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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創立於民國 77 年(1988)，在第一任理
事長 楊冠政教授及 諸位先進的遠見與耕耘之下，學會發展茁壯，
今年堂堂邁向創會三十年。今天，這一塊大家守護耕耘的科教園地，可說是綠意盎然，果實纍纍。
我們學會的會員積極參與歷次科學課程改革、教科書的出版，並以學術的創見與實徵，為臺灣的
科學教育提供最堅強的支柱。三十年來，學會會員對臺灣的科學科技人才的培育、全民科學素養
的奠基與科教學術的進展，步履踏實、成果豐厚，早已受到國際的矚目與重視。
學會 e-NEWS 主編及編輯小組特別在本期邀請四位學會會員先進：郭重吉教授、黃萬居教授、
洪文東教授、黃臺珠教授，分享與學會同行三十年的所見與所思。文中所述不僅對於年輕學者的
個人職涯規劃會有所啟發；對於學會會務發展，也提示著我們科教人還肩負著勇往前行的重責大
任。
今(2018)年，在理監事會、各委員會、學刊編輯委員會、秘書處等負責師長和夥伴的努力下，
會務進展順利並有著豐碩成果，我個人非常感謝。此外，副理事長 洪振方教授、學刊總編輯 林
陳涌教授，他們勇於承擔會務，貢獻非常大，雖然因為任期或本職考慮的關係，將暫時卸任，我
們非常感謝他們的付出與貢獻。至於 2019 年行政團隊，我們將與新任副理事長 王子華教授循程
序，召集小組擬定工作計畫，待完成認可及敦聘程序後公告，以便所有會員或學校可以和相關委
員會等進行業務的合作和連結。
2018 年末，我們召開了全國科學教育研討會及年會(ASET 2018)，該會是與東亞科學教育學
舉行的 EASE 2018 國際研討會同時召開。本次活動在國立東華大學 趙涵㨗校長也是本會理事的
大力支持，由東華大學 古智雄教授、李暉教授、蔣佳玲教授、蓋允萍教授，及學校同仁規劃下，
盛大辦理，辦理情形，本期文中另有介紹。要特別談到的是，這次東華大學團隊，充分展現東臺
灣優質大學的環境與主辦者的高度學術活動組織能力，提供國內外科教學者學術交流的良好場域。
對各位的重大心力的奉獻和傑出的貢獻，我謹再致敬意與謝意。
2019 年，學會已經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主辦，我們感謝 楊芳瑩所長及各
位師長同意協助與承擔重任，謹先致謝意，並於此特別籲請 所有會員與科教同仁，預留 2019 年
底，我們臺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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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之年會期間，學會亦致贈終身成就獎予兩位資深會員師長， 陳鏡潭教授與 施河教授。
陳教授曾任本會第一屆理事、臺師大理學院院長、臺北師院(現國北教大)校長、亞太科技協會科技
教育委員會委員等。施教授是我國享有盛譽的魚類生長生殖內分泌專家，曾任臺師大、龍華科大、
亞洲大學和景文高中，院長、校長、榮譽教授、董事長等。兩位師長對科學師資培育、科學人才
養成、科學科技教育發展，貢獻卓著而獲理事會一致推舉。此次，兩位師長都不辭辛勞，親自從
臺北遠赴花蓮，接受贈獎並在會中發表講話，對我國科教發展、師資培育、科技人才養成乃至學
會的成長，殷切期待與勉勵。
2019 年是科教發展的一個關鍵，我們面臨了一個新的局面。在國中小課程改變方面，新的十
二年國民教育課程即將實施，諸務待理；在科學學習領域之關聯方面，國際科學教育重視 STEM
整合，我國新課程卻是將自然科學領域和科技領域分立，如何方能提供學生完整的學習經驗；在
科技部科學教育業務劃分方面，科學教育研究發展部份移至人文司，科教研究如何能獲得不吝於
以往的發展動能；在科教研究成果方面，我國卓越科教研究成果如何更進一步在國際上發光發亮
而且更能裨益於我國科教水準之提升等等。這些都昭示著臺灣的科學教育發展更將依賴學會與 眾
會員們在第二個三十年間發揮更大的力量，結合專業人員，提供政府決策參考，提升科學教育與
研究的品質，使臺灣成為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社會。
在告別 2018 的現在，我們也許可以開始具體思考研究 先進們在以往提到有關強化學會發展
的問題，例如：如何擴大學會的宗旨和目的的內涵，來更兼重科學教育學術和學校科學教育的發
展；如何使學會的發展能更有長期的方向性；如何擴大會員規模和參與等等。因為這些事項部分
會牽涉到章程修訂的問題，如果能有共識，我們也願在這一年內徵集大家的意見，盡全力推動。
學會是科學教育專業人員的家外之「家」
，這裡要提供成長的養分與成員間的支持歸屬。對
這目標，我們會盡全力與所有會員共同形塑。在此，也籲請所有會員對於會務能不吝給予指教並
給予支持。我也藉此機會竭誠邀請還沒有加入學會的大學、中學、小學老師、研究者，加入科學
教育學會。在這個溫馨、專業的團體中，實現我們的理想。年末之際，也順祝福 所有會員、師長、
夥伴，新年如意，教學研究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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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科學教育學會網站在學會宗旨提及，國內科學

忝為學會創立發起人之一，僅就個人管見，簡要回

教育學者為了促進科學教育之學術水準並加強各學

顧學會成立的歷史和早期運作，並展望學會的未來

術機構及研究人員之連繫，於民國 77 年 1 月 31

發展。

日成立本學會。在此慶祝學會成立三十週年之際，

二、科學教育學會的成長與貢獻
科學教育學會經由每年辦理的學術研討會、定

於國內推動科學教育研究的貢獻和重要性並不僅止

期出版的科學教育學刊、和國外科學教育學術界的

於此。在講求績效的行政體系中，就大專院校和政

交流等活動，為國內從事科學教育研究和實務工作

府機構的層次而言，一個學術領域的存在、受到肯

的學者們，營造了一個很好的共同學習一起成長的

定和重視程度等，除了基於政策考量之外，最終還

園地。基於一些實際因素的考量，早期一個不成文

是繫於是否有一群擁有共同理念、目標的參與者，

的傳統，是每年的年會和學術研討會由北、中、南三

其專業能力與表現是有其特色而無法由其他一般人

所師範大學輪流辦理，這不但有利各校相關系所的

隨意取代的；而一個組織健全且順利運作的學會，

聯繫、共同參與、經驗分享和特色發展，也有利科學

就是有助於協助建立和維持一個學術領域的平台或

教育在台灣各地區的均衡發展。當然，隨著師院改

機制。以大學院校教師研究成果為例，研討會和期

制大學等變革，以及更多年輕科教學者的加入，上

刊論文發表的品質和數量，不但關乎個人的升等，

述做法也漸次有所改變。今年的科教學會國際學術

也是系所評鑑、系所增設或裁併、和學校爭取經費

研討會，由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系科學教育研究所承

補助或改制等的重要參考指標。準此而言，從階段

辦，並同時辦理 2018 東亞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這

性的任務看來，科學教育學會對於協助國內科學教

自然是一個令人樂見的發展。

育學術領域的確立和學術研究品質的提升，其貢獻

多年來，經由參與科學教育學會的各種活動，

和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個人在科學教育學術領域的學習和成長，深深受惠
於國內外許多科教前輩和同儕們的影響。我希望這
也是許多學會成員的經驗和心聲，但是學會早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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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隨著時代思潮、政經環境和社會需求等的改變，

些具體構想，學會的運作和持續發展，除了共同的

我們需要審視當前國內科學教育所面臨的挑戰和未

目標和優良的文化傳承、規章制度、領導團隊之外，

來發展（邱美虹，2016）
。很高興看到盧玉玲理事長

更需要所有成員的認同、參與和貢獻，期盼各位科

在學會 2018 年 6 月出刊的 e-News 中所提出的一

教夥伴同心同德，再接再厲。

參考文獻
邱美虹（2016）。科學教育之發展與反思─從萌芽期、蓬勃期、挑戰期談起。科學研習月刊，No.55-11，816。

2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三十週年特刊

2018 年 12 月

一、前言
謝謝學會出版委員會林主任委員的邀請，為文

法也許可供參考，尤其是本人從事科學教育從民國

回顧過往三十年科教學會發展情形。本人謹就曾參

57 年至 107 年，凡五十年，盡心盡力的精神，絕不

與過的工作，敘述身為科教人，如何參加學會組織

落人後，相信可以鼓舞年輕的科教人。

工作和科學教育學術發展；雖然貢獻不大，有些做

二、科學教育參與歷程
在發展學會組織方面，本學會成立時，本人正

而報考科教研究所，研究生則繼續攻讀博士班，總

好擔任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科教中心主任，有幸成為

計有 11 名考取國內、外科教博士班深造，目前已有

創會永久會員，從民國 86 年至 97 年陸續擔任臺北

四名獲得博士學位，分別在大學、國教院或中小學

市立師範學院科教中心主任、科教所所長或臺北市

擔任教授、研究員或教師
（收錄於 e-NEWS 附錄三）
。

立教育大學理學院院長時，因為學會成立不久，亟

在科學教育期刊方面，民國 84 年承蒙林永喜校

需新血，所以本人每年都積極邀請教授和研究生參

長，對科學教育中心所出版期刊之重視，聘本人重

加科學教育學會。從學會公布的名單，發現成為永

任科教中心主任，期勉改進當時的「市師科學教育

久會員者，教授有陳建志、林靜雯和李源順等 3 名，

季刊」
，不要只刊登參加過科學展覽的作品，因為那

研究生有 45 名（收錄於 e-NEWS 附錄一）
；成為普

些文章在國立科學教育館都可以查詢得到。因此，

通會員者，研究生有 134 名（收錄於 e-NEWS 附錄

本人於 84 年 8 月 19 日邀集校內關心科學教育的學

二）
。

者，舉行科教座談會，獲得共識將季刊名稱改為「科

在教學過程與成果方面，民國 100 年本人退休

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
，擴大格局，廣邀國內科教

前，每逢學會舉辦學術活動，不但親自出席，並積極

人投稿，經過幾年的經營，成為科教人喜歡投稿的

鼓勵學生參加，要求本人指導的研究生，都要在年

期刊之一，並獲得張俊彥、邱貴發和林陳涌（2002）

會或有關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進而將論文投稿到

在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排序研究，評鑑為國內前

科教相關期刊；若科教年會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或

幾名的中文科教期刊，排名僅次於科學教育學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舉辦，本人都會幫忙包租遊覽車

