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第 6 屆亞洲動物園教育者暨第 33 屆科學教育年會聯合國際研討會，於 11 月 9 至 11 日
在國立屏東大學舉行。今年以「與大眾科學教育共舞」為研討會的主題，邀請到多位 keynote 來分
享研究，拓展了我們大家的研究視野，結合科學教育與傳播，期望能促進科學教育的紮根。
研討會中除了論文的口頭發表、壁報發表之外，特別針對「108 年國高中科學探究課程的落實
與展望」以及「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的改革與準備」舉辦二場 symposia，帶動科教學者、科
學教師與課程發展者的互動，並展現科教學會會對於國內科學教育相關的重大政策、課程改革的關
心與立場。我們希望不僅是由科教研究來改變現場科學教學，更希望進一步影響國家的科學教育政
策，因此經由這些互動，讓科學探究能落實於高國中進而國小的現場科學教學，提升全體學生的競
爭力。
而本次第 31 屆的會員大會則安排在 11 月 11 日中午舉辦，在大會中我們頒發了諸多學術獎
項，包含中小學教師教學卓越獎（獲獎人：翁秀玉老師）及終身成就獎（獲獎人：林煥祥教授、柯
啟瑤老師）。這些獎項不僅是肯定研究者的學術發展，也肯定了現場教師的貢獻。
本屆終身成就獎獲獎人林煥祥教授，目前為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其傑出貢獻包含學術研究
上，負責主持或共同主持將近 120 件研究計畫，共發表超過 120 篇期刊與研討會論文，並且三度
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於 2013 年亦獲得東亞科教學會(EASE)頒發傑出貢獻獎。在教學服務與社
群服務上，林教授曾任本會第 18-19 屆理事長及 21 屆監事主席、科學教育學刊總編輯、國立花蓮
教育大學校長、南台灣大學校院通識教育策略聯盟理事長、教育部 APEC 教育部長籌備高峰會議我
國代表等。林煥祥教授不僅教學優越、研究有成，並致力於為社群服務，為科教界貢獻良多，獲頒
此獎實至名歸。
另一位終身成就獎獲獎人柯啟瑤老師，長期參與國小課程開發的工作，影響全國國小學生科學
學習的教材與課本的內容。退休後，仍參與民間版教科書開發，以及許多非制式的科學教育推廣，
所錄製的科學教學影帶共三百多部，影響學校教師與學生學習的活動，並獲中國文化大學頒終身成
就獎。柯老師一生都奉獻於臺灣的科學教育，他熱愛科學教育、以身作則的典範，值得我們許多人
學習。
最後對承辦 33 屆科學教育研討會的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致上最大的謝意，特別是林曉
雯副校長和屏東大學的師生們為本次研討會花了極大的心力，讓研討會得以完美落幕。謝謝所有學
會會員的熱情參與，使得本會會務得以順利推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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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舉行之第 6 屆亞洲動物園教育者暨第 33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頒
發終身成就獎—柯啟瑤老師、林煥祥教授及中小學教師教學卓越獎—翁秀玉老師。柯老師將帶著制
式科學教育的經驗走入民間，林教授則是累積國際經驗在地接軌，翁老師設計特色課程教材，並指
導學生科展、發明展，獲獎無數。三位從不同場域長期投入，對臺灣科學教育之發展有卓越之貢獻。
本文篇幅有限，僅摘錄部分科學教育資歷以表彰其功績。

圖一、柯啟瑤老師的學生代為出席頒獎典禮；右方
為屏東大學副校長林曉雯教授。
（照片提供：
國立屏東大學）

«

圖二、頒獎典禮上林煥祥教授與其夫人洪瑞兒

圖三、頒獎典禮上為林煥祥教授設計之藏頭詩。

教授、佘曉清理事長、林曉雯副校長合

（照片提供：國立東華大學科學教育研

照。
（照片提供：國立屏東大學）

究所林靜雯教授）

»

«

»

圖四、右方的翁秀玉老師獲頒中小學教師教學卓越
獎；照片左方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溫媺純教
授。（照片提供：國立屏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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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第 6 屆亞洲動物園教育者暨第 33 屆科學教育年會聯合國際研討會期間改選部分理、監
事委員，一併選出新任正、副理事長及監事主席。期望新一年的會務、臺灣科學教育的發展能夠在
各位理、監事的推動下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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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統計了 104 年 11 月至 105 年 05 月期間，科學教育學刊使用者搜尋情形，整理出中、英文
熱門關鍵字及熱門文章排行前 10 名的資訊，在此提供各位讀者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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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邱美虹教授主編之「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Asia」
，邀請亞洲各國科學教育先進描述該國當下不同領域主題的科學教育研
究與實務發展，思索可能的限制與未來努力的目標，並藉由其他非亞洲的國際學者擔任評
論，統整與提出相關的議題作為參酌之建議。
(圖片取自 http://www.springer.com/gp/book/9789811008450)

