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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親愛的會員，不知道你是否有來參加剛結束的第 32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
討會？這次的研討會以「一日學科學，終身愛科學」為主題，促進科學教育理
論與實務的結合，因此和台中科博館合作舉辦。邀請到多位 keynote 來分享研
究，拓展了我們大家的研究視野，其中孫維新館長的專題演講，更讓大家了解
科普未來發展的潛能。
研討會中除了論文的口頭發表、壁報發表之外，規劃了安排了八場 Special
Interest Groups，藉由主題討論來發展潛能。本次研討會，還針對目前的重大
教育議題舉辦了 3 場 symposia，並邀請到部會長官來參與。「PISA 2015」的
與談者是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次長，「12 年國教自然科課綱變動的省思」的
與談者是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王承先副署長擔任與談者，
「國小科學教育與師資培
育的挑戰」則由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張明文司長擔任與談者。我們希
望不僅由科教研究改變現場科學教學，更影響國家的科學教育政策，提升國家
整體的競爭力。
而本次第 30 屆的會員大會則安排在 12/9 晚間於台中全國大飯店舉辦，很
高興這次的大會出席相當踴躍，共有 123 人出席，這表示我們的會員非常願意
關心學會的發展。在大會中我們頒發了諸多學術獎項，包含年輕學者獎（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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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鄭孟斐教授、中小學教師教學卓越獎（獲獎人鄭志鵬老師、鐘建坪老師）
、大專院
校教師教學卓越獎（獲獎人陳俊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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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本屆終身成就獎獲獎人為張惠博教授。張教授曾任本會第 16-17 屆理事長、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校長，也擔任過國科會（科技部前身）科
學教育學門召集人與教育部的各種委員，不僅教學優越、研究有成，更於教育法規
制度面為科教界貢獻良多，獲頒此獎實至名歸。感謝張教授一生為科教的奉獻，除
獎狀外，理事長也代表學會致贈花束給張教授。
最後對承辦 32 屆科學教育研討會的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致上最
大的謝意，特別是秦爾聰所長、林淑梤教授和該所的教授們為本次研討會花了極大
的心力，讓所有今年三天的研討會在台中科博館完美落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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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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學會動態報導
理事會：佘曉清理事長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105 年度新增了 74 位學會會員，包括永久會員 1 人、普通會員 30 人、學生會
員 42 人及團體會員 1 人。此外，學刊下一任總編輯將由林陳涌教授擔任，聘期
2017/1/1~2018/12/31，希望可任 4~5 年。學刊合約亦有重新議價，於 29-4 理
監事會議中決議由現任總編輯王國華教授、新任總編輯林陳涌教授與理事長組成三
人小組與出版社洽談 2017 年科教學刊合約事宜。新約將比原約出刊成本降低約
15%，同時出版社將增加 5％回饋金給學會。

監事會：黃萬居監事主席
本席今年三月三日代表學會到趙金祁次長追思會致意。感念趙金祁教授在台灣
師大科教領域的指導，跟隨其腳步於臺北市立大學先後成立科教中心、科教所、理
學院。追思會上，本席邀請東華大學趙涵捷校長，繼承其先父趙次長之遺志，涵捷
校長當場答應日後會大力協助本會運作，為科學教育提供一臂之力。
幹事們在處理永久會員申請為榮譽會員很有效率，將有助於會員大會議案之討
論和決議。
希望有關單位舉辦科教活動，主事人員能將活動資訊提供給學會，在學會網站
上幫忙宣傳，讓更多關心科教發展的科教人參與。