教育心理學報（師大）和國立臺灣師大學報：科學教

供本校教授與學生搭乘，以利其準時參加；經過本

育類。詳細內容，可參閱參考文獻。

人積極鼓勵，大學部學生因此對科學教育感興趣，

在學會幹部的服務工作方面，本人自民國 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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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今，獲得會員的支持擔任理事或監事職務共有

有中小學教師擔任理事，本人建議以後開理監事聯

21 屆，其中擔任副理事長 1 屆、理事 10 屆和監事

席會議時，是否可以考慮邀請曾參加理事選舉的候

主席 10 屆。如今科教學會成立已滿三十週年；由於

選人列席？藉此讓中小學教師有參與理事會議的機

師範院校體制改變、少子化和種種環境因素影響，

會，使學會擴大參與面。此乃拋磚引玉的小意見，未

如何激發各級學校教師對科學教育的關心，願意積

來在睿智的理事們集思廣益，一定可以發展出更多

極參加科教活動是當務之急。例如目前理事會尚未

更好的策略，再造學會榮景。

三、結語
本人藉著這回顧文，要感謝當年的行政院國家

供讀者參閱。由於感念國家栽培之恩，時時想貢獻

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

棉薄之力，因此本人升等為教授後，從未享受休假

的教授們成立本會，讓科學教育的同好們聚在一起，

之待遇；退休後，民國 105 年 7 月還接受國家教育

共同精進和推廣科學教育；也要感謝國科會補助本

研究院聘任為科學教育名詞暨數學教育名詞審譯委

人赴美進修博士學位，學成回國，認真做研究，總共

員會召集人之任務，至今已歷二年半；107 年 12 月

主持 36 項、共同主持 10 項研究計畫（附錄）
。遵照

1 日監事會改選監事主席，在當時出席監事共同推

國科會的要求，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進

舉下，盛情難卻，再次連任忝為監事主席。

行國際交流，早年各國在會場皆會插上我國國旗，

最後祝願科教學會，己亥豬年會務蒸蒸日上，

感到非常榮幸，在此提供參考文獻及發表照片紀錄

超越巔峰！會員們出類拔萃，樂育英才，科教報國！

圖、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會
場可見我國國旗。由左至
右為 Jerusalem, Israel
(1993,1)、Bangkok,
Thailand (1994, 12)

參考文獻
張俊彥、邱貴發、林陳涌（2002）。國內科學教育相關期刊排序研究。科學教育學刊，10(3)，30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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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主持研究計畫名錄
計畫名稱（編號）

編號

擔任工作

1

概念圖應用在我國國小學生學習自然科學之研究

2
︱
4

國小學生酸鹼概念發展之研究(I-III)（NSC81-0111-S-133-002-N）

5

6
7
8
9
︱
10
11

主持人

起迄年月
1991.07~

補助/委託機構
教育部

1992.06

（NSC82-0111-S-133-004-N）
（NSC83-0111-S-133-007）
STS 師資培育(I)--培育能教導國小學生具有解決問題之能力與提高
對科學的興趣之教師的研究(I)（NSC84-2511-S-133-010）
STS 師資培育(II)--培育能教導國小學生具有解決問題之能力與提
高對科學的興趣之教師的研究(II)（NSC86-2517-S-023-002）

主持人

STS 師資培育(III)--國小自然科 STS 師資培育之研究

子計畫
主持人

1995.08~

子計畫
主持人

1996.08~

子計畫
主持人

（NSC87-2511-S-133-003）
國小自然科教師遠距輔導整合型研究--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研究
（NSC86-2511-S-133-011）
（NSC88-2511 -S-133-008）
（王美芬主
持）
自然科學 STS 教學研究整合型研究--國小 STS 教學與創造力培養
之行動研究（NSC88-2511-S-133-004）

行政院國科會

1995.07

子計畫
主持人

美國科學學習研究訪問考察

1991.09~

子計畫
共同
主持人

行政院國科會

1996.07
行政院國科會

1997.07
1996.03
1997.08~

行政院國科會
行政院國科會

1998.07
1997.02~

行政院國科會

1999.07

子計畫
主持人

1998.08~

子計畫
主持人

2000.08~

子計畫
主持人

2001.08~

子計畫
主持人

2002.01~

行政院國科會

1999.07

台灣地區中小學生化學概念之心智模式與成因之研究（I）─子計

12

畫五：台灣地區國小學生酸鹼鹽、溶液概念之研究（I）(NSC 892511-S-133-010-)
科學概念學習研究(II)－化學科─子計畫六：台灣地區國小學生酸

13

鹼概念之研究(II)(NSC 90-2511-S-133-006-)
國小中年級九年一貫生活化之自然與生活科技在解決問題能力方

14

面課程發展與評鑑研究(I) (NSC 91-MOE--S-133-002-X3)
九十一年度【子計畫(二):提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創意教學

15

成效之研究】(91-2522-S-133-001-)（張世彗主持）
科學概念學習研究(III)─化學科─子計畫七：台灣地區國小學生

16

酸鹼迷思概念類型和成因之研究(III)(1/2) (NSC 91-2522-S-133-

子計畫
共同
主持人
子計畫
主持人

002-)
科學素養學習成就評量-子計畫六：國小中年級學童過程技能能力

17

之成就評量（92-2522-S-133-005-）(甘漢銧主持)
科學素養學習成就評量-子計畫五：國小高年級學生「批判思考智

18

19

子計畫
共同
主持人

能」能力之成就評量研究（NSC 92-2522-S-133-004-

子計畫
主持人

委辦「國小實驗室安全衛生視導暨教育示範觀摩計畫」。

主持人

行政院國科會

2002.07
行政院國科會

2002.12
2002.08~

行政院國科會

2003.07
2002.08~

行政院國科會

2003.07
2003.05~

行政院國科會

2004.07
2003.05~

行政院國科會

2004.07
2003.08~
2004.07

3

行政院國科會

2001.07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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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編號）

編號

科學概念學習研究(IV)─化學科-子計畫七：台灣地區國小學生酸

20

鹼迷思概念類型和成因之研究(IV)(2/2) NSC92-2522-S-133-007提昇創意教學成效之研究─提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創意教

21

學成效之研(1/2)(NSC 92-2511-S-133-002-)（張世彗主持）
提昇創意教學成效之研究─提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創意教

22

學成效之研(2/2)NSC 93-2511-S-133-002-（張世彗主持）
科學素養學習成就評量-子計畫四：國小高年級學生「批判思考智

23

24

能」能力之成就評量研究（NSC 93-2511-S-133-003-）
科學素養學習成就評量 III-子計畫三：國小學生批判思考能力之研
究（NSC 94-2511-S-133-00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九十五學年度海外臺灣學校教師科學知能研習

25

26

計畫

28

黑白棋遊戲對國小學童創造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之影響（NSC 95-

2003.08~

子計畫
共同
主持人
子計畫
共同
主持人

（NSC 96-2511-S-133-004-）
國小數理師資培育(1/3)（NSC 96-2522-S-133-002-）

35

之研究（NSC 97-2511-S-133-003-）

2005.08~

行政院國科會

2005.07
行政院國科會

2006.07
2006.07.10~

教育部

主持人

2006.08~

行政院國科會

主持人

2007.08~

行政院國科會

2007.08~

行政院國科會

主持人

2008..08~

行政院國科會

2009.07

活動模組的發展與教學研究(1/3)】（NSC 98-2120-S-002-001-

的影響（NSC 98-2511-S-133-001-）

共同
主持人

主持人

2009.06~

行政院國科會

2010.05
2009.08~

行政院國科會

2010.07

99 奈米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現行課程融入奈米科技實驗活動模
組的發展與教學研究(2/3) (99-2120-S-002-003-NM)
影響 99-2511-S-133-003-

共同
主持人
主持人

2010.06~

行政院國科會

2011.05
2010.08~

行政院國科會

2011.10.15

理論基礎的發展與演進

主持人

2010.12.01~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1.06.30

100 奈米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現行課程融入奈米科技實驗活動模
組的發展與教學研究(3/3) (100-2120-S-002-003-NM)
101 年度【單一整合型計畫：建構科學探究導向的奈米科技創新