很榮幸能夠以第一線實務教師的面向與觀

國的科學課程、科學教學以及科學師資培育等。

點介紹此書。本書並非只是概念性陳述，而是

第三部分為評量與課程，包含香港學者介紹香

作者群藉由實際蒐集或利用整合性文獻回顧方

港如何實施校本課程、以色列從政策與實務面

式，探討各自國家研究內容的趨勢與挑戰。透

來探討學校如何評量科學知識、俄國學者說明

過閱讀本書，可以知悉目前亞洲區域各國所關

化學課程如何試圖發展師生對話等。第四部份

注與主要的科學教育發展。例如：中國大陸學

著重在科技如何導入教室情境，包括日本、印

者分析大陸本土物理、化學、生物以及地理期

度與臺灣，如何在特定主題中將科技導入教室

刊的稿件主題，藉由內容判斷當下研究成果與

幫助師、生進行教學與學習。第五部分為教師

未來中國本土期刊的研究趨勢。而黎巴嫩從教

專業發展與非正式的科學學習，包括：日本、

育制度、評量等面向著手探討該國過去科學教

以色列、泰國學者提供該國教師的專業發展歷

育研究的主軸。

程以及如何藉由研究與實務的整合協助教師專

全書內容區主要分為五個部分，首先是亞

業能力的提升。

洲各國科學教育的概括性回顧，依文章先後包

全書共有六篇文章是非亞洲區的國際學者

括中國大陸、黎巴嫩、澳門、馬來西亞、蒙古、

所撰寫之評論內容。約莫四篇文章之後即會有

阿曼、新加坡、臺灣以及泰國，揭櫫各國的科

一篇評論，藉由評論的內容可以知悉從美國與

學課程、學習評量、師資培育以及相對應的教

澳洲等其他西方文化觀點的學者們，對於亞洲

育制度等相關主題。第二部分為內容分析，作

國家進行科學教育研究與實務推動的想法與建

者們分別回顧科學教育的發展，嘗試理出科學

議，也可以促進讀者反思亞洲不同國家間相似

教育未來的趨勢道路，如韓國學者分析《Journal

與差異之處，更能細微地找出亞洲不同國家所

of Kore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的

具備的優勢能力與突破困境的可能模式。以下

研究主題與其內容，以及這些成果如何影響韓

為筆者閱讀後之想法：

«
»

本書提供不同國家回顧各自國家的科學教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許多國家的作者們不

育發展、實務操作內容以及相關的科學教育研

約而同提出如何落實與實踐科學教育研究的成

究成果，可以藉由閱讀反思臺灣與這些國家之

果是未來重要的挑戰之一，而在 108 課綱即將

間的差異性，其所面臨的問題是否相似，其可

實施之際，更是我們需要一起面對的重大議題。

能的解決之道又是如何。

閱讀之後，筆者依據國際參訪與第一線實務教
學經驗提供心得想法提供參考。或許內容可能
(TIMSS

PISA)

受限於筆者的視野與詮釋角度而有所缺漏與疏
失，萬請教育先進海涵。

許多亞洲國家在國際教育評比的成績都名
列前茅，然而對於科學學習的興趣與新創的能
力都仍待提升。顯示亞洲的教育制度可以提升
整體的素質，快速地提升科學內容知識，但是
如何將知識納入生活形成有意義的科學素養，
需要再繼續努力提升。

相較於文化的積累，課程架構的複製是較
為快速的。意即當我們思索改變的同時需要考
量不同國家的文化與適用的情境因素，才能將
他國有利的制度轉化成為臺灣所需。

唯有教師能力的提升才能跟上不斷地改變
的國際趨勢。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強化職前教師
的專業能力以消弭進入正式職場的鴻溝，以及
如何讓在職教師能夠真正獲得專業發展是迫切
需要改變的內容。

科 學 教 育 與 科 技 教 育 會 是 未 來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人才的基礎，國家在課程目標的制定時，需要
思索不同學習階段的能力與人才培育的相關內
容，讓相關的人才培育與國家發展可以取得穩
固的供需平衡。

更多本書訊息請見
Springer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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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學子自主學習、探究實作，以「做中學、學中做」的創客精神，達其障礙排除、解
決問題的能力，為此寶典基礎課程之最終標的。本書呈現在教學者適時的引導，期培育孩
子養成具有觀察、假設、設計、操作、論證、歸納以及批判思考的能力，達成動手做科學的
目標。
(圖片取自 https://books.introduction.es)

