的亞特蘭大舉
辦。研討會主題為：Re-Centering on Scientific Literacy in an Era of Science Mistrust and
Misunderstanding。投稿截止日為 8 月 15 日。歡迎科教同好們一起結伴成團，共同思考處在這紛
亂世代的我們，應如何定位科學素養。
參考文獻：
Lin, J. W.* & Yu, R. C. (2017, April). Using revised modeling ability analytic index to compare crosscountries students' modeling ability in TIMSS items. Paper presented at 2017 NARST, April 22-25,
San Antonio, Taxis.
張志康、邱美虹(2009)。建模能力分析指標的發展與應用－以電化學為例。科學教育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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