36

行政院國科會

2005.07

2009.07

教科書百年演進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研究：中學自然領域教科書

34

2004.08~

子計畫
主持人

主持人

智能冒險教學對國小學童自然科學習動機取向與問題解決能力之

33

行政院國科會

2004.07

2008.07

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科學家故事對批判思考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32

2003.08~

2004.08~

NM）

31

行政院國科會

2004.07

子計畫
主持人

主持人

補助/委託機構

2007.09

98 年度【奈米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現行課程融入奈米科技實驗

30

子計畫
主持人

2511-S-133-005）

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爭論性科學議題對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29

起迄年月

07.13

黑白棋電腦軟體對國小學童創造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影響之研究

27

擔任工作

實驗教育模組融入基礎教學施用與促進科學理解探討(1/3)】NSC
101-2120-S-002 -002 -

4

共同
主持人

2011.06~

共同
主持人

2012.06~

行政院國科會

2012.05

2013.05

行政院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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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是 1988 年 1 月 31 日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學教育中心主任，2002 年 8 月以<創造型兒童思考

成立時，第一屆的候補理事。1984 年 1 月公費赴美

特性與科學創造力的關聯性>期刊論文升等為教授。

國加州大學 Santa Cruz 校區化學研究所進修取得碩

在屏師的 14 年間經歷何福田校長、林顯輝校長、劉

士學位，學成歸國自省立南投高級中學調聘至行政

慶中校長，之間也當選過科學教育學會理事。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2006 年 8 月提前自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退休，轉

（簡稱科教處）擔任助理研究員，1987 年 7 月升等

至美和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擔任教授兼研發長，

副研究員，隔年 9 月經國科會同意至國立臺灣師範

2008 年 8 月轉任護理系教授兼教務長。2010 年 8 月

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在職進修。國科會科教

美和技術學院通過教育部評鑑，改名為美和科技大

處服務八年半期間，歷經毛松霖處長、呂溪木處長、

學，續擔任護理系教授兼教務長，2012 年 8 月續擔

顏啟麟處長及許榮富處長，也曾擔當科學教育學會

任謢理系教授兼健康暨護理學院院長，2006 年 8 月

理事。

至 2015 年 2 月並先後兼任社會工作系、健康與生技

1992 年 8 月由國科會轉聘至以培育國民小學師

產業研究所、健康照護研究所合聘教授。2015 年 1

資為主要目標的國立屏東師範學院（簡稱屏師）數

月應財團法人台灣海峽兩岸醫事交流協會邀請聘為

理教育學系服務。該系後來分為數學教育學系與自

顧問，同時應聘海峽兩岸醫療產業基金會顧問。2015

然科學教育學系。2005 年學校改名為國立屏東教育

年退休後繼續兼任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迄今

大學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改名為化學與生物學系。

2018 年才辭去兼職，在美和科技大學服務經歷劉顯

1996 年取得博士學位升等為副教授，即兼任實習輔

達校長、林顯輝校長，與陳景川校長，共 12 年時間，

導處研究組組長三年，1999 年至 2005 年並兼任科

在此期間也曾當選過幾屆的理事與監事。

二、科學教育教學歷程
1972 年 8 月我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 組特優，旋於 1983 年榮獲教育部頒發之第二屆「師
即應聘至省立南投高級中學擔任高中化學教師，從

鐸獎」
。在南投高中服務經歷汪洋校長、王紹楨校長，

事高中化學教學工作，並應聘至南開工業專科學校

與張行慈校長共 12 年時間。

兼任講師。期間曾幾次指導高中生參加全省科學展

1984 年 1 月至 1992 年 7 月在國科會服務期間，

覽競賽獲得佳績，1982 年並獲得全省科學展覽教師

先後在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家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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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系、與國立台北

2006 年 2 月獲教授休假半年，以 Visiting

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系兼任副教授，從事大學普通化

Professor 身分前往美國 Oregon State 之 Portland

學、生物化學教學工作。

State University 科學教育中心，與中心主任 Dr.

1992 年 8 月應聘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系， William Becker 合作，他是計畫主持人，我則以
從事普通化學、國小自然科教材教法、國小自然科

Associate Researcher 身分，進行中小學化學教學實

實驗、國小教學實習等教學工作。1995 年與王龍錫、

驗研究。

莊嘉坤、謝榮藏三位教授合作編寫教科書《國小自

2006 年 8 月自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退休，應聘至

然科實驗基本操作》
，由高雄市復文圖書公司出版。

美和技術學院擔任幼兒保育學系教授兼研發長，在

1996 年獲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幼保系任教三年期間，教授教育概論、幼兒自然科

學位後，基於本身從事化學教學之經驗，與李文德、

學教材教法等，由於職務關係常至高屏區各幼稚園

黃嘉崑、謝榮藏三位教授合作編著《師院普通化學》

或托兒所訪視與輔導教師教學疑難問題，伺機進行

教科書，由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出版。

臨床教學與教學觀摩，並設計一系列的兒童趣味性

1998 年 8 月 1 日屏師奉教育部核定成立數理教

科學活動與簡易的科學玩具，期能「寓教於樂」。

育研究所碩士班，職責所在先後指導數十位國小教

2008 年由於學校之系所調整，改聘至護理系擔

師，完成碩士論文，取得碩士學位。主要就科學教

任教授，兼社會工作系 、健康與生技產業研究所、

育理論在教學實務上加以印證，其中多數老師進行

健康照護研究所合聘教授，自 2008 年 8 月至 2015

所謂「理論導引實務，實務印證理論」之行動研究，

年 1 月先後並兼任研發長、教務長、健康暨護理學

此期間並指導許多位國小教師參加高屏區科學展覽

院院長等職務，教授普通化學、生物化學、社會工

競賽、與全國科學展覽競賽，皆獲得佳績。

作研究法、健康產業概論、研究概論、專題研究等。

1999 年並應臺灣書店邀約出版《科學的創造發

2010 年美和技術學院升格改名為美和科技大學，

明與發現》一書。在實習輔導處兼研究組組長期間，

我續任護理系與健康照護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

曾擔任《國教天地》期刊主編，也常至高高屏三縣

2012 年 7 月辭教務長，改兼健康護理學院院長，除

市屏師輔導區 311 所國民小學，分區分期訪視輔導

教授普通化學、生物化學、與研究方法外，並指導

國小教師自然科教學疑難問題。

數位護理師以在職進修方式完成碩士論文。2015 年

1999 年至 2005 年兼任屏師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2 月屆齡退休，續兼任護理系教授，支援基礎醫學

每年皆爭取到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專題計畫補助

組教學，教授生物化學、社會學、及「環境與健康」

經費，至屏師附小等鄰近小學進行臨床教學。期間

通識課程，並與數位教授合作編著《社會學概論》
，

並利用高屏區教師週三下午進修時間，以及寒假或

由華格納出版社出版。2017 年 11 月初應大陸湖北

暑假擇期舉辦各種教師研習會，就國小自然科學及

省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邀請，在 2017 華中師大「科

九年一貫課程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內容，經

學教育與科學傳播」高層論壇，主講：科學教育教

由教師研習活動與國小教師交流，進行教學意見之

學評量的新觀點。

雙向溝通。

三、科學教育專題研究歷程
1980 年 9 月在省立南投高級中學任教高中化學

教學與現行教學之比較研究」
，提出專題研究論文。

期間，曾獲教育廳補助進行「高級中學化學科協同

同年考取公費赴美國加州大學 Santa Cruz 校區化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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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所 進 修 ， 提 出 碩 士 論 文 "Crossed-beam

活動模組與教學活動設計(I)(II)(III)

reactions of group IIA: Mg ,CA, Sr, Ba with

5. 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科學探究

Hydrogen Halides", 完成化學碩士學位。1984 年 1

能力之培養研究：以探究式教學活動設計提升學

月學成歸國，教育部即行文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經

生科學探究能力(I)(II)(III)

由南投高中同意調聘至國科會科教處服務。

6. 幼兒空間主題教學活動設計研究(I)(II)

在國科會服務期間曾進行「國中數理科教學評

7.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活動教學與學習模組設計

量與輔導計畫調查研究」
，提出專題研究報告，經科

研究(I)(II)

教處呂溪木處長推薦，並獲陳履安主任委員獎金與

8. 商業技術產業導向課程發展之研究(I)(II)(III)

佳作獎勵。此期間主要業務是規劃與推動大學基礎

由上述資料顯示，所進行之研究主題，主要是

科學（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依 據 國 科 會 科 教 處 之 計 畫 邀 請 書 (Request for

國民中小學數理科教學評量改進研究計畫、我國中

Proposal)，針對學生學習特性、科學課程與教學、

小學生科學過程技能整合型合作研究計畫等。

科學教學評量等三方面進行研究，有個別主持之研

1992 年 8 月應聘至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數理教育

究計畫，也有參與整合型之合作研究計畫，分別進

學系服務，先後獲得教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諸

行為期一至三年之科學教育專題研究。

如：
「國小兒童趣味性科學實驗設計研究」
，
「國小中

有關研究成果並撰寫成論文，發表在各種學術

年級學童趣味性科學實驗設計與推廣」，「國小高年

研討會上，國內主要是科學教育學會主辦的學術研

級學童趣味性科學實驗設計與推廣」，「國小自然科

討會，國外則主要在國際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諸

教師教學研習與輔導計畫」，「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

如 ： 國 際 化 學 教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International

進研究計畫」
、「國小自然科學化學教學諮詢中心計

Conference of

畫」、「國小教師示範性科學創意教學模組設計推廣

教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Conference of Asian Science