司選委員會：黃萬居監事主席
本屆司選委員包括盧玉玲（北部）
、洪文東（南部）
、李暉（東部) 、顏瓊芬（中
部）、黃茂在（國教院），分別代表不同之區域和國教院。
按照往例提名本屆屆滿的理事 10 名和監事 3 名為侯選人，另提名理事 31 名、
監事 10 名，佘理事長也建議理事 4 名、監事 1 名，總共理事 45 名、監事 14 名一
併交給秘書處，徵詢各理事和監事候選人。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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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學刊：王國華總編輯
學刊今年受科技部人文社會中心補助 90 萬元期刊編輯費用，包含四期一般出
刊+一期 special issue。特邀請顏瓊芬教授和許瑛玿教授擔任客座主編，並訂定特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刊主題為「融入多元文化素養之科學教育課程與教學」，預計在今年 12 月出版。
在出刊進度方面，目前 24(1)至 24(3)期皆已出刊，每期刊載四篇論文。24(4)
期則預計於 2016 年 12 月份出刊。
在編務進度方面，一般學刊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3 日止，共
收到 42 篇投稿。目前退稿 12 篇，接受 1 篇，18 篇尚在處理中。特刊部分，本年
至投稿截止（10 月 15 日）總計 17 篇，目前正處理中，預計 12 月出刊。
近六年以來，投稿情形稍有回穩。2011 年總計 114 份稿件，2012 年 108 份，
2013 年 92 份，2014 年 47 份，2015 年 54 份。2016 年至 11 月 23 日止，計有
一般稿件 42 件、特刊稿件 17 件。
其餘待辦理事項，預計 2017 年將參與科技部人文社會中心之期刊新制評比。
而本刊跟華藝的合約今年需續約，亦正辦理中。

獎勵委員會：段曉林主任委員
今年獎勵委員會的目標是能頒發出本學會的各種獎勵項目，計有終身成就獎，
年輕學者獎，大專院校教師教學卓越獎，優秀博士論文獎，最佳科學教育研討會論
文獎。在半年前我們依照學會的審查辦法組織各審查委員會，對會員宣傳各種獎勵
的項目與標準，接著進行各種獎項的繁複審查。非常感謝每位審查委員們的義務協
助，審查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
今年本委員會有很大的進展，首先每一個獎項都有申請者，其次我們終於頒發
出大專院校教師教學卓越獎。第三個特色是，每一個委員會都會對獲獎者提出評論，
幫助獲獎者在未來的職涯中能更上一層樓。
優秀博士論文獎以及最佳科學教育研討會論文獎雖然都有幾位的申請者，但是
仍未達獲獎標準，因此今年從缺。期望明年有更多申請者申請各獎項!再次感謝協助
我們審查的審查委員及恭喜今年獲獎的學者。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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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委員會：李松濤主任委員
今年國際交流委員會的重點第一個是八月在日本東京舉辦的東亞科學教育研討
會(EASE)的指導與盧副理事長的規劃下，順利舉行了一場 ASET symposium，主題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是「Studies for Facilitating Students’Learning of Science」
，邀請了屏東大學林
曉雯教授、王靜如教授、彰師大李文瑜教授、鄭夢慈教授、以及盧玉玲副理事長與
我本人共同參與。在 120 分鐘的報告中，六位老師分享了不同面向的研究成果，包
括了科學文字與閱讀、科學模型教學與科學傳播、嚴肅遊戲與 APP 在科學教學的應
用等，獲得聽眾許多正向的回應。第二件事是 2017 年 Singapore 的 ISEC 交流規
劃。最後要感謝東華大學趙校長以及科教所各位先進教授們的支持，2018 EASE 研
討會將與第 34 屆科學教育研討會合併辦理，2018 年 11 月於花蓮東華大學舉行，
科教學會理監事會議的相關決議也已經正式回報 EASE 總部以及理事長，以利後續
活動安排。

2016 EASE 研討會& ASET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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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王子華主任委員
學術委員會今年共有兩場活動，第一場是今年二月劉湘瑤教授主辦的研究生
STEM 教育學術交流研討會，讓科教領域的學生發表論文、彼此交流，並與資深、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優秀的科學教育學者進行面對面的討論，進而提升個人的學術能力、整體科學教育
界的學術力量。
再來是為提升國內進行科學教育相關研究之碩博士研究生對於科學教育研究的

重要議題，以及相關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和分析方法之認識與能力，學會在暑假八
月初的時候，於國立交通大學舉辦為期三天的「研究生暑期學術研究工作坊研討
會」
，研討會中邀請國內對【認知神經科學與科學教育：眼動與腦波研究】
、
【數位評
量與科學教育】
、
【課室教學互動分析與科學教育】
、
【網路與行動學習和資料分析】、
【遊戲化科學學習與教學】
、
【多元文化科學教育】
、
【SEM 的科學教育研究應用】等
七個科學教育研究領域學有專精之研究者，進行專題演講、工作坊與 SIG 討論等學
術研討活動，共有 40 名碩博班學生參與。同時在活動中還有十多名研究生將自己
的研究成果製作成為壁報公開展示，由研討會中出席之資深專家學者甄選【研究生
優良科學教育研究獎】，並已於 8/4 中午公開頒獎。
105 年度研究生暑期學術研究工作坊