我們常希望藉由教師專業成長，來優化教

觸及十二年國教科學教育紮根，來發想與

師團隊的教學能力，接續促使活化學生學習方

創作適合自然與生活應用的實驗課程，進行跨

式，培養、增加其主動學習、探究與問題解決能

領域統整讓科普教育新趨勢，依其科學、科技、

力，以擁有自主學習態度為準則，甚而結合社區

工程和數學結合，來推動並符合在地化特色，並

資源與需求，讓其融入社區生活環境，有其學無

讓科教發展受親、師生的重視與需求。本書希能

盡、創意新，以滿足對科學教育普及化的認知追

在跨領域的教學環境中，著實營造讓學子主動

求，在終身學習的範疇裡豐富自身的人生閱歷。

進行探究的氣氛，其中教師扮演著僅是引發動

本書具備如下特色：

機、提供參考資料、諮商或諮詢者的角色，學子
在這兒扮演的才是一個學習經驗的決定者、積
極的思考者。而學子們在對某一科學主題有興

科學普及化已是生活日常的趨勢，教學深
度取決於學習者的接受度，雖然此寶典著墨、聚

趣，協助跨出第一步讓其深入探討與窺究，就是
編者們的殷切期許！

焦於國小年齡層的實作需求，但只要依不同的
面向觀點考量，仍可從中獲益。例如國中端會依
模仿實作後，重點比例放在學子消弭障礙與克

圖像化的描述將讓科學普及化更具優勢，

服問題的能耐，而高中端學子會讓其思考其整

科學動手做教案即展現此項表徵，只要你認真

體概念呈現，在其步驟設計面向找出差異性的

地觀察圖表內容，了解所代表的內涵，即能獲得

考量評估，也就是試圖滿足看得懂、做得來、教

過半的內涵意象，不僅能讓初學者更易掌握重

得會來對書中科學動手做的詮譯。

點進行實作，更讓教授者在規劃課程的時間裡
有其彈性空間。所有科普化課程，都具有一共通
點即在讓學子實作過程中，啟發他的想像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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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創意發想！

本書各章節的內涵簡要摘示如下圖。各篇

可做一最近最夯的登入火星計畫創意發想，來

章間的結合，幫助實作之後能激發出更多點子，

場各章節融合而產生別具特色的科幻之旅，讓

例如魚菜共生與創意化學結合，利用酸鹼指示

有夢即追、逐夢踏實，而給學子們有更多的探究

劑特性去聚焦共生生態環境的漸進變化樣貌，

實作與想像空間。

創意仿生與光電物理結合，探討能源轉換發展
的可行性評估，此兩章節又可與翱翔飛行做一
結合，聚焦在未來飛行器的動力評估改善，甚至

更多本書訊息請見
國立屏東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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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ST Summer School 2017

入學之後，舉凡提到各種國際交流活動，所上老師一定不忘鼓勵大家參加為博士生開
辦的 Summer School。過去歷屆 Summer School 舉辦地皆在國外，身為在職生的我若想報名
參加，勢必得請假，並商請其他同事代為處理我的工作，再加上我對陌生的國外環境有種
莫名的抗拒心理，因此心中一直存在著與這些國際交流活動有緣無份的失落感。沒想到，
2017 NARST Summer School 竟將舉辦地拉到了海外的臺灣！幸運獲選參加的我，就這樣像
夢般的完成了這次的學術交流歷程。
時
間：2017 年 6 月 24 至 28 日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參加對象：世界各地科學教育相關領域的博班生，共 36 名
Mentors：Mary M. Atwatar, 邱美虹(Mei-Hung Chiu)、Sibel Erduran、Doris Jorde、Rowhea
Elmensky、Joseph Krajcit、林靜雯(Jing-Wen Lin)、劉湘瑤(Shiang-Yao Liu)、Muhsin
Menekse、Marissa Rollnick、Christina V. Schwarz、王磊(Lei Wang)
NARST 自 2009 年開始為博士生舉辦 Sandra K. Abell Institute，2017 年首度踏出美國本土來
到臺灣。因為機會難得，在指導教授林靜雯老師熱心的建議下遞出申請計畫並幸運獲選，可愛的同
事們也願意在我參加 Summer School 期間支援我的行政工作，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全力專心的吸
收這可貴的學術能量。在收到了研習內容紮實、宛如色盲測試用的行程表，心神未定之餘，即在靜
雯老師的提醒下趕製在活動期間要向大家提報的研究計畫，報告後 mentors 及組員會提出具體建
議並進行討論，相信會對我們未來的期刊發表、論文寫作有相當大的助益。忙亂之中，卻遺忘了自
己最大的敵人--外語能力。

