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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玉玲教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接下學會的棒子轉眼間已屆滿二年，這段時間裡感謝全體會員、理監事、
監事會主席、副理事長和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學刊主編、研討會主辦單位師長
的指導、協助、奉獻與支持，讓學會的工作順利推動且不斷成長。特別是各位
師長及同仁的努力下，除延續性活動外，還有年度特別活動與新思維的注入，
讓學會能展現活動的多元性與創新性，新會員的加入也有相當的成長。

本年度循往例由學術委員會李松濤主任委員規畫辦理「暑期研究生學術工
作坊」，今年特別加強鼓勵參加者加入本會成為會員，因此本會增加許多年輕的
生力軍。在國際委員會溫媺純主任委員的聯繫，本會續與 NARST 簽署合作備忘
錄並持續推展各項國際學術合作。獎勵委員會在傅麗玉主任委員的努力下，延
續去年放寬最佳科學教育研討會論文獎申請資格，增加獲獎名額外，今年再續
修改「中小學教師教學卓越獎評選作業要點」作業要點放寬申請資格，擴大申
請對象，獎勵優質教學與研究。活動委員會在劉湘瑤主任委員籌畫下，除了辦
理科學教學研習活動外，因今年適逢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YPT），活動委員
會配合辦理相關慶祝 IYPT 的化學元素週期表教具、媒材設計比賽，本活動能順
利完成並有豐碩成果，要特別感謝學會監事邱美虹教授的籌辦與聯繫。此外，
出版委員會林淑梤主任委員在本年度的 E-NEWS 投入許多心力，每次出刊總帶給
大家不同的主題與新的體驗。例如:專訪式的報導，讓會員與閱讀者認識長期投
注科普教育的重要人物。又如，介紹科教研究產出的科教特色產品與教育應
用，增進會員與閱讀者對科教研究實務與教育資源的了解。這對科教研究及實
務的交流，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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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所發行之「科學教育學刊」是科學教育學術研究成果交流的重要園
地，本學刊榮獲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之『知識影
響力獎：臺灣出版之中文期刊「107 年之 5 年影響係數」最高』之榮譽，這是
歷屆主編、投稿學者、編輯委員、審稿教授及編輯團隊的努力成果。現任總編
輯林靜雯教授，除持續致力提高學刊的學術品質外，並規劃擴增稿約範圍，讓
大專院校理工相關學系教師能認識「科學教育學刊」，並能將其優質的教學實踐
研究成果發表於學刊，相信更能擴大學刊的學術影響力。

此外，一年一度的科教國際研討會也在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楊芳
瑩所長及所上師長的努力與籌辦下，順利完成。明年將由高師大科教所承接辦
理，期待科教界的老幹新枝能共襄盛舉共創科教新榮貌。

對於以上各委員會、本會科學教育學刊、本會研討會能有今日的規模並持
續擴展推動，在此，我除了感謝本屆的各主任委員外，也特別謝謝去年、乃至
以往理監事主席、理監事及各主任委員等所建立的基礎。此外對於各項活動過
程中，許許多多無私奉獻時間精力的師長、同仁，我也要致上最誠摯的敬意和
謝意。就是因為大家熱情的牽引，我們這科學教育社群才能在提升我國科學教
育水準的道路上，三十年持續不懈。

值此歲末，藉此機會祝福大家 新年萬事吉祥如意! 並感謝兩年來的協助與
包容!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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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芳瑩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本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2019I CSET)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辦，科學教育研究所為主
要承辦單位，研討會已於 12 月 5 日（四）及 6
日（五）舉行。本次大會主題為「變動世代的
科學學習與科學教育研究」
，這個主題之訂定是
為了反應目前台灣以及世界各國的教育改革運
動而發想所得。根據 OECD Learning Framework
2030 以及美國下一代科學標準（NGSS），培養
未來公民面對個人、社會及全球議題的「競爭
力」或「勝任力」（competences）是國際上未
來 10 年主要科學教育之方向，台灣也正是在這

第 35 屆科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盛況

樣的教育改革浪潮之下，因此，本次研討會關
本研討會邀請專題演講的講座專家來自加

注的主要項目包含：科學素養與勝任力（台灣

拿大（Prof. Patrice Potvin）
、台灣 (中央大
學劉晨鐘教授)、美國 (Prof. Mike Spector)
與印度 (Prof. Kaushal Kumar Bhagat)。
Prof. Potvin 以腦神經科學的角度剖析概念改
變的困難：中央大學劉晨鐘教授分享其在數位
合作學習研究之經驗與運用眼球追蹤法的研究
結果；人在美國德洲的 Prof. Spector 與人在

多以「素養」稱 competences）
、勝任力（素養）
導向的科學課程，勝任力（素養）導向教學策
略、新興科技的科學教育應用、STEM 課程發展
等等。

台灣的 Prof. Bhagat 以視訊會議的方式共同
介紹一個以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為主的 3D 遊戲
學習環境。

台灣科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盧玉玲教授於 ICSET 開幕演講
師大蔡今中講座教授與大會主席楊芳瑩教授
頒發感謝獎項予 Prof. Patrice Pot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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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討會為了加強國際對話，特舉辦了一
特殊的講座論壇，主題是：
「臺灣與新南向國家
科教現況解析」，會中邀請泰國官方 IPST Dr.
Chaiwuti Lertwanasiriwan、越南河內國立教
育大學 Prof. Nguyen Van Hien 與印尼日惹大
學 Prof. Agung Wijaya Subiantoro 等，科學
教育專家學者以及本校科學教育中心主任張俊
彥教授進行演講及會談，這場論壇使研討會參
與者對鄰近台灣的東南亞各國的科學教育現況
及發展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也期望因為更多