工作坊─玩遊戲、做研究
(鄭夢慈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專題演講─科學傳播的趨勢與想像
(黃俊儒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SIG 討論成果發表
研究生優良科學教育研究獎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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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委員會：林淑梤主任委員
活動委員會今年舉辦了三場科教相關的活動，包含七月底學會與物理學科中心
在台中一中合辦「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教師工作坊」
，共有 45 位現職教師參加，透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過體驗課堂中進行科學探究及論證產生知識的歷程，增進幫助教師增進現場教學能
力。
此外還有八月中旬在台中科博館舉辦的「新時代科青培力營」
，增進當代年輕人
認識科學知識產生的歷程，這些知識如何轉化為大眾所閱讀與體驗到的科學，以及
現代人應如何經營自己終身的科學學習。兩天的活動共有 84 位年輕人參與，其中
八成高中和大學生，兩成為現職教師。此活動可促進現職教師於科學教學中使用科
學普通讀物，提升學生科普閱讀的興趣和能力。十月也在屏東大學舉辦科學微翻轉
桌遊設計工作坊，讓家長、老師以及對桌遊設計有興趣的人士都能學習如何開發與
製作科學桌遊，透過科學遊戲實作傳播科普的種子。另外還要謝謝段曉林教授承接
教育部計畫辦理教師專業發展的探究教學工作坊，我們也有協助辦理。
活動委員會今年最主要的工作是規劃辦理第 32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本次
研討會擬呈現多元、互動的、提攜後學的學術討論活動（三種形式的口頭論文發表、
互動式壁報、大會座談與 SIG 等），並鼓勵教師發表創新教學研究結果，以期科學
教育研究與實務產生更強的連結，並為當代台灣科學教育的問題找出解決的對策與
努力的方向。

物理探究與實作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新時代科青培力營

科學微翻轉桌遊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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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委員會：蔣佳玲主任委員
今年出版兩期 E-News，與過去比較不同的地方是增闢論壇，將焦點放在十二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年國教與科學師資培育，在論壇中呈現各方觀點（包括國教院、科指會、在職教師
等）。同時會 e-News 公告於其他 FB 相關社團。

前一期 e-News 已於六月出版，本期獲得段曉林理事、黃茂在理事還有中學教
師代表針對「十二年國教與科學師資培育」提供文章。同時為了表達學會對趙金祁
教授的感恩與懷念，取得宜蘭大學陳復教授首肯將追思會文章〈典型在夙昔〉刊登
於本期 e-News。
本期 E-NEWS 預計在 12 月底出刊，此次主題將報導第 32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
討會。本期已邀請黃鴻博教授撰文針對「十二年國教與科學師資培育」提供洞見，
同時感謝黃茂在老師推薦中小學老師，讓第一線教師的觀點也能在 12 年國教的論
壇發聲。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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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論壇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台中教育大學理學院名譽教授

黃鴻博

壹、前言
政府已經宣示將於民國一〇七年

境、強調概念的統整與連貫、養成高層

起推動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

思考力、重視探究與實做、整合科學知

課綱（以下簡稱新課綱）
，這項揭示

識、方法、態度與行動等。本領域課綱

以培養國民基本素養為核心的新課

規劃養成科學素養的學習重點包含「學

程，不論其理想有多高遠，內容有多

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前

精細的琢磨，然實施結果成敗的判定

者包括探究能力（問題解決、思考智能）

還是在第一線的教育現場，唯有教育

與科學本質與態度兩個要項．後者則含

現場的師生能將新課綱的理念轉化

蓋學科核心概念與跨科概念等，這些內

成為有意義的教學與學習活動，理想

容在即將公佈的領域學習綱要與自然

方能實現。教師在此一課綱轉化的過

科學領域課程手冊中都會有詳細的說

程中實居於關鍵的角色。本文將從教

明，在此不再贅述。

師的角度探討面對新課綱自然科學
領域內涵變革的取向，及因應此一變
革師資培育及在職科學教師需要的
改變與支持。

參、科學教師需強化專業能力
相較於於過去高中課綱、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新課綱自然科學領域內容並
非全然的翻新，而是延續過去課綱之基

貳、新自然科學課綱變革取向
新課綱自然科學課程以培養國民
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為目標，對於
「素養」的內涵雖然定義尚有分歧，