圖一、本次 summer school 的行程表，內
含 Mentor Working Meeting、
Presentation、Critical Friends
Group、Workshop、Talk、
Student Work Time、Feedback on
Proposal、Office Hour 及較為輕鬆
的 Travel Time 和 Excu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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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次活動，有二點最大的收穫：其一是親炙大師風範。NARST 邀請擔任 mentors 的教授
們都在學術圈具有一定的名望與聲譽，其治學精神與專業程度自不在話下，但更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他們在培植後輩上的不遺餘力。以我其中一位 mentor--Joseph Krajcit 為例，由於我的英語口說
能力有待加強，Joe 僅能從與我的對話中得知我的研究與邱美虹老師在擔任科技部科教學門召集人
時辦理的科學週活動有關，後來有幸訪談邱美虹老師時，才得知 Joe 想要深入瞭解我目前的研究方
向，以進一步提供精準協助與具體建議，因此曾向邱老師詢問我的研究內容，我頓時有種受寵若驚
的感覺！畢竟整個 Summer School 不過短短五日，Joe 大可把注意力集中至同組其他五位同學身
上，我也不會有所怨懟，但他卻不放棄可以提供任何一位學員協助的可能性。此外，即便在我們的
個人寫作時間，Joe 也明確告知他會待在何處，只要我們有需要均可隨時與他聯繫；在壓軸的個人
口頭發表前的預演階段，他全程陪同，為我們的報告計時，針對我們的表現給予建議；發表當日，
Joe 在台下聚精會神的關注我們的報告，在全組報告完畢後，第一時間給我們掌聲與鼓勵，讓我們
覺得自己的努力有被看見。
另一位同樣讓我感受非常深刻的，是 NARST 的理事長邱美虹老師。先不說邱老師在推動 NARST
Summer School 走出美國本土上做了多少努力，但她的忙碌絕對可想而知，即使如此，她還是願意
撥冗接受我這位學術小輩的訪談。過程中除侃侃而談她的各項觀點，也會和氣的詢問我的觀察及看
法並給予回應。從與邱老師訪談迄今已事隔半年，我仍會反覆咀嚼她的論點。這些大師的氣度，不
僅是學問上積累的成果，更是人生經驗薈萃的表現，期許自己有一天也能具備這種巨人般的高度。
其二收穫是同儕互動後的成長。雖是因研究而生的活動，但與同儕的交流，卻在冰冷的學術外
感受到了許多溫暖的情誼。囿於英語聽說能力不佳，我始終在研究討論的參與上裹足不前，細心又
熱情的同學們會將可能與我有關的參考資料寫在紙條上遞給我參考，他們的貼心與無私的分享讓
我獲益良多。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訪時，眼見我們從小看到大、司空見慣的收藏，外國朋友卻視若
珍寶，讚嘆不已，則讓我重新發現自己的文化是值得自豪的。更讓我翻轉對自己的看法的是，自己
很不經意、隨手的小舉動，被解讀是貼心的表現，外國的同儕甚至會表示因此喜歡臺灣的民眾。在
這個過程中，我真實體現了 Vygotsky 所謂的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也體認到人與人交流
背後的文化意涵。透過別人的眼，重新解讀我自己和我所處的歷史背景。現在回想起來，我其實沒
有說什麼話，也不太理解他們說了什麼，那我們究竟是怎麼溝通的呢？這或許就是靜雯老師說過的：
語言也就是一種工具而已吧！
參與 Summer School 時，我常不經意回顧以往的林林總總，比如在 Workshop 時，就會內心
演起驕傲小劇場，覺得這些早在學校課堂上時就聽過了。我雖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但因過慣了
辦公室的空調生活，和外國同學一樣也需要花時間適應臺北濕熱的氣候。大學畢業就離家迄今，
黏膩的盛夏，揮汗如雨趕公車，也讓我回想起全職學生時代的純真。博士修業生涯是一個漫長的
歷程，不時上演著各種故事和滋味，每當憶起這段經歷，常會啞然失笑。無論是跟我一樣懼怕踏
上國際舞台、或是對陌生交流躍躍欲試的學術夥伴們，我都十分推薦這個寶貴的參與機會，保證
值回票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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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參與成員合照（照片取自臉書社團
The 2017 Sandra K. Abell Institute
for Doctoral Students）。

更多本研討會訊息請見
NARST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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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E Summer School 2017

2017 年，EASE 在陜西師範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 Summer School，臺灣共有六名博士生

參與，本文邀請分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及國立東華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的四位研究生就小
組磨合歷程、整體參與、學習與旅行、同窗友情與語言考驗等不同面向，分享各自的觀察、
體驗與心得。
活動時間：2017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5 日
活動地點：陜西師範大學
參加對象：臺灣、港、中、日、韓等東亞地區的博士班學生，共 25 名
指導教授：張寶輝、胡衛平、萬志宏(Zhi-hong WAN)、鄭美紅、李文瑜、林靜雯、熊野善介(Yoshisuke
Kumano)、Shuichi、Sung-Won Kim、Minsu Ha

EASE Summer School 主要的活動內容可分為專題演講(lecture)、個人論文發表與意見交流、小
組研究計畫討論與發表三部分，現謹就活動過程簡要記述於下。