與輔導」
、「國小教師示範性科學創意教學模組設計

Education) 、 歐 洲 科 學 與 技 術 教 育 研 討 會

推廣與輔導」等，並提出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Conference of European Science & Technology

1996 年 6 月經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

Education)等。研討會上發表之論文，有些則進一

所趙金祁教授指導，完成博士論文「典範式思考與

步整理成科學教育學術性論文，發表在正式的學術

敘述式思考在科學文章閱讀中的關聯性」
，取得理學

期刊上，諸如：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刊，屏東師範

博士學位。1996 年 8 月至 2015 年 2 月前後近 20 年

學院學報，屏東教育大學學報，美和技術學院學報，

間，先後以副教授、教授之名義，每年向國科會科

美和科技大學學報等。

Chemistry Education)，亞洲科學

教處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主持專題研究計畫並

從事科學教育研究溯自 1980 在南投高中任教

獲研究獎助。茲臚列科學教育專題研究計畫如下：

化學期間進行的協同教學研究，當時並以此篇論文

1. 師範學院學生典範式思考與敘述式思考取向方

報教育部審查通過獲頒講師證書。1984 年至 2015

式與表徵特性研究(I)(II)

年逾 30 年期間主要在屏東師範學院、屏東教育大學、

2. 國小學童科學創造力特性及開發之研究：創造型

美和技術學院，與美和科技大學服務其間因應系所

兒童之思考特性研究(I)(II)(III)

教學所需與科學教育行政服務關係，向教育部與國

3.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合作研

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教育部的計畫以科學

究：思考智能詮釋研究(I)(II)

教育推廣性與科學教學輔導性為主，國科會的計畫

4. 從問題解決能力培養國小學童創造力：化學學習

則以科學教育學述理論基礎性與應用性研究為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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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科學教育的學科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計各種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科學學習

地球科學、及應用科學等；其組成要素有課程與教

成效。

材、教學法與教學環境、教師與師資培育、學生學

科學教育研究對象包括人（教師、學生、社會

習特性、及教學評量等；在教育的組織與層次上，

大眾等）與物（教材、教具、教學媒體等）兩者交

則包括學前教育、國民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互影響，形成科學教育研究主要內容。我國國民教

技職教育、及社會教育等。

育從過去的六年、九年一貫至目前十二年國民基本

我國教育部是負責實施與推動科學教育的機構， 教育，科學教育研究實應顧及國內目前教學環境之
而科技部則是負責規劃與推動科學教育研究的機構。 改變，針對當前科學教育亟待解決之重要問題，籲
我國科學教育的主要目標旨在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

請科學教育界人士通力合作，腳踏實地進行本土性

國民，進而培育科技人才。科學教育之研究旨在以

研究，期能將研究成果，作為推展科學教育之基礎

研究成果改進科學教育之實施，進而促進教師專業

動力。

成長，提升其教學知能，並針對學生學習特性，設

圖、左圖為參訪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
學與何光明校長等人合影。右圖
為至湖北省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
參加國際科學教育學術研 討會
時，與國際學者合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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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科學教育界我是一個幸運兒，享受科學教育

紀念在我科教生涯中的許多貴人與推手。

界許多師長的恩典，願意以感恩的心來做些分享，

二、科學教育接觸歷程
我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研究所畢業後， 教學，是科學教育界新的里程碑。它結合全國優秀
即離開臺北的家，去彰化及新竹擔任教職。因為想

的科學學者及科教學者共同努力，開發出與世界最

再回到臺北工作，於是民國 67 年時拜訪當時師大科

先進國家同樣品質的中小學科學教材及教學法。最

學教育中心主任，也曾是我生物研究所時的所長楊

特別的是教材正式使用前先經過多次的試教及修訂，

冠政教授，希望能夠在科教中心工作。承蒙楊冠政

且正式推動前也有完善的師資培訓研習，因此該新

教授不棄，接納我到科學教育中心工作，後轉任科

科學課程的開發與推動，將我國中小學科學教育推

教中心研究員。因此楊冠政教授是引領我進入科學

到世界一流水準。

教育領域的第一位貴人。

趙金祁教授因受邀前往國立中山大學協助李煥

在科學教育中心有幸認識當時擔任秘書的生物

校長創校，臺師大校長邀請化學系魏明通教授擔任

系楊榮祥教授，他是將美國 BSCS 教材及教學法引

科教中心主任。魏明通教授給我機會出國進修課程

進臺灣的學者，引導科學教育界進入以探究的角度

與教學的博士學位，並建議我研究生物概念的主題，

設計教材及改善教法，因此我有幸追隨楊榮祥教授

使我對科學概念的本質及教學有更深入的理解，因

學習探究教學。

此後來也利用概念圖等後設認知策略幫助學生科學

因為楊冠政教授受邀前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擔

的學習。

任司長，於是師大校長安排國內第一位獲得科學教

在臺師大科學教育中心擔任研究員的十年期間，

育博士的物理系趙金祁教授續任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很感激楊冠政教授、楊榮祥教授、趙金祁教授和魏
我也有幸追隨趙金祁教授走入科學教育界的另一創

明通教授等人，願意提攜幫助我走入科學教育的專

新階段，就是邀請當時掌管全國科學教育政策的科

業領域，使得我後來能將所學用於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大猷博士，主持全國

學科教所栽培科教界的年輕學者，使得我的一生能

新科學課程的編寫。這個新科學教材的編寫及實驗

在科教專業裡活出豐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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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現在雖已退休，很高興慶祝科學教育學會成立

大師。也願祝福科學教育學會成為培育更多科學教

三十週年，願意用此短文紀念及感謝科教界的開創

育專業人才的支持與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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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學生為主體時，學習「Science」和學習「Technology」
，應是兩相依附，無法切割。目
前新課程已然啟動，設有兩個領域，如何促進連結，形成綜效，是當務之急。

壹、前言
從人類進入核能、太空、半導體、資訊網路的新

我們認為應審視現有課程文件，針對需要，強化制

科學時代至今，對於在國民教育中如何培養下一代

度、辦法等等，使相關的教科書編寫者、領域教師等

成為具有競爭力的科學或產業人才的議題，科學認

等對於彼此的教學內容應有充分了解與參據，才能

識論與學習心理學都指出學校的科學學習應該和學

提供學生良好而完整的學習成長經驗。因此，本文

生的生活經驗充分結合。因此，從八十年代的STS

試從目前公告之「自然科學」領域綱要(以下簡稱：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Roy, 1984)，到較近

「自然領綱」
；教育部，2018a)與科技領域中「生活

期的STEM或STEAM等等教育都強調，科學、科技

科技」部分之課綱(以下簡稱：
「科技領綱(生活科技)」
；

之間這道人為的薄膜不應強加到學生的學習生活之

教育部，2018b）
，進行觀察，進而指出可能的問題，

中。因此，近來各先進國家的課程改革以及高品質

提請相關教育者共同思考尋求解決。

教 育 研 究 論 文 ， 包 括 受 到 世 界 矚 目 的 NGSS

Posner (2004)的課程分析架構常被用來分析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2) 都主張科學學

檢視課程。這架構包含四個組成：1.課程文件與起源

習和科技學習要能適度融合。

(curriculum documentation and origins) ; 2.課程本

不過，根據民國103年11月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

體(curriculum proper)；3.課程實施(curriculum in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總綱；

use)和4.課程評論(curriculum critique)。目前自然

教育部，2014）
，領域課程架構之國民中學教育階段

領綱已於107年11月公告，教科書尚未出版，所以尚

起將原本九年一貫課程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無法對「3.課程實施」進行推測；此外，因目前各領

分開成「自然科學領域」與「科技領域」
；此兩領域

域綱要已經公告且即將實施，如果聚焦在4.課程評

的領域綱要並在107年公告（教育部，2018a; 2018b）
。

論，也尚無益於即將上路科學和科技教育品質的提

此「科技領域」包含二部分：
「生活科技」和「資訊

升。因此，本文將以Posner架構的前兩項：1.課程文

科技」
，其中的「生活科技」和「自然科學」領域，

件與起源；2.課程本體，來檢視現有的「自然領綱」

具有密切的關聯。值此新課綱即將於民國108年上路，

及「科技領綱(生活科技)」。此外，由於科技領綱是

教科書正在編審、教師與教學正在規劃整備的時刻，

由國中開始列於自然科學領域之外限於篇幅，本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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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僅進行國中部分之比較，並藉由該比較之結果形