科教學會理事長盧玉玲教授頒發感謝獎項予
中大劉晨鐘教授

地相互瞭解能增進彼此的尊重與互惠。

（越南）

（泰國）

美國與台灣連線之遠距專題演講，由 Prof.
Spector 及 Prof. Bhagat 聯合演說

（印尼）

（台灣）

講座論壇 Pane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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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討會也有數場因應 108 課綱的精彩
座談與工作坊，這些座談與工作坊吸引了許多
在職科學教師的參與，迴響相當大，可說非常
成功。

精彩的座談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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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濤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科學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
2019 年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所舉辦的

關係。靳教授從師資培育的觀點切入，除了鼓

學術工作坊內容包含了六個場次的專題演講，

勵自然師資培育應該與學術研究整合之外，也

分別從科學教育與環境教育、社會性科學議題、

提醒研究生們注意科學知識產生的方法與過

跨領域科學教育的延伸、科學教育的社會文化

程，其中尤其應該注意科學素養的教學與評量，

面向、科學媒體的傳播與溝通以及科學史哲反

更以國際學生素養評量(PISA)的計畫為例，結

應在科學教育的應用等面向提供研究生相關研

合 12 年國教課綱的內涵讓學員們理解背後的

究領域的參考。

哲學基礎與實際應用，對於現職老師的學員而
言，也提供了非常實用的實務與研究參考架構。

在二天的研習活動中，學會除了邀請到了
台灣北、中、南、東等各大學的科學教育相關

第三場學會邀請到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研究學者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研究經驗分享之

王子華教授分享。王教授仔細介紹了數學、技

外，本學會的理事長盧玉玲教授與監事主席黃

術、工程與科學等跨領域計畫的發展歷史脈絡，

萬居教授更是全程參與與關心學員們的學習狀

更分享了清華大學在 STEAM 教育的實際規劃

態，對於此次參與約 35 位的研究生而言，相信

經驗， 更分享了自己在台大跨領域課程當中參

絕對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

訪的各類經驗， 也將清華大學 STAEM 學校教
育的課程模式做了相當詳細的介紹，同時鼓勵

第一場次學會邀請到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

在場老師與學員可以積極的加入這項跨領域教

育研究所的劉湘瑤教授進行分享。劉教授從個

育的實踐，對於科學教育概念的延伸，也讓參

人的研究經驗開始，介紹環境教育與科學教育

與的學員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之間的概念連結，並從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面
第四場次則是由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

向引入了環境的概念，也為研究生認識社會性

學系的蔣佳玲教授負責。蔣教授從科學認同的

科學議題的角度做了一個很好的鋪陳︒此外，

角色切入，從社會、文化等面向讓學員們了解

劉教授也以科學月刊的一篇文章為例，藉由蓪

科學教育關心的不同向度，也提醒大家，科學

草的歷史故事為研究生概略介紹了行動者網路

認同可以透過教學的實踐而改變，所以每一個

以及科學知識仲介者之間的關係，讓學生們對

人都應該關心科學教室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於科學知識跨領域的表現特性留下了深刻的印

事，最後，蔣教授也提出了幾項省思性的問題，

象。

例如，科學學習到底是誰的事情?我們在教的是

第二場次學會邀請到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

誰的科學?科學教育的目的究竟為何?等，相信

育與應用學系的靳知勤教授來分享。靳教授的

對於研究生而言，一定可以留下相關的思考刺

演講主題是科學素養與社會性科學議題之間的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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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學會邀請到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工作坊的總評分別為 4.6 分與 4.7 分，其餘對

