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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全民的科學素養為國家科學技術卓越發展之碁石。各國均於

本世紀初便著手擬訂二十一世紀之國家科教政策方針。近年

來，全球面臨日益嚴重且複雜的能源安全、氣候變遷與糧食

危機。如何更有效率培養能有效因應、研究與解決這些跨領

域議題的科學人才，並同時提升全民對於科技政策與天然災

害的正確認知與應變能力，實有賴符應時局，審視評估並修

訂既往政策，提升國民更多元且跨領域之全民科學素養，以

提升國家競爭力。本計畫擬組成工作小組，重新嚴謹審視既

有政策的限制，希望突破既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多元

資源，經由資料蒐集與分析、意見激盪、專家共識凝聚以及

一系列說明會，撰擬未來用以培育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

皮書。此白皮書可供國家未來科學教育之研究與提升全民素

養的施政重要參考依據。 

中文關鍵詞： 科學教育、科學素養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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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民的科學素養為國家科學技術卓越發展之碁石。各國均於本世紀初便著手擬訂二十一世紀

之國家科教政策方針。近年來，全球面臨日益嚴重且複雜的能源安全、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

如何更有效率培養能有效因應、研究與解決這些跨領域議題的科學人才，並同時提升全民對

於科技政策與天然災害的正確認知與應變能力，實有賴符應時局，審視評估並修訂既往政策，

提升國民更多元且跨領域之全民科學素養，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本計畫擬組成工作小組，重

新嚴謹審視既有政策的限制，希望突破既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多元資源，經由資料蒐

集與分析、意見激盪、專家共識凝聚以及一系列說明會，撰擬未來用以培育國家科學教育研

究發展白皮書。此白皮書可供國家未來科學教育之研究與提升全民素養的施政重要參考依據。 

 
關鍵字: 科學教育、科學素養 
 

 
Abstract 

The citizens’ science literacy really is the base of excellence i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ach country undertook to make the guidelines of the 21 century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early century. In recent years, the whole world faced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complex energy safety,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crisis. How to efficiently cultivate scientific 
talents who can effectively react, study, and solve these interdisciplinary issues and to promote all 
citizens to have correct cognition and strain capac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d natural 
disasters really depend on react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s, examining the evaluation, and revising 
the existing policies to promote people’s more multipl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literary and to 
enhance our national competition further. This project plans to set up a working group to reexamine 
strictl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policies. This project wishes to break the boundarie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disciplines, combine multiple resources, based o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pinion-arousing, professionals’ consensus-building, and a series of public hearings, we plan to 
write a white paper of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white paper can provide our 
country as important references of administration for future science education’s instruction,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all citizens’ literacy. 
 
Keywords: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literacy 

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科學與科技的研究發展攸關國家競爭力，而全民的科學素養尤為國家科學技術卓越發展之碁



 
 

石。各國均於本世紀初便著手擬訂二十一世紀之國家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之政策方針，如：

美國之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英國之科學創新政策白皮書、澳

洲之21世紀國家教育終極目標、日本之「彩虹計畫」、韓國之科學高中計劃等，均十分強調

科學教育的重要性。爰此，教育部與國科會於九十一年召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並於

九十二年經由審慎研議共同發布「科學教育白皮書」，其中初步揭櫫國家科教目標、架構及政

策內涵。經由數年來科學教育主軸行動方案的業務與相關計畫之推動，業已有相關之成效。 

    然而近年來，全球面臨比十年前更加飛速的科技發展與更複雜的跨領域科技實務議題的

衝擊，且教學科技與教學策略的發展也日益多元。因此，促發科學教育研究人員能針對目前

國家需求與全球趨勢，充分運用現有資源進行有潛力且前瞻務實的科教研究，以前瞻與實證

研究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以落實更符應時勢的科教政策，成為十分重要的議題。如此方能更

有效率且更有效能地培養具備有效分析與解決這些跨領域議題的科學人才，據以制訂更佳的

科教政策。 

在建國百年之際，也正逢十二年國民教育重大教育改革的籌備時期，此實應為一體省思

如何提升跨領域國民素養、調整科學教育研究政策、因應科技教學新趨勢等主軸的資源整合

與整體擘劃之良機。為了因應上述時代變遷之所需與培育更多頂尖科學人才與整體全民科學

素養，藉由重新嚴謹審視既有政策的限制，突破既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跨校之多元資

源，撰擬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供未來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政策的重要參考，此

將是值得推動與亟待遂行的關鍵議題。 

因此，本計畫的目的即在於組成顧問工作小組，重新嚴謹審視既有政策的限制，突破既

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多元資源，重新集思廣益並經由資料蒐集與分析、意見激盪、專

家共識凝聚以及一系列公聽會，邀集重要資深科教研究學者共同研擬訂定「科學教育研究發

展白皮書」。有別於「科學教育白皮書」一次性廣泛全面的政策面規劃，科教研究白皮書擬強

調以研究實證為基礎，聚焦並著墨於科學教育研究面向的前瞻擘劃，藉由科教研究發展白皮

書之撰著，按部就班檢視既有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與進程、現況及瓶頸、國際科教研究與政策

發展之趨勢，並提供規畫未來數年的前瞻務實的研究方向與推動策略，以擘畫新時代我國科

學教育領域研究新藍圖。此也有助於藉由提升科學教育研究影響能量與社會貢獻為基礎，逐



 
 

步提升國家科學與科技之整體競爭力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進程 

本計畫為求嚴謹分析、跨領域意見整合與謀求整體架構之共識，涉及之專業領域廣泛，因此

由計畫共同主持人邀集籌組各篇撰稿負責團隊，並由各篇專家群邀集跨校、跨領域、跨機構

的撰稿成員組成各篇工作小組(共六篇)。並依據計劃目的由計劃執行團隊召開相關工作會

議，隨後將撰擬的初稿摘要經由召開全國北中南三場說明會，共約 280 位專家與相關團體人

士參與廣納回饋並進行回應與修改。最後，再經由邀集中研院院士在內的資深顧問團舉辦諮

詢會議，針對意見進行最後回覆與修訂以完成完稿，各個工作之實施如下表進程詳列: 

 

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編撰工作進程表 

工作項目 日期 說明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2011/06/27 2011 年 6 月 27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

大樓第 2 會議室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有五

項決議包括： 
一、與國科會聯繫並蒐集資料，資料的蒐集

範圍包括：各篇章規劃內容、歷年成果、

國內外現況等等主題既有的報告或統計

文獻。 
二、規範每章節為 3000-5000 字，請篇章負

責的教授們訂出章節細目，近期之內與國

科會科教處陳國棟處長、郭允文研究員進

行章節標題微調的協商溝通會議。 
三、請篇章負責的教授列出幫忙撰寫的名單

(含其他計畫外的審查或審稿教授)。 
四、調查篇章負責的教授們需要的碩、博士

生兼任助理或臨時工資人力，作為計畫經

費的掌控。 
五、透過人力調查，扣除人力支出後，彙整

出撰寫各篇章平均可運用的經費額度，作

為日後審查費、潤稿費、撰寫費可能增加

的支出。 
 



 
 

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 2011/07/11 2011 年 7 月 11 日於國科會科技大樓 2 樓第 6
會議室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有以下幾項決

議： 
一、本計畫執行的目的在於經過政府組織重

組之後，科教處可以維持原有的功能，希

望可以透過白皮書的撰寫，讓國科會的科

教處有自我定位與價值，規畫未來運作藍

圖與願景，尋求跨領域合作之契機。 
二、白皮書的讀者主要為主委、處長、立委、

監院。對於學生來說，也需具有很好的參

考價值，因此各章字數不宜過多，如第一

次工作會議所決議，每章訂為 3000-5000
字。 

三、第一至第四篇之各章都必須包含第一次

工作會議中決議的九大項內容，章節的順

序可視內容的妥適性做微幅變更，內文請

盡量使用條列式說明，避免撰寫塊狀文

章，相關既有成果使用圖表呈現。 
四、第零篇、第五篇及第六篇俟其他篇章初

稿完成之後，再進行統整及撰擬，請第

一、二、三、四篇章負責教授於 100 年 8
月 10 日前回覆初稿給總計畫辦公室，第

二階段的其他篇章教授們於 9 月 10 日前

回覆初稿。 
五、第一篇的部分，由科教處負責聯繫各學

門召集人，依照第一次會議所訂下的九項

內容綱要項目，重新統整刪修先前之成果

報告並加以延伸以符合白皮書內容需求。 
六、第三篇的實作部分之撰寫內容避免僅限

於數位環境之描述或說明，應擴大為整體

科學教育面的撰述。並請周倩教授提供相

關國外白皮書範例文件檔案供總計劃處

轉給各相關篇章負責教授參考。 
七、第四篇包含第 14-16 章，第 16 章由於非

科教處業務，因此刪除該章節，由游光照

教授進行改寫，維持三章內容的篇幅，以

確保篇章間之對等。其次，請科教處方面

將跟人力培育或資優生培育相關計畫文



 
 

件或中綱計畫，提供給總計畫辦公室與游

教授處參考。 
八、由師大團隊進行撰寫格式與原則的擬

定，提供各篇章教授使用，請科教處各研

究員若有相關文件參考資料可供參考，可

提供總計劃處轉給各相關篇章負責教授

參考。 
 

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 2011/09/16 2011 年 9 月 16 日團隊在臺灣師範大學召開

第三次工作會議，會議中探討第一版本的白

皮書內容以及格式，並且確認三場座談會的

形式以及可以與會的教授名單。 
 

召開南部(臺南大學)
座談會議 

2011/09/20 日期：2011 年 9 月 20 日(二) 
時間：13:50~16:30  
地點：國立台南大學 
與會人數：約 100 人  
議程 
1350-1420 報到    
1430-1440 開場 國科會科教處 陳國棟處長  
1440-1520 白皮書內容簡報 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校長  
1520-1540 休息、茶點  
1540-1630 座談時間 國科會科教處 陳國棟

處長/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校長/
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

究所 蔡今中教授/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研究所 侯惠澤助理教

授   
1630- 結束    
 

召開中部(彰化師範

大學)座談會議 
2011/09/27 日期：2011 年 9 月 30 日(五)  

時間：09:30~12:10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與會人數：約 60 人 
議程 
0930-1000 報到    
1010-1020 開場 國科會科教處 陳國棟處長  



 
 

1020-1100 白皮書內容簡報 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校長  

1100-1120 休息、茶點  
1120-1210 座談時間 國科會科教處 陳國棟

處長/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校長/
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張
俊彥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輔

導學系 宋曜廷教授/臺灣師範大

學科技應用與人力發展學系 游
光昭教授/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楊鎮華教授/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

技研究所 侯惠澤助理教授   
1210- 結束    
 

召開北部(臺灣師範

大學)座談會議 
2011/10/11 日期：2011 年 10 月 11 日(二)  

時間：12:30~15:00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與會人數：約 120 人 
議程  
1230-1300 報到    
1300-1310 開場 彰化師範大學 張惠博校長/

國科會科教處 陳國棟處長  
1310-1350 白皮書內容簡報 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校長  
1350-1410 休息、茶點  
1410-1500 座談時間 彰化師範大學 張惠博

校長/國科會科教處 陳國棟處長/
臺灣師範大學 張國恩校長/臺灣

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侯惠

澤助理教授   
1500- 結束    
 

召開第四次工作會議 2011/10/26 2011 年 10 月 26 日團隊在臺灣師範大學召開

第四次工作會議，會議中決定： 
一、北中南三次座談會之意見已經彙整，並

列出當天座談主持人現場回覆情形作為

參考，經由總主持人處判定各意見所屬

篇章列於表中，請所屬篇章負責人依據



 
 

意見於白皮書初稿中進行修改，並請將

如何修改調整白皮書內容之具體情形打

入"處理情形"欄中進行回覆說明，若該

意見難以修改或超出白皮書範疇，也請

於此欄說明回覆，此部分將列入白皮書

計畫成果報告，若該意見涉及多個篇章

則請各篇均提出回應供師大方面彙整，

請無論現場有無回覆均仍盡量給予回

覆，第一篇各章部分則仍煩請該篇負責

人諮詢撰稿人(即學門召集人)回覆。 
二、依據上述意見修改白皮書的同時，請針

對所屬篇章的內容進行校正與修訂以完

成完整之修訂版，並請依據附件之精簡

版格式，摘錄經由摘要篩選重點後的精

簡版。 
三、總主持人建議應該就研究人才培育機

制、科教處與國合處未來可配合的部分

以及貴重儀器設備的共用與管理等議題

加以重視，建議加入第五篇"推動策略"
與第六篇"未來建議"中，請此兩篇負責

老師能將關於上述的相關議題內容加入

所屬章節於此次最終修訂版中。 
 

根據三次座談會意見

之整理，團隊撰寫第

二版初稿 

2011/10/11
~2011/11/2
1 

團隊依據北中南三次座談會之紀錄，整理座

談意見表，並請教授進行白皮書改版，教授

於 11 月 21 日改版完成，並轉呈科教專家及

科學家過目，俾利 12 月 9 日專家諮詢會議進

行。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 2011/12/09 開會事由：「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專家

諮詢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09 日(星期

五)下午 4 時 
開會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106 號 22 樓

第 2206 會議室 
主持人：陳國棟處長、張國恩校長 
出席者：劉兆漢院士、劉炯朗院士、吳茂昆

院士、林榮耀院士、廖俊臣教授、



 
 

楊弘敦教授、陳泰然教授、牟中原

教授、郭重吉教授、林福來教授、

鄭涌涇教授、林煥祥教授、陳德懷

教授、游光昭教授、張俊彥教授、

宋曜廷教授、周  倩教授、楊鎮華

教授、張惠博教授、蔡今中教授、

侯惠澤助理教授 
列席者：科教處同仁 
 
會議記錄： 
專家提出之意見，有部分已當場回應，其餘

擬修改白皮書內容擬辦如下： 
1.請第五篇增加國際合作內容。  
2.請第二篇增加大專生科普活動辦理之內

容。  
3.請全部篇章針對科教處因應時代的變遷，

該如何轉化教與學的模式進行內容增修。  
4. 請各篇章調整說詞用語，更為淺顯易懂，

以符應委員們提及強調的共通語言認定。  
5.請第五、六篇增加智財權與成果傳遞至國

際的相關內容。 
6.請第五、六篇增修與教育部、經濟部合作

之規劃或未來策略。 
7.因太著重於 SCI/SSCI，請第五、六篇增加

質性指標相關描述。 
8.由於委員表示精簡版內容太多，請各篇

章，針對精簡版之內容，再次精簡 20% 
9.請第四篇增加成功案例、高瞻計畫等相關

內容。 
10.請第二篇再加強媒合民眾與科教之相關

內容。 
11. 白皮書緒論部分，將說明科教白皮書及

科教研究白皮書差異以及白皮書年限 
12. 補救教學部分，請各篇可考慮補充與此

相關的規畫與議題。 
 

根據專家諮詢會議意

見之整理，團隊撰寫

2011/12/09
~2011/1/19 

團隊依據專家諮詢會議之建議，進行白皮書

第三次改版，教授於 2012 年 1 月 19 日改版



 
 

第三版初稿 完畢，並於 2 月 3 日完成最後潤稿。 
 

 

目前，經編撰之白皮書之完稿初稿(計 186 頁)如附件一所示，將送呈科教處與國科會核

定運用。另為推廣便利，本計畫亦同時完成精簡版(計 87 頁)供未來推廣運用。各篇的架構與

簡要說明如下表所示: 

 

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篇章架構與簡要說明 

第壹篇 科學教育學術研究  

篇章架構 

第一章 數學教育 

第二章 科學教育(含多元族群) 

第三章 資訊教育 

第四章 應用科學教育 

第五章 醫學教育 

第六章 科普教育與傳播 

篇章說明 

此篇計六章之內容，分別概述並分析國內科學教育各個重要領域學門的

近年學術研究成果與國外研究趨勢，並探究國內現有研究困難瓶頸，進

而提出未來數年前瞻策略與規畫之構想。 

第貳篇 大眾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 

篇章架構 

第七章 科普傳播活動 

第八章 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 

第九章 國民科學素養調查 

篇章說明 

此篇計有三章之內容，第七章概述並分析國內大眾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

活動的願景、理念、特色以及既有成果；第八章則探究發展科學傳播、

厚植全民科學素養的趨勢與未來規畫；而第九章則討論國民科學素養調



 
 