本次 Summer School 安排了五位指導教授進行演講，其演講主題與內容摘述如下：
(一)講者熊野善介(Yoshisuke Kumano)教授，演講主題：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of STEM Learning and
Education。演講內容為：
熊野教授認為，Project Based Learning (PBL)和 STEM 教育將成為美國在 21 世紀的發展重點，但
對日本學生而言，在科學教育上，需提供其更多如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的經驗，因此，科教活
動可從以下二點著手：1、教學者需設計讓學生主動思考的學習活動(Discovery Learning)；2、教學
者需收集更多量化數據，以驗證學生科學的學習路徑。
熊野教授以「雞蛋孵化成小雞」課程為例，在教學過程中，學生運用從課本所學得的知識思考、
解決其所面臨的問題，如最後未成功孵出小雞，則從中深究失敗的原因，進而提出對策。因此，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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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教授認為，1、 STEM 的學習活動可引導學生達到課程學習的教育目標；2、研究的類型（如 PBL）
能使學生主動思考、彼此溝通；3、透過課本的活動延伸，可讓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
(二)講者胡衛平教授，演講主題：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inking-Based Classroom Teaching。演講內
容為：
現今有許多國家特別關注關鍵能力，而關鍵能力可分為以下三種能力：1、應用能力(applying
competencies)：合作、溝通、自我管理、國家認同、國際觀、社會責任、問題解決能力。2、核心
能力(core competencies)：學習能力、思考能力、創造力。3、基本能力(basic competencies)：身心
健康、品行、人性、科學、藝術、數學、語文、資訊科技。
胡教授則提出了 Thinking Based Instruction（基於思考教學，簡稱 TBI）。TBI 來自個人發展、文
化及社會，其教學目標有二：1、關鍵能力：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合作、溝通、動機、態度、知
識的深入理解、知識和方法的應用。2、科學的關鍵能力：科學觀點、科學的思考和創新、科學的
探究和溝通、科學態度和責任。TBI 的操作要素為：創造情境、提出問題、自主探究、合作溝通、
總結反思、應用遷移。其基本教學原則為：引起動機（引入問題）→認知衝突（激發學生的積極思
維）←後設認知（反思如何解決問題）→自主建構（學生之間和師生之間的對話）/應用遷移（應
用所學到的思維方法解決其他問題）。
胡教授指出，
「沒有思考，便沒有學習」
，因此在教學時，如何促使學生在教室中進行思考？胡
教授認為可由目的、思考提問、好的環境和興趣等四個方向著手；此外，他介紹 Project-Based Learning
和 STEM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二種教學模式，用來幫助學生創造思考。
(三)講者 Sung-Won Kim 教授，演講主題：The Educ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Fundamental Physical
Constants。Kim 教授先介紹 Fundamental Physical Constants (FPC)，並使用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PH)進行分析，分析內容、方式包括：History、Dimension、Unit、Order、Digit、Meaning
等；研究對象有包含資優生在內的 263 位學生；研究工具有問卷、評分規準、並與六位老師晤
談，其研究均有一定的效度和信度。Kim 教授提醒研究生們需留意研究的信度與效度，以提升
研究品質。
(四)講者林靜雯教授，演講主題：Reconstructing and Validating the Evolutionary Pathway of Student
Mental Models: A Cladistical Approach。林教授博覽許多心智模式與概念改變的文獻後，發展出
了屬於臺灣本土創造理論的概念演化樹，即利用心智模式、心智節點、心智模式演化路徑圖，
預測學生何時會面臨何種學習困難，在教學現場可有效幫助老師快速了解學生的學習問題。
(五)講者鄭美紅教授，演講主題：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鄭教授是現
任東亞科學教育學會的理事長，她從效益面及可見度面向，分別探討科學教育政策的制定對老
師及學生造成的影響，及科學教育如何更廣泛地發揮其正面影響力，並認為科學知識的製造，
是要經過研究的過程來影響每一個人。

圖一、專題演講講者，由左至右分別為：熊也善介教授、胡衛平教授、Sung-Won Kim 教授、鄭美
紅教授、林靜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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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School 將 25 位博士生分為五組，每組均安排 Coach 與教授進行指導；首先，每位博
士生有 30 分鐘的時間向小組成員簡報個人的研究計畫，而後的一小時則進行小組成員間的意見交
換、討論與交流，最後再由 Coach 進行總結與評論。

圖二、個人論文發表。從左至右為王獻樟博士
生、張慧娟博士生。

Summer School 的重頭戲，是五個小組應產出各自的團體研究計畫，計畫須以亞洲科學教育為
探討主題；各分組決定研究議題後，列出研究大綱、回顧文獻、設計研究方法，最後製作簡報，小
組的每位成員在計畫的產出過程中均投入自己的心力與研究專長，EASE 期待在這種跨區域的團體
合作與腦力激盪中，能達到促進學術交流與激發研究火花的活動目的。

圖三、小組研究計畫從無（小組討
論）至有（上台發表）的過
程。

Summer School

Group meeting 時，指導教授林靜雯老師提到 NARST 和 EAST 將分別於今年的六月及七月在臺
灣和大陸西安舉辦 Summer School，來自各國的博士生共聚一堂，分享所學、共同討論，不僅能激
盪出新的研究火花，也是拓展我們國際視野的大好機會；就讀科教所博士班兩年多來，在所內教授
的引領下，對科教領域已有一定的認識、體悟與收獲，若能進一步與國外相關領域學者、先進請益
接觸，擴展國際觀，想必更能為自己甚或所內引進研究新思維。基於以上的考量，在老師的鼓勵與
支持下，我踏出了申請參加 EAST 西安場的第一步。
在靜雯老師的細心指導下，申請計畫書經主辦方審查通過，我獲得了 Summer School 的入場券，
隨後得知本所的益民與慧娟同在錄取名單內、靜雯老師為 workshop professors 之一等消息，想到在
陌生的環境有同窗好友相互照應打氣，亦有靜雯老師可供請益，心頭的壓力瞬間減輕不少；7 月 7
日，帶著期待與忐忑的複雜心情，我搭上前往西安的班機，展開自己首次的國外學習之旅。
EASE Summer School 辦理目的，係希望經由分組討論，合作完成一跨國研究計畫，博士生亦可
藉此機會，分享彼此的研究經驗，詎料本次工作坊規劃紮實，時程緊湊，小組成員間能討論研究計
畫的時間僅餘正式報告前一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同國家、不同研究領域的學生歷經衝突、溝
通、瞭解、磨合等階段，而後產生共識、決定議題，最終產出研究計畫，過程波折，著實不易，但
為了讓此次研習有最完美的句點，我們組分工撰寫各章節、討論、衝撞、形成結論，從下午奮鬥到
深夜，終於在凌晨完成主題為「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TEAM Design-based Learning o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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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and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a Comparison Study」的計畫書。
報告當天，我們組的組員輪流上臺說明自己撰寫的部分，並與教授、同儕們分享我們的努力過
程與建議，最後，意外的獲得了研究計畫的首獎及獎金 100 美金，真是「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的最佳寫照。來自不同的國度的伙伴，從最初的四條平行線，到分工合作完成報告，想必大家都從
這次的經驗獲得了豐碩的成果與難忘的回憶；令人欣喜的報告結果，也為我的這趟 Summer School
學習之旅，畫下完美的句點。