黃俊儒教授分享。黃教授從電視劇集的片段切

於講者、內容、時間、場地與行政等向度的評

入，鼓勵研究生關心科學傳播情境當中跟科學

分也都介於 4.4 分至 4.8 分之間，顯示研究生

有關的因素。例如說明式的文本與敘事性的文

們對於此次工作坊大多保持正向的態度與感

本，好科學跟壞科學的特性等。並從自己過去

受。除了一般正向回饋之外，也有一些建議可

在科學新聞、流行歌曲與影視戲劇等相關科學

以值得後續類似活動做為參考，例如，
「希望老

傳播的研究議題當中， 抽象出分析架構與未來

師們能分享簡報部分內容，不需全部，精華及

可能的研究空間，也為研究生的未來研究點出

可，僅限與會者複習之用(可跟與會者簽署使用

了許多可能與有趣的方向。

同意書)」
、
「雖為工作坊，但討論與學員參與的
比例仍偏少，期許未來在講座與議題討論的比

最後一場學會則是邀請到高雄師範大學理

例能做調整」、「每個演講中希望有休息時間」

學院洪振方教授分享。洪教授從科學史哲的角

以及「可以多點小組討論時間，例如分組，二

度切入，除了為研究生們解釋了科學哲學的一

天小組討論後可以做一個回饋，這樣可以認識

些淺顯內容之外，也從科學史當中的實例分析，

不同學校和業界的人」等，相信學會後續也會

讓研究生們了解實驗、推理與數學建模等元素

納入爾後舉辦類似活動的參考。

之間的關係，除了為新課綱探究與實作的教學
方式提供參考以外，也讓參與學員們對於科學

而在質性心得回饋方面，來自台灣師範大

本質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在兩天的研習過程當

學的陳薏琪同學就表示：
「在這兩天的幾場講座

中，參與學員們都相當投入。而在每天的研習

下，雖然有許多觀念都是我曾經所學過的，不

結束後，學會也特別安排了心得分享、問題解

過將這些科學教育的內容重新認識後，我也同

答與座談互動，分別由主辦人邀請國立台北教

時有了更多不同的啟發。在兩天的最後，透過

育大學林靜雯教授與周金城教授兩位指導教授

和不同學校的學生交流，我也聽到了不一樣的

以分組方式進行，參與學員可以在這段時間當

觀點以及想法，這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特別的

中分享當日所學心得，也可以透過小組討論的

體驗。能夠參加這次的工作坊，我認為自己也

方式，經過集思廣益之後向二位指導教授提出

收穫了很多，同時也對於自己的論文有了更不

問題，進行概念上的釐清。

一樣的想法架構產生，這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
學習機會。」。

學會在二天的研習之後，也分別收集了參
與學員的一些回饋與感想，在量化問卷回饋方
面，根據李克特式五點量表的分析，在所收到
近 30 份的回饋表中，參與學員們對於二天研習

7

來自台中教育大學的陳宥瑩同學也提到：

及科教夥伴，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可以跟大家互

「這兩天共六場演講、兩場討論會，收穫滿滿。

相交流！」。

在科學教育中，雖無法用短短兩天的時間，把
所有科學教育目前研究的展望與目標全部呈

俗話說，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於新

現，卻確實帶給我們許多的反思。而在討論會

進科學教育研究社群的新人，科學教育學會學

中，我們和原本互不認識的朋友之間得到許多

術委員會非常高興可以有這個機會舉辦這樣的

啟發，不同背景的夥伴有著不同的思考方式，

工作坊來嘉惠後進莘莘學子，也衷心感謝願意

而想法相互碰撞進而交織出不一樣的新想法。

在此次工作坊分享研究成果的各位教授學者以

而在演講中的小疑問，也能在每次的討論中得

及投入行政支援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工作夥

到意料之外的看法。這些都是這次工作坊活動

伴們，因為有您的大力支持，科學教育的研究

中，得到的寶貴收穫！」。

社群才會持續的茁壯成長。

另外一位張宏期同學則是指出，
「一整天的
活動中最令我耳目一新的是，下午的心得分享
提問，有別於以往我所參加的工作坊，這次的
工作坊在一天的專題演講之後有一節課的分組
討論提問時間，雖然大家現在都在科學教育相
關領域，但工作領域或是背景可能不盡相同，
同一件事情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切
入點，彼此可以激起不一樣的火花，這對於不
2019/8/15 上午大合照

管是在科學方面的研究或是在未來的工作領域
都大有幫助。」
；而遠自高雄師範大學科環所而
來的蘇子珺同學則是分享說，
「兩天的活動十分
充實，六場專題演講的內容是有脈絡性的串連
起來。從開場的跨領域研究、科學素養、STEAM
學校的跨領域教學模式，到科學認同、科學傳
播研究再回到科學史，講者們串場的方式都很
活潑，利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及簡單的語句讓學
員（尤其是科教新手）能直接了解其定義或是
想要傳達的理念、想法，真的受益良多！……
很開心能參加到這次的活動，認識了許多師長

2019/8/15 下午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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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田博士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由於本人二年前參加陝西師範大學舉辦的

STEM」
，完成後，文學面向者可以編標語口號，

七 天 東 亞 科 教 學 會 (East-Asia Association of

語言面向者可以宣傳，則 STEM 2 可以更實用，

Science Education [EASE]) summer school，聆聽

第一次聽到。香港教授介紹 STEM 的評量方式，

六場科教演講，認識許多亞洲國家的博士班學

使用知識、能力、態度三個面向。和我的研究

生，分享彼此的博士研究。並且，還參觀秦皇

數學素養，也是用知識、能力、態度三個面向

陵、博物館、文物館與回民街等景點，整個活

評量，有相同之處可以好好參考。相信每位參

動過程收穫極大。因此，得知 EASE Autumn

加博士生都有滿滿的收穫，對於寫 paper 有極

School 2019 在日本靜岡大學舉行，更是令我充

大幫助。

滿期待。這次同時參加 EASE Autumn School
三、三場報告、潛能爆發

2019 (9/16-22)和日本理科教學學會(Society of
Japan Science Teaching [SJST]) 舉 辦 的 年 會

七天內完成個人博士研究報告、分組合作

(9/23-9/24)，用英文發表博士研究的論文。以下

議題報告、日本 SJST 全國理科教學年會報告，

為個人參加兩個活動後的心得和經驗：

後二場不是預期的，是熬夜趕工的。幸好有其

一、日本人辦活動，注重細節，充滿熱情

他同學的幫助、互相鼓舞，好像完成不可能任

從年初簡章公布，到報名、錄取、報到，

務一樣，非常難得的體驗。參加此次活動大部

都有專人聯繫，能感受到主辦者辦活動的用心。

分是博士班高年級學生，有些已經在大學任教、

其中有三天是去住在深山裡聽教授的科教演

有些即將畢業。來自韓國 5 人、大陸 5 人、日

講，和分組活動報告彼此的博士研究，所用到

本 4 人、泰國 6 人、香港 2 人、印尼 2 人、台

的文具、投影機、設備都是由山下搬上去的，

灣 2 人，共 26 人參加。有這次 8 天的相處，友

需要額外細心準備。過程中除了演講、報告外，

誼迅速加溫，在往後日子彼此可以分享各國的

還有爬山、抓魚烤魚活動，也需要費心張羅，

科教研究，收穫極大。

負責整個 autumn school 活動只有三個博士班
學生，沒有任何怨言，反而充滿熱情和笑容為

四、完全免費、推薦參加

參加者解決任何問題，辦活動的能力與態度值

除了自費機票外，所有活動包含吃、住、

得好好學習。

交通、書籍、資料完全免費。推薦博士生以後
要把握機會參加，會有滿滿收穫。

二、七場演講、大開眼界
聽到新名詞 STEM 2，在原本 STEM 中加
入社會、文學、語言…等面向，使 STEM 面向
更多元、運用更廣。例如：要做「節省能源的