查的現況。 

第參篇  科教實作與應用 

篇章架構 

第十章  數位學習科技發展、應用與產業 

第十一章 科學實驗活動研究之發展、應用與產業 

第十二章 科學玩具科技發展、應用與產業 

第十三章 中小學科學評量模組發展、應用與產業 

篇章說明 

本篇共計四章內容，將著重於科學教育相關的實作、運用與產業分析。

其中，分別著墨於數位學習科技、科學實驗活動科技、科學玩具科技以

及中小學科學教學評量模組的發展現況、各類應用與產業概況，並提出

相關的分析與規畫。 

第肆篇  科技人力培育 

篇章架構 

第十四章  前瞻科技人才培育 

第十五章  科技創新人才培育 

第十六章  科學資優人才培育 

篇章說明 

本篇計三章，主要包含前瞻科技人才培育、科技創新人才培育、以及科

學資優人才培育等三章。各章內容著重在介紹有關科技人力培育的研究

發展現況、趨勢、問題與人力現況分析，並據此研提有關科技人才培育

的未來發展重點、推動策略，最後則分別研提相關的具體建議與結論。 

第伍篇  執行推動 

篇章架構 

第十七章 推動策略 

第十八章 困難與建議 

篇章說明 

本篇計二章，分別就上述各篇章的重要發現進行整合分析，突破既有研

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多元研究資源，規劃一系列的未來研究發展的具



 
 

體推動策略，並提出建議。 

第陸篇 未來展望 

篇章架構 

第十九章 未來展望 

篇章說明 

本篇綜合各篇章結果，提出未來國家發展科學教育研究的前瞻展望與願

景。 

 

 

5 結論 

本研究計畫目前已經完成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與其精簡版乙份，應已能達到以下貢

獻: 

一、 於科教研究政策規畫面向上，藉由重新嚴謹審視既有科教研究發展政策的限制，可望能

突破既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多元資源，以激盪跨領域專家們對於國家未來教育政

策施政之重新思考與討論，且其討論時機正可配合十二年國教之政策之籌劃進行考量，

充分兼顧各種實務需求與確保未來實施時的銜接性。 

二、 在實務運用面向方面，經由資料蒐集與分析、意見激盪、專家共識凝聚以及一系列座談

會之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可以精緻彙整並縝密規劃前瞻構想與策略，提供國

家未來科學教育之研究與提升全民素養的實施方針方面研究之重要參考依據，此兼顧前

瞻創意激盪、學術研究理論基礎與基層教育意見需求的白皮書將更有助於國民科學素養

的整體提升的相關計畫之遂行。 

三、 於國家競爭力面向上，白皮書之綱要，將可於未來促使台灣整合既有之科學教育與數位

學習研究資源優勢，作為未來在中長期時能型塑足以影響國際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的台灣

模式(Taiwan Model)。裨益於提升全民終身科學素養，孕育國家科學頂尖人才與團隊，

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並解決當前人類重要科學研究議題。 

6. 計劃成果自評: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

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本計畫為規劃撰寫白皮書之計畫，非學術研究計畫案，係以產出白皮書為研究

目的，現已 100%達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所發展之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於科教研究政策規畫面向上，藉由重新

嚴謹審視既有科教研究發展政策的限制，可望能突破既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

合多元資源，以激盪跨領域專家們對於國家未來教育政策施政之重新思考與討

論，且其討論時機正可配合十二年國教之政策之籌劃進行考量，充分兼顧各種實

務需求與確保未來實施時的銜接性。在實務運用面向方面，經由資料蒐集與分析、

意見激盪、專家共識凝聚以及一系列座談會之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可

以精緻彙整並縝密規劃前瞻構想與策略，提供國家未來科學教育之研究與提升全

民素養的實施方針方面研究之重要參考依據，此兼顧前瞻創意激盪、學術研究理

論基礎與基層教育意見需求的白皮書將更有助於國民科學素養的整體提升的相關

計畫之遂行。於國家競爭力面向上，白皮書之綱要，將可於未來促使台灣整合既

有之科學教育與數位學習研究資源優勢，作為未來在中長期時能型塑足以影響國

際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的台灣模式(Taiwan Model)。裨益於提升全民終身科學素養，

孕育國家科學頂尖人才與團隊，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並解決當前人類重要科學

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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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壹、緣起 

 

    科學與科技的研究發展攸關國家競爭力，而全民的科學素養尤為國家科學技術卓越發展

之碁石。各國均於本世紀初便著手擬訂二十一世紀之國家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之政策方針，

如：美國之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英國之科學創新政策白皮書、

澳洲之21世紀國家教育終極目標、日本之「彩虹計畫」、韓國之科學高中計劃等，均十分強

調科學教育的重要性。爰此，教育部與國科會於九十一年召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並

於九十二年經由審慎研議共同發布「科學教育白皮書」，其中初步揭櫫國家科教目標、架構及

政策內涵。經由數年來科學教育主軸行動方案的業務與相關計畫之推動，業已有相關之成效。 

    然而近年來，全球面臨比十年前更加飛速的科技發展與更複雜的跨領域科技實務議題的

衝擊，且教學科技與教學策略的發展也日益多元。因此，促發科學教育研究人員能針對目前

國家需求與全球趨勢，充分運用現有資源進行有潛力且前瞻務實的科教研究，以前瞻與實證

研究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以落實更符應時勢的科教政策，成為十分重要的議題。如此方能更

有效率且更有效能地培養具備有效分析與解決這些跨領域議題的科學人才，據以制訂更佳的

科教政策。 

    而為了達上述目的，有賴符應時局，重新審視評估，並邀集重要資深科教研究學者共同

研擬訂定「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有別於「科學教育白皮書」一次性廣泛全面的政策面

規劃，本白皮書擬強調以研究實證為基礎，聚焦並著墨於科學教育研究面向的前瞻擘劃，藉

由科教研究發展白皮書之撰著，按部就班檢視既有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與進程、現況及瓶頸、

國際科教研究與政策發展之趨勢，並提供規畫未來數年的前瞻務實的研究方向與推動策略，

以擘畫新時代我國科學教育領域研究新藍圖。此也有助於藉由提升科學教育研究影響能量與

社會貢獻為基礎，逐步提升國家科學與科技之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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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國重要科學教育政策現況 

 

值此之際，各國均開始省思調整世紀初所訂定之科學教育與全民素養的政策。以美國為

例，鑒於依據美國聯邦政府之報告，2009 年美國四年級學生中有過半學生於科學學科上整體

表現不佳，以至於歐巴馬總統強調將更重視科學教育並將可能依此調整 2002 年制定之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法案，以提升全國之人民之科學素養。歐盟於 2006 年也提出「國民核

心能力」，2010 年，新加坡提出「教育中心價值」，以促進培養國民關鍵素養，而國際著名企

業微軟、英特爾與思科等公司則共同贊助「二十一世紀核心能力之評量與教學」的國際性組

織(Assessment and Teaching of 21st Century Skills)(ATC21S)，均為求培養全球新世紀之人民素

養。而本計劃亦整理上述各國家或組織的相關全民素養或全國性科學教育計劃的要旨如下表

所示。 

表 0-1  世界各國家或組織全民素養及全國性科學教育計劃表 

計畫名稱 摘要 參考資料來源 
美國科學教

育標準 
NSES 

(一)1983年美國出版 A Nation at Risk，提醒全美教

育改革勢在必得，而後美國在1995年由國家研究委

員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制定公布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共有六大標

準：教學標準、教師專業成長標準、評鑑標準、科

學內容標準、科學教育課程標準以及科學教育系統

標準。 
1. 教學標準： 
(1) 探索式課程導向的教學計畫。 
(2) 針對學生學習教學活動，提供導引及協助。 
(3) 在教與學過程當中進行評估 
(4) 發展出適合學生進行科學教育學習的教學環

境 
(5) 建置學習者社群 
(6) 配合學校科學教育方針，推動教學計畫跟發展 
2. 專業成長標準 
(1) 探索式學習 
(2) 整合學習方法、教育學與學生學習情形 
(3) 對終身學習有所瞭解，並擁有終身學習能力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83). 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Retrived from 

http://www2.ed.gov/pubs/

NatAtRisk/index.html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995).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Retrived from 

http://download.nap.edu/c

art/deliver.cgi?record_id=

4962&type=pdf_chapter

&fre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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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業成長課程具有連貫性及統合性 
3. 評鑑標準 
(1) 與原先預設的決策相符 
(2) 學習達成度與機會並重 
(3) 收集的資料與(教學)活動進行結果相符 
(4) 公平的實施評鑑 
(5) 從評鑑結果中，正確地針對學生的學習達成度

及學習機會做成評論 
4. 內含八個內容標準，其中第一項標準「結合科

學的概念與方法」為K-12共通的表徵，而其餘7項
標準則分為K-4、5-8、9-12三個部分來分別探討細

項。包括： 
(1) 結合科學的概念跟方法 
(2) 探索式科學 
(3) 物理科學 
(4) 生命科學 
(5) 地球及太空科學 
(6) 科學與科技 
(7) 結合個人微觀與社會巨觀的科學 
5. 科學教育課程標準 
(1) 與別的相關標準以及跨年級的評鑑都具有一

致連貫的特性 
(2) 課程內容包括內容標準，使用探究式方式，發

展適當的、有趣的、且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課

程，並且與其他學校的教學目標相銜接。 
(3) 課程內容與數學教育相配合 
(4) 針對所有的學生提供適當的支援協助 
(5) 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 
(6) 發展有助教師士氣與支援教師的社群 
6. 科學教育系統標準 
(1) 與相關的教學、專業發展、評鑑、標準內容、

課程標準等等一致或連貫 
(2) 跨單位(公司、研究機構或組織)的合作 
(3) 和與時俱進的科學教育政策連貫 
(4) 提供科學教育政策相關的支援 
(5) 體現公平 
(6) 強調科學教育政策中，不可預見事項的重要性 
(7) 在標準之下，重視個人的績效責任，已完成科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2010).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New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Retrived from 

http://www7.nationalacad

emies.org/bose/Standards

_Framework_Homepage.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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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之願景 

於 2010 年七月中旬並再公布「下一代中小學科學

教育標準」(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for 
K-12 education)理論架構草案(a draft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接受公聽與諮詢至八月二

日止，於 2011 年初提出最後版本，交由政府及相

關機構發展新科學教育標準的參考。  

(二)新科學教育標準理論架構草案主要針對四個

領域:生命科學(life science)、地球與太空科學(earth 
and space science)、物理科學(physical science) 、
工程與技術(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該草案強

調重整下一個新世代的科學教育標準，挑選新世代

在科學、科技與工程領域上所需之科學知識技能，

要求所有學生在中學畢業之前都必須習得與精熟

課程內容，並期許科學教育能完成整合願景(move 
science toward a more coherent vision)。 

英國科學與

創新投資架

構(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此投資架構於 2004 年提出，計畫規劃的 2004-2014
的 10 年期中程科技計畫，並且提出了建構英國科

學、研究和創新體系與知識架構，總共有以下幾項

大目標，注重經濟成長、卓越研究與公共補助的機

制，透過「卓越研究中心的成立」、「公部門在經濟

產業面及科學研究發展的補助」、「強調於科學、電

機與資訊科技等方面的支援」、「永續經營的概

念」、「提高英國社會對於研究創新與應用的認知與

信心」。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4). Science &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2004 ─ 2014. 

Retrived from 

http://news.bbc.co.uk/nol/s

hared/bsp/hi/pdfs/science_i

nnovation_120704.pdf  

澳洲 21 世

紀國家教育

終極目標 

1999 年 4 月於 Adelaide 召開之「教育、就業訓練

和青年事務部長會議」，綜合各方面之意見所制訂

的「邁向 21 世紀學校教育之國家目標」：  

(一)學校教育應協助每一位學生充分發展以下各

項能力：   

1. 具有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他人溝通觀念與

交換資訊的能力及與他人合作的能力。  
2. 具有自信、樂觀、高度自尊的人格特質以及培養

其能成功扮演未來在家庭、社區和職場角色的能

力。  

Australia, 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 (1999). The 

Adelaide Declaration on 

National Goals for 

School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Preamble and Goal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euact.asn.au/u

ploads/file/AdelaideDeclar

ation.doc 

張明輝(1999)。澳洲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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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倫理道德和社會正義的判斷能力、理性思考

和決定的能力及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能力。  
4. 瞭解澳洲政府運作體系和公民生活，且具有活力

的公民。  
5. 具有就業相關技能和對工作世界的認識與了

解；對於職業教育與訓練、繼續教育、就業和終

身學習的積極態度。  
6. 具有使用新科技，特別是資訊和通訊科技的信心

和創意；並且瞭解新科技對未來社會的影響。  
7. 具有對自然生態環境的認識與關心，並具備生態

持續發展的相關知識。  
8. 具有建立健康生活型態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二)課程方面，學生應具備：  

1. 經由義務教育年限所提供之八項學習領域的綜

合及均衡課程內容，進一步習得高標準的知識和

技能；該八項學習領域包括：a.藝術；b.英語；

c.健康和體育；d.第二外語；e.數學；f.科學；g.
社會科學；h.科技。 

2. 學生在小學畢業時，其讀寫算能力及溝通能力，

能達到一定的標準。  
3. 學生在義務教育年限內，能參與職業學習活動；

在高中階段亦能參加職業訓練計畫。 
4. 參與發展行業技能訓練之計畫和活動，以增進學

生未來發展之最大彈性及適應力。  

(三)學校教育應發揮社會正義，因此必須達成下列

目標：   

1. 學生成就不因其性別、語言、文化、種族、宗教

或身心障礙而在學習成就方面有所差異；或因為

其家庭社經背景及居住地區而有差異。  
2. 教育不利學生的學習成就，能趕上其他正常學

生。  
3. 原住民和其他偏遠離島地區學生之學習成就，能

趕上其他正常學生。  
4. 所有學生均能瞭解澳洲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

的文化。  

革新計畫與策略【網站文

章】。取自

http://web.ed.ntnu.edu.tw/~

minfei/artical/artical(au)-1.

html 

 



6 
 

5. 所有學生均能瞭解和接受澳洲各種族間文化和

語言的差異。  
6. 所有學生均能享有並完成十二年的學校教育，或

接受相關的職業教育與訓練。  

(以上資料摘自於張明輝教授摘要 Adelaide 宣言

的內容，詳見“澳洲學校教育革新計畫與策略” 
http://web.ed.ntnu.edu.tw/~minfei/artical/artical(au)-
1.html ) 

1.日本彩虹

計畫 
2.科技技術

白皮書 

日本最近期的教育改革計畫為 2000 年提出的「邁

向 21 世紀教育改革計畫─彩虹計畫」，其中有七項

重要策略方針，包括：提高學生基本學力；提供多

元化課程與活動，培養開放和關懷的心靈；提供學

生愉快安心的學習場域；加強家長及社區對學校的

信任；培育教師成為真正的教育專業人員；促進大

學具備國際水準；建構適用於 21 世紀的教育理

念，提升基礎教育成效等。而日本自 1998 年始每

年均提出科技技術白皮書，最新的白皮書於 2010
公布，關注於解決全球暖化問題、歐美當下正在發

展與研擬的科技技術、科學科技與人類健康及社會

安全等等議題。 
 

Mohammad Reza Sarkar Arani. 

(2004). Policy of      

Education for the 21
st 

Century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ocus on 

Japan and Persian Gulf 

Reg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ies, Vol. 

11, No. 3, pp. 101-130. 

 

Jap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 

White Paper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 

Retrived from 

http://www.mext.go.jp/en

glish/wp/1298991.htm 

韓國科學高

中計劃 
韓國科學高中計劃之目的在於提供在數學還有科

學方面有優異天賦的學生就讀，希望透過特殊的課

程來培育這些學生，科學高中不像其他一般高中需

要教授國定課程，科學高中有制定課程自主權。除

了南韓之外，土耳其、日本、美國皆有設置類似的

學校 

Soeul Science School. (2006) 

Introdu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sshs.hs.kr/dou

m/index.jsp 

 Wikipedia (2011) Science High 

School. Retri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

ki/Science_High_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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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ed_in_South_Korea 

歐盟 2006
國民核心能

力 

歐盟的核心能力緣起於 1999 年波隆那宣言，該宣

言有三大重點包括流動機制的建置、高等教育競爭

力與吸引力的提升以及強化歐盟地區高等教育畢

業生的就業能力等三大項目，並且發展出以學生學

習成果及能力為中心為宗旨之教育策略，從終身學

習的角度，確實培養學生核心能力。在 2005 年的

歐盟會議，提出八大核心能力，依序為： 
(一)母語溝通能力 
(二)外語溝通能力 
(三)數學算術能力與科學技術能力 
(四)數位能力 
(五)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 
(六)人際互動、跨文化以及社會能力與公民能力 
(七)企業與創新精神 
(八)文化表現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cates. (2005). 