礎，檢討並做進一步的發展。以下針對
新科學課綱內涵變革，從教師專業能力
需要的改變歸納強調幾個要點：
一、進行「實作與探究」教學能力：

然普遍認為未來的科學課程與教學

在新課綱中高中新開設「實作與探究」

發展取向應為：連接真實的生活情

四學分必修科目，強調此課程無內容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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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重點在引導學生透過實作與探究

的教師共同學習、備課、協同教學的技

歷程，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問題、解決問

巧與習慣。

題，讓學習者熟悉科學知識與方法的本

三、引導「終生學習」教學能力：

質、應用與態度等。而此一重視科學實
十二年基本教育以養成終生學習者為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作與探究的理念也連貫到國中小課程

主要課程目標之一，以因應知識爆炸的

之中，期望矯正以往學校教育現場偏重

時代需求，一個具備科學素養的終生學

科學知識教學而較不注重科學實作的

習者，除了要了解基本科學學科之核心

弊病。對科學教師而言，本身科學探究

概念、跨科概念外，也必須熟悉多元的

與實作的能力、經驗至為重要，然這也

科學學習途徑，除科學實驗探究解決問

是目前許多中小學科學教師所欠缺的

題外，舉凡科學閱讀、論證、戶外教育、

部分。還有，如何在生活情境脈絡中設

田野實察等。還要具備合適科學態度、

計課程，引導科學探究活動的能力，都

價值觀與行動力等，未來教師本身應具

應納入未來科學師資培育與在職教師

備成為具有科學素養的終生學習者特

專業發展的重點。

質與能力，並能在教學過程中有效地引

二、具備「跨科統整」教學能力：
分科的師資培育體制，是造成上一波九

導學習者成為終生的學習者。
四、實施「多元評量」能力：在校

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內外考試與評量深刻影響教學與學習

在國中階段整合理想難以落實的重要

的情境下，評量方式的改變，也與新課

因素，然素養導向課程理想的實踐，仍

綱得實施成敗有密切的關係。在新課綱

有賴於教師具備跨科目、跨領域間概念

「自發」
、
「互動」
、
「共好」理念下，舉

統整教學的能力。新課綱中雖然比較務

凡學習者自我導向的評量、實作評量、

實的承認國中階段分科教學的必要，但

檔案評量、態度行為檢核等多元評量方

仍強調跨科教學為輔的原則，在課綱學

式，均將被運用在協助學習者多元有效

習內容嘗試以「跨科概念」來整合各學

學習的策略，也是未來科學教師應該具

科間共同之處，更規範有 1/6 教學時間

備基本能力。

應該教行跨科統整的教學，所以，未來
科學教師除本身專長科目外，應有更廣
域的學科知識基礎，並熟悉與不同專長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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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科學教師改變需要的支持

探究，若學校的科學實驗設備不足，

因應十二年新自然科學課綱實

無法有效支援教師進行探究與實作教

施，師資培育與在職教師專業成長居

學，那即使教師具備教學專業的理念

於新科學課綱實施成敗關鍵因素之
與能力，亦將難以發揮，久而久之或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一，職前師資培育與在職教師專業發

將失去繼續改進的信心。又如：可以

展應做統整規劃。

透過組織學校或區域的教學學習社

一、職前師資培課程內容的翻

群，討論分享教學心得，合作開發配

新：從以上針對新課綱自然科學領域

合新課綱實施之地區或學校本位教學

師資須加強專業能力的分析，目前我

改進方案，降低改進教學跨入之門檻

國中小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無論是

等。

學分規劃或課程教學的實施方式，距
離理想都還有很大的距離，宜儘速規
劃更新。

伍、結語
新課綱實施，負載著國人對於未

二、在職科學教師專業能力提

來教育改革與追求的理想，允宜有細

升：新科學課程實施，急迫工作之一，

密的規劃與準備，師資為其中相當重

在於教育行政機關應積極規劃在職科

要的一環，關係到實施成敗的關鍵。

學教師專業成長的計畫，根據新課綱

以培養國民基本科學素養為目標的新

變革取向，評估現職教師需要增強的

自然科學課程，強調探究與實作、跨

教學能力需求，並整合科學師資培育

科統整、終生學習、多元評量等取向，

機構、各級科學教育輔導團、政府、

教育行政當局、師資培育機構、學校

民間社會科學教育機構與組織之資源

宜針對新課綱實施科學教師專業能力

支持教師的增能與改變。

需求，規劃職前與在職科學教師培育

三、建立科學教師教學改進支持系
統：除教師本身能力的提升外，教育

與專業發展計畫、建構教學改進支持
環境，劍及履及的推動。

行政機構、學校也應積極建立配合新
課程實施之教學改進支持系統，以增
強科學教師持續推進教學改進的動力
與信心，如：新課綱強調科學實作與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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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教對了嗎?談科學教師要教的事
北市龍山國中理化教師 鄭志鵬