9

台師大林陳涌教授演講

分組報告

參觀景點、遠望富士山

清晨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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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烤魚活動

劉晨鐘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
隨著 108 課綱的到來，開始邁向素養導向

利用 CoSci 教學時，方便設計活動與監看學生

的教學，在素養導向教學的命題下，科學學習

狀況，能有許多彈性空間 Chang et al. (2017)。

的方法也大為改變，強調讓學生從既有經驗出

以下我們將介紹三個常見的 CoSci 教學運用。

發，透過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讓學生
具備科學核心知識、 探究實作與科學論證溝通
能力 (教育部，2016) 。但具體操作要如何進行
呢？本篇將從數位化科學模擬提出了一些方法
給予老師們建議。

透過簡易的科學模擬幫助提升探究能力
在 108 新課綱中，在學習表現有三大重點，
分別是科學認知、探究能力與科學態度與本質。
其中科學探究能力非常不易於教學中實現，然
而因為課堂學習時間有限，探究需要大量的時
間來醞釀、帶領操作，或前置準備，對於教師
圖 1 CoSci 科學模擬平台展
示

而言，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因此若能利用簡易
的數位化的模擬實驗，讓老師輕鬆帶著學生進
行探究，或許可以解決不易實施科學探究的問
題。

CoSci 科學模擬協助科學探究之運用
CoSci 為本團隊(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
究所)所研發的科學模擬網站平台(如圖 1)，裡
頭有將近 100 個以國中物理為主題的電腦動

畫模擬，像是力學、電磁學、光學、熱學等。
而過去我們也利用 CoSci 進行融入課堂與
研究(如圖 2)，也發現結合 CoSci 的功能所
設計的教學活動相較傳統的教學方法能有
更佳的學習效果。其數位化的方式呈現與
合作學習的功能，具有許多優勢。當教師在

圖 2 團隊與國中教師合作將 CoSci 融入國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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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式探究問題解決

輕實驗的推理論證
在學習科學中常會遇到一些迷思，透過

在傳統學習自然科學時，除了實驗之外，

CoSci 的科學模擬，可以讓學生在模擬上進行

多半只是個人學習，在新課綱所強調的探究能

簡單的輕實驗，進行推理論證，例如「淋到多

力中，也強調同儕合作的重要性。因此若能夠

少雨?」這個模擬如圖 3，藉由生活中的小問題，

有效的促進學生在科學探究中去思考與討論，

下雨該不該跑而延伸出的模擬。讓學生藉由這

是非常關鍵的。CoSci 在科學模擬中加入了合

個實驗去觀察不同速度所淋到雨量去比較驗證

作探究的機制，學生可以藉由行動載具如手機、

學生的想法與論述。老師只要預先設計和此模

平板進行合作，解決一個科學問題。加入團隊

擬相關的學習單，就能較輕鬆的做到讓學生有

只要透過一個 QR code 就可以進行活動，過程

機會去學習推理論證。而我們也發現這種模式

中在團隊中任何一人所設定的變數都會被看

的教學也經過實驗發現有顯著的學習效果，並

見，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彼此的動作，因此必須

且相較於傳統模式學生，其培養的出更佳的科

討論協調才有能解決問題。例如，當探究這個

學素養。

模擬─等速車子與加速度腳踏車要如何同時到
達時，兩人必須根據測試的數據與產出圖表去
討論出相關的變數，再執行模擬，才能最快的
解出答案。

圖 3 淋到多少雨模擬介面
圖 4 CoSci 合作模式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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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翻轉式探究教學活動─在家實驗，課堂討論
除了上述提出的方式來強化素養導向的學

教育部(2016)。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習外，CoSci 平台也提供老師建立活動如圖 5，

—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

讓學生可以按照老師所設計的教學活動進行探

科領域。台北：教育部。

索，例如要學習壓力之前，可以先讓學生進行

Chang, C.-J., Chang, M.-H., Liu, C.-C., Chiu, B.-

不同容器形狀的壓力模擬實驗，並給予相關素

C., Fan Chiang, S.-H., Wen, C.-T., Hwang,

養導向題目，了解學生先備知識與想法，課堂

F.-K., Chao, P.-Y., Chen, Y.-L., & Chai, C.-

上再根據這些回饋，針對學生的問題做實驗與

S.. (2017).An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討論。

Problem-Solving Activities Mediated by
Individual-based and Collaborative
Computer Simulations.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33 (6), 649-662.