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Retrived 

from 

http://ec.europa.eu/educat

ion/policies/2010/doc/key

rec_en.pdf 

楊瑩(民 96)。波隆那歷程的紐

約公報─歐盟波隆那宣

言簽署二十周年時的「績

效清查」舞台。教育評鑑

雙月刊，10，57-60。 

新加坡

2010 教育

中心價值 

新加坡教育部在 2010 年 3 月發布「在學校中發展

21 世紀核心能力」，以自我認知、有責任感的決

策、人際關係經營、社會認知、自我管理等五大面

向，以資訊科技能力、批判性思考、理解公民意識、

認識全球化觀念、跨文化技能等等方法來實踐五大

教育核心價值能力，新加坡希望透過學校、家長與

學生相互的配合而有效達到能力的培育。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0). Nurturing 

Our Young for the future 

competenc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trived from 

http://www.moe.gov.sg/committ

ee-of-supply-debate/files/nurturi

ng-our-young.pdf 

 

英特爾、微

軟、蘋果、

思科、戴爾

等國際公司

所促成的

21 世紀核

心能力之評

量與教學

(ATC21S) 

英特爾、微軟、蘋果、思科、戴爾等公司提供相關

的經費，創辦 21 世紀技能聯盟，並促成 21 世紀人

才核心能力之架構： 
(一) 核心課程：英文、閱讀、語言、藝術、數學、

經濟、歷史、政府與公民 
(二) 21 世紀議題：全球化思維、財務、經濟、商

業與企業、國民與健康素養 
(三) 學習與創新技能：創造力、批判思考、解決

問題能力、溝通合作能力 
(四) 資訊、媒體與科技能力：資訊通訊能力等 
(五) 生活與職業技能：適應力、進取心、自主決

策、跨文化能力、生產績效能力、領導與負責能力 
(六) 21 世紀教育支援系統：標準與評量、課程與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 (2008). 21st Century Skills, 

Education & Competiveness-A 

resource and Policy Guide. 

Retrived from 

http://www.p21.org/documents/

21st_century_skills_education_

and_competitiveness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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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業發展、學習環境等 
由於負責單位為美國勞工局，參與單位則為企業廠

商等大公司，所制定的能力指標偏向於工作者必須

的能力。 

 

由表 0-1 可知，目前各國於科學教育研究發展與全民素養的培育方面皆有朝向積極、前

瞻規劃與全國性投入的發展趨勢。 

然而，在各國紛紛挹注大量全國性計畫以推動科學教育實務與研究之際，九十九年十二

月公布之最新「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評比結果，無論是閱讀、數學和科學素養，

台灣則僅維持既往水準，然而其他部分國家卻多有提升，且在兩岸三地的評比成績中台灣亦

敬陪末座。是以，研擬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據此精進研究能量，且以此探究目前科教

的限制並擘劃更具體的跨領域科學教育素養發展政策尤為當務之急之研究議題。 

適逢近十年來台灣在科學教育領域的研究表現於國際上已經逐漸提升，科技與網路的飛

躍發展(如 Web 2.0 時代的高互動網路互動型態的轉變)也促使了更多研究探討科技輔助學習

各類素養與知識的新潛力。九十二年開始至今的兩期的「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亦促發

了國內對數位教學領域的研究與發展並於國際上有突出的表現。爰此，如何整合國內於科學

教育與數位學習研究表現的優勢於科學教學實務中，並整合教學與學習理論、前瞻科技與網

路教學媒體，以培養全民科學素養，是亟待發展的重要的議題之一。綜合以上趨勢，在建國

百年之際，也正逢十二年國民教育重大教育改革的籌備時期，此實應為一體省思如何提升跨

領域國民素養、調整科學教育課程與教學、因應科技教學新趨勢等主軸的資源整合與整體擘

劃之良機。為了因應上述時代變遷之所需與培育更多頂尖科學研究人才與整體全民科學素

養，藉由重新嚴謹審視既有研究發展的限制，突破既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跨校之多元

資源，重新集思廣益，撰擬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供未來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的

重要參考，此將是值得推動與亟待遂行之要務。 

 

参、篇章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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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上述目的，將擬經由國內具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科學教育與數位學習相關專家學

者，透過資料蒐集與分析、意見激盪、專家共識凝聚以及一系列座談說明會，以落實前瞻規

劃、領域整合、資源共享、領先國際的縝密規劃，供未來具彈性的動態科教研究方向的參考

依據。本白皮書年限為五年(101-105 年)，各篇之撰擬重點將包含科學教育學術研究、大眾科

學教育與科學傳播活動、科教實作與應用產業、科技人力培育等面向等研究方向，並討論其

執行推動策略及未來展望，且在推動策略上，將特別著墨於跨學門、跨領域與資源整合規劃。

各篇的架構與簡要說明如下表所示: 

 

表 0-2  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篇章架構與簡要說明 

第貳篇 科學教育學術研究  

篇章架構 

第二十章數學教育 

第二十一章 科學教育(含多元族群) 

第二十二章 資訊教育 

第二十三章 應用科學教育 

第二十四章 醫學教育 

第二十五章 科普教育與傳播 

篇章說明 

此篇計六章之內容，分別概述並分析國內科學教育各個重要領域學門的

近年學術研究成果與國外研究趨勢，並探究國內現有研究困難瓶頸，進

而提出未來數年前瞻策略與規畫之構想。 

第貳篇 大眾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 

篇章架構 

第二十六章 科普傳播活動 

第二十七章 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 

第二十八章 國民科學素養調查 

篇章說明 

此篇計有三章之內容，第七章概述並分析國內大眾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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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願景、理念、特色以及既有成果；第八章則探究發展科學傳播、

厚植全民科學素養的趨勢與未來規畫；而第九章則討論國民科學素養調

查的現況。 

第柒篇  科教實作與應用 

篇章架構 

第二十九章  數位學習科技發展、應用與產業 

第三十章 科學實驗活動研究之發展、應用與產業 

第三十一章  科學玩具科技發展、應用與產業 

第三十二章  中小學科學評量模組發展、應用與產業 

篇章說明 

本篇共計四章內容，將著重於科學教育相關的實作、運用與產業分析。

其中，分別著墨於數位學習科技、科學實驗活動科技、科學玩具科技以

及中小學科學教學評量模組的發展現況、各類應用與產業概況，並提出

相關的分析與規畫。 

第捌篇  科技人力培育 

篇章架構 

第三十三章   前瞻科技人才培育 

第三十四章   科技創新人才培育 

第三十五章   科學資優人才培育 

篇章說明 

本篇計三章，主要包含前瞻科技人才培育、科技創新人才培育、以及科

學資優人才培育等三章。各章內容著重在介紹有關科技人力培育的研究

發展現況、趨勢、問題與人力現況分析，並據此研提有關科技人才培育

的未來發展重點、推動策略，最後則分別研提相關的具體建議與結論。 

第玖篇  執行推動 

篇章架構 

第三十六章  推動策略 

第三十七章  困難與建議 

篇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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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計二章，分別就上述各篇章的重要發現進行整合分析，突破既有研

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多元研究資源，規劃一系列的未來研究發展的具

體推動策略，並提出建議。 

第壹拾篇 未來展望 

篇章架構 

第三十八章  未來展望 

篇章說明 

本篇綜合各篇章結果，提出未來國家發展科學教育研究的前瞻展望與願

景。 

 

肆、預期效益 

 

本白皮書預期於完成之後有以下的具體成效: 

四、 於科教研究政策規畫面向上，藉由重新嚴謹審視既有科教研究發展政策的限制，可望能

突破既有研究學門領域藩籬、整合多元資源，以激盪跨領域專家們對於國家未來教育政

策施政之重新思考與討論，且其討論時機正可配合十二年國教之政策之籌劃進行考量，

充分兼顧各種實務需求與確保未來實施時的銜接性。 

五、 在實務運用面向方面，經由資料蒐集與分析、意見激盪、專家共識凝聚以及一系列座談

會之國家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可以精緻彙整並縝密規劃前瞻構想與策略，提供國

家未來科學教育之研究與提升全民素養的實施方針方面研究之重要參考依據，此兼顧前

瞻創意激盪、學術研究理論基礎與基層教育意見需求的白皮書將更有助於國民科學素養

的整體提升的相關計畫之遂行。 

六、 於國家競爭力面向上，白皮書之綱要，將可於未來促使台灣整合既有之科學教育與數位

學習研究資源優勢，作為未來在中長期時能型塑足以影響國際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的台灣

模式(Taiwan Model)。裨益於提升全民終身科學素養，孕育國家科學頂尖人才與團隊，

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並解決當前人類重要科學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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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篇 科學教育學術研究 

本篇主要論述科學教育學術研究，包含「數學教育」、「科學教育(含多元族群)」、「資

訊教育」、「應用科學教育」、「數學教育」及「科普教育與傳播」等六章，內容並分析國

內科學教育各個重要領域學門的近年學術研究成果與國外研究趨勢，並探究國內現有研究困

難瓶頸，進而提出未來數年前瞻策略與規畫之構想。科學教育的發展與國力之展現息息相關，

而科教處的使命則是希望研究成果能對社會及國家產生根本之影響及貢獻。目前科教處的學

術研究實力及成果在亞洲已處於領先地位，在世界也在十名之內。特別是科學教育及資訊教

育研究，我國實已累積相當研究成果及已培育相當多研究人力，研究成果在國際間獲得重視。

此外，我國科學教育研究已朝向跨領域及結合新興科技之大型研究邁進，因此，未來若能基

於已建立之研究成果及知名度上，持續保持研究動能，我國確實在此學術領域具有相當大之

進展優勢及成功機會。 

在未來的規畫部分，因應目前世界的快速變遷，未來仍需更多學術研究投入並結合理論

與實務，確實提升我國學生之科學素養、資訊素養及相關能力。科教處已累積相當學術研究

成果，因此，將研究成果轉化成對科學教育及社會的實務影響將是未來推動的重點。而學術

成果更應強調與產業技術接軌，對於我國產業技術及人力的培養將具有促進作用。此外，科

學傳播是國民科技知識與精神的培養中重要之ㄧ環，也是國民終身學習科技知識的主要來

源。因此科教處未來也將持續鼓勵及推動公眾參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並培育科學傳播社群

與專業人才。 

 

第一章 數學教育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數學教育學門專題計畫的研究領域包括：數學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學習與發展、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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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學與學習相關議題、大眾數學素養、認知神經科學與數學學習與教學的整合、數學學

習成效評量、以及資訊科技在數學教育相關議題等領域。通過本學門研究計畫的執行與推動，

得以提昇國內數學教育理論基礎，促成國內研究與國際接軌。研究成果同時可做為國內教學

的參考，進而增進國內教學實務的發展。 

我國發展數學教育研究的優勢包括：早期我國數學教育人員的基礎訓練非常紮實；國內

數學教育相關研究的推動已有相當基礎；在國際數學暨科學趨勢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研究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此類國際性數學評比表現相當良好。國

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所作數學教師培育的跨國比較研究(Teac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y in Mathematics, TEDS-M)調查中，我國數學儲備教師在數學及數學教學知識上都名列前

茅。 

  在具體的研究成果量化評量指標方面，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JRME)為目前引領國際數學教育趨勢的頂尖標竿期刊。如表 1-1 所示，運用科學計量學技術

分析自 1991-2010 年的論文發表狀況，美國以 234 篇遙遙領先各國，顯示美國在數學教育上

的領先地位。台灣以三篇論文(分別發表於 1996、1998 及 2000 年)排名世界第十二位，在亞

洲僅次於日本(五篇，世界排名第六位)。這樣的成績顯示台灣在數學教育研究上，確實有一

定的水準，但為達到晉身與世界一流研究接軌的地位，仍需付出相當的努力與相對的經費支

持。 

 

表 1-1  1991-2010 年各國在 JRME 期刊論文篇數總和排名 

論文發表數排行 國家 論文發表總篇數 
1 美國 234 
2 澳大利亞 17 
3 英國 16 
4 加拿大 13 
5 以色列 13 
6 日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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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數排行 國家 論文發表總篇數 
7 南非 5 
8 比利時 5 
9 巴西 4 

10 紐西蘭 4 
11 西班牙 3 
12 台灣 3 
13 德國 3 
14 荷蘭 2 
15 希臘 2 

 

數學教育者的研究成績，仍然有機會在其他 SSCI 期刊發表。數學教育研究中，如測驗、

評量、資訊工具使用、或專業知識與教育的關連等議題，成果也適合發表在收錄 SCI 論文索

引中的期刊。另外，科教處列為一級期刊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IJSME)，也是可發表數學教育研究成果的管道，今年亦開始收錄 SSCI。下面表列

以上三類期刊近五年國內數教人員發表論文數量。 

 

表 1-2  2006-2010 年國內數教人員之 SSCI、SCI、及 IJSME 論文發表篇數 

 SSCI SCI IJSME 
2006 1 2 4 
2007 3 2 7 
2008 3 3 5 
2009 2 5 9 
2010 11 2 5 

 

2007年至2010間，台灣師範大學林福來教授擔任國際數學教育心理學群(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PME)會長時期，我國數學教育的國際能見

度達到高峰。台灣數學教育學會更獲准在2012年主辦國際數學教育心理年會(PME 36)。林福

來教授近十年來也擔任由國科會資助，國際著名期刊專業出版公司Springer合作出版的學術期

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的總編輯，而嘉義大學楊德清教授

曾在2006年至2008年間擔任編輯委員。此外，中山大學梁淑坤教授亦名列國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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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Learn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的編輯。這些都是以堅實的研究成

果為後盾，才獲得國際上的認同。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根據資料分析顯示，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JRME)於 1991-2010 年

間數學教育的相關研究主題可分為以下六大項目： 

 數學教學與學習(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代數、數學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 (Algebra, Mathematics Content Knowledge an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幾何推理(Geometric Reasoning) 

 性別與學習成效(Gender and Learning Outcomes) 

 極限概念、學習動機(Limit Concepts, Learning Motivation) 

如圖 1-1 所示，數學教育研究在過去二十年間，研究量最多的主題為教學與學習。在此

研究主題中，國際期刊發表量排名前三名的國家為：美國、英國及以色列。此外，由於代數、

數學內容知識與教學知識的相關研究也有大幅提昇的趨勢，因此預期未來數學教育領域的相

關研究會更投注在這兩個研究主題中。此研究主題的期刊發表量分別由美國及南非排名前兩

名。在其他四個研究主題中，美國的期刊發表量皆排名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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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數學教育 1991 至 2010 年在各研究主題的發展趨勢 

 

四年一度的國際數學教育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al Education, ICME)是

全世界數學教育界極重要的集會，督辦 ICME 的國際組織是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ICMI)，隸屬於國際數學聯合會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 IMU)。ICMI 下設的國際數學教育心理學群(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PME)2011 年 7 月在土耳其開會，會議活動中的研究論

壇、討論小組以及工作小組的各項主題，也可做為觀察國際數學研究趨勢的參考。此類主題

包括：教師教育及數學作業、數學擬題教學研究、數學遊戲、直觀及分析思考、建模、高階

質性研究者的培訓、文化自我與數學教育、科技與數學、特別需要者的數學教育、與成就不

高的數學教師合作、創造力及建模、大學數學教育、肢體語言與數學教育、數學教育及社會、

教師作為數學教育研究者。 

下屆 ICME 將於 2012 年在韓國漢城舉行。ICME 的主要目標在展現當前數學教育研究的

狀況與未來發展趨勢，以及交換各層級數學教學的實務經驗。大會中提供數量甚多專題研究

群(Topic Study Groups, TSG)的論文發表與討論活動。2012 年新增加的專題，相當程度反映了

國際數學教育研究的新趨勢。新專題包括：數學素養、特殊學生的活動及學程、在職進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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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小學數學的測量、數學教與學的歷史、職前數學教師之培育、統計的教與學、

數學競賽及挑戰環境。 

國際間近年特別重視數學、科學與閱讀能力的相關國際性比較研究，如 TIMSS、PISA、

TEDS-M 等重要國際評比研究。這幾項重要研究計畫的主題著重在探討數學的學習、情意，

認知、課程、評量、教學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等相關議題，從而引發相關的數學教育研究課題。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目前國內數學教育研究遭遇一些結構性的瓶頸： 