身為一個科學老師，在教學的時

我們會發現，其實在國中的科學

教授的科學知識，到底正不正確呢？

科學知識。我們必須將系統簡化成學

在教書的前幾年，有一次在學生畢業

生易於理解的模型，讓學生有辦法吸

之後，才發現某些科學知識觀念在上

收，並能用簡化的模型，科學地認識

課的時候講錯了。發現的時候，覺得

這個世界。我們也絕對不可能知道未

冷汗直冒，深怕學生因為自己教學的

來的科學知識會有什麼樣的變動，提

錯誤，造成什麼嚴重的影響，我想這

供學生永遠正確的知識。既然如此，

或許是許多科學老師共同的經歷和

身為一個科學教師，除了盡力的提供

感受。但是仔細想一想，難道我們真

學生科學知識外，學生還需要哪些能

的在課堂中，傳達的都是已知正確的

力與素養，讓他們能面對這個變動的

科學知識嗎？我們知道原子內部結

科學領域呢？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課堂上，我們不太告訴學生完全正確
候常常都會有一種焦慮，那就是我們

構，其實一點都不像是太陽系行星模

十二年國教的自然科課綱（草案）

型，但我們的國中課本仍然教授的是

中，提出了希望學生有科學探究的熱

已知錯誤的原子模型。我們會不會擔

忱和潛能、建構基本科學素養、持續

心這個「錯誤」的知識，阻礙了學生

學習科學及運用科技、關懷社會和守

學習更正確科學呢？當科學有了新

護自然的價值觀與行動力以及為生涯

的發現，往往讓原本正確的知識變成

發展做準備五大課程目標。從裡面我

了不正確。在 2016 年中，科學家發

們可以看見，科學教育真正在意的，

現全世界主要的地衣物種都是三物

其實不是科學知識。而是科學如何能

種的共生體，而非過去 150 年所認知

夠幫助我們學生的生活，也同時讓我

的兩種物種的共生體。過去在相關的

們的社會更好。現今科學的知識內

課本書籍上提到的知識，被證明是錯

容，本來就呈現高速成長變化的狀

誤的。如果我們是相關學科的老師，

態；科際之間早已相互滲透融合，少

會不會也冷汗直冒，怕耽誤了學生

有單一科目知識能解決的實際問題。

呢？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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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察覺問題，運用綜合的能力，實

探究的意願和能力。在學生離開學校

際解決問題，會是未來學生最需要具

之後，遇到概念的衝突，能察覺問題

備的公民素養。

並思考解決，才是真正的學會了科學

於是科學教育，不會只是已知結
不是嗎？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構化科學知識的堆砌積累。還要有主

要讓學生能夠在科學課程中獲得

動自發研究與學習的態度和運用綜

如此的成長，光靠知識的傳授是不夠

合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正確的

的。探究、實作、實驗、論證等多元

知識雖然重要，但並不是唯一重要的

能力的學習就非常重要。擁有知識很

事。更重要的，或許是面對變動的科

重要，擁有學習新知識與修正知識與

學知識，所需要具備的能力。什麼樣

活用、善用知識的能力更加重要。希

的學生，會讓老師不那麼擔心科學知

望在十二年國教的推行之下，科學教

識的錯誤或變動呢？那就是一個能

師們可以有機會重新思考科學課

察覺問題，解決問題的學生。如果我

程，使科學課程可以成為真正對學生

們的學生，能了解科學知識有錯誤與

生活產生幫助的學科。

變動的本質，在遇到科學問題時，有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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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紀要與心得分享
EASE 2016 東亞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心得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國立東華大學科學教育博士班 施佳成