 更多訊息請上網搜尋 CoSci.tw 查看科
學模擬網站或掃描 QR Code 加入社群
或官方粉絲專頁。
圖 5 CoSci 翻轉式探究教學活動介面

結語
除了上述的教學應用外，CoSci 也支援學
生進行個人探究或是老師利用模擬設計獨特的
教學活動，網站也自動紀錄學生的學習歷程，
讓老師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另外在模擬方面，
若老師能力允許，也能利用 CoSci 設計其教學
所需的模擬。新課綱的運行，許多老師仍在摸
索當中，但透過 CoSci 的合作探究或輕實驗，
可以讓老師們快速的擬訂符合課綱要求的課程
內容，讓學生從中培養科學探究能力，進而發
展出更多具有科學探究的實作課程。未來本團
隊仍持續地與教師合作，至今仍不斷擴充模擬
內容，試圖研發出更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模擬
與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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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良榮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探究與實作」是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

不必訂製；
（3）成本低廉：每個單元所需器材，

域中很重要的改革之一，而近來的研究指出（例

以不超過二百元為原則（不含量筒、虎頭鉗等

如 McDonald & Songer, 2008; van Zee et al.,

工具）
；
（4）實驗組裝簡易：在材料準備齊全的

2005）
，教師在進行探究本位的科學教學時遇到

情狀下，以半小時內可以完成實驗組裝為原則；

困 難 。 Silm, Tiitsaar, Pedaste, Zacharia, &

（5）安全性：實驗不具爆炸性，不含毒性物質

Papaevripidou（2017）也指出教師在實施探究本

等等。

位的準備度（readiness）並不充足，令人擔心。
我國教育部「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議題小組」

以下以「啄木鳥」為例，簡介說明本計畫

於 106 年 10 月召開會議，業務報告即指出：……

的探究與實作之設計成果。

由於所列的探究內容與實作內容尚未有適當教

1.實作現象（掃描 QRCode 可觀看實作影片）

材提供參考，引發高中教師的擔心，須解決的

將綿線一端綁上重物（例如砝碼），如圖 1。

問題很多（教育部，2017）。

另一端再穿過曬衣夾的二個孔洞，並把棉線舉
高，曬衣夾的頭部黏上一點黏土。實驗時將曬

因此如何提供中小學教師方便實用的教

衣夾提高再放開，曬衣夾不會馬上滑落下來，

材、實驗器材、評量工具…等等教學資源，是

而是慢慢地一邊滑落一邊振動，如圖 2，好像

落時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必須

是啄木鳥一直在點頭，簡單又有趣。

儘速解決的問題之一。
作者執行的科技部計畫「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之教學的設計與發展」
（計畫編號：MOST107-2511-H-142-005），目的在發展適用於十二
年國教「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學單元。
而設計的探究與實作單元，主要取材自作者建
置 的 「 科 學 遊 戲 實 驗 室 」（ 網 址 ：
http://www.ntcu.edu.tw/scigame/index.html）
，執
行成果包含了二十個探究與實作單元。

圖2
圖1

本計畫選取探究主題的原則包括：（1）探
究主題具有「趣味性」
；
（2）器材必須簡便：可
以在文具行、五金行或電子材料行購買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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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由表 1 實驗結果得知，懸吊物重 100、300、500g

2.實驗設計
以下三個探究問題，實驗時的相同條件（相

時，平均掉落時間分別為 1.62、1.09、0.53 秒，

同的控制變因）如下：曬衣夾起始滑落的姿勢

顯示懸吊物越重掉落時間越短。由圖 4 可發現，

如圖 3、測量的滑落距離 20 公分、同一類型曬

掉落時間與懸吊物重量有線性變化的現象。平

衣夾。

均掉落時間的比例 1.62：1.09：0.53＝3.06：2.06：

探究問題 1：懸吊物重量不同，對曬衣夾的掉

1.00，相當接近 3：2：1。

落時間有何影響?
操縱變因：懸吊物重量（100、300、500 克）；
應變變因：掉落時間(秒)
控制變因：黏土重量(3g)、棉線直徑(1mm)
探究問題 2：曬衣夾上的黏土重量不同，對曬
衣夾的掉落時間有何影響?
操縱變因：黏土重量（1、2、3、4、5 克）；
圖 4 不同懸吊物重量之曬衣夾掉落時間

應變變因：掉落時間(秒)

原理探討：曬衣夾加黏土的重量 W，會由

控制變因：棉線直徑(1mm)、懸吊物重量(100g)

於重力往下掉，如圖 5。一開始棉線（綠色線）

探究問題 3：棉線直徑不同，對曬衣夾的掉落
時間有何影響?

與曬衣夾的孔洞雖然有摩擦力，但是不足以使

操縱變因：棉線直徑（0.5、1.0、2.0mm）；

曬衣固定不動。當曬衣夾掉落後，由於重心靠

應變變因：掉落時間(秒)

近頭部而傾斜，如圖 6，曬衣夾與棉線之間的

控制變因：懸吊物重量(100g)、黏土重量(3g)

摩擦力因此增加（圖 6 藍色箭頭的接觸點）
，而
使曬衣夾停住。棉線形變之後，產生具有回覆
原狀的作用力（棉線的張力）
，使得曬衣夾往上

3.實驗結果與討論

運動。曬衣夾往上運動回到圖 5 的狀態，又再

限於篇幅，只以「探究問題 1」的實驗結果為
例，說明如下。

往下掉，如此反覆，造成曬衣夾一邊滑落一邊

表 1 懸吊物重量不同，曬衣夾的掉落時間（秒）

上下振動的現象了。

實驗次數

一

二

三

平均

100g

1.52

1.70

1.63

1.62

300g

1.00

1.15

1.11

1.09

500g

0.59

0.46

0.53

0.53

懸吊物重

圖5

註：實驗五次扣除極端值，取三次數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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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參考資料

懸吊物對於曬衣夾掉落的影響，包括：
（1）

教育部（2017）。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
與評量協作中心「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議
題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域。台北市：教
育部。

懸吊物（砝碼）越重，棉線的張力越大。當棉
線形變之後（如圖 6）會使曬衣夾往上運動的
作用力更大，有利於往上彈跳。（2）如果棉線
的張力越大則越不容易形變，會使棉線與曬衣

McDonald, S., & Songer, N. B. (2008). Enacting
classroom inquiry: Theorizing teachers’
conceptions of science teaching. Science

夾孔洞的角度變小，造成摩擦力變小，摩擦力
太小就會使曬衣夾容易直接滑落。因此造成懸
吊物越重，滑落的速度就會越快的結果。

Education, 92(6), 973-993.
Silm, G., Tiitsaar, K., Pedaste, M., Zacharia., Z.
C., & Papaevripidou, M. (2017). Teachers’
readiness to use inquiry-based learn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
and attitudes toward inquiry-based learning.