一、 由於當前師資培育所產出的教師過剩，就業機會難度增高，因而侷限了國內數學教育

系、所的發展，以致數學教育相關的研究人才，以及在歐美進修的未來儲備人才均逐漸

減少。 

二、 目前 30~40 歲新生代的研究人員，企圖心及努力的熱誠亟待加強。某些研究工作者及研

究生因為學科訓練不夠紮實，致使掌握關鍵問題的能力稍嫌薄弱。 

三、 數學教育學者的研究工作多屬單打獨鬥型，應該促進團隊合作精神，方能推動整合型計

畫。此外，博士後研究人才資源不足，不易進行長期及深入之研究。而國內數學教育學

者在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的情形仍大有改進空間。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過去幾年由於師資培育人才的過剩，以致於師範體系所扮演的角色逐漸受到忽視。在此

大環境下，數學教育領域的研究人口亦逐漸遁隱，進而使得申請數學教育學門研究計畫的數

量也逐漸減少。如果這種負向循環現象繼續發展，將造成數學教育的式微。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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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學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學習與發展的研究 

培育數學教師的重點議題就是數學教學「專業知能(意指與教數學相關的專業內涵、概念

與實踐能力)」的學習與發展，對象包括職前教師(學生教師、實習學生或實習教師)、在

職教師及大專教師，皆需不斷地學習與發展各自專業領域所需的相關知能。因此，本項

目主要包含職前教師的培育課程、在職教師的專業學習與發展、以及師資培育者與在職

教師的專業合作三個方面。 

 

二、 數學課程、教學與學習相關議題的研究 

教學與學習是數學教育界關心的重要議題，而課程更是影響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關鍵

因素。但是長期以來學校數學課程的相關議題，並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近年來，國際

間提出許多數學課程發展的新觀念，並進行相關研究，而國內也正進行大規模的數學課

程變革。同時，由於各國越來越重視國際間重要數學成就測驗評比報告，因而，比較參

與國家所使用的學校數學課程與教科書，以探究影響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以及教師教學的

因素，亦成為當前國際間重要的研究主題。 

 

三、 國民數學素養的研究 

國民數學素養的提升，可以增進大眾以合邏輯與理性的態度參與公民活動。如何打破一

般人總把數學概念與數學考試的困難測驗題的解題經驗結合的刻板印象，從生活中尋找

活潑的素材，教育社會大眾認識數學的求真、求實、求條理的精神，是數學教育者所應

肩負起的社會責任。 

 

四、 認知神經科學與數學學習與教學的整合研究  

本研究重點主要鼓勵以認知神經為基礎，進行對數學能力的學習、發展歷程、輔育教學、

篩選檢測等議題深入探究。尤其，是針對以認知神經為研究架構基礎，並確實具有數學

認知的實徵價值，或特別具有此類學門的本土化意義的研究案。 



19 
 

 

五、 新興資訊科技在數學教育相關議題的研究 

整合資訊科技於教學環境中，已成為數學教學與學習的趨勢，也是目前國際間數學教育

重要的研究主題。數學本身所處理的是抽象思維的元件，需藉助表徵系統以作為溝通、

認知與學習的仲介工具。數學教育在教學與學習的相關研究上，應體認資訊科技的快速

發展對於師生溝通方法與認知學習模式的影響，強化資訊科技融入數學教育，並深入探

討教師如何因應時代變遷調整教學與學習的模式，以促進數學教育與時俱進。 

 

六、 數學學習成效評量的研究 

以往數學學習成效評量著重在檢核學生的數學知識、技能，或情意態度，隨著國際競爭

所需能力的變遷與數學教育理念的轉換，晚近開始強調高層次數學能力的發展與學習，

例如推理、建模、溝通、創造等能力，而國民所需要具備的數學素養也成為重要的議題，

因此這些數學能力與素養的觀念內涵，與其相對應的評量工具，亟待探究與研發。此外，

近年推甄進入大學的比例逐步增加，而相當多的學系都需要鑑別學生數學能力。因此應

該研究適當的測驗方式，特別是能利用資訊工具，解析學生解題過程中的步驟，以便更

準確的判別學生理解的程度。這類研究的成果也可導引改善中學考試的命題。 

 

七、 數學文化與數學教育的研究 

數學在人類文明裡至少已有三千年歷史，而學科的生命力仍然旺盛。數學雖然有自己內

在理路的發展走勢，但是數學也必然因為回應社會的需求，而在文明裡扮演不可或缺的

角色。如何從數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的脈絡裡認識與理解數學，從而把這種經驗融入教育

的過程，不僅豐富數學研究人才的素養，也會是大學通識課程的核心題材。 

 

八、 統計與教育的研究 

統計在當代的各個學科裡，無論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工程科學，處處都有

發揮功能的地方，因此研究強化統計的教育有迫切的重要性。另外當代所謂「科學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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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scientometrics)對於度量科學的影響與成就有不容忽視的作用，更值得從統計的觀點

來加以研究，以便深刻理解這些工具的長短，並謀求發展合理度量我國科技成就的方法。 

 

九、 數學資優教育的回顧與發展 

歷史上以及目前國際上，很多數學名家早年均為數學資優生。因此數學資優教育的研究，

對於如何培養尖端數學研究人才相當重要。數學資優教育在國內已經有長年的發展，在

國際奧數及其他競試裡也有優秀的表現。由此累積的經驗，應該做有系統的檢討與研究。 

 

十、 高中數學課程綱要的實施現況及問題探討 

長期以來，國內多數數學教育研究的對象偏向國中小學生的教與學，對後期中等數學教

育的研究量較少。高中數學 99 新課綱既然已付諸實施，有關教學現況及相關問題的探討

值得投入。由於此議題需要數學專長的研究人員參與，也可藉此鼓勵數學與數教人才的

合作，並進一步提升數學專家投入數學教育的研究行列。 

 

十一、 提升情意目標的研究 

近年來相關的國際性研究顯示，台灣學生在國際學業成就的表現水準不錯，但學習自信

及對數學學習的態度卻在國際排名中落後，因此如何針對數學情意目標提出具體的解決

方案及對策，是未來研究可以關注的重點。 

 

陸、推動的策略 

 

一、 鼓勵與推動優秀研究人才積極投入數學教育研究行列 

 辦理計畫申請說明會與工作坊以積極推動、鼓勵與吸引優秀數學教育與數學專業研

究人員投入數學教育研究。 

 促進本學門及跨學門整合型計畫的提出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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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不同領域的研究人才，如數學專長、教育專長或科技專長的學者加入數學教育

研究行列，以提昇數學教育的研究品質。 

 

二、 協助規劃與推動國際合作研究工作 

 鼓勵國內學者組成研究團隊，以積極參與國外研討會，與國外著名數學教育學者聯

繫，以推動國內研究團隊與國際學者進行國際合作研究事宜。 

 規劃舉辦雙邊研討會，針對特定議題進行交流，以增進國際交流合作事宜。 

 鼓勵國內學者組成研究團隊積極參與國際評比的相關大型研究。 

 

三、 積極推廣研究成果 

 舉辦成果發表會，以促進數學教育研究成果推廣與應用於教育及學習實務。 

 舉辦研究經驗傳承工作坊，以協助新進、年輕或有潛力的研究人才，了解如何撰寫

與申請研究計畫等相關事宜。 

 辦理「中文與英文期刊論文撰寫」工作坊，以協助年輕學者論文的發表。 

 規劃辦理「研究與實務對話」研討會，邀請研究者與中小學教師針對研究成果進行

研究與實務的對話，以協助成果的推廣與中小學教師的專業成長。 

 

四、 數學教育專業期刊的創立 

長期以來，數學教育的相關研究結果缺乏主要的發表舞台，使得數學教育研究成果的期

刊發表量受到影響。如果能創立達到《科學教育學刊》水準的期刊，應該有助於傳播數

學教育研究的成果。 

 

五、 鼓勵弱勢族群研究議題的投入 

主動關懷包括學習弱勢學生、離島及原住民地區等弱勢族群並積極鼓勵投入更多學習弱

勢族群的相關研究議題，強化我國補救教學的具體規劃及執行，以達成健全數學教育的

發展及國民數學素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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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預估 

 

依據最近三年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狀況為基礎，預估未來五年每年約 5200 萬元。 

 

捌、困難與建議 

 

  除了前述國內數學教育研究遭遇的結構性瓶頸外，尚有若干困難問題需要重視： 

一、 教育部及國科會等相關單位似乎未能體認數學教育的重要性，以致數學教育相關人員的

培育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在亞洲地區，如日本、新加坡與韓國教育部皆有數學教育相關

的專業工作人員，以提供課程、教學與評量相關的諮詢與服務工作。相較之下，我國已

處於落後的劣勢。 

二、 與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地相比，我國研究人員的薪資偏低，研究經費及研究環

境亦不盡理想，以致非常難以爭取國際化的優秀人才。 

三、 在研究成果評量上，過於偏重收錄於 SSCI 論文索引資料庫的期刊，對於發展數學教育

研究產生不利的影響。 

 

  建議事項： 

一、 擴大數學教育界與數學界的交流與合作。重視國際數學界出版的「教育性」刊物，承認

發表於其上的論文亦歸屬數學教育研究成果，才能擴大數學教育界吸引更廣泛的數學界

人力投入。 

二、 依據理論與實徵研究形成數學教育政策。應根據教學現況的調查、國內外數學學習成就

的比較、相關學術研究的結果等，檢討省思現況，參酌社會的期望，擬訂數學教育改革

政策，從而強化數學研究與數學教學實務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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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當今各國皆重視國際性數學與科學的評比，如 PISA 與 TIMSS，數學教育仍有其重要性

與發展性。台灣一向非常重視數學成就表現，再加上長期以來培育出相當優秀的教師，若未

來能有更清楚的教育政策導向，並設法加強研究與師資培育的發展方向結合，以提供更多人

力、物力資源支持，台灣的數學教育研究應能發展出其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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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學教育(含多元族群)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三十年來，我國的科學教育有顯著的成果與進展。我們所培育的年輕學子，在國內外的

各項數理競賽或評量，常有優異的表現。然而，對於如何因應科技的發展，提升國民科學素

養，尤其是學生科學學習的成效，乃至於數理教學與師資培育的精進，也一直是各界殷切討

論的議題。因此，科教處秉持傳承、研究與創新的精神，在既有的基礎與成果上，配合國際

趨勢及國家、社會需求，提供科學教育以及科學、工程、科技、資訊，以及教育、人文與社

會等跨領域的學者，針對學習及教學方法與策略、科學實驗、科學課室對話、課程與評量、

科學歷史與哲學、科學本質與科學探究等主要議題，進行系統與實徵性的研究；涵蓋的學科

領域，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環境教育及跨領域的科學與科技等，針對大、中、

小學與學前教育等各階段進行研究。此外，本學門亦強調實務、推廣的研究，冀能直接有效

將研究結果經由教學獲致實際成果，進而對我國社會做出貢獻。 

基於上述理念，近三年來(2008-2010)國內科學教育學者申請科教處學術計畫補助，以進

行系統與實徵性的研究，也獲得了全面且具系統性的成果。近三年科教處通過補助科學教育

研究類別大致包含： 

 學生學習科學特性 

 學生學習與師資 

 科學師資培育與在職訓練 

 科學教學方法及教學環境 

 科學評量與評鑑 

 多元族群的科學教育  

 

在具體的研究成果量化評量指標方面，科教處近年以 SSCI 所收錄教育類期刊中三本科學

教育核心期刊(Science Education [SE]、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JR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IJSE])作為重要參考，統計自 2008-2010 年的論文發

表狀況。近三年發表在這三本核心期刊上的前十國家統計資訊如表 2-1 所示。我國在論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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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總篇數排名第六且與第三至五名差異不大，在科學教育研究領域中，以非英語系國家及以

我國所投入之研發經費的規模而言，我國整體表現可稱優異。 

 

表 2-1  2008-2010 年各國 SSCI 期刊(三本期刊 SE、JRST、IJSE)論文篇數總和排名 

論文發表數排行 國家 論文發表總篇數 

1 美國 285 
2 英國 53 
3 澳大利亞 34 
4 加拿大 29 
5 以色列 28 
6 台灣 26 
7 土耳其 19 
8 德國 18 
9 荷蘭 17 
10 瑞典 16 

 

    科教處在戮力提升論文發表之外，亦鼓勵我國科教學者熱心、主動、積極參與國際科教

社群，擔任相關委員會及期刊主編及編輯。台灣多位科學教育學者均列名科學教育三大核心

期刊的編輯委員名單之中，其他多位學者更曾主辦多項國際大型科學教育研討會，在各方面

與國際接軌，並持續提昇我國在科學教育方面的國際學術地位。 

    整體而言，我國學者在科學教育的表現，頗受國際社群重視，尤其，在科學概念、科學

教學以及資訊科技融入科學教育等，不論是論文的量與引用次數，皆有亮麗的成績，其實，

科學教育的研究，是具有文化與區域脈絡的，我國的研究結果是值得國際學者引述與參考的。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國外科學教育研究趨勢，大抵上，可由期刊論文，特別是研討會的論文看出梗概。全世

界科學教育領域最重要的研討會為全美科學教育研究(NARST)年會，每一年的NARST研討

會，常吸引數以千計來自全球的研究者與教育工作者，針對若干議題提出論文發表、深度討

論與分享。實際上，NARST自從1928年創會，發展至今，約有國際學者，來自48個國家的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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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以NARST研討會為例，研究重點包括下列面向： 

 

 科學學習、了解與概念改變 

 科學學習之脈絡、特徵與互動 

 小學科學教學之特徵與策略 

 中學科學教學之特徵與策略 

 大學科學教學與學習 

 非制式學習 

 職前科學師資培育 

 在職科學師資培育 

 反省的實務 

 課程、評量與測驗 

 文化的、社會的與性別議題 

 教育科技 

 科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 

 環境教育 

 政策 

 

    基本上，科學處會朝向更微觀與更有目標、組織、整合的方向進行研究。研究議題亦更

多元性以及跨領域，諸如：語言、認知、文化以及科技整合，皆是未來的重要趨勢。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我國的科學教育，大抵上，已有不錯的成果。近年來，我國中小學生在國際數學、科學

競賽及相關學習成就評比之中 (如：國際科展、科學奧林匹亞，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

勢調查 TIMSS)，經常名列前茅，其中科學教育研究對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在師資培育、教學、

學習策略與人才培育方面落實的成果相當卓越。然而，最新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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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我國中學生在科學素養指標排名下滑，落後亞洲鄰近主要競爭國家與城市。這現象

凸顯我國科學教育在提升學生學習成就上已有卓越成果，然而在厚植學生科學素養及基本能

力方面仍有進步的空間。 

    學生的科學素養與能力是學生因應未來社會變遷的重要能力。本處補助相關科學教育研

究計畫，或限於升學制度、教師信念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以致，諸多不錯的研究結果，較難

推廣。在本處補助計畫中，已有相當研究成果針對學習者相關科學素養及學習能力提升與實

務教學提出建議，其中在： 

 電腦輔助合作科學學習 

 問題解決 

 批判性思考 

 創造力 

    此四個研究方向的成果均證實研究計畫中建議之實務教學方法或學習環境設計確實能提

升學習者科學相關素養或學習能力、態度及成效。未來，仍需更多研究投入，結合理論與實

務，確實提升我國學生之科學素養及相關能力，以因應目前世界的快速變遷。 

    此外，放眼未來，可以提供更大的誘因，邀請更多的中小學在職教師參與研究，以有助

於落實研究成果的推廣。 

 在中小學培養種子教師，針對課程、教材、活動設計、評量編製與人才培育等，成立

以學校為本位的專業成果團體。 

 為參加國際評測，及因應 103 年即將逐步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科技的教育更應加

強，諸如：強化實作、創意、設計與發表能力，以有效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科學教育相關研究人口有逐年降低的趨勢。科學教育學門研究人口生態直接受到衝擊的

因素之一，是過去幾年推動的教育大學轉型，以致，若干大學的系所出現了整合，使得原先

受到重視的科學教育已漸萎縮，減少科教的師資員額，亦導引國內科學教育學者的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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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雖然科教處亦將處內的學門重新規劃與定位，整體而言，科學教育學門研究人

口應不致於減少，這是可喜的現象。表 2-2 顯示近三年科學教育學門計畫主持人人數及結構

分布。在計畫主持人中，教授人數和約等於副教授與助理教授的人數和。 

 