從進科教所博士班，老師們不斷

表示剛好是這十年第一輪會議的最後

鼓勵我們，讀科教所一定得參加科學

一次會議，意味著 EASE 將進入第二

教育四個重要的國際研討會：

輪和第二個十年，所以這次的研討會

ASERA、EASE、ESERA 和 NARST，

希望改變、需要新的東西，所以這次

對英文能力不是很好的我，的確是一

研討會的 EASE 國際會議的形式外，

道及難跨越的高牆。2015 年跟幾位

強烈鼓勵初級學者（包括研究生）參

研究生組團，參加了 ISEPSS（教育、

與 EASE，特別針對在 EASE summer

心理與社會科學的國際研討會，每年

school 或 winter school 的校友團體

五月會在日本京都舉辦）的論文海報

採取措施，在研討會前一天，還有研

展示，發現國際研討會的形式沒有想

究生會議，以便強化初級學者群體之

像的恐怖，反而更有機會藉著研討

間的跨區域交流，可以做一些“新的

會，瞭解其他國家學者的研究和教學

東西”。

實務經驗；語言上的障礙，其實可以

本屆研討會有 14 個主軸：1.學習

透面對面過接觸的溫度，融化了心中

者的研究 2.教師的研究 3.教與學之間

的害怕。於是今年就大膽投稿了

的互動研究 4.課程/評量/策略 5.課程/

EASE 2016，8/26 至 8/28，在日本

教學題材 6.資訊與科技在科學的應用

唯一畢業生中有諾貝爾獎得主的私

7.科學整合(SSI, EE, ESD) 8.教師教育

立大學--東京理科大學神樂阪校區舉

9. STE 教育 10.歷史、哲學、社會學、

辦的國際研討會，做英文的口頭發

文化及性別議題 11.非正式科學教育

表。

12.科學傳播/參與 13. 數學教育及

這是第五屆 EASE 國際會議，為

14.其他議題等。

了與 ESERA 錯開，所以去年才在北
京辦過今年又在東京舉辦；主辦單位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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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活動形式有：

誠追求，以及對推動科學教育研究的貢

1. 兩個全體會議（a.探索 K-12 教師

獻與企圖。唯一美中不足，因為研討會

的觀念和實施整合 STEM、b.在歐

太龐大，事前只有論文題目的手冊，並

洲通過化學教育提高“科學素
沒有完整的摘要可以參考，因此可能造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養”：願望和需求、挑戰和機會）

成會前有做功課要聽的場次，聽到非自

2. 八場主題演講

己想關心的議題；同時段的論文發表太

3. 兩場以座談會形式的論文發表

多，也有百中選一的困擾。

4. 兩個時段以工作坊形式的發表

繼承 EASE 的下一個十年的開始，

5. 兩個時段以演示形式的發表

國立東華大學將承接 2018 EASE 的重

6. 在三天分散在 12 間研討室 370 篇

任，有了這次觀摩與學習，我們有信心

的論文口頭發表

辦好 EASE 2018，也請國內的先進不忘

7. 三個時段的海報展示等

參與這個專為初級學者及資深學者主

豐富的研討會形式與內容，可以

辦的國際科學教育盛會。

看得出來 EASE 對科學教育知識的真

廠商及工作坊展示

最佳研究獎頒獎

東華大學古智雄教授介紹
2018 EASE@臺灣、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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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 32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心得
國立東華大學科學教育碩士班 劉乙萱

題演講；下午則
由科技部指導、中華民國科學教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育學會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

包含一場專題演

育研究所主辦、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講、兩場座談會

合辦之第 32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

及多場論文發表

會，於 105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0

和互動式壁報展

日在台中市自然科學博物館盛大舉

示。開幕式由科

行。本次會議的主題為「一日學科

學教育學會理事長佘曉清與自然科

學，終身愛科學」，反映近年來國際

學博物館館長孫維新接續致詞。首場

科教研究對於終身科學學習、提升學

專題演講則邀請孫維新教授進行科

習科學的興趣、關心科學相關議題、

博館近年來如何致力於藝術與科學

大眾科學的溝通與參與等議題的重

結合傳播的經驗分享。

佘曉清理事長於開幕式致詞

視，透過專題演講、座談、論文發表
等方式，廣邀國內外科學教育研究

專題演講─
孫維新教授

者、中小學教師、非制式科學教育工
作者、大學院校相關系所教授與研究
生針對科學教育中鮮少重視的情意
面向與終身科學學習的相關主題進
行討論。
12/8 為研討會的第一日，舉辦了