成主張，提供參考。

貳、國民中學教育階段「自然領綱」與「科技領綱(生活科技)」內容初覽對照
一、課程文件與起源: 領域理念與課程實施原則

者對於實際教材選取與教學設計與呈現，具有相當

本部分並不擬對形成目前領域綱要的背景多做

程度的詮釋空間，所以這些線條代表的僅是可能會

討論，此處將僅聚焦這兩領域綱要內，有關：基本理

出現關聯之處。這些線條呈現的目的並不在表現細

念、課程目標、實施要點（1、課程發展，2、教材編

部的對照，限於篇幅，這些細部對照，我們另以雙向

選，3、教學實施）之內涵對照，呈現如表一。

細目表呈現（如附錄）
；這些關聯主要是在呈現兩個

以表一中所列「基本理念」之對照為例，在「自

領域的密切關聯性，這關聯如果不透過制度上的協

然領綱」中指出：
「科學學習的內容必須考量當今科

調規範，勢必產生兩領域相通教學內容的教學重複、

學知識快速成長，以及科學、科技與其他領域/科目

或者是漏失。

相互滲透融合等事實。在課程教材的組織與選擇要

以圖一中的第一項，
「自然領綱」的「Ga-Ⅳ-5生

重視縱向的連貫與橫向的統整。」
；而在「科技領綱

物技術的進步，有助於解決農業、食品、能源、醫藥，

(生活科技)」中也指出要：
「強調科學、科技、工程、

以及環境相關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新問題」為例，

數學及設計等學科知識的整合運用，藉由強化學科

教科書編寫、教師之教學或學生的探究，可能和「科

間知識的連結性，來協助學生理解科學與工程的關

技領綱(生活科技)」的「生 N-IV-1科技的起源與演

聯，(…)，藉以強化學生的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如科

進。科技產品演進的起源、發展歷程及影響因素」
、

學、科技、工程、數學等知識整合運用的能力(…)」
。

「生 N-IV-3科技與科學的關係。 - 科學知識在科

由此可以看出，此兩領域都肯定相對的支持關係並

技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科學原理在科技產

認同應統整應用。再進一步從課程目標、實施要點

品設計與製作過程的應用」
、和「生 S-IV-2 科技對

等等內容來看，兩領綱也都具有共通的目標與達成

社會與環境的影響。- 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自然環

課程目標的策略。從此兩份課程文件來推論其課程

境的正負面影響」等等內涵相互關聯，而有在兩領

起源，可看出此兩領域的不可分割特質。

域中有相互重疊或都漏失的可能。在下圖的關聯圖

二、課程本體：學習內容

顯現出的雜密關聯圖，可見兩領域的密切關連性，

本部分主要是對照領域課程綱要的學習內容並

此關聯性若未得到重視並給予解決，教學現場的問

擇選可能會有相關的「自然領綱」
、
「科技領綱(生活

題一定層出不窮，學生在自然領域與科技領域(生活

科技)」的學習內容，分別以連結線條來表現彼此的

科技)的學習經驗將有負面的影響，對我國科技人才

可能關聯（如圖一）
。由於教科書編撰者和實際教學

的培育也一定相當不利。

參、結語與建議
為因應此兩領域課程領綱具有相當關聯的現實， 活科技)」的跨領域協調規劃小組，並發布跨兩領綱
我們對於未來此兩領域實施，提出以下幾項淺見，

之課程規範或建議文件

盼望能有助未來自然科學領域和科技領域教育品質

兩領綱學習內容之高度關聯已如上述，如果兩

的提升：

領域之課程與教學各自在領綱架構內封閉發展，那

一、應該要建立「自然領域」與「科技領域(生

麼各自領綱理念與原則中所楬櫫科學和科技應相互
2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e-NEWS

2018 年 12 月

連結、融合的主張（參見表一）
，難以落實。而且，

域亦然；在此情形下，兩領域的關聯性無法建立。因

在兩領域間可能關聯的學習重點（參見圖一）
，定然

此宜在審查之規定上建立起相互跨領域諮詢(議)機

經常性的重複教學或者漏失。因此，對此兩特殊高

制，使獨自審定機制擴大成具有兼顧此兩領域關聯

關連的領域，建議應建立跨領域的協調規劃機制，

特質的功能，使有助兩領域課程綜效的發揮。

並發布跨領綱的課程規範或建議文件，以為教科書

四、應提升此領域教師對另領域的了解與教師

編輯、教學設計之參考依據，使相關聯內容合理、適

之偕同合作

質、適量、適時的在兩領域中有序交織發生。

教師是教學中最重要的關鍵。設若自然科學或

二、出版者（社）如擬出版兩領綱之教科書應整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教師對另一領域之領綱內容毫

體規劃編寫

無所知，兩課程領綱中所指出要強化兩領域關聯與

建議出版者（社）編寫兩領綱之教科書時，應

協同之要求，將僅流於空談。因此，未來應提升領域

加強內部編輯小組的溝通協調合作，期使所編寫之

教師對另領域的了解與教師之偕同合作。在做法上

教科書不是僅滿足各自領綱之規範，更求能進一步

例如：在課程與教學之相關職前或在職進修課程，

使兩領域教科書呈現協調、互補且完整的自然科學

應包含若干程度的另一領域之內容；在教學觀摩上，

與科技的學習規劃與內容。

也應適度擴展觀摩面向到另一領域的高關聯、高品

三、兩領域之教科書審查應有相互跨領域諮詢

質的典範教學；在校內教學實務上，應加強兩領域

（議）機制

教師的合作、對話、協調、規劃，共促校內高品質的

出版之教科書需經教育部的審定辦法機制通過

自然科學與生活科技教學的落實。

（教育部，2018c, 2018d）
，目前運作上，各領域均

現今兩領域分立的情況，開啟的是新的挑戰和

設有各自的委員會負責審查，因此，成立的自然科

機會，而這正需要政府、教育夥伴等，共同集思廣

學領域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
「依課程綱要審查教科

益、投入心力資源、協同合作和努力，以奠定未來科

圖書。」
（教育部，2018c；第 7 條）
；反之，科技領

學與科技之高品質人才培育的穩健基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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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表一 「自然領綱」與「科技領綱(生活科技)」對照：理念與原則
領綱向度

基本理念

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

科技領綱(生活科技)

科學學習的內容必須考量當今科學知識快速成

(…)強調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及設計等學科知識

長，以及科學、科技與其他領域/科目相互滲透

的整合運用，藉由強化學科間知識的連結性，來協助

融合等事實。在課程教材的組織與選擇要重視

學生理解科學與工程的關聯，因此透過科技領域的

縱向的連貫與橫向的統整

設立，將科技與工程之內涵納入科技領域之課程規
劃，藉以強化學生的動手實作及跨學科，如科學、科
技、工程、數學等知識整合運用的能力(…)

三、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 一、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正確的觀念、
以及運用科技學習與解決問題的習慣，為
課程目標

適應科技時代之生活奠定良好基礎。

態度和工作習慣。
三、整合理論與實務以解決問題和滿足需求。

五、為生涯發展做準備：使學生不論出於興趣、 五、啟發科技研究與發展的興趣，(…)，從事相關生
生活或工作所需，都能更進一步努力增進

涯試探與準備

科學知能，(…)
實施要點
自然科學領域之學校課程發展應重視科目間的
統整

（一）(…)課程發展應(…)，並關照科技與科學、數
學、社會、藝術等領域間的統整，(…)
（四）生活科技之課程設計在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應
著重在創意設計，強調透過運用簡單機具及材
料處理之製作程序，來培養學生的創意與設計

1.課程發展

能力，並藉此了解科技的發展及科技與生活的
關係
（五）課程發展應以學生經驗為中心、選取生活化教
材，並(…)，連結領域/科目內容
2.教材編選

3.教學實施

(本部分無跨「科技領綱(生活科技)」之相關敘
述。另參見學習重點)

（六）教材編寫應避免與其他領域或科目有不必要
之重複，但亦應考慮與其他課程做適度之整合

（七）教師進行學設計時，宜以學生日常生活

（十三）科技領域之教學內容宜與其它如工程、數

體驗，以既有知識或經驗為基礎，引導學

學、科學、社會、藝術等領域進行橫向聯繫，

生發現問題。

促進協同教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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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自然領綱」與「科技領綱(生活科技)」對照：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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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自然科學領域與生活科技領域對照表(項次及關聯，請參考圖一)
生 N- 生 N- 生 A- 生 A- 生 A- 生 A- 生 S- 生 SIV-1 IV-3 IV-2 IV-4 IV-5 IV-6 IV-2 IV-3

自然領綱學習內容
Ga-IV-5 生物技術的進步，有助於解決農業、食品、能源、醫藥，以及環境相關的
問題，但也可能帶來新問題
Gc-IV-4 人類文明發展中有許多利用微生物的例子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Ma-IV-1 生命科學的進步，有助於解決社會中發生的農業、食品、能源、醫藥

V

Mb-IV-1 生物技術的發展是為了因應人類需求，運用跨領域技術來改造生物。發展
相關技術的歷程中，也應避免對其他生物以及環境造成過度的影響
Mc-IV-2 運用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可改善人類生活

V
V

V

V

V

V

Md-IV-1 生物保育知識與技能在防治天然災害的應用

V

Nc-IV-1 生質能源的發展現況

V

Ba-IV-4 電池是化學能轉變成電能的裝置

V

V

V

V

V

V
V

Eb-IV-7 簡單機械，例如：槓桿、滑輪、輪軸、齒輪、斜面，通常具有省時、省力，
V

或者是改變作用力方向等功能
Ka-IV-5 耳朵可以分辨不同的聲音，例如：大小、高低和音色，但人耳聽不到超聲波

V

V

V

V

V

V

Kc-IV-5 載流導線在磁場會受力，並簡介電動機的運作原理

V

V

V

V

V

Kc-IV-6 環形導線內磁場變化，會產生感應電流

V

V

V

V

V

V

V

Kc-IV-8 電流通過帶有電阻物體時，能量會以發熱的形式逸散

V

V

Mc-IV-5 電力供應與輸送方式的概要

V

Mc-IV-6 用電安全常識，避免觸電和電線走火

V

Ka-IV-9 生活中有許多運用光學原理的實例或儀器，例如：透鏡、面鏡、眼睛、眼鏡
及顯微鏡等

Kc-IV-7 電池連接導體形成通路時，多數導體通過的電流與其兩端電壓差成正比，
其比值即為電阻

Mc-IV-7 電器標示和電費計算

V
V
V

V

V
V

V

V

Nc-IV-4 新興能源的開發，例如：風能、太陽能、核融合發電、汽電共生、生質能、
燃料電池等
Nc-IV-5 新興能源的科技，例如：油電混合動力車、太陽能飛機等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Nc-IV-6 臺灣能源的利用現況與未來展望
Ca-IV-1 實驗分離混合物，例如：結晶法、過濾法及簡易濾紙色層分析法