表 2-2  97 年至 99 年計畫主持人結構 

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資深講師 其他  

項目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計 

97年度 82 45.8 51 28.5 42 23.5 2 1.1 2 1.1 179 
98年度 83 54.2 29 19.0 37 24.2 2 1.3 2 1.3 153 
99年度 68 54.8 22 17.7 32 25.8 0 0 2 1.6 124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科學教育的研究強調能夠提升將科學與科技研發之精神、思維、知識與成果以各種形式

散佈於社會大眾，提昇大眾科學素養，育化社會的科學文化，期能藉此使社會與科學更緊密

扣合，全民更知曉科學研發的重要性與關係性。近年來，神經科學、認知科學與分子生物科

學的研究進展至為快速，研究結果對於科學學習理論也有諸多啟發。而我國各級學校學生在

學習科學的情意面向之發展，仍未臻理想，對於如何發展課程以適於不同科學學習偏好或式

態的學生，仍需更多研究投入。因應知識急速更新及社會、自然環境快速變遷，對高階認知

能力、新世紀關鍵能力及環境教育愈漸重視。而少子化、數位科技時代的到來，各師資培育

機構尤須思索能提升科學教師素質的師資培育方案。此外，在當前教育同時強調在地化

(localization)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中，區域性的教育研究與思考，可能有助於解決當

前的教育問題，並可進一步尋求具文化特性的科學教育理論。此外，科學教育的相關研究結

果及推論均是以西方文化環境為主體提出，然而東亞地區國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已有

許多研究發現與西方文化下之科學教育研究有不同之結果，因此有必要進行東亞科學教育之

研究，以提出適應文化的科學教育理論與實務建議。 

科學教育的發展攸關一國國力之成長，因此在五年目標中綜合上述面向，提出下列研究

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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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學習跨領域研究與新興科技之應用 

 學生對科學學習的情意面向及偏好之研究  

 科學教與學中語言、文字、符號、圖像表徵之研究  

 提升高層次思考能力之科學課程、教材活動設計及評量之研究 

 科學教師專業學習與進階發展之研究 

 科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學程發展之研究  

 東亞科學教育之研究  

 追求優質的環境教育 

 

    未來科學教育研究主要推動上述八個主要研究面向，且隨時依據科技發展更新研究主

題。另外，本處將舉辦研究成果討論會等活動，藉以凝聚學門內之研究能量；並且辦理各項

座談會議，期以促進學門內各領域之整合與相互瞭解，進而提升研究成效。 

 

陸、推動的策略 
 

    今(2011)年 7 月，國會科教處出版品《科學與數學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JSME)國際英文期刊被收錄於 SSCI 資料庫之中。這代表我國科學

教育研究成果獲國際學界肯定，也因此提昇了台灣科學教育研究的國際能見度。未來可藉由

此期刊徵求上述特別主題研究論文，除可接此推動台灣科學教育學者進行上述主題研究，更

可以此增加國際合作機會，使台灣科學教育研究與國際研究接軌。 

    為精進學門的研究成果，可朝均衡發展與重點對象二途徑。倘能全面提升研究水平，將

能有效促進研究成果。其次，針對具發展潛力的研究者，可經由 SIG 或加入整合型研究，協

助其成長。依目前科教學門而言，以台科大蔡今中、台師大張俊彥、交大佘曉清教授等團隊，

皆已具研究團隊的型態。未來，仍應持續經由形成 SIG 的模式形塑研究團隊。 

    此外，應依科學教育與科技整合的須要，在現有學門規劃下，提出能吸引科教相關學者

的研究議題，進而加入科教領域的研究，應能增加科教研究的人口。綜合而言，加強國內研

究者交流，甚至，國際交流，皆能有效提升研究者的視野與能力，進而達到學術交流的目的。 

    此外，研究議題及方向上，定時召開學門複審委員會議，並廣泛徵詢各大學的意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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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座談並選定研究重點，以厚實研究基礎及更新研究議題。而在理論與實務連結上，邀請

中小學教師在學者的研究團隊中，有效進行學習相關的理論，進而落實研究成果於課室教學

之中。 

 

柒、經費預估 
 

科學教育的發展攸關一國國力之成長，為使我國科學教育研究健全發展，而過去二、三

十年間，投入科學教育研究之經費，也獲得相當不錯之成果。因此希望未來投入的研發經費

下限不應低於目前學門經費。 

 

捌、困難與建議 

 

目前，科學教育研究已朝向跨領域及結合新興科技，如認知、神經科學等運用眼動儀或

功能性核磁共振儀等高階儀器進行研究。因此研究計畫所需經費與早期社會科學研究相比，

在相關設備及實驗室建置經費上所需金額已大幅成長，而若扶持此類需大型經費之研究，在

現有經費預算下，勢必排擠其他類型計畫經費。在科學教育研究領域，我國實已累積相當研

究成果及已培育相當多研究人力，研究成果在國際間也受到重視。因此若能基於已建立之研

究成果及知名度上，進一步朝向跨領域或結合新興科技之科學教育研究，我國確實具有相當

大之進展優勢及成功機會。因此在預算及相關跨領域人才培育及團隊合作方面，則是需要面

臨的問題。 

 

玖、結論 
 

如前所述，科學教育的發展與國力之展現息息相關，而科教處的使命則是希望研發成果

能對社會及國家產生根本之影響及貢獻。我們將持續鼓勵研究計畫能針對上述主題，進行深

入研究，並將研究成果推廣至課室教學及日常生活之中，期能提升我國學生及國民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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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科學教育研究實力及成果在亞洲已處於領先地位，在世界也在十名之內，因此

未來希望能繼續發展科學教育研究相關業務，使我國能成為亞洲國家的科學教育研究的學術

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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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訊教育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因應全球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的趨勢與台灣在數位科技方面的優勢，在資訊教育裡，特

別強調能夠掌握前瞻數位科技及其所帶來的學習契機。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數位學習

環境也不斷改變，不論是行動學習、無所不在的學習、悅趣化學習、學習機器人，乃至於雲

端計算所帶來的新穎學習模式，均屬應即時而準確掌握的議題。國家應持續推動此方面的重

點研究，鼓勵前瞻數位學習科技、工具與環境的創新發展，並探討前瞻數位化評量模式與成

效評估。 

同時，國科會亦推動將研發成果落實於教學實務，希望對國內教學與學習環境有所貢獻，

因此強調數位工具與內容導向應用，使學習資源的數位化充分利用資訊科技的特色與優勢，

達到累積、保存、流通、共享、再利用的目的。我們將重點放在鼓勵開發前瞻數位學習內容，

並探討融入科學、數學、資訊科等教學或學習的方法與模式。 

基於上述理念，在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方面，國內學者從以下二十個面向出發，獲得了

全面且具系統性的成果。 

 

 資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資訊教育政策 

 數位學習與高等教育 

 數位學習與 K-12 教育 

 數位學習與非正式教育  

 數位學習與企業訓練  

 數位學習內容 

 數位學習理論 

 數位學習平台與人機介面設計 

 數位學習之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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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學習歷程檔案與評量 

 網路使用心理與行為 

 網路學習社群 

 網路合作學習 

 數位素養與數位落差 

 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 

 適性化學習 

 情境模擬學習 

 遊戲式學習 

 

在具體的量化評量指標方面，國科會科教處近年以 SSCI 所收錄教育類期刊中六本與數位

學習最直接相關的重要期刊(Computers & Education、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 Teaching International、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作為重要參考，逐年統計台灣學者的論文發表數、論文被引用次數等，除觀察我

國在國際上的質量總體表現之外，也留意領先國家群在研究議題設定上的發展。 

近五年(2006-2010)在這六個指標期刊上的前六國家統計資訊如表 3-1 所示。我國在論文

發表總數上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在論文被引用次數方面，我國僅次於荷蘭，略領

先其他國家，以我國所投入之研發經費的規模而言，整體表現可稱優異。 

 

表 3-1  2006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數位學習重要國際期刊的論文發表及引用數量 

論文發表數排行 國家 論文發表總篇數 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 

1 美國 510 2.42 
2 英國 417 1.96 
3 臺灣 406 2.62 
4 澳洲 149 2.31 
5 加拿大 128 1.63 
6 荷蘭 91 3.15 

 

在成長表現方面，數據顯示我國在十年前每年僅有約 20 篇論文發表於這些指標期刊之

上，前年的數量已有 103 篇，去年的論文發表數量更增為 123 篇，這十年屬於高度成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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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表論文數的排名變化方面，我國在 2007 年排名第三，2008 和 2009 年皆排名第二，2010

年的發表數已居各國之冠。顯示國科會科教處歷年所擬定之發展目標與引導策略得到具體成

效。 

我國學者除整體學術表現逐年提昇，更在期刊編輯方面擔任更具影響力的職位。除蔡今

中教授擔任 Computers & Education 的主編(2010 impact factor = 2.617，在 184 本教育類期刊排

名第五)、陳年興教授擔任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的主編(2010 impact 

factor = 1.066，在 184 本教育類期刊排名第五十二)、陳德懷教授擔任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陳攸華教授擔任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的編輯

委員，其他多位學者更曾主辦多項國際大型研討會，在各方面與國際接軌，並持續提昇我國

在數位學習方面的國際學術地位。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我國在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方面的研究與國際學術界密切接軌，同步發展，甚至在許多

次領域上發揮前瞻的效應。以數位學習領域影響力最高的期刊 Computers & Education 為例，

其整體目標為使用數位科技於認知、教育、訓練系統之中，而學術論文涵蓋以下各個重要面

向，我國學者均高度參與，且不乏跨國合作的成功案例。  

 

 數位學習的社會與性別議題 

 數位學習課程設計 

 圖像與模擬在數位學習的應用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人工智慧在教育的應用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教育超文本與超媒體 

 數位學習系統與使用者介面 

 校園中的數位學習科技變遷與管理 

 前瞻科技與資訊通訊系統的教育應用 

 虛擬實境與虛擬世界在教育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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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我國的國際研究競爭力，並厚植學術能量，科教處持續鼓勵推動整合型計畫，讓

有不同專長的研究人力們可以合作創造具有影響力之產出，讓全球資訊教育學術界可以看見

我國優異的研究成果。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在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相關的國內教育現況方面，在教育部門多年投資之後，國內各級

學校資訊軟硬體設備已建置完善，有助於推廣資訊融入教學，而且國內已有完善的網路基礎

建設，為數位學習奠定了基礎。同時，隨著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的普及，新世代學生的資訊

技能普遍成長。在教學研發人才方面，也因我國資訊工程等相關系所發展完備，培養出許多

具創新研發人才，持續厚植我國資訊產業之實力，由於資訊研發能力的日趨成熟，其研究產

出與教學結合必能相得益彰。 

然而，國內軟硬體設備建置城鄉差距大，都市學校普遍軟硬體設備較完善，偏遠地區學

校則略顯不足，甚至空有設備卻欠缺管理機制，無法使學生有多元學習機會。而基層教師的

資訊素養仍參差不齊，且缺乏將資訊融入教學的積極動機。同時，國內數位課程內容不夠全

面性，K-12 至大學教育之數位內容仍顯不足。此外，數位學習研究需跨教育、認知與資訊三

領域，但目前偏向資訊科技專長人員，跨領域研究人員不足。 

另一方面，我國在國際學術論文發表上逐年提昇，但是在國內的研發則以系統開發為主，

且侷限於實驗室或限制的實驗環境中，對於融入實際現場教學，或落實到教育和產業應用上

仍有很大改善空間；因此，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的後續計畫將著重於有關教育現場的研發與

實驗，改善與落實教育現場的數位學習環境，鼓勵長期性的系統融入教育現場之研究，強調

整體性的數位學習環境研發，鼓勵跨領域的產學合作與國際性的研究。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資訊教育學門涵蓋數位學習及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研究，探討如何應用資訊科技在學習歷

程中以促進學習能力的發展、利用數位化學習資源以豐富學習經驗並改進學習方法、創新提

升資訊教育在各學習階段的實施、並探究相關社會文化議題。目前資訊教育學門研究人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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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數位學習面向約佔三分之二，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則佔三分之一。數位學習與資訊通訊科

技有全面接軌的趨勢，因此可吸引相關人才由技術角度切入，同時也與社會、傳播、管理、

文化面有密切的聯繫，不同領域的學者都有著力的空間，因此也持續吸引跨領域學者提出具

有創意的計畫。 

另一方面，資訊教育在前數年則遭遇發展的瓶頸，中小學資訊教師的需求停滯，而大學

計算機基礎科目的教學研究則呈現飽和。然而，這個趨勢也在近年呈現轉機。這是因為資訊

科技對現代人類生活有廣大深遠的影響，不侷限於學校的資訊課程上。如何幫助學生發展適

當的資訊科技知識、能力和思維，使其在資訊化的全球社會中俱備競爭力，是相當重要的。

因此我們特別在近兩年重新提出資訊科技學習的研究重點，著重在學生的一般學習與生活學

習面向，鼓勵針對學生應具備的資訊科技知識、技能、和思維，包含對資訊科技的學習熱忱

和興趣，探討其學習歷程、影響因素、及促進學習的工具、環境和方法，期望在研究與實務

方面與數位學習取得平衡，使我國相關研發能夠更為健全。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資訊教育及數位學習的研究強調能夠掌握前瞻數位科技及其所帶來的學習契機。隨著資

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數位學習環境也不斷改變，我們將持續推動此方面的重點研究，鼓勵前

瞻數位學習科技、工具與環境的創新發展，並探討前瞻數位化評量模式與成效評估。同時，

我們亦希望將研發成果落實於教學實務，希望對國內教學與學習環境有所貢獻，因此在五年

目標中強調數位工具與內容導向應用，使學習資源的數位化充分利用資訊科技的特色與優勢。 

與此配合，我們將投入研發經費，鼓勵發展資訊科技的課程、教材、與教法。因為資訊

科技是一個新興的學習領域，有必要就其課程、教學、教科書、及教師專業等面向進行探討，

以作為政策制定及教學實務的依據或參考。因此，我們重點鼓勵就資訊科技領域相關之課程、

教學策略/模式、教科書和教材(含數位形式)、教室和實驗室教學(實體或線上)、及教師專業等

的發展、實施及評估進行研究。 

同時，我們強調數位學習理論發展、策略與評鑑，這是因為從研發基礎的累積或國際學

術地位的提昇上，均需在理論方面有所突破與創新。此外，數位學習必須有堅實的理論基礎

與適當的策略，才能有效的促進學生的學習，因此，我們持續鼓勵研究計畫探討數位學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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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修正與發展、教師與學生角色的轉變、教學策略的設計與實施，與評估數位學習成效的

方法。我們希望以整合計畫及跨校團隊為主，能夠在五年中獲致理論面向的成果。 

 

陸、推動的策略 

 

為使整體研究發展方向及重點能落實到個別學者的研究計畫之中，除了每年的徵求主題

規劃之外，我們認為應透過學校之外的學術團體來推動團隊合作及創意激盪。除了台灣數位

學習學會的籌設，我們更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合作，在第二分項「數位學

習環境與工具開發」子計畫(主持人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蔡今中教授)主持之下，由國科會科

教處輔導成立各主題研究群(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歷年隨研究趨勢發展與學者投入規

模來進行整合與協調，並以多種方式平行推動。 

SIG 發展目標有凝聚學門內研究人才以建立整體研究能量，形成研究團隊，也可在各研

究群的運作中，舉辦各種研究交流活動，如 SIG 組內座談會、討論會、研討會、以及舉辦 SIG

不分組之大型會議。藉由 SIG 的運作，引領新進研究人才投入學門專業領域，並運用 SIG 機

制，由資深研究人員分享其撰寫研究計畫經驗，以達到研究能量遞嬗之功能。SIG 的形成也

可積極鼓勵學門內之人才參與全球國際會議，發表質量兼重之研究成果，讓學門內的研究更

具國際競爭力。有鑑於上述 SIG 運作之優點，我們將持續推動上述各項 SIG 相關業務，促進

學門進行有效能之專業互動。 

截至 2010 年底，共成立八個研究主題 SIG： 

 電腦輔助科學學習 

 悅趣化學習與社會 

 行動/無所不在學習 

 科技輔助語言學習 

 測驗與評量 

 創新學習軟體設計 

 無障礙數位學習 

 資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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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教處另行推動每年的薪火相傳工作坊，由傑出研究的資深教授各自推薦至多三