其他探究與實作主題
（掃描 QRCode 可觀看實作影片）

滑降玩具

跳舞水珠

反泡泡

Scienc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28(4), 315325.
van Zee, E.H., Hammer, D., Bell, M., Roy, P., &
Peter, J. (2005). Learning and teaching
science as inquiry: A case stud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vestigations of

白糖變黑蛇

light.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89(6),
1007–1042.

薄膜指紋

本計畫成果已經集結為《探究與實作：科
學遊戲導向》一書，將由五南圖書公司於 2019
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出版，內容包括 20 項探究活
動實例以及 20 項主題引介，期望能提供中小學
教師進行探究與實作之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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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生物系、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
hcshe@mail.nctu.edu.tw
現今的教育趨勢主張教學須以學生為主

《遊戲介紹》

體，給予學習者適合的情境，在過程中不斷的

虛擬四十六億年包含中生代以及新生代關

提供問題以及適當的鷹架與回饋，使學習者在

卡，遊戲進行方式為回合制，由玩家回合及

情境中主動建構學科概念，以達到學習之目的。

NPC 回合輪流交替直到玩家達成過關條件後

數位教育遊戲結合上述特點，將學科內容與遊

才會成功破關。中生代關卡的破關條件為打敗

戲元素結合，提供一個擬真的情境讓學習者能

所有敵方物種並保護始祖鳥以及始祖獸，使它

夠在清楚的脈絡中遭遇問題，並透過立即性回

們在中生代環境中成功存活下來，若達成這三

饋使學習者修正行為並嘗試不同的解決策略。

項指令便能夠進入新生代關卡；新生代關卡的

此外遊戲元素的融合更容易激發學習者的興趣

破關條件除了打敗所有敵方物種外，還要成功

以及動機，進而產生沉浸經驗以投入更多的時

演化出南方古猿以及森林古猿，遊戲才會進入

間在教育遊戲中進行學習。在傳統的生物課程

最後的破關動畫。相反的，若是敵方物種將我

當中，學生普遍認為生物的演化概念是困難且

方物種全數消滅則遊戲挑戰失敗。

難以理解的，主要的原因在於無法想像生物演
化的過程以及理解天擇的機制。為了使學生深

為了增加遊戲的真實性與困難度，虛擬四

入了解生物的演化機制，由國立交通大學教育

十六億年也融入生物中「共生」與「分解者」

研究所佘曉清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透過執行科

的概念，玩家在遊戲裡能夠與其共生物種形成

技部研究計畫，設計此款遊戲「虛擬四十六億

共生關係或召喚分解者分解場上屍體進而提升

年（Virtual Age）」
。遊戲的呈現方式融合科學概

角色屬性。另外，在兩回合結束後系統會促發

念與遊戲元素，透過影像與聲效刺激玩家視覺

一次天災發生，天災事件會對特定的生物屬性

與聽覺，進而幫助學習者更有效的學習。

造成死亡或傷害（玩家以及 NPC 的角色均會受
影響）
。遊戲設有得分機制，會根據玩家在遊戲

【Virtual Age 虛擬四十六億年】

中不同的動作行為以及產生的結果進行加、扣

《設計背景》

分，最後的總分會在遊戲破關後顯示的排行榜

此遊戲以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CS5 製

中呈現，增加玩家間的競爭與遊戲性。在遊戲

作，為一單機網路遊戲。遊戲一開始以互動式

的過程中，玩家必須思考該紀元的優勢物種為

動畫的方式呈現地球起源以及生命誕生的過

何，並且根據不同的生物生態地位與屬性作出

程，主要的遊戲關卡場景設定在地球生物活躍

適當的行動才能在這場生存戰役中取得勝利。

的兩個重要的紀元：中生代與新生代。成功完
成兩個關卡後，透過動畫說明「人類如何演化」
作為虛擬四十六億年的結尾。遊戲中的學科概
念以演化歷程為主軸，並且旁及地球誕生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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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網址：
http://120.107.166.234/chgame/VirtualAgeGame/
VirtualAgeGame.swf
說明影片：https://youtu.be/c2UaBRkZt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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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玉玲教授研究團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問題解決」能力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不同大小的齒輪以及不同葉片數、葉片形狀、