V

Jc-IV-4 生活中常見的氧化還原反應與應用

V

V

V

V

Jc-IV-5 鋅銅電池實驗認識電池原理

V

Jc-IV-6 化學電池的放電與充電

V

Jd-IV-5 酸、鹼、鹽類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與危險性

V

Jf-IV-4 常見的塑膠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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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N- 生 N- 生 A- 生 A- 生 A- 生 A- 生 S- 生 SIV-1 IV-3 IV-2 IV-4 IV-5 IV-6 IV-2 IV-3

自然領綱學習內容
Ma-IV-3 不同的材料對生活及社會的影響

V

V

V

V

Mc-IV-3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行加工與運用

V

V

Mc-IV-4 生活中對各種材料進行加工與運用。常見人造材料的特性、簡單的製造過

V

V

V

Me-IV-2 家庭廢水的影響與再利用

V

V

V

Me-IV-3 空氣品質與空氣汙染的種類、來源及一般防治方法

V

V

V

Me-IV-4 溫室氣體與全球暖化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Na-IV-4 資源使用的 5R：減量、拒絕、重複使用、回收及再生

V

V

Na-IV-5 各種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環境的承載能力與處理方法

V

V

V

V

V

V

V

V

Ma-IV-4 各種發電方式與新興的能源科技對社會、經濟、環境及生態的影響

V

V

V

程及在生活上的應用

Me-IV5 重金屬汙染的影響

V

Na-IV-2 生活中節約能源的方法
Na-IV-3 維持生態平衡

V

Nc-IV-2 開發任何一種能源都有風險，應依據證據來評估與決策

V

V

V

Na-IV-6 人類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的基礎上
Na-IV-7 為使地球永續發展，可以從減量、回收、再利用、綠能等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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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暨2018東亞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已於2018年11月29日（星期四）至12月2日
（星期日）在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舉辦。從研討會logo設計，結合東亞各國畫作、重大科學發現/發
明，及課程應用意象之方塊組合、堆砌，到邀請與會者對於科學教育的發展趨勢講演、討論，在在體現本年
度大會主題：
「在地與全球的對話」
。本次與會外籍學者有二百餘位，連同國內學者，共有近四百位與會者，
發表近三百篇論文，出席交流相當踴躍。
本次國際研討會由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承辦。與會者來自十六個國家與地區，除了國內
與會者外，也有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港澳、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甚至還有來自
美國、加拿大、芬蘭、瑞典、紐西蘭、澳洲等地區。12月1日的開幕典禮中，東華大學趙涵㨗校長以地主身
份歡迎各國與會學者，並介紹東華大學的優美校園與卓越表現（圖一）。

圖一、開幕儀式中，國立東華大學趙涵㨗校長致詞
歡迎與會貴賓。

本研討會除論文發表、學術論壇及工作坊外，邀請了五位國際知名科學教育學者擔任專題演講，包括香
港教育大學的鄭美紅(Cheng May Hung)教授、日本靜岡大學的熊野善介(Yoshisuke Kumano)教授、韓國釜
山大學的南貞姬(Jeonghee Nam)教授、大陸陜西師範大學的胡衛平(Hu Weiping)教授，以及我國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的邱美虹(Mei-Hung Chiu)教授。
晚宴於12月2日晚間假遠雄悅來大飯店舉行，由東華大學副校長徐輝明教授以及教務長林信鋒教授主持。
晚宴邀請國立花蓮高農原住民舞蹈社和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扯鈴隊表演，獲得與會人士一致讚
賞。席間並由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理事主席頒發終身成就獎，今年得獎者有兩位，分別是陳鏡潭校長與施
河校長（圖二）。兩位校長分享其科學教育參與歷程，勉勵後生。整場氣氛溫馨熱絡，賓主盡歡。

1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e-NEWS

2018 年 12 月

圖二、第31屆終身成就獎獲獎者，
從 左至 右分 別為 陳鏡 潭校
長、施河校長。

本次大會除了會議論文資料，大會另提供花蓮地區觀光資訊與各主要景點介紹，推薦與會者會後順道
遊覽花蓮美景，享用在地美食，促進花蓮地區觀光發展。研討會閉幕之際，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理事主席
盧玉玲教授與東亞科學教育學會主席鄭美紅教授，對大會的安排以及工作人員的投入極為推崇，並對主辦
單位東華大學表示由衷感謝之意。次屆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預定為2019年12月5日至7日，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主辦；東亞科學教育學會則是2020年在韓國大邱舉辦（圖三）
。期許科學教育研究者，能夠藉
著是類研討會，再次交流卓越的研究成果。

圖三、東亞科學教育學會宣傳2020年韓國大邱研討
會。

更多兩研討會相關訊息，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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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結合虛擬化技術與真實情境，提供我們現實生活中無法直接獲知的訊息。虛擬實
境應用到天文教育上，可以解決許多傳統教學上的困境並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前言
天文學是研究宇宙的科學，也是一門觀測的學

替、星辰升落等現象。天文觀測是十二年國民基本

問，它的範圍包括宇宙中所有的天體及其交互作用，

教育課程「自然科學」領域的重要主題，學生可藉由

也包含了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天文

觀測天象變化來思考天體的運動模式和彼此的交互

的變化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每天看得

作用，並利用科學的方法來探究問題，以求得正確

到的太陽、星星、月亮等天體，和四季更迭、晝夜交

的答案，因此也可啟發學生的思考和創造能力。

傳統天文教學的困境
國小四年級的「月亮」單元中，藉由觀察月亮東

不容易將天空的星座對應到星象圖上的正確位置，

升西落，及長期觀測月相變化，可以發現月相盈虧

也不易決定何時該切換到南天或北天的星座盤。

具週期性。觀測月相必須在晚上進行，但月亮因為

在國小與國中的「太陽與四季」單元中，藉由觀

隨著地球繞太陽運轉而一天比一天晚出現，到後期

察太陽的東升西落可以發現其週期性，並察覺太陽

必須在深夜以後才能看見月亮，學生作息難以配合；

在不同季節升起與落下的方位不同，而不同季節的

而天候不佳和周遭的建築物也會影響月相觀測，這

晝夜長短和氣溫高低也不一樣。在觀測太陽時，學

些因素往往阻礙學生透過觀測建立正確的月相概念。 生可利用竿影量測太陽的方位與仰角，並使用半天
國小五年級的「星星」單元中，藉由觀測星象可

球模型來記錄太陽在天空中運行的軌跡。然而這些

以建立方位以及空間概念，並透過長時間的觀察瞭

觀測活動容易因為天氣太熱而影響記錄的進行，或

解地球自轉與星象變化的關係。然而觀測星象必定

是因為陰天、下雨而中斷記錄。要完整記錄太陽的

在夜間進行並配合星座出現的季節，且易受天候因

軌跡變化必需經歷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倘若學

素和周遭建築物的影響。使用星座盤尋找天空的星

生無法細心且有恆心的完成記錄，都可能造成資料

座時，須以指北針和量角器來測量其方位與仰角。

統整與槪念學習上的困難。

由於星座盤的方位與地平面座標的方位不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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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天文觀測系統
為了解決以上的教學困境，研究者以擴增實境

月亮），並自動記錄月相圖形、方位、仰角與觀測日

技術結合行動裝置內建的全球定位系統、電子羅盤

期、時間等資料（如圖 1）。本系統除了提供適時、

和三軸加速度感測器等功能，開發出「月相觀測系

適地的月相教學內容，並可將學習者記錄的資料轉

統」(Wernhuar Tarng, 2016) 、「自動定時、定位

換為有組織、有意義的知識，例如月球運動的 3D 軌

全球星座盤」(Wernhuar Tarng, 2017) 以及「太陽

跡以及日、地、月的相對位置變化，使觀測資料與空

軌跡觀測系統」(Wernhuar Tarng, 2018)等天文觀測

間認知連結以建立正確的月相概念。此系統在天候

系統。以月相觀測系統為例，使用者只要將行動裝

不佳時也可使用，並可設定觀測時間和運轉速度以

置對準天上的月亮，即可出現虛擬月亮與真實月亮

縮短學習時間。

重疊的畫面（真實月亮被烏雲遮蔽時也可看見虛擬

圖 1. 月相觀測系統

天球是一個虛構的巨大天體，由於銀河系的星

星象圖上（如圖 2）。由於星座圖案可幫助使用者學

球距離地球很遠，因此我們如果虛構一個巨大而透

習如何在眾多繁星中辨認特定的星座，因此本系統

明的圓球（天球），並使其球心與地心重疊，那麼我

提供了無星座圖案和有星座圖案的操作模式，並具

們可以利用地心到遠方星球之連線穿透天球的位置

有尋找星座的功能。使用者可透過系統指引快速找

來標示星球在天球上的經、緯度座標。研究者開發

到欲觀測的星座，在天候不佳或建築物阻擋時也可

的全球星座盤可根據系統內建的天球模型以及使用

利用內建的 3D 星空的來顯示虛擬星象。當使用者

者所在位置、日期與時間等資料，計算出南天與北

轉向南面天空時，系統會自動將星座盤轉至背面南

天的星象圖，還可將星座的方位與仰角自動對應到

天星象圖以方便觀測與找尋南天的星座。

圖2. 自動定時定位全球星座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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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軌跡觀測系統的組成包括：與真實太陽同