圖四、王獻樟博士生所屬小組獲得
最佳論文獎。

在參加 2017 EASE Summer School 期間，有以下幾點觀察與心得：

Summer School 期間，全程以英語溝通，其他國籍的博士生均具備了能清楚表達自己觀點的英
語溝通能力，即便如校園參訪活動中的陜西師範大學研究生，亦可以流利的英語自我介紹，原來是
因為他們從小學到大學都十分注重英語能力，外語訓練非常紮實；反觀自己未事前加強準備，在這
次的活動過程中即須全神貫注，以免漏聽教授或伙伴在言談過程中的關鍵字，相比之下，以英語溝
通或互動較為吃力；但是，為了避免因自身語言能力不佳，淪為無法參與討論的旁觀者，我勉勵自
己勇於以英語表達自己的觀點，才不會白白浪費參加 Summer School 的難得機會！從西安回國後，
更是強迫自己多聽、多說英文，希望語文能力能持續增長；建議同學平時在英語能力上要多下苦功、
自我增能，在面對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學術或其他各種場合，才能揮灑自如，如魚得水！

在 2017 EASE Summer School 中，各地博士生薈萃一堂，每位在學習時均展現高度的進取心。
例如本組其中一位成員同時參加了 NARST 及 EASE Summer School，在活動過程常可見他主動分享
自己的觀點，並給予其他伙伴頗有見地的建議；一位來自日本的同學，往往第一個提出自己的論點，
他在記筆記時的用心與細膩，也讓我獲益匪淺；另外，在講座結束後，總可見許多學生主動提出自
己的想法或疑問，與教授熱烈討論，而我卻還在反思講座內容、整理自己的思緒，這讓自認努力的
我，有了仍須更用功的體認；所謂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進而自強，期勉博士生都
能有學習他人優點與經驗、改善自身缺點的主動性，在不斷淬鍊的過程中，開闊自己的視野、提升
自我的實力。

以往常聽老師們在課堂上提到臺灣科學教育在全亞洲地區的程度，在論文方面也的確有著不俗
的表現，經由這次活動的實際驗證，發現自己在校所接觸的研究深度、廣度與新穎度，絕不遜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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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 Summer School 伙伴們在討論過程中，自己所提出的科教知能，亦不亞於他人，顯見平日校
內科教訓練的均有一定的深度與專業度，因此，期勉自己與大家能在這樣優秀臺灣科教研究環境中
一步一腳印、持續探索精進，為提升臺灣科教實力貢獻一己之力。
透過參與 Summer School 的機會，有幸能接觸各國的學者及博士生，除了了解各國科教學術領
域的研究方向外，也讓我透過論文發表、對談的方式達到交流學習的目的，更與各國學生協同合作，
發展出跨國性的研究計畫，擴展自己研究的國際眼界。Summer School 雖已結束，自己的未來研究
規劃及學業論文方向的新芽卻愈見萌發。相信，經過此次的成長，自己的博士之路一定會走的更寬
廣。在此建議同為博士班的同學們，日後有機會一定要走出學校參與類似的活動，透過眼界的開闊，
增長並增廣自身的研究視野！！

今年的 4 月 6 日，彰師大溫媺純教授通知：
「恭喜今年六位申請 EASE summer workshop 的臺灣
同學，申請皆獲得通過，您將代表臺灣科教界博士生到陝西師大和來自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
區域的博士生一起交流。往年大家會和各區域的博士生混合分組之後，由一位 coach 帶領討論，並
思考未來的交流方向。」，於是，我得以在一如往常的燥熱的暑假，與獻樟、益民一起飛往陝西，
參加 EASE Summer School。對於第一次參加博士班工作坊的我而言，說是「刷履歷、開眼界的震憾
經歷」一點也不為過，現在回想起來卻能更深切的體悟到這是一趟「從裡到外的共好之旅」。

博士生經由閱讀大量文獻及研討交流開展自身的視角，進而蘊養出研究的價值與貢獻。個人在
前兩年的修課過程中，非常感謝科教所的老師們計畫性的教學舖陳，讓我們在修課期間認真完成的
作業，能有投稿或發表的學術價值。本次申請 EASE Summer School 的研究計畫，就是源自於修習
「地方本位科學教育」課程的期末作業。
「地方本位科學教育」課程係由李暉老師授課，老師在這門課中，帶領我們瞭解地方本位與科
學教育的重要關聯性，也讓我們在導讀、研討及課程設計的實作中，探究課程發展的各種可能性。
我以「在地化的社會性科學議題的教學模式」設計了一門名為「閃亮的山谷」的主題課程，希望以
科學知識為基礎，結合當地天然的地理環境，強化課程與原住民學生自身的關聯性，並適時導入環
境議題，以提升學生的地方感與家鄉認同感。
課程設計先進行文獻分析、盤點地方、學校特色課程，接著運用擴散式與聚斂式思考進行發想
聚焦，進而梳理、醞釀出扣合著學習目標與理念的亮點與焦點。在期末報告時，李老師鼓勵我進行
實際教學後整理出期刊投稿文案，時逢 EASE Summer School 徵審訊息發佈之際，我便順水推舟的
將這份期末作業整理成研究計畫送件。
身兼在職教師的博士生，工作與課業兩頭燒，時間與心力是最現實的考驗，也是最大的壓力，
縱然對徜徉學術交流與專業成長有一番憧憬與期待，但若交流或出訪恰逢開學期間，仍會在諸多考
量與羈絆等現實因素下無法得償所願，本次因修習「地方本位科學教育」，設計了一門可運用於實
際教學中的課程，除了讓我的研究更聚焦，也轉化成申請 Summer School 的計畫書，進而通過審查
得以成行，真是兼顧夢想與現實的 Good Job！