名具研究潛力的年輕教授參與，在工作坊中相互介紹研究專長、領域與研究心得，並分享研

究經驗與研究成果，同時由資深教授主持研究發展與趨勢。此工作坊可帶動研究氣氛，並發

掘新進研究人才，與由資深研究者所主導的研究主題 SIG 可以相輔相成，全面推動人力開發

及升級。 

此外，我們也持續推動科學教育學門與國際學者合作研究事宜，藉以加強與國際傑出研

究之間的交流，並提昇我國在資訊教育之國際學術地位。 

 

柒、經費預估 

 

依據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研發人口持續成長與國際學術界日益重視的趨勢，在此方面投

入的研發經費下限應為目前學門經費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之總和。 

 

捌、困難與建議 

 

前數年我國國際期刊發表在國科會計畫申請、獎助辦法的激勵，以及國內新聘、升等制

度的配套下，有持續而顯著的提昇。然而，受到相同因素的限制，研究成果在國內的貢獻相

對較弱。許多學者基於能見度與其他考量，還是選擇以國際期刊為主，難免與國內的教學實

務有所隔閡。 

在國內的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的需求方面，目前 K-12 至大學教育的數位學習內容之建置

仍顯不足，尤其高等教育需求量較多。我們將針對各學齡學生之不同需求，鼓勵開發適用之

數位學習學科內容；此外，數位課程未來的趨勢傾向於開發健康醫謢類、華語文教育類、推

廣教育類、圖書館利用教材、臺灣中小企業所需商管數位內容、以及配合無所不在學習情境

設計數位課程內容等。我們將持續挹注心力於上述發展，使得數位內容更加豐富，除在制度

面鼓勵將研發成果做實務應用之外，並需在大學系所與人員的評鑑方面建立此方面的指標，

才能落實此一方向。其次，國科會以研究為主，在國內貢獻方面需要與教育部等單位做更密

切的配合，擴大推廣管道，才能使研發成果走出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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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就國科會科教處的特殊使命而言，我們希望研發成果能對社會產生更深遠的影響，並已

開始全面進行資訊社會之行為、文化、倫理、法律等議題的探討。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的目

的應能提升全民的資訊素養、縮減數位落差、提供弱勢族群適切的關懷，並確保網路使用的

適當性。我們將持續鼓勵研究計畫能針對上述主題，於不同文化、場景與對象的實施方式與

相關因素，進行現象分析探討、實施改善設計與成效評估。 

在推廣研發成果方面，我們希望能爭取更穩定的經費，規劃各計劃成果的推廣機制，包

括尋找合作夥伴、使用人口和發展包裝宣傳等標準流程，以促進推廣之效益。整合成果網站

將與數位學習國家型推廣中心計畫所建置之數位學習推廣平台入口作相關的連結與整合，著

重於針對較具實用性的研究項目之報導、成功推廣之案例介紹以及串聯各個提供推廣服務之

計畫研究團隊網站，且作適當分類，搭配檢索機制與線上諮詢服務，供欲申請試用、運用該

項技術、平台或是索取相關資訊的社會大眾或是機構一項便捷且豐富的入口服務，平台並將

適時舉行線上推廣活動，使資訊能夠得到妥當的交流與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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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應用科學教育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應用科學教育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技職教育、工程與科技教育、商業與設計教育、餐旅教

育、電腦支援學習等，研究主要集中於應用科學的課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等的主題。若

以學科內容區分，應用科學教育研究領域主要包括電機(子)、資訊、機械、營建、化工、設

計、商業、餐旅等的技術教育，強調與產業技術接軌。 

在工程教育的相關研究活動中，我國工程教育學者近年來除積極的參與國際研究社群的

交流活動外，並於國際期刊的研究論文發表上有逐年成長趨勢。根據發表於工程教育領域的

六本(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CAEE]、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 

[IT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IJEE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JEE]、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JEE]、Journal of Professional 

Issue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 [JPIEEP])主要國際期刊的論文數量的量化數據做

比較，如表 4-1 所示，自 2001 年至 2010 年臺灣學者的研究發表總量佔全球的第八位，在亞

洲國家中，僅次於中國。以論文成長趨勢分析，數據顯示臺灣學者近幾年來的研究能量大幅

提升，相較於 2001 年僅有 1 篇研究論文的發表成長至 2008、2009 及 2010 近三年來平均每年

有約 15 篇的工程教育相關研究的論文發表數量，排名已躍居全球第五位，居亞洲國家之首。 

 

表 4-1  2001 至 2010 年工程教育研究發表於主要國際期刊篇數的國家排名 

排名 國家 論文發表篇數 
1 美國 1440 
2 西班牙 319 
3 英國 192 
4 土耳其 103 
5 加拿大 101 
6 澳洲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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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國 89 
8 臺灣 77 
9 新加坡 59 
10 巴西 53 

 

工程教育研究領域的國際期刊大多屬於 SCI 類，上述六本期刊中歸入 SSCI 類的期刊只

有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雖然影響係數很高(2007 教育類排名第一)，但自 2007 年

始才被收錄至 SSCI 內。國內學者分別於 2007、2008、2009 年各發表 1 篇論文，目前共有 3

篇論文。國內學者於近五年發表於 SCI 期刊情形如表 4-2，其中以發表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ITE)上的最多，其次是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CAEE)。 

 

表 4-2  自 2005 年至 2009 年臺灣學者在工程教育 SCI 期刊的發表情形 

期刊名稱 總數 第一作者所在的學校 
IJEE 5 中山大學(1)、中興大學(1)、中原大學(1)、元智大學(1)、龍

華科技大學(1) 
ITE 30 臺灣師範大學(10)、成功大學(4)、臺灣大學(3)、中原大學(3)、

嘉義大學(2)、輔仁大學(2)、建國科技大學(2)、中興大學(1)、
勤益科技大學(1)、臺南大學(1)、臺北科技大學(1) 

CAEE 11 建國科技大學(4)、臺灣大學(1)、海洋大學(1)、義守大學(1)、
高雄應用大學(1)、逢甲大學(1)、臺灣科技大學(1)、永達技

術學院(1) 
IJEEE 3 元智大學(2)、建國科技大學(1) 
JPIEEP 3 中華大學(2)、朝陽科技大學(1) 
總計 52  

 

就餐旅教育研究而言，目前餐旅教育的 SSCI 期刊只有 Journal of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 Education，但未被歸為教育類。本學門於 2007、2008、2009 年發表在該期刊上分

別有 5、5 及 6 篇論文。餐旅教育領域的教授亦在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SSCI)上發表數篇

研究論文。而商業(管理)教育的 SSCI 期刊有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AMLE)、Management Learning。前者屬於 Educational category，亦同時屬 Management 

category，在兩類的 Impact Factor 都很高(Educational category, 2008 IF #2/113, 2009 IF #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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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category, 2008 IF #8/89, 2009 IF #23/112)。後者屬於 Management category。AMLE

是 2008 年才被收錄至 SSCI 內，目前國內學者所發表的論文於 2009 年、2010 各有 1 篇，共 2

篇。在研究論文發表上，除了於上述與學科領域相關的國際期刊發表外，本學門亦有部份教

授的論文是發表在資訊教育與教育科技等領域相關的期刊上，譬如 Computers & Educ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等。 

除了於國際期刊發表的研究成果逐年提升外，我國學者亦積極的參與重要的國際學術活

動，包括： 

 舉辦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進行成果交流，提升研究能量。 

 於重要的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如 ASEE Annual Meeting and Exposition、ASEE Global 

Colloquium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 Joint International IGIP- SEFI Annual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ourism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等)，提升

國際能見度。 

 於重要國際研討會上規劃工作坊或論壇(discussion panel)，提升國際交流與合作。如

2009 ASEE Annual Meeting and Exposition 內的「台美工程教育討論會(The Panel 

Discussion of Dialogue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between US and Taiwan)」，促進台美在

工程教育研究領域的對話與瞭解，而本學門教授代表張基成、蕭錫錡分別於該論壇

擔任引言人。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如 2010 The 9th Asia Tourism Foru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Development, Marketing and Sustainability、2010 The 4th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usiness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Learning、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he Asis Pacific Region 等)，提升

我國在應用科學教育的國際地位。 

 舉辦 SSCI 期刊投稿工作坊，邀請 SSCI 主編來台演講與分享。如 2009 年 2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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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論文寫作方法」研習會，邀請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當年教育類

SSCI Impact factor 排名第一)的 Editor-in-chief 來台演講與分享該期刊審查論文經

驗。2011年5月邀請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AMLE)副主編(當

年教育類 SSCI Impact factor 排名第二)、Management Learning 主編擔任研討會

keynote speakers。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工程教育與商業教育的兩大國際期刊雖被收錄至 SSCI 僅三年，但影響係數都很高。前者

於 2007 年教育類排名第一，後者 2008 年教育類排第二，顯見這兩個研究領域已獲得世界各

國的重視。 

就國際間工程教育相關的研究現況而言，根據 2001 年至 2010 年十年間發表於 CAEE、

ITE、IJEEE、IJEE、JEE 及 JPIEEP 等六本主要國際期刊的研究論文，工程教育的相關研究可

分為下列研究主題，包括： 

 工程教育的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ngineering Educaion) 

概念學習、工程教育課程設計、大學工程教育、工程學生的學習、教學方法、學生學

習成效評量、問題解決學習 

 工程教學實驗室(Engineering Instructional Laboratories) 

虛擬實驗室、遠端實驗室、數位模擬、控制教育、電力電子 

 工程設計(Engineering Design) 

設計教育、機械工程、團隊學習 

 電磁教育(Electromagnetic Education) 

電機功率、電路、模擬軟體應用 

 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軟體工程課程、資訊工程應用、問題導向學習、協作學習、電腦輔助的協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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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教育評鑑(Assessmen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大學工程教育學程研究、社區服務 

 資訊工程(Computer Engineering) 

計算機系統結構、無線通訊、電子電路、網路學習環境 

 控制工程(Control Engineering) 

控制教育、控制系統、MATLAB 

如圖 4-1 所示，工程教育研究在 2001 至 2010 年間，直接探討教學與學習等概念是研究

量最多的主題，相關研究量在近幾年來仍有大幅及不斷提升的趨勢。此外，實驗室教學在工

程教育的相關研究近年來也受到工程教育研究者的關注。就各國在各研究主題的研究數量分

析，包括美國、西班牙、英國、加拿大、澳洲、臺灣、土耳其、中國、新加坡及巴西等，為

工程教育在相關研究主題中國際期刊發表量排名前 10 的國家。其中，美國幾乎在各個研究主

題中的研究量皆居於領先地位。而除了工程教育評鑑外，西班牙的學者在工程教育的各個相

關研究主題亦皆有相當的投入。臺灣的學者則分別關注在工程教育教學與學習、工程教學實

驗室及資訊工程等研究主題上。依據過去十年來工程教育相關研究成果的發展趨勢來看，工

程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預期未來會更投注在工程教育教學與學習、工程教學實驗室、軟體工

程及工程設計等研究主題的探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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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工程教育 2001 至 2010 年在各研究主題的發展趨勢 

 

美國工程學界於 2006 年召開工程教育研究論壇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search 

Colloquies, EERC)。期間，學者共同討論未來工程教育的研究方向，最後擬定五大研究議題： 

一、工程認識論(Engineering Epistemologies) 

主要探討工程領域的知識理論，例如 ：(a)工程學生所需具備的知識、(b)工程學生如何

運用所學於職場上、及(c)工程師所需的核心能力等。 

二、工程學習機制 (Engineering Learning Mechanisms) 

主要探討工程學生的認知學習過程，例如：(a)工程學生如何學習專業知識、(b)工程學生

創造力思考的學習歷程、及(c)影響工程學生學習的因素等。 

三、工程學習系統(Engineering Learning Systems) 

主要探討工程體系的教學文化及組織架構，例如：(a)工程領域的課程改革、(b)工程領域

老師的教學文化、及(c)工程科系的永續經營模式等。 

四、工程多元化(Engineer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主要探討工程領域的多元化性質，例如：(a)設計多元化的學習環境、(b)教師多元化教育

背景下的專業成長、及(c)將其它領域的專業知識帶入工程學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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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評量(Engineering Assessment) 

主要探討工程領域的評量方法，例如：(a)工程教師的教學評量、(b)發展工程領域的評量

工具、及(c)工程組織的評量方法等。 

從上述資料可發現，工程教育的未來研究趨勢傾向於工程專業技術與教育的結合，研究

內容則選定某一工程類學科為內涵。因此，研究必須結合工程專業教授與具教育研究背景教

授共同進行，方能有好的研究產出。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技術院校學習者通常面臨一些學習困境，包括數學、科學、問題解決能力、創造力等，

若能改善這些困境將可提升學習者學習績效與未來職場表現。技術教師之專業成長往往影響

教學成效，技術專業教師如有產業經驗，將有助於實務教學與學習者就業之引導。技術課程

常受教師背景影響，而其教師通常來自高教體系，以致其課程常移植自高教體系。因此，如

何以產業導向方式的課程與教學來強化學習者學習成效，是重要議題。 

大學工程教育的目的為培養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工程師，但目前亦面臨學生實作與思考能

力、課程、教學、學生職涯輔導、弱勢族群議題、認證與評鑑等問題，這些因素影響我國工

程教育的健全發展。大學工程教育以往是國內外較忽略的研究領域，但這幾年已受到大學工

程教授的注意。因此，若普通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工程相關領域教授投入工程教育的課

程革新、創新教學、學習策略、創新評量、評鑑與認證等的研究，將可以提昇國內工程教育

領域的學術能量。 

中小學工程教育或工程科技教育目的為培養中小學習者對未來進入工程與科技領域的正

確認知、態度與興趣。在目前九年一貫課程架構下，國中生活科技領域因與自然領域合併，

造成生活科技領域面臨時數減少、課程被擠壓、許多學校未教授、師資員額凍結(只聘自然領

域教師)，學生普遍缺乏科技素養等諸多問題。 

技術與工程學習者的創新與創業技能以及心智是影響其未來在職場是否能成功創業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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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此技術與工程學習者的創新教育與創業教育益形重要。創新教育與創業教育已成為歐

美國家高等教育的重要議題之一，可以促使技術教育與工程教育典範的移轉。目前我國從大

學至國小階段的工程、技術與科技教育的創新性皆不足，實有必要進行變革。如果前述三項

研究(技術教育、工程教育、創新教育)有很好的成果，相信對我國相關產業的創新與人力素

質的提升會有一定的助益。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本學門近年申請計畫人數及核定情形如表 4-3。計畫通過率每年皆低於五成，甚至於下探

四成，顯示審查過程之嚴謹。申請案件中絕大部份都是來自技職院校，僅有少部份來自普通

大學，來自於研究型大學的更少，這是本學門可以再努力的空間。 

 

表 4-3  近年應用科學教育學門計畫申請與核定件數 

年度 申請件數 來自技職院校 核定件數 通過率 

96 180 88% 80 44.4% 

97 315 90% 126 40.0% 

98 243 87% 99 40.7% 

99 248 86% 100 40.3%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本學門主要包括技術教育(含電機[子]技術、資訊技術、機械技術、化工技術、土木營建

技術、海洋技術、設計技術、商業技術、餐旅技術等)與工程教育的課程、教材、教學、學習、

評量、評鑑等範疇。未來的重點研究如下： 

一、技術教育(含電機[子]技術、資訊技術、機械技術、化工技術、土木營建技術、海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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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技術、商業技術、餐旅技術等)類科的產業技術導向之課程革新、創新教學、學習策

略、創新評量、評鑑與認證。 

二、工程教育(含電機[子]、資訊、機械、化工、土木營建、海洋等)類科之課程革新、創新教

學、學習策略、創新評量、評鑑與認證。 

三、新興人機互動與數位科技(Emerging Interactive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於技術教育與工

程教育的應用。 

四、技術教育與工程教育的典範移轉 (Paradigm Shift)(含技術創新教育 (Innovations in 

Technological Education)、技術創業教育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r 

Technopreneurism Education)、工程創新教育(Innov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工程

創業教育(Engineeri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技術移轉、永續教育與倫理教育等。 

五、e 化人力資源教育(e-Workforce Education / e-Human Resource Education)與 e 化人力培訓。 

六、探討資訊科技因應時代變遷整合於教學環境中的趨勢及教師如何因應資訊科技以轉化教

學與學習的模式，以促進應用科學教育與時俱進。 

 

陸、推動的策略 

 