角等資料。使用者可根據竿影推算出太陽的方位與

步運行的虛擬太陽、可供推算太陽方位、仰角的竿

仰角來確認資料的正確性，或利用半天球模型來記

影以及可記錄太陽軌跡的半天球模型（圖 3）。此系

錄太陽的運行軌跡以及觀測日期、時間、方位、仰角

統可根據使用者所在位置、日期和時間計算出太陽

等資料，並可藉由設定不同的觀測時間與地點，以

的方位與仰角，使用者只要將行動裝置對準天上的

瞭解太陽的運行軌跡隨著季節和緯度不同而有所變

太陽，即可出現虛擬太陽與真實太陽重疊的畫面（在

化。

陰雨天也可看見虛擬太陽），同時顯示其方位與仰

圖 3. 太陽軌跡觀測系統

結語
以擴增實境技術開發的天文觀測系統除了提供

認、顯示太陽在天空的運行軌跡與地球繞太陽公轉

適時、適地的天文教學內容，並可將觀測資料轉換

的相對位置變化。此系統在天候不佳或建築物阻擋

成有組織、有意義的知識，使觀測活動與空間認知

時也可使用，並可設定觀測時間和運轉速度以縮短

結合以建立正確的天文概念，例如：將天空中星座

學習過程。以擴增實境開發的天文觀測系統除了具

的方位與仰角對應到星座盤的星象圖上、提供南、

有高互動性和真實感，還具備行動學習和情境感知

北面星座盤自動切換和尋找星座的功能、由竿影推

等特性，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自然科學」

算出太陽的方位與仰角並與真實資料進行比對與確

領域的天文觀測與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參考文獻
Tarng, W., Lin, Y. S., Lin, C. P., & Ou, K. L. (2016). Development of a lunar-phase observation system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and mobile learning technologies. Mobile Information System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indawi.com/journals/misy/2016/8352791/abs/
Tarng, W., Pan, J. K., & Lin, C. P. (2017). Development of a Motion Sensing and Automatic Positioning
Universal Planisphere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Mobile Information System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indawi.com/journals/misy/2017/3167435/abs/
Tarng, W., Ou, K. L., Lu, Y. C., Shih, Y. S., & Liou, H. H. (2018). A Sun Path Observation System Based
on Augment Reality and Mobile Learning. Mobile Information System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indawi.com/journals/misy/2018/5950732/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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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是目前科學教學中強調培養學生的能力之一，如何設計能吸引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器材簡便
易取得的實作，對於有志於發展科學實作的從業者而言，是相當艱鉅的任務。筆者多年來經營「科學遊戲實
驗室」網站，陸續由書籍、網站蒐集具有吸引力又簡易的科學實驗。近年來留意到學術論文中，有相當多可
以運用到科學實作的實驗，只要器材與內容經過簡易化的設計，學術研究可以提供中小學科學實作相當豐
富的素材。
以下例子包含操作與理解的適合年級建議，這些建議尚未經過實徵研究的確認，是筆者實施於中小學
推廣教學後的經驗歸納。這些源自於期刊或專書論文的實驗現象相當有趣，能引起學生的動機與專注力。下
方的 QR Code 可連結筆者網站中撰寫的圖文介紹及實驗影片。

活動名稱

圖文介紹

實驗影片

參考文獻
Vella, D., & Mahadevan, L. (2005). The

1.

Cheerios effect.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喜瑞爾效應

73(9), 817–825.

國小學生可進行實作，概念理解建議國中以上
Kiehn, R. M. (2006). Falaco solitions- Cosmic
strings in a swimming pool. In L. V. Chen
2.

孿生渦流

(Ed.). New developments in soliton research (pp.
149-182).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國小學生可進行實作，概念理解建議國中以上
Couder, Y., Boudaoud, A., Protiere, S., & Fort,
3.

E. (2010). Walking droplets, a form of wave-

跳舞水珠

particle duality at macroscopic scale?
Europhysics News, 41(1), 14-18.

實作以及概念理解，建議國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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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影片

參考文獻
Zheng, Z., Kim, H., & Atone, H. A. (2015).

4.

Controlling viscous fingering using time-

薄膜指紋

dependent strategie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5, 174501.

實作以及概念理解，建議高中以上

更多相關訊息請見
科學遊戲實驗室網頁

附註
「科學遊戲實驗室」網站的內容已集結出版五本專書，分別如下（皆為台北：五南圖書公司出版）：
1.許良榮（2009）
：玩出創意：120 個創新科學遊戲。2011 行政院新聞局第 33 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科學類）
2.許良榮（2011）
：玩出創意 2：48 個酷炫科學魔術。第三十六屆金鼎獎（兒童及少年圖書獎：科學類）
3.許良榮（2014）
。玩出創意 3：77 個奇趣科學玩具。文化部第 37 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科學類）
4.許良榮（2016）
。玩出創意 4：55 個玩悅科學實驗。文化部第 39 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科學類)
5.許良榮（2018）
。玩出創意 5：50 個魔法科學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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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筆者擔任高中化學的教學十多年，一直希望學

提供許多有趣的科學實驗，使用的材料容易取得並

生畢業後就算用不到化學，至少對化學的印象是不

且新奇好玩，很適合讓學生進行課本以外的實驗與

排斥的。近幾年發現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許良榮教授

教學，列舉分享於後。

架設的「科學遊戲實驗室」網站，可以下載複製，

多元選修課程
108 新課綱規定高中必須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因

進對化學的興趣。筆者從「科學遊戲實驗室」尋找合

此忠明高中於 2016 年開始鼓勵老師開設多元選修

適的教材，例如「大象牙膏」
、
「酒精砲彈」
、
「製作葉

課程，化學科老師們共同開設了一門「食尚玩家」課

脈標本」等。除此之外物理老師也有開設「物理世界

程，介紹食安問題相關的化學知識，製作護唇膏、防

導覽」課程，某次上課我讓學生挑戰「提起三角鼎」
、

蚊液、乳液等日用品，以及玩些有趣的化學實驗增

「引水向上」，最後公布解答時讓學生驚訝不已。

課堂示範實驗教學
為了增加學生對化學的興趣，筆者會準備一些

沾了酒精水溶液的鈔票點火燃燒，學生對化學的熱

示範實驗，例如高一基礎化學 1-4 溶液單元，提到液

情也被點燃起來。另一方面，高一基礎化學的實驗

體的體積不具加成性，這時筆者會用量筒裝酒精和

「硝酸鉀的溶解與再結晶」、「化學反應熱的測定」

水進行示範；100mL 酒精+100mL 水變成 198mL 酒

都會使用到硝酸鉀，做完實驗後藥品丟棄很可惜，

精水溶液並且放熱。既然都混成酒精水溶液了，於

筆者回收硝酸溶液，讓學生額外作「隱形墨水」
，燒

是順便拿出一張千元鈔票示範「燒不壞的紙」
，看到

出各種作品讓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舉辦校外活動
本校設有國中部，兼顧科學傳播與招生宣傳，

擔任關主，帶小朋友做兩個筆者最喜歡的科學遊戲

會與附近的國小合作辦理活動。例如 2018 年與健行

「酒精砲彈」與「引水向上」
，活動時間結束了小朋

國小協辦「大手牽小手科學趴趴走」活動。由高中生

友還欲罷不能，排了很長的隊伍想要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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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教學活動
忠明高中常有外國學校來參訪，遇到語言不通時，科學遊戲是跨越國際的語言，例如 2017 年日本青
森縣高校來參訪，筆者雖無法使用日文教學，但是卻可以帶他們和本校學生一起製作「天氣瓶」；本校學
生會用英、日文夾雜的方式協助友校學生（圖一）
，而友校的學生則是介紹日本的文化（圖二），透過文化
與科學的交流，兩方學生都獲益良多。

圖一、學生以英文和日文向日本學生解釋實驗步驟。

圖二、友校學生介紹日本的文化。

更多相關訊息請見
必榮老師部落格

2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 e-NEWS

2018 年 12 月

本會於第 34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暨 2018 東亞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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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理、監事的推動下繼往開來。

理事名單
續任名單 (11 人)

新任名單 ( 10 人)

王子華教授（副理事長）

朱慶琪教授

古智雄教授

李松濤教授

佘曉清教授

林淑梤教授

吳穎沺教授

段曉林教授

周金城教授

張文華教授

林靜雯教授

張俊彥教授

高慧蓮教授

傅麗玉教授

許良榮教授

溫媺純教授

趙涵㨗教授

劉湘瑤教授

蔣佳玲教授

鄭夢慈教授

盧玉玲教授（理事長）

監事名單
續任名單 ( 4 人)

新任名單 (3 人)