（以下稱十二年國教）中重要的核心素養能力

角度等，目前亦持續依據施測推廣經驗進行實

之一。因此如何因應十二年國教內涵，發展培

作教材包的改良。本教材主要是希望使用者經

育學生「核心素養」之教學與教材，為一項重

過風力發電模擬器 App 的探究學習後，對於風

要的課題。本研究室近幾年開始研發以問題解

力發電機的構造與發電原理能有更進一步的概

決取向為主之數位學習教材及科學實作產品，

念，後續經由實際操作組裝並實驗及微調所設

以培養學生獲得「探究」與「實作」等核心能

計之風車，以達到任務目標，並提升學生探究

力。目前本研究室已開發三款結合科學實作教

與實作能力。

材及模擬探究實驗與評量之教育應用程式
（App）
，包括：
「風力發電」
、
「簡單機械」及「摩
擦力大挑戰」。相關教材內容說明如下：
1.「風力發電」數位與實作教材：
本教材主要為發展一款可供進行「探究實驗
模擬之風力發電 App」並搭配可進行「科學探
究之風力發電機實作教材包」
，透過具備問題解
決過程之學習手冊，讓使用者進行實驗探討，
產出發電效果最好的風力發電機。其中，
「風力
發電」模擬探究實驗與評量之 App 有三個關卡，
分別為：（1）風車組裝體驗：提供簡易的風車
組裝模型，讓使用者進行組裝；（2）風車模擬
器：提供不同變因參數的調整，讓學習者可瞭
解發電效果，並可記錄實驗數據。所探討的變
因包括：扇葉大小、片數、風力大小、齒輪大
小與輪軸粗細等；（3）學習評量：藉此評量學
習者的概念及實驗操作的能力。經過探究實驗
模擬之風力發電 App 學習後，進一步讓學習者
規劃與設計發電效果最好的風扇。此時，則可

圖 1：探究實驗模擬之風力發電 App 與實作教材包

搭配研究室發展之「風力發電機實作教材包」
讓學習者進行探究。實作教材包括風車立架、
底座、LED 燈、亦提供不同之變因元件，例如：
不同線圈數的漆包線、不同大小的強力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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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單機械」數位與實作教材：
本教材為發展一款以常見的簡單機械裝置
（輪軸、齒輪）為主題之探究實驗模擬器 App，
並以「旋轉木馬」做為應用搭配之科學探究實
作包，藉此讓學習者體驗探究實驗的學習歷程。
此「簡單機械」App 分為三個單元，包括：基
礎的「輪軸」
、
「齒輪」與應用的「旋轉木馬」
。
「輪軸」單元設計之模擬操作關卡包含：分別
在兩個同心圓和三個同心圓之輪軸上的不同位
置放置物品，並進行施力，讓學習者瞭解如何
運用輪軸省力、費力的概念。
「齒輪」的單元則
是包括，兩個齒輪及三個齒輪相互咬合的裝置、
齒輪加上鍊條帶動的機制以及齒輪在腳踏車上
的應用，學習者可以透過模擬器瞭解齒輪運作
的原理。學習者有基礎認知後，
「旋轉木馬」的
單元則是提供不同的齒輪搭配以及不同的軸
長，讓學習者瞭解不同的變因選擇會有不同的
結果，進而學習如何設計後續的應用。搭配「簡
單機械」App 發展之「旋轉花木馬」探究實作
包（提供不同齒數的平齒輪、冠齒輪及不同長

圖 2：探究實驗模擬之簡單機械 App 與實作教材包

度的鐵軸等材料）
，以及具備問題解決過程技能
之學習手冊，讓學生可以進行實驗探討，並自
己計畫與組裝出達到任務目標的旋轉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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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摩擦力」數位與實作教材：
本教材為發展一款「摩擦力大挑戰」的探究
實驗模擬與評量 App，以及一組「摩擦力爬坡
車」探究實作教材，讓學習者體驗生活中的摩
擦力。
「摩擦力大挑戰」App 共分為三個關卡，
包括（1）體驗生活中的摩擦力：讓學習者模擬
體驗推動生活中的家具需要施多少力；（2）摩
擦力模擬器：提供不同的地板接觸面、地板狀
況、物體重量和施力大小讓學習者進行變因實
驗探討；（3）能力檢測：提供一般概念題，亦
第一、二、三關操作畫面

提供圖表數據題以及操作模擬器的方式讓學生
進行判斷答題。此外，本關卡還提供不同一般
評量的 AR 題，讓學習者可以先實際觸摸教材
包中所提供的不同材質（包括：椴木、PVC、
纖維布），接著預測不同材質可能的摩擦力大
小，之後再掃描 AR 圖卡，替換 App 中的地板
接觸面材質，進行模擬實驗驗證。透過不同的
關卡體驗、操作與評量培養學習者探究實驗的
概念與能力。此外，本教材亦可搭配研究團隊

AR 評量題：提估不同材質之 AR 辨識圖卡：椴
木、PVC、纖維布，讓學習者進行摩擦力預測。

發展之「摩擦力爬坡車」教材，其元件包括：
手搖發電為動力之可載重爬坡車、可調整角度
之升高器、可替換表面材質（例如：不織布、
纖維布、PVC 等）之軌道斜面、以及可變更影
響摩擦力之材料（例如：輪圈上綁橡皮筋、載
重車上放方形鐵塊）
，讓學習者可以藉由摩擦力
與爬坡的關係，探討影響摩擦力的因素。

摩擦力爬坡車組：手搖發電載重車、可調
整角度之升高器、可換替材質之軌道斜面
21

圖 3：探究實驗模擬之摩擦力 App 與實作教材包

經推廣與試用發現，本研究室發展之模擬探
究實驗 App 數位教材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而動
手操作科學探究實驗教材則可以讓學生更加投
入學習。本研究室開發之問題解決取向的數位
學習教材及實作產品，可培育學生思考與實作
的能力，發展之教學模式可作為未來發展數位
與探究實作教學及評量設計的參考。
摩擦力大挑戰 App
延伸應用：
模擬探究實驗與評量之教育應用程式（App）
下載點：

風力發電 App

簡單機械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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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教具 ]
第 1 名 元素企業大亨

第 3 名 元素牌牌樂

蔡仁哲

陶 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臺北市興華國小

第 2 名 門得列夫的秘密

第 3 名 元素對對碰

陳家琦/翁昇豐

余亭瑩/黃建澄

新北市新興國小/新北市新市國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第 3 名 元素週期表桌遊

佳作 元素符號跑馬燈

陳弦希

翁雅琦

臺北市北投國小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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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週期表卡牌

[ 數位媒材 ]

鄭志鵬

佳作 親愛的!我把原子變大了!