第二、三場專題演講接連邀請美
國的 Norm G. Lederman 教授及新
加坡 Ching-Sing Chai 教授，分別就

四場會前工作坊，主題包含乒乓球發

結合生活與科學學習的熱情、以及

射器之設計與製作、碳鋁電池材料

TPASK (Technological

包、趣味實驗動手做及積木太陽光電

Pedagogical Science Knowledge)

系統。研討會正式開幕則是在第二日

相關的文獻回顧進行分享。下午的兩

的 12/9，上午進行了開幕式與兩場專

場座談會則分別以 PISA 2015 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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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教自然科課綱變動的省思為主

教研討會，但卻是第一次以研究生的

題進行討論。

身分與心情參加今年的會議，針對自

最後一日的研討會，上午進行了

己目前的論文研究方向及感興趣的

主題，找尋相關的場次聆聽其它研究
中山大學林煥祥教授與美國 Judith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S. Lederman 教授的專題演講。林教

者的論文發表，覺得自己從中得到不

授就學生興趣在科學學習中扮演的

少共鳴與啟發。而參與諸多教授主持

角色進行討論，Lederman 教授則呼

的座談會及 SIG，更讓我學習到更多

籲在科學教育中發展「好奇心文化」

深入的相關知識及觀念，可謂受益匪

(‘Culture of Curiosity’)的重要

淺。屏東大學的林曉雯教授於閉幕式

性。上午的兩場專題演講結束後，另

上介紹了明年於屏東海生館與亞洲

有一場座談會針對國小科學教育與

動物園教育合辦的第 33 屆科學教育

師資培育的挑戰，進行北、中、南、

研討會，已經令人迫不及待想要再次

東各地區的分享及討論。

參與，屆時也希望大家一同共襄盛

本次研討會最後一場專題演講

舉！

在 12/10 下午邀請韓國 Jinwoong
專題演講─
Norm G.
Lederman 教授

Song 教授分享科學課室作為實務社
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的概念
探討，以及課堂創造力等主題。緊接
著的 SIGs 則分為八個主題於不同場
地進行交流分享，囊括腦波與眼動等
神經科學研究；手機與遊戲科學學

座談會

習；科學史哲、NOS 與 SSI；科學
表徵與科技融入科學學習；雲端科技

SIGs

與科學教育；科學學習情意因素研究
&學習動機；建構主義的回顧和數理
師資培育的研究與創新；以及數學教
育研究的現在與未來等主題。

論文發表

雖然我已經不是第一次參與科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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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科學教育活動快訊
國外

1. NARST 2017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Grand Hyatt San Antonio
San Antonio, TX, USA
22th-25th April, 2017
https://www.narst.org/annualconference/2017conference.cfm

2. AERA 2017 Annual Meeting
San Antonio, TX, USA
27th April-1st May, 2017
http://www.aera.net/Events-Meetings/Annual-Meeting

3. ASERA Conference 2017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
27th-30th June, 2017
http://www.uts.edu.au/about/faculty-arts-and-social-sciences/what-we-do/events/asera
-conference-2017

4. ESERA 2017 Conference
Dublin City University, Dublin, Ireland.
21st-25th August, 2017
http://www.esera2017.org/

5. EARLI 2017 17th Bienni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ampere, Tampere, Finland.
29th August-2nd September, 2017
http://www.earli2017.org/

http://www.as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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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科學教育活動快訊
國內

面對十二年基本教育科學教師需要的改變與支持
1. 2017 亞洲動物園教育者暨第 33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9th-12th November, 2017
此次科學教育研討會於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舉行，主題為“Dance with
Popular Science”，聚焦於科學課室外的科學學習。徵稿資訊預計於 2017 年 1 月
公布，歡迎各位科學教育同好踴躍參與！

2. 第 34 屆科學教育研討會暨 2018 年東亞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國立東華大學
23th-25th November, 2018
研討會已獲得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及東亞科學教育學會雙方認可，確定
舉辦日期與地點，並委請東華大學古智雄教授至 2016 EASE 研討會會場東京
理科大學，進行口頭介紹並發送書面宣傳。相關籌備工作將陸續展開，歡迎科
學教育同好共襄盛舉，在花蓮優美的風光中展開科學教育的願景。

3. 2017 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高雄醫學大學
25th-26th March, 2017
http://www.tw-sts.org/node/345

4. 2017 年第十一屆科學史研討會
南臺科技大學
26th-27th March, 2017
http://www4.isu.edu.tw/sites/chsas_taipei/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