我雖曾在 2015（第 31 屆）科教年會及 2016 EASE 分別以英語進行了 15 分鐘的口頭報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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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 15 分鐘的報告及交流回饋的五分鐘時間，我窮盡所有的下班及課餘時間苦練各 40 小時，才
順利過關，但在 Summer School 的報告長達 30 分鐘，報告後另需回應 Professor、Coach 及同學們
的提問並進行討論；而在小組成員討論研究主題時，亦須以英文表達、交流與溝通，這對我來說無
疑是場硬仗，但是既然已決定要參加，硬著頭皮也要上場。
除了在會場上、在小組研討中要用英文，由於我的室友是韓國首爾大學--來自菲律賓的國際生
Sally，即便回到寢室，還是得用英文，只要我們臺灣的學伴有用餐或走訪的活動，一定會邀約她同
行，因此英文的交談仍無可避免。就在這無時無刻都要開啟英文對話模式的環境下，語言能力正不
著痕跡的進化中，從暑期工作坊第一天的沒自信，到最後一天時，用英文對談已較不抗拒、不害怕。
在 Summer School 我觀察到雖然有些博士生的母語不是英文，但一上台、一開口都能對答如流，著
實令我佩服；私底下請教他們精進英文的學習策略，有的是每週看二部英文電影、有的是善用英文
學習網站加強聽力與發音、有的是以考多益等英文檢定為目標勤奮苦讀。總之，英文要好，下功夫、
勤練習是不變的硬道理，而「a little every day」--日積月累、積沙成塔，也是公認的、提升軟實力
的唯一途徑。
一回生二回熟，雖然我還無法用英文流利的表達及對談，至少我正開始逐步邁出自己的步伐，
用淺白的字句盡量表達呈現，儘可能的讓大家能解讀、理解我發出的訊息；現在對於英文，我也抱
持著：當我越勇敢說，英文的隔閡就會越來越淡化。對於任何的學習與挑戰，不怕慢，只怕站，真
的！即使是「菜英文」，我仍須勇敢的講出口、用出來，才有修正及進步的可能性。