臺北市龍山國中

陳健湧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註：欲知實體教具與數位媒材的詳細內容，請
與科教學會秘書處聯繫。

佳作 人體的化學元素
常宜安
臺北市成德國小

佳作 週期表樸克牌
翁榮源
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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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最佳科學教育研討會論文獎》
獲獎者：林碧惠、林靜雯
獲獎論文：「以建模導向自發性類比探討學生電路心智模式的概念改變」

第 35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最佳科學教育研討會論文獎》
獲獎者：林意紋、王姿陵、唐文華
獲獎論文：「燃燒虛擬實驗室的發展及其對學生科學學習成就和科學學習動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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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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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科技
部 TSSCI 之收錄名單，為科學教育界之優良學術刊物，主旨在提升科學教育
相關領域研究的品質與促進學術與實務之交流，包括數學教育、科學教育、科
技教育、科普教育、醫護教育、環境教育、和能源教育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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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徵稿：歡迎大學院校教師、研究人員、研究生踴躍投稿
詳情請參閱
http://www.ase.org.tw/motion.asp?siteid=100495&menuid=9601&lg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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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主題：多元評量
當前臺灣正在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即
為培養 學生的核心素養，使其具備應有的知識、能力與態度，以適應現在生活
及面對未來挑 戰。然而素養導向的教學，強調科學探究、數學思考、科技使
用、工程設計與運算思 維等實作反思能力的培養，也帶來了新的挑戰，課室中
常見的紙筆測驗和選擇題型， 可能無法精確測得學生素養和學習表現。因此，
教師與研究者可利用「多元評量」著 重學生應用知識解決問題的能力評估與促
成課程與教學的連結，並調查、追蹤與發展 學生的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等
素養，以期順應、調整與創新未來的社會。
本特刊徵求之研究必須包含以上任一種多元性。若只是單純一項評量工具
的效化和發 展，不在本特刊的徵稿範圍內。徵稿範圍包括探討以下議題之研
究：
1. 多元評量的發展與效化
2. 多元評量在十二年國教課程中的運用
3. 多元評量與創新教學
4. 多元評量與學習進程 (learning progression)
5. 多元評量與教學回饋
6. 多元評量與適性教育
7. 多元評量與教育政策之評述
8. 多元評量之跨國比較研究
9. 多元評量與統計方法論
10. 多元評量與師資培育
11. 教師對多元評量的信念、態度、實務
12. 其他多元評量之相關議題
預計出刊日期：2020 年 12 月 ， 截稿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特刊客座編輯：吳心楷教授、楊凱琳教授
詳情請參閱
http://www.ase.org.tw/motion.asp?newsid=8775&menuid=9580&lgid=2&sitei
d=10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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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名單
續任名單(10 人)

新任名單(11 人)

朱慶琪教授

王子華教授(理事長)

李松濤教授

王姿陵教授

林淑梤教授

古智雄教授

段曉林教授

任宗浩教授

張文華教授

周金城教授

張俊彥教授

楊坤原教授

傅麗玉教授

熊同鑫教授

溫媺純教授

趙涵㨗教授

劉湘瑤教授(副理事長)

蔡俊彥教授

鄭夢慈教授

盧玉玲教授
盧秀琴教授

監事名單
續任名單(3 人)
王國華教授
張美玉教授
賴慶三教授

新任名單(4 人)
邱美虹教授
洪文東教授
黃萬居教授(監事主席)
靳知勤教授

~ 歡迎參加科教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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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申請連結 http://www.ase.org.tw/?menuid=9605&lgid=2&siteid=10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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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討會
1.

2020 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March 28-29, 2020
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三館，新竹市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BGw6z7VTcG4WVtnjDmNFHwF2np9zeax9MMh2MIUj5bXiNQ/viewform

2.

「未來教育的哲學省思」研討會暨臺灣教育哲學學會第四屆年會，April 24-25, 202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國際會議廳，台北市
https://sites.google.com/view/phiedusoc

3.

2020 第七屆華山論見教育研討會，May 2, 2020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花蓮
https://sites.google.com/view/educationalseminar2020/

4.

2020 第十二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May 1-2, 2020
主辦：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學術會議室，台北市
https://reurl.cc/e57K3K

國際研討會
1.

NARST 2020 conference，March 15-18, 2020
Portland Marriott, Downtown Waterfront, Portland, Oregon, U.S.A.
https://narst.org/conferences/2020-annual-conference

2.

EARLI SIG1 & SIG4 Joint Conference 2020，June 22-25, 2020
Universidad de Cádiz, Spain
https://earli.org/SIG1andSIG4-Cadiz2020

3.

ASERA 2020 conference，June 23-26, 2020
Wollongong, NSW, Australia
https://www.asera.org.au/conferences/2020-conference

4.

15 European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Chemical Education (ECRICE2020)，July
6-8, 2020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Rehovot, Israel
http://www.weizmann.ac.il/conferences/ECRICE2020/node/57

5.

STEM 2020 conference，July 9-11, 2020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http://stem2020.u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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