在人力開發與研究重點方面，有以下推動策略： 

一、鼓勵整合型計畫之申請，由資深表現優異學者帶領不同專長年輕學者共同合作研究，除

了可以培養年輕學者的研究能量之外，亦可發展本學門研究重點。 

二、持續鼓勵研究人員參與本學門重要國際學術會議與投稿 SCI 與 SSCI 之期刊，以提升本

學門研究成果。 

三、調整計畫徵求重點，未來並將視國際趨勢增刪徵求項目。98 年度已加入工程教育研究及

e 化人力資源教育與 e 化人力培訓。99 年度已大幅翻修，將原有的技職教育有關的四大

項徵求重點合併為一大項，並加入新興人機互動與數位科技於技術教育與工程教育的應

用、技術教育與工程教育的創新教育與創業教育兩大項。100 年度將加入機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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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世界趨勢。 

四、建立主題研究群(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機制，並辦理相關分享活動。透過此交流平

台以形成核心研究群，進而提升本學門研究人員在相關研究議題上的交流及對話。99 年

10 月舉辦第一屆應用科學教育學門 SIG 聯合會(技職教育、工程教育、商業與設計教育、

餐旅教育、學習理論、電腦支援學習、研究方法與統計七個 SIG)。這些主題研究群已初

步獲得各位研究學者的認同。未來將持續加強各 SIG 的運作，並提升運作效能。各 SIG

除固定開會進行研究成果與未來趨勢的交流，並鼓勵進行個別主題式的研討會或著論

壇，以落實 SIG 的理想。 

五、辦理研究方法研習活動，加強研究人員的研究方法品質。本學門有許多申請者來工、商、

管理不同領域，在教育研究方法上有必要精進與加強。97、98、99 年已分別辦理三次「產

業導向之優質高等技職教育計畫研討會」，成效良好。 

六、持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或邀請重要國際期刊主編訪台舉辦工作坊，以提升本學門研究

能量。 

七、由本學門資深學者申請國合處「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試辦方案(拋光計畫)」，積極爭

取擔任國際重要學術組織的重要職位，包括理監事及執行委員、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主編、

副主編等，及爭取或籌備主辦國際專業學術旗艦型會議，建立相關學術社群的影響力。 

八、於 99 年 2 月複審會議訂定「應用科學教育學門研究計畫書複審之參考原則」、「應用科學

教育學門研究計畫金額核給之參考原則」，將申請者的 SSCI 期刊發表表現列為「年度專

題計畫通過與金額核給」的條件。此項作法已對申請者產生動力，未來在 SSCI 期刊論文

上的數量將有顯著成長。 

 

在研究與實務結合方面，有以下推動策略： 

一、在計畫徵求重點內加入以實務相關的徵求項目。譬如增加「產業導向技術教學教具設備

系統(實體或電腦模擬)設計、實作與教學評估之研究」、「工程教育之教學教具設備系統(實

體或電腦模擬)設計、實作與教學評估之研究」、「技術教育與工程教育類科之數位學習系

統環境建置、數位化生涯輔導系統建置、互動工具開發、課程與教材發展」、「人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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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下之數位學習系統環境建置、數位化職涯系統建置、數位化人才系統(含選、訓、用、

留等)建置、數位化互動工具開發、數位化課程與教材發展」等較偏實務應用的項目，使

學術研究成果可以轉化為實務產品，並進一步申請專利。 

二、鼓勵實務型研究人員申請科教處「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研究計畫」，以發展典範

性應用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培養實作型成品之設計製作人才。 

三、鼓勵研究人員推廣研究成果至學校與企業界，成效優異者推薦為本學門「優良計畫」並

將成果展示於科教處網站。 

四、鼓勵應用科學教育於「跨國(文化)、性別、弱勢族群」研究議題的投入。不論在高等工

程教育培養實務工程師及深耕中小學學習者在工程與科技領域中知識、態度與興趣的培

養等，在研究及實務上主動積極關懷並以提升包括學習弱勢學生、離島學生及原住民地

區等弱勢族群的教育優勢環境為工程教育的目標，以強化我國補救教育的具體規劃及執

行，進而健全應用科學教育的發展及全民科學素養的提升。 

 

柒、經費預估 

 

辦理年度成果發表會，每年 120 萬，五年計 600 萬。辦理年度主題研究群(Special Interesting 

Group, SIG)聯合會，每年 30 萬，五年計 150 萬(本學門目前有六個 SIG：技職教育、工程與

科技教育、商業與設計教育、餐旅教育、電腦支援學習、研究方法與統計)。本學門重點規劃

之兩個國內研討會；每年 60 萬(譬如工程教育研討會、電腦支援學習研討會等)，五年計 300

萬。參與世界工程教育學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Societies, 

IFEES)，每年會費 1000 美金(約新台幣 3.5 萬元)，五年計 17.5 萬元。上述合計每年 213.5 萬，

五年共計 1067.5 萬。 

 

捌、困難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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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用科學教育領域的重要國際期刊大多屬 SCI 類，屬 SSCI 類期刊較少且多為近年才被

收錄，因此影響此領域的學術成果。 

二、部份專業技術背景教師對應用科學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理論不熟悉，致使部份論文的學

術品質降低。 

三、部份專業技術背景教授是在其本科領域未申請到或認為較不容易申請到研究計畫的情況

下，才到此學門申請，因而使得應用科學教育的研究領域成為部分研究者的次要選擇，

此現象影響研究社群的形成及發展。 

四、目前從事應用科學教育研究的教授大部份來自技職院校，來自普通大學的較少，因此可

能影響此領域的學術發展。 

 

相對於上述問題，提出相對應的建議或改善策略如下： 

一、舉辦「英文論文寫作方法(或研發能量提升)」研習會，邀請國外 SSCI 期刊 Editors 演講，

或國內 SSCI 論文表現佳的學者分享投稿與寫作經驗，以提升教師論文發表等級。 

二、持續辦理「應用科學教育研究法」研習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演講或分享創新的研究

方法，以提升教師研究方法的水準。 

三、鼓勵並吸引一般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具專業技術背景教師投入應用科學教育的研

究，並與具教育背景學者合作申請此學門的研究計畫。 

 

玖、結論 

 

一、應用科學教育的研究範圍廣泛，實務與學術兼具，對於我國大中小學不同層級應用科學

教育問題的解決具有啟發作用。 

二、應用科學教育強調與產業技術接軌，對於我國產業技術的發展及技術人力的培養具有促

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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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醫學教育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相較於科學教育，自民國 96 年設立的醫學教育學門，是相對新興的學門，在設立之前未

有相關領域之研究。99 年度始大力推動醫學教育領域相關之研究計畫。本學門涵蓋範圍包括

醫學教育、護理教育與醫事教育，以提升醫學素養、精進醫學教育研究質量為目標。 

國內醫學教育學門研究，乃以歐美先進國家為標竿，學習先進國家醫學教育發展，作為

推廣醫學教育研究的重點。96 年度設立初期是以醫學教育改革與課程設計為發展重點。目前

的醫學教育研究與推廣重點，則包括： 

 e 化醫學教育 

 臨床醫學教育評估 

 醫學人文與倫理教育 

 應用教學與學習理論在醫學教育 

 

從研究論文指標觀之，以國際醫學教育最重要的五本期刊，Medical Education、 Academic 

Medicine、Medical Teacher、BMC Medical Education、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edicine 來分

析，國內醫學研究的能量，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確實是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全世界

的排名，近十年來，台灣發表於這五本旗艦期刊的總數為 17 篇，世界排名約在第 26 位，在

亞洲，則落後中國(53 篇，第 10)、日本(32 篇，第 16)，新加坡(21 篇，第 22)，南韓(18 篇，

第 25)。各國期刊論文數量詳見下表 5-1 所示。 

 

表 5-1  美國、英國、加拿大、中國、日本、台灣等國期刊論文數量 

 
USA UK CANADA CHINA JAPAN TAIWAN 

2001 363 139 50 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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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43 118 53 6 0 0 

2003 256 94 49 7 0 2 

2004 242 82 50 6 2 0 

2005 258 78 48 3 3 1 

2006 285 75 48 2 3 2 

2007 292 85 64 5 0 1 

2008 257 102 65 5 5 3 

2009 354 119 80 6 10 4 

2010 309 98 97 9 8 4 

 

貳、國外未來趨勢與相關研究現況 

 

醫學教育研究是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依可得的資料估計，最早的醫學教育研究專業雜

誌是在 1926 年發行的 Bulletin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這本雜誌便是

Academic Medicine 的前身。其他幾本醫學教育專業雜誌如 Medical Education 與 Medical 

Teacher 等，大部分在 1960 至 1990 年代開始出版，意味著醫學教育研究的主要發展是在 20

世紀的下半期。促成醫學教育研究發展的主要原因大概是 20 世紀下半期開始的醫學教育改革

運動。加拿大的麥馬斯特大學醫學院是在 1966 年創立，引領問題導向教學的風潮。2000 年

美國的 Outcome Project，開始住院醫師教育改革，重視臨床能力的培育與評估，導致各種評

估方式的研究與應用，如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之廣泛應用與研究等；醫師素養教育與研究亦

開始蔚成風潮。近年來之醫學教育研究開始重視 Team-based learning、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e 化學習亦是醫學教育論文發表與研討會之熱門題目。 

Glenn Regehr 在 2004 年分析發表在四本醫學教育知名雜誌(Academic Medicine、Medical 

Education、Advances in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edicine)的論文性

質，歸納出四個範圍：Applie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ssues、Skills and attitudes relevan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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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structure、Students characteristics、Evaluation issues。表 5-2 歸納這四個範圍中的

內容。 

 

表 5-2  醫學教育論文的研究性質 

Applied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ssues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PBL 
 Integration of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teaching; and ambulatory and community 
teaching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level educational strategies or 
programs; e.g., Simulation and 
technology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theories to specific 
content 

 Teaching of highly specific content area 
e.g. geriatric assessment, end-of-life care 

 Determine the general level of knowledge 
of students and residents in highly 
specific content domains 

Skills and attitudes relevant to the professional structur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such as the 

ACGME 6 competencies. 
 Understanding the realm of 

professionalism 

 Related skills and attitudes compose the 
profession e.g.,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lf-assessment,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on 

with curriculum and performance, such 
as learning styles and motivation. 

 Issues related to admission policies, career 
choic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demographics 

Evaluation issues 
 Authentic: e.g., Multi-source evaluation  
 In-the-moment: e.g., Mini-CEX 
 Stimulated: e.g., OSCE 
 Longitudinal: e.g., Portfolio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of evaluation 

 

 

歐洲醫學教育學會 AMEE 提出醫學教育研究範圍，包括： 

 Achievement evaluation 

 Clinical reaso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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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practice 

 Curriculum design/evaluation 

 Feedback 

 Ethics in ME/ME research 

 Theory-driven research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ompetence-based education 

 

歐洲醫學教育學會之醫學教育最佳證據小組(Best Evidence Medical Education, BEME)提

出對醫學教育研究趨勢的預測如下： 

 From focus in instrumental value to academic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 

 More input from well-trained researchers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research 

 Awards more theory-based and theory-building researches 

 Researches with a large sample and multi-centered data  

 

上述指標呈現了國際醫學教育重視的主流，亦應為我們發展國內醫學教育研究的重要參

考方向。 

 

參、國內教育現況 

 

我國醫學教育的發展仍是追隨歐美國家的發展模式。分析國際醫學教育研究論文發表可

以發現，由於醫學教育改革的需要，早期的醫學教育研究論文多是為了推動教學的工具性目

的。由於研究所能獲得的經費有限，多為以單一課程或一所學校為對象的小規模研究，研究

人員缺少教育研究相關專業訓練，也較缺乏理論的論述與研究方法之探討。近年來，隨著醫

學教育專業的發展，有愈來愈多博士級的研究人員投入醫學教育研究，使得醫學教育在理論



56 
 

與方法上有質與量的進步。由國內醫學教育的研究計畫申請狀況來看，目前的醫學教育研究

仍維持在國外的早期階段，以課程的建構評估為主，較缺乏教育理論的驗證或創新推論。因

此，如何推動國內醫學教育研究學者與教育理論專精學者進行有效溝通合作，將教育理論有

系統、客觀、而嚴謹的規劃醫學教育課程，將是未來醫學教育研究推動的重點之一。 

除此之外，規畫國內醫學教育未來的研究走向，亦應參酌國內的需求以及文化特質。譬

如中、西方教育與文化背景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這樣的差異很可能造成醫學生對學習環境的

偏好、學習風格的養成存在著與西方醫學生相當的差異。如何釐清這些差異，並協助醫學生

醫學與人文素養的培養，亦應為發展國內醫學教育研究的重點之一。 

 

肆、學門研究人口生態現況與變化 

 

(一)以申請機構來看 

單位：件數(比例) 

年度 醫學 護理 
其他 總計 

 公衛 工程領域 人文領域 生物領域 

95 34(48%) 20(29%) 3 5 4 6 72 

96 41(47%) 29(33%) 3 7 5 2 87 

97 56(51%) 33(30%) 3 9 6 3 110 

98 43(48%) 33(37%) 2 3 6 2 89 

99 78(55%) 46(32%) 3 7 7 2 143 

 

(二)計畫申請件數增減率  

單位：件數(比例) 

年度 醫學 護理 其他領域 申請總件數 

96 7(20.6%) 9(45%) -1(-5.6%) 1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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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15(36.6%) 4(13.8%) 4(23.5%) 23(26.4%) 

98 -13(-23%) 0 -8(38.1%) -21(-19%) 

99 35(81%) 13(39%) 6(46%)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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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門未來研究重點 [短程(三年)、中程(五年)] 

 

三年研究重點 

(一) e 化醫學教育之研究 

1. 多媒體教材、互動式教材的設計、製作、使用、評核與制度化之研究 

2. 建立網路虛擬教學與評量機制與系統 

(二) 臨床醫學教育評估之研究 

1. 實作、實境評量內涵與執行模式之建立 

2. 導入「成果導向評鑑」、「臨床核心能力」等新理念，進行醫學教育評鑑機制之檢討、

落實、推廣、成效等相關因素的研究 

3. 針對 PGY 制度進行制度、執行與成效等面向之研究，尤其注重臨床核心能力、醫學

專業素養的養成、演練、應用與成效  

4. 落實全人醫療、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醫療與 Hospice/DNR 醫療的執行 

5. 終身學習與再教育制度，專業認證、再認證機制的檢討改進 

(三) 醫學人文教育之成果評估 

1. 專業素養與事業選擇的態度、狀況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2. 醫學倫理之臨床應用的有效教學模式 

3. 醫學人文素養的認知、態度、應用等之教學成效 

4. 醫療專業人員之壓力及情緒狀態與管理之相關研究 

(四) 教學與學習理論在醫學教育的應用 

1.  網羅教育專業人才，發展醫學教育及研究團隊 

2.  教師培育模式與成效研究 

(五) 醫學教育制度研究 

1.  考量醫學發展與權重改變情形，進行課程規劃、改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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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學院招生機制與基準之研究 

3.  醫學教育品質、評鑑模式與世界化之研究 

4.  專科醫師人力需求與制度導引之研究 

5.  基層與專科醫師制度之規劃、教育訓練與發展 

 

五年研究重點 

(一) e 化醫學教育之研究 

1. 建立多媒體教材、互動式教材的應用模式與系統化 

2. 建立網路虛擬教學與評量系統 

3. E 化教學之普及與回饋機制 

4. 建立 e 化醫學教育整合系統與發展機制 

(二) 臨床醫學教育評估之研究 

1. 建立有效之實作、實境教學與評量策略與制度的應用與推廣模式 

2. 建立包含「成果導向評鑑」、「臨床核心能力」等理念之評鑑機制，促進臨床教學品

質與學習成效的發展 

3. 落實 PGY 制度之設置目標與教學成效 

4. 建立各醫療專科之終身學習與再教育制度，以及專業認證、再認證機制的規劃與建

置 

(三) 醫學人文教育之成果評估。 

1. 發展醫學人文教育課程及師資培育 

2. 醫學倫理敏感度與專業考量之成效評量 

3. 以全人醫療與 Hospice/DNR 醫療的觀點，建立務實、有效的教育體制與醫療環境 

4. 建立醫療專業人員之壓力及情緒狀態與管理制度 

(四) 教學與學習理論在醫學教育的應用 

1.  建立醫學教育專業人才養成制度 



60 
 

2.  建立專職從事醫學教育之醫療人員體制 

(五) 醫學教育制度研究 

1.  建立醫學教育課程之品質與適當性的觀察機制 

2.  建立改良式醫學院招生機制與基準 

3.  發展符合世界標準的醫學教育課程、制度與評鑑機制 

4.  完善之專科醫師人力規劃與調整制度 

5.  優秀基層與專科醫師之養成教育 

 