在學習的路上，身邊至少要有一位能鍛鍊自己的思考，真心為自己的成果加油打氣的聰明友人。
本次實際成行參與博士班工作坊的臺灣學生代表共有五位，本所便佔了三位--獻樟、益民及我。我
們從訂機票、住宿飯店開始，即設立了一個用來互通信息的 LINE 群組，舉凡食衣住行的討論、研
究計畫想法的交流、小組討論訊息的分享，無不藉此互相照應。在夥伴上場前的模擬提問、加油打
氣，在夥伴尚在與小組成員共同苦戰時，即便是吐槽、鬥嘴或是送咖啡，都是在傳遞支持的力量，
我們互相扮演站在不同觀點思考的夥伴，為彼此的想法提供建言，無形中建立的革命情誼是本趟學
習之旅獨有而特別的共同回憶。
擔任本次 Summer School 領隊的靜雯老師說隻身參加學術研討會是常態，往往都要自立自強，
但是這次有多位同行夥伴，很高興本次博士班工作坊初體驗有多位夥伴同行～共享共好。
Summer School 的宗旨在於提供博士生們分享研究經驗、腦力激盪及創造合作研究的契機。我
所屬的小組成員分別是來中國華中師範的李蘭香（斯里蘭卡國際生）、日本靜岡大學的 Lely（印尼
國際生）、中國陝西交通大學的杜欣及臺灣彰化師範大學的郭明田，我們各自的研究主題、養成背
景、母語、文化均不相同，要讓這麼一群人在短時間之內，找出研究主題並形成研究計畫，並非易
事。在議程的安排下，我們先聆聽每位小組成員的研究計畫，對於彼此的研究主題有約略的認識與
瞭解，但小組合作的研究計畫主題應如何產生？若以某位成員的研究計畫為主：沒有挑戰性！想全
新的主題：兩天內要完成研究計畫是不可能的任務！在小組的分析討論下，最後決定以「Secondary
STEM Education Instruction & its Influence on Students' STEM Achievement--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Taiwan, Sri Lanka & Indonesia」為主題。過程中，我們先擬出研究問題及計畫大綱，確
認是否扣合研究主題？是否周延？是否具研究深度？確立計畫初胚，是建立共識的第一階段，除了
貢獻一己之長，也要尊重及包容不同的意見。其次分配工作、統整資料等，再分配口頭報告的分項。
囿於時間壓力，我們第一次的研討就在小組教室裡，由當地人杜欣上線訂餐，邊啃漢堡邊研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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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現，其他組不是吃完晚餐再返回教室，就是移轉陣地繼續討論，每一組都兢兢業業、嚴陣以待。
我們這組由陝西師範大學胡衛平教授擔任 Professor，Coach 則是日本靜岡大學的 Shuichi 教授，
兩位教授除了給予個人研究主題計畫一些回饋與提問，也是引導小組合作研究的重要推手：在小組
開始討論之際，指引主題討論的可能方式與方向；在小組遇到瓶頸時，適時給予浮木與鷹架；在成
員口語溝通出現 Gap 時，協助轉譯促進理解。Professor 與 Coach 引導我們將單點、片段的思考，
串連成面面觀的思維
在成員間面對面的討論中，十分容易覺察每位夥伴不同的性格、專長與溝通方式；而透過觀摩
學習，也領受到各成員對身為研究人的執著、堅持與研究的 Tips。小組合作且要完成計畫發表的過
程--「緊張刺激卻回味無窮」，但也只有歷經實際體驗，才能內化成知識。
博士班工作坊的學術交流，是一場潛能的探索，探索耐心的極限，探索解決問題能力的極限，
探索你的研究邊際與焦點，更探索著你激盪創意與合作的極限。這六天五夜的工作坊是緊繃而有震
撼力的，因為時間有壓力，溝通語言有壓力，挑戰不少卻有其獨特魅力，而在現場絕對可以感受到
「有形的」競爭力，會激勵自己想要更上一層樓。
我在現場觀察到來自不同國家對科教研究的投入與積極，也深刻感受到不同國情造成的研究風
格差異性，這是一場「刷履歷、開眼界的震撼之旅」。然而在回顧及沉澱後，體悟到不論是計畫書
的產出、學習夥伴的共享、形成跨域的研究小組等的歷程，這真的是一場「從裡到外的共好之旅」。
2018 EASE 在東華，靜雯教授在演講時介紹「Eye 上花蓮」，展示「2018 EASE 在東華」網頁，
也請同學們發送紙本宣傳單，身為地主的我們熱切的期盼所有的科教人能蒞臨明年的盛會。衷心期
待 2017 Summer School 雖在結業式中落幕，大家對科學教育的用心與努力能持續在 2018 EASE 的東
華發光發熱！

在希望能多參加國際活動的自我期許下，我報名參加了每二年才舉辦一次的 Summer School。
EASE Summer School 舉辦的主要目的，係為東亞各國博士生提供學術交流和分享的平台，並鼓勵該
區域的研究生進行跨區域學術知識的探討。以下簡略介紹本次活動流程，並分享參與的心得和感想，
以供有意報名 Summer School 盛會的博士生參考。

活動前，對於同校博士班同學的熟悉度，僅限於課堂上的互動；在活動期間，大家朝夕相處，
彼此打氣，漸漸培養出了革命情感。舉例來說，由於我在 7 月 11 日需進行長達 30 分鐘的個人研
究計畫報告，早已於 7 月 10 日完成口頭報告的東華的夥伴們，特別延後他們走訪西安景點的晚間
行程，慧娟甚至陪我預演 7 月 11 日的口頭報告，指導報告時需注意的細節，使整個過程能更流暢
順利，這種陪伴與互助的情誼，迄今仍令我感動不已。
此行也認識了臺師大和彰師大的夥伴，雖然大家來自不同學校，但是這次 Summer School 的參
與經驗，想必會讓大家永難忘懷。

透過 EASE 的牽線，讓來自東亞各國的博士生們相聚於西安進行學術交流，共同完成一篇論文，
並用英語簡報論文內容。為了即時完成任務，大家熬夜討論研究方向、在食堂邊用餐邊溝通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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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當日，看著和香港 Lu 和韓國 Choi 兩位夥伴的合照，想起這些點點滴滴的過程，心中萬分
不捨，參加這次活動應該會是我最難忘的美好經驗。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但我們互留通訊方式或交換名片，以便保持聯繫；此外，2018 年 EASE 的
研討會將於臺灣東華大學舉行，屆時大夥或可藉由參加 Summer School 的機會再聚首，我們必也會
善盡地主之誼，讓大家在獲取學術能量之餘，也能對東華、花蓮、臺灣留下深刻的印象。

圖五、與會人員大合照。

圖六、來自臺灣的博士生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李文
瑜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林靜雯教授合照。

由於這是筆者第一次以英文進行口頭報告，事前的緊張在所難免，不過，只要抱持著對學術的
熱情與參加的勇氣，即使英語能力並非頂尖，仍能有滿滿的收穫；依稀記得自己讀博士班的初衷，
就是使自己的視野更高、更遠，所以任何能在博士生涯中留下珍貴回憶的機會，都應該勇於嘗試。
希望透過此篇文章的分享，讓仍在猶豫不決的您更有信心參與 Summer School，倘若能呼朋引伴共
襄盛舉，相信在活動過程中，能更增添學習樂趣、創造美好回憶！
更多本研討會訊息請見
EASE 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