邱美虹教授

王國華教授

黃萬居教授（監事主席）

張美玉教授

靳知勤教授

賴慶三教授

顏瓊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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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歡迎各位加入本學會成為本學會會員。會員資格、入會申請方式說
明如下，如有任何問題，敬請來函（電）與秘書處聯繫。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學會宗旨，並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填具會員入會申請表，並繳納相關會費後，得為本會會員。
1. 普通會員：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廿歲，在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對科學教育有興趣，經會員
二人介紹者。
2. 學生會員：凡在國內專科以上學校肄業對科學教育之研究有興趣，經就讀學校科系師長推薦者。
3. 團體會員：凡與科學教育有關之機構。
4. 永久會員：凡普通會員一次繳納二十年之常年會費，得永久免納常年會費。

入會申請

會員入會申請表

會費及學刊訂閱收費標準

聯絡資訊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秘書處
電

話：(02)2732-1104 轉 53462

電子信箱：2012ase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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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民國 86 年至 97 年期間鼓勵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教師、學生成為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永久會員名單
年分

姓名

86

王O春

87

服務單位

年分

姓名

臺北市立師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93

陳O綸

基隆市碇內國小

劉O權

臺北中山國小

93

鄭O文

大橋國小

87

陳O璋

臺北市立師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93

卓O銘

基隆市港西國小

87

潘O泰

臺北百齡國小

94

游O福

新北市福連國小

87

武O華

臺北市立師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94

侯O雅

臺北市幸安國小

87

黃O源

臺北麗山國小

95

林O雯

臺北市立教大科教碩士學位學程

87

蘇O瑜

臺北市立師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95

許O芬

新北市三重市集美國小

91

卓O夙

臺北芝山國小

95

鄭O穎

桃園市成功國小

91

陳O成

95

胡O華

新北市思賢國小

91

陶O

臺北市立師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95

李O銘

桃園市瑞豐國小

91

林O詩

臺北市立師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95

陳O根

桃園市幸福國小

91

陳O志

臺北立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96

楊O德

桃園市大竹國小

92

林O鈞

北市師科學教育研究所

96

余O陽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小

92

邵O光

茄苳國小

96

郭O旭

臺北市中正國小教務處

92

黃O業

大崁國民小學

96

林O廷

臺北市幸安國小

92

葉O儒

新北市樹林國小

96

羅O紋

桃園市平興國小

93

余O樑

新北市沙崙國小

96

林O津

新北市樹林國小

93

傅O芳

廣興國小

96

郭O賓

桃園市揚心國小

93

陳O薇

基隆市成功國小

96

李O雪

臺北市古亭國小

93

張O惠

臺北市士林區富安國小

96

游O萱

新北市青山國中小

93

李O倩

樹林國小

96

勵O貞

臺北市中山國小

93

邱O鈞

樹林市大同國小

96

李O晶

臺北市永春國小

93

王O弘

臺北士林區雙溪國小

99

吳O生

新北市光復國小

93

蔡O銘

臺北市大同國小

99

李O順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資系

共計 4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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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民國 86 年至 97 年期間鼓勵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教師、學生成為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普通會員名單
年分

姓名

87

王O坤

91

服務單位

年分

姓名

臺北市大安國小校長

91

許O雯

新北市光復國小

黃O信

臺北市老松國小

91

詹O宗

臺北市石牌國小

91

丁O中

新北市永平國小

91

徐O媛

桃園市西門國小

91

喬O莉

百齡國小

91

張O居

板橋市江翠國小

91

吳O緯

新北市林口鄉麗玲國小

91

趙O麟

五股國小

91

劉O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小

91

黃O珍

東新國小

91

熊O棻

臺北市武功國小

91

黃O揚

新北市德音國小

91

趙O敏

新北市同榮國小

91

黃O怡

國語實小

91

林O珍

新北市文聖國小

91

曾O文

新北市永平國小

91

曾O玲

臺北市立師院科教所

91

楊O文

文化國小

91

陳O亦

七堵國小

91

陳O義

臺北市北投區文山國小

91

陳O寰

新北市蘆洲市仁愛國小

91

曹O豪

新北市五股國小

91

陳O雯

臺北立師範學院科教所

91

王O芬

新北市仁愛國小

91

黃O山

新北市立文昌國小

92

林O詩

臺北市立師院科教所

91

張O琪

臺北市南湖國小

93

王O宏

新北市永福國小

91

蔡O菱

柑園國小

93

吳O萱

臺北市大湖國小

91

林O卿

臺北市立師院科教所

93

張O本

臺北市萬大國小

91

蘇O勇

北市立教育大學科教所

93

盧O真

新北市鷺江國小

91

徐O琪

北市立師範學院科教所

93

吳O雲

臺北市劍潭國小

91

黃O誠

台北市立師院科教所

93

楊O超

臺北市社子國小

91

洪O儀

台北市立師院科教所

93

盛O惠

臺北市立南港國小

91

盤O芸

臺北市立師院科教所

93

辜O昌

新北市蘆洲市仁愛國小

91

劉O惠

臺北市立師院科教所

93

林O汝

東門國小

91

曾O芬

光明國小

93

曾O華

光仁小學

91

陳O怡

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小

93

程O璋

桃園市大安國小

91

李O慧

臺北市立南港國小

93

陳O芬

新北市永福國小

91

胡O怡

臺北市實踐國小

93

陳O秀

臺北市立銘傳國小

91

余O頌

彭福國小

93

林O卿

桃園市中原國小

91

謝O仁

桃園市海湖國小

93

周O娟

汐止國小

91

吳O蓉

臺北市天母國小

93

楊O德

鷺江國小

91

鄭O玲

臺北市立立農國小

94

李O義

臺北市大佳國小

91

廖O志

臺北市雙連國小

94

薛O琦

新北市樟樹國小

91

黃O伶

桃園市盧竹國小

94

郭O同

新北市立育林國小

91

田O明

臺北市忠孝國小

94

楊O貝

桃園市楊心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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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姓名

94

郭O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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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年分

姓名

大忠國小

95

蔡O慧

臺北市東門國小

翁O菁

新北市思賢國小

95

徐O敏

新北市中正國小

94

楊O智

臺北市立三興國小

95

洪O志

臺北市螢橋國小

94

林O棻

臺北市銘傅國小

95

范O紹

臺北市文林國小

94

郭O君

桃園市中平國小

95

陳O清

臺北市五常國小

94

林O慧

私立光仁國小(臺北市)

95

洪O堂

新北市金美國小

94

黃O唐

基隆市七堵國小

95

王O慧

臺北市東門國小

94

張O榮

臺北市中山國小

95

陳O平

臺北市仁愛國小

94

顏O文

中山國小

95

劉O君

臺北市東園國小

94

林O蓉

桃園市立迴龍國中小學

95

連O瑤

新北市新莊國小

94

黃O惠

新北市光興國小

95

劉O琦

桃園市水美國小

94

黃O綸

麗山國小(臺北市)

96

吳O聰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小

94

陳O祥

三重市重陽國小

96

陳O玲

深坑國小

94

張O莉

中壢市新明國小

96

林O儀

臺北市東門國小

94

邱O綺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

96

鄭O文

臺北市石牌國小

94

龔O立

大理國小(臺北市)

96

張O婷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小

94

賴O慶

臺北市西門國小

96

劉O欣

臺北市華江國小

94

吳O雯

臺北市中山國小

96

黃O儀

埔墘國小

94

宋O恩

新北市重陽國小

96

戴O憐

新北市蘆洲市仁愛國小

94

鄭O忠

臺北市立農國小

96

蔡O佑

臺北市立東門國小

94

江O銓

新北市安和國小

96

蘇O誼

臺北市北投國小

94

徐O勝

新北市汐止秀峰國小

96

林O勳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小

94

賴O修

臺北市葫蘆國小

96

林O旻

桃園市龜山鄉長庚國小

94

林O如

臺北市五常國小

96

陳O瑜

雙蓮國小

94

王O棠

臺北市東新國小

96

劉O秀

桃園市圳頭國小

95

殷O仁

臺北市建安國小

96

許O誌

基隆市七堵國小

95

嚴O馨

新北市育林國小

96

張O奇

臺北市大理國小

95

謝O澤

新北市正義國小

96

陳O良

興隆國小

95

蘇O晟

桃園市建德國小

96

柯O利

臺北市立民權國小

95

楊O棋

新北市五股國小

96

李O威

臺北市立中正國小

95

林O賢

新北市新埔國小

96

簡O勛

武林國小

95

強O麟

臺北市建安國小

96

邱O偉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小

95

王O鍵

臺北市仁愛國小

96

徐O檀

補教業

共計 13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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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受鼓勵進而攻讀科學教育領域博士班學生名單
姓名

1

林靜雯

2

鄭可偉

3

鄭一亭

4

吳文龍

5

廖靜玫

6

黃善美

7

林慧慧

8

徐瑜敏

9

林文賢

10

莊淑芬

11

王偉丞

身分

就讀期間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系

81.09 ~ 85.06

大學部

導師班學生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自然科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生

教育行政與評鑑組

90.09 ~ 92.1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92.09 ~ 94.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88.09 ~ 90.12

University of Kent Ph.D. program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

88.09 ~ 90.12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自然科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生

進修單位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科學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

88.09 ~ 90.1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自然科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94.09 ~ 96.0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自然科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生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95.09 ~ 97.0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所

98.09 ~ 100.0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所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科學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科學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科技教育組

95.09 ~ 97.06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系
自然科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研究生

課程與教學組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97.09 ~ 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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