陸、學門推動的策略 

 

一、人力開發 

召開遴選計畫時，對於已進及新進人員分別有不同的考量。此外，每年補助獎勵特殊優

秀人才案及新進人員隨到隨審機制，以鼓勵專家學者投入研究。 

 

二、研究重點推動策略 

(一) e 化醫學教育之研究 

1. e 化在醫學教學應用之研究 

e 化在醫學教學輔助學習系統角色、功能與限制，例如講求臨床問題導向、實證醫學應

用，經驗學習為指引的臨床診療準則下，如何充分利用 e 化教學的特質與效用；軟、硬體的

發展與實際應用的落差；以往醫學決策或輔助學習系統之開發模式與優缺點，尤其是人員素

質的教育與意願，對於應用 e 化科技在醫學教學的相關研究，都有考量的價值與必要性。 

2. 醫學教育之 e 化評量之研究 

透過電腦網路提供線上測驗與評量或建立醫學專業題庫，作為自我學習評量、專業認證

與在職繼續教育之輔助工具，是時代的趨勢，也已在先進國家實施多年。但是實際執行成效

與落實方案都需要再進一步研究與調整，才可能在我國獲得類似或更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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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床醫學教育評估之研究 

1. 臨床醫學教育有許多新的理念與具體制度，值得參考引用。臨床教育與評量講求醫

療團隊(醫、護、生及其他相關人員)之合作與共同參與，包括與病人、家屬及團隊成

員間之溝通與合作；需設計垂直、水平整合的溝通技巧系列訓練課程及跨文化等領

域的醫病溝通模式。 

2. 臨床核心能力之實境教學、評量方式需要審慎設計、執行與評估，尤其是社會環境

變遷下核心能力之詮釋、訓練與成效之研究，關係到教學成效。 

3. 醫學生臨床技能(clinical skills)的養成與評量，需要在醫學倫理的充分考量下進行。 

4. 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之發展與應用易

流於舊式考核的模式，需進行客觀的深入研究才能期待其教學成效。 

(三) 醫學人文教育之成果評估 

1. 建立醫學人文學習環境與經常性教育活動。 

2. 遴選醫學人文教育專家及社會人士共同參與教育研究、規劃。 

3. 鼓勵醫療專業人員參與醫學人文教育的規劃、執行與推展建立。 

4. 促進社會共識與建立國民參與的醫學倫理環境。 

5. 建立全人醫療與 Hospice/DNR 醫療的教育課程與推廣模式。 

6. 以實際情境與實際個案進行教學。 

(四) 教學與學習理論在醫學教育的應用 

1. 遴選教育專業人才參與醫學教育活動。 

2. 建立醫學專業人員與醫學教育及研究的機制，建立專職體制，提供行政與資源需求

的協助。 

3. 建立常態性教師培育機制。 

(五) 醫學教育制度研究 

1. 參考醫學先進國家之醫教育制度、理念與發展情形，並作本土考量。 

2. 了解醫療專業人員的個性特質與有效評核基準。 

3. 結合既往醫學教育改革的理念、方式與教訓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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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行政與資源的充分支援。 

 

三、研究與實務結合的策略 

(一) e 化醫學教育之研究 

1. 必須提出實證研究，計劃報告及學習成效評估。 

2. 須有理論架構核心教學/學習策略。 

3. 鼓勵研究方法之創新、理論之修正或模式之建立。 

4. 著重臨床資料庫的建立及教學素材的研發，並著重可以和其他醫學院校分享。 

5. 參考現有的軟、硬體設備並考量其潛力與趨勢，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 臨床醫學教育評估之研究 

1. 著重教學或學習策略的測試與評量，尤其是利用在實境模擬之教學模式，有助於臨

床實際運作之表現。 

2. 本類計畫著重質化評量指標之建立及量化信效度之研究。 

3. 有關客觀結構式臨床試驗，宜以過去實施之經驗為基礎，思索改善及分享經驗之方

式，把握實作原則，以作為繼續改進計畫之基礎。 

(三) 醫學人文與倫理教育之成果評估 

1. 須明列研究理論根據，核心研究法以及評估方法。 

2. 著重課程之創新，醫學院課程之配合或整合與社會狀況的考量，並作成效評估。 

(四) 教學與學習理論在醫學教育的應用 

1. 列出明確的理論基礎與架構。 

2. 具體說明教學與學習理論之特性或創新性。 

3. 扼要敘述研究設計、研究方法和相關研究工具。 

4. 具體說明所研究之教學與學習理論的實務成效評估方法。 

5. 教學與學習策略研發與成效評估的計畫，請提出實證研究證據並說明進行學習成效

評估的工具和方法。 

6. 深入探討教師如何因應時代變遷調整教學與學習的模式，以促進醫學教育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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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醫學教育制度研究 

1. 廣泛蒐集醫學先進國家之醫教育制度、理念與發展情形，以利課程規劃、評鑑及改

革。 

2. 調查醫療專業人員的個性特質、需求，蒐集先進國家醫學院入學標準與評核機制，

考量我國特有風土人情與社會環境，作為醫學教育革新的考量。 

3. 了解醫療制度的缺失與改革需求，記取既往醫學教育改革的教訓。 

4. 探討相關之人力、物件、時間、空間等資源的需求，進行有效規畫。 

 

柒、經費預估 

 

醫學是一極為特殊的職業，醫療從業人員必須具備廣博的醫學知識、對於生命與人性必

須能發自內心關懷，並且具有終身學習的與時並進能力及態度。這些目標並不是一般大專教

育所能達成。醫學教育研究的發展將深切影響到未來醫學相關科系學生的養成。因此，推動

醫學教育研究至關重要。如前文提及，醫學教育學門仍屬新興學門，且近年來的努力正逐漸

開始發揮效果，希望未來投入的研發經費能逐漸增加，推動醫學教育發展，提升高品質的醫

療。 

 

捌、困難與建議 

 

一、 由於醫學教育學門為新興學門，若要加大研究者群體，可考慮舉辦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研

習營等活動。 

二、 目前對於具本土特色之醫學教育研究計畫甚少，因此，針對東、西方教育理念之不同，

社會環境之差異所導致之影響等相關議題，也應加以重視，此外，亦應鼓勵跨領域團隊

的合作研究。 

三、 對於教學理論之應用研究計畫有待努力開發，鼓勵整合教育學者參與醫學教育研究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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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提高研究之質量。 

四、 由於醫學教育論文發表多在 SCI 雜誌(Medical Education、Academic Medicine、Medical 

Teacher、BMC Medical Education、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edicine)，但本處對於研究

成果之考核仍以發表 SSCI 論文為首選，極待修改以達鼓勵之目的。 

 

玖、結論 

 

    醫學教育學門自初創至今不足十年，但已在本地醫學教育的改革、推動做出很大貢獻，

諸如引進國外新的教育方法、課程設計、評估成效的方法等，日後如何將醫學教育研究本土

化將是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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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科普教育與傳播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一、國內研究現況─緣起 

科技發展與一國的社會文化價值息息相關，民眾對科學的思維、認知態度、價值觀，亦

會隨著時間而遞移變化。為提升國民科技素養，應先了解我國社會文化價值的嬗變與科技發

展史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國民對科技認知、態度及科學教育內涵之發展，才能了解現階段

欲提升之科技素養內涵。 

然而科技除了已成為世界發展之主要動力外，其高速的變遷也帶來社會文化生活模式的

轉變、自然環境所擔負的成本、風險、以及人類價值的重大衝擊等等，均易產生爭議性的公

共議題。因此提升國民科技素養不僅是加強國民對科學的理解，更應將國民參與科技爭議的

討論(如各種倫理議題)納入內涵之中。 

 

二、研究主題 

(一) 科學普及教育相關研究 

1. 科學普及的理論、實踐、與策略研究。 

2. 科技知識的管道與影響。 

3. 非制式科學學習(informal，相對於制式學習)融入科學教學之成效探討。 

4. 各類型科普活動實施後，如何型塑公眾對科技的認知，以及是否提升國民科學素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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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非科學主修學生之科學課程之實施成效與影響之研究 

1. 針對非科學主修學生，探究現今國內大學科學科技類(通識)課程之質、量與內容等。 

2. 如何針對非科學主修學生，開設符合其需要的科學科技(通識)課程、其策略、實施方

式、成效為何等。 

(三) 大學科學科技主修學生之「科技與社會」相關課程發展與實施策略之研究 

1. 針對科學主修學生，探究現今國內大學 STS 相關(通識)課程開設情形等。 

2. 如何針對科學主修學生，開設 STS 相關(通識)課程，其課程設計、策略、實施方式

與成效評估等。 

(四) 科學科技傳播與媒體(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 media) 

1. 媒體如何表達科技風險、建構科技事實、社會責任等。 

2. 科學家、科學社群與媒體之關係。 

3. 科技爭議的媒體再現：當代重大科技爭議的形成、呈現與傳播管道等。 

(五) 公眾對科學與科技的理解與參與(public understanding & eng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EST) 

1. 大型素養調查之試題開發、調查方法研究、調查結果分析及國際比較等。 

2. 公眾的異質性與科技教育。 

3. 科技與民主。 

4. 網際網路與科技實踐(e-science)。 

5. 科技的課責性。 

(六) 科技文獻(scientific & technologic literature)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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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學文獻的歷史、型態演變、出版、流通等研究。 

2. 科學文獻的語言與書寫、修辭等研究。 

 

三、國內研究成果 

「科普與科學傳播」本為一非正式學門(94 至 98 年)，相關之計畫首出於 97 年度之特別

型計畫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ST)。99 年度將其更名為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EST)，成為一正式學門，合併非

制式科學教育與 PUST 計畫，以突顯本學門於學術研究之重要性。 

(一) 97-100 年學門申請計畫概況 

1. 97PUST 計畫：申請 67 件，通過 28 件(42.8%)。 

2. 98 非制式科學教育計畫：申請 24 件，通過 12 件(50.0%)。 

3. 99 學門計畫：申請 40 件，通過 17 件(42.5%)。 

4. 100 學門計畫：申請 65 件，通過 35 件(53.8%)。 

以 97 至 100 年所有通過計畫共 92 件進行分析，並對應本學門之六大研究主題，結果如

表 6-1。數量最多之議題為「公眾對科學與科技的理解與參與」，共 31 件；其次為「科學普

及教育」，共 30 件；「科學科技傳播與媒體」共 19 件。 

 

表 6-1 過去研究計畫書重點分佈表(含 97-100 非制式、PUEST 計畫 共 92 件) 

議題 數量 (百分比) 
701 科學普及教育 30 (32.6) 
702 大學非科學主修之科學課程 8 (8.7) 

703 大學科學科技主修之 STS 2 (2.2) 
704 科學科技傳播與媒體 1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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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 公眾對科學與科技的理解與參與 31 (33.7) 
706 科技文獻 2 (2.2)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一、國外研究現況 

近年來西方國家在科普教育領域的努力，均有相當程度之成就，為瞭解國外相關領域之

學術研究成果，特以國外著名期刊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及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為對象，分析其 96-99 年期刊趨勢。表 6-2 為此二期刊之基本資料表。 

 

表 6-2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及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7-2010 年期刊基本資料

表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 Sage Periodicals Press 
主編 Dr. Martin W. Bauer  

Professor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Dr. Susanna Hornig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每年出刊狀況 2007-2008 季刊、一年 4 本 
2009-2010 雙月刊、一年 6 本 

季刊，一年 4 本 

 

依據實證研究文章分析結果(如表 6-3)，二本期刊收錄之文章均以量化研究為最大宗，然

在研究方法上，PUS 所收錄之文章最多以量化之「內容分析法」為其主要研究方法(共 33 篇)；

另一期刊 SC 所收錄之文章最多亦以量化之「內容分析法」為其主要研究方法(共 18 篇)。非

實證文章之分析結果顯示，二本期刊均以「文獻回顧」為最主要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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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二期刊論文實證與非實證研究文章研究方法分析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實證研究 

共 95 篇，81.1% 共 46 篇，88.4% 
 研究方法 篇數  研究方法 篇數 
量化研究 
(58%) 

問卷調查法 13 量化研究 
(73.9%) 

問卷調查法 10 
電話調查法 3 電話調查法 2 
內容分析法 33 內容分析法 18 
實驗法 6 實驗法 4 

質 化 研 究

(36.8%) 
深度訪談 18 質化研究 

(21.7%) 
 

深度訪談 3 
民族誌 6 民族誌 2 
個案研究 4 個案研究 3 
焦點團體 6 語意分析法 1 
社會網絡 1 持續比較法 1 

混合法 
(5.2%) 

(量化)問卷調查／ 
(質化)深度訪談 

4 混合法 
(4.3%) 

(量化)問卷調查 
(質化)深度訪談 

1 

(量化) 複選題考試 
／(質化)深度訪談 

1 (量化)實驗法／(質
化)焦點團體 

1 

非實證研究 
共 22 篇，18.9% 共 6 篇，11.6% 

研究方法 篇數 研究方法 篇數 
文獻回顧 20 文獻回顧 3 
心得與整理 1 心得與整理 2 
科學家介紹 1 科學家介紹 1 

 

在「具體科技」方面之統計結果(如表 6-4)，可得知此二期刊之收錄文章議題仍以「生醫

科技」為最多，足見此領域之研究受青睞之程度。在「抽象概念」方面，無論是 PUS 或 SC，

「公眾參與」之相關論文均佔了多數篇幅。 

 

表 6-4 二期刊文章具體科技與概念分析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具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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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3 篇，28.2% 共 19 篇，36.5% 
議題 篇數 議題 篇數 
生醫科技 21 生醫科技 11 
奈米科技 4 地球科學 5 
地球科學 6 自然科學 1 
物理科學 2 健康科學 1 

抽象概念 
共 84 篇，71.8% 共 33 篇，63.5% 

議題 篇數 議題 篇數 
公眾參與 38 公眾參與 8 
廣告 1 訊息設計 2 
訊息設計 2 倫理 2 
倫理 9 教學 6 
媒體素養 10 媒體素養 2 
法案與政策 4 名詞 4 
科學家 5 科學家 2 
媒體再現 13 媒體再現 7 
其他 2  

 

參、國外研究趨勢 

 

依上述分析發現，國外研究仍以量化方式為主要研究方法，其中以文獻探討為大宗，其

次為「深度訪談」。在科技主題上則呈現多元樣貌，以生醫科技為大宗；在抽象概念上，則

以「公眾參與」之相關論文最多。 

 

肆、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一、國內教育現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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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的高速變遷帶來社會文化與生活模式的轉變、自然環境所擔負的成本與風險，以

及人類價值的重大衝擊等等，都已成為高爭議性的公共議題，但是在傳統制式的科學

教育中較忽略此部份之重要性。 

(二) 高等教育已從過去菁英式教育轉變為普及式教育，大學不但是發展新科學科技知識技

術的環境，也是培養國民新科學科技素養的重要階段。隨著科學知識的快速發展累

積，針對非科學主修(non-science major)大學生之科學課程(含科學科技性通識課程)的

設計及開發、實施與評鑑亦應有新的方向。 

(三) 現今大學中主修科學與科技的學生，似乎太早進入專業訓練，缺乏「科學、科技與社

會」(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STS)議題的感知與討論。故針對大學科學主修學生

之 STS 相關課程，實有研發及評估之必要。 

(四) 科學傳播是國民科技知識與精神的培養中重要之ㄧ環，也是國民終身學習科技知識的

主要來源。透過各式的傳播媒介，將正確的科學知識、態度、價值觀持續的傳遞給國

民，並讓異質性、多元化的公眾能理解並參與科技的發展，才能提升整體國民的科技

素養。此外，過去國內研究，較多從制式教育觀點探討學生的科學態度與科技素養，

甚少從國家社會文化的觀點探討國民的科學態度與科技理解程度。 

 

二、國內教育可能貢獻 

(一) 本領域研究認為科學與科技是國家發展的基礎，亦為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為提升全民

科學素養，除了實施學校正式課程中之科學學習外，亦需推動科學普及教育及相關研

究，以奠定全民終生學習科學的基礎，提升國民整體之科學素養。 

(二) 提升國民科技素養，不僅是加強國民對科技的理解，更應將國民參與科技爭議的討論

(例如各種倫理議題)納入科學教育的內涵之中。綜觀近年來西方國家已發展出公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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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評估的模式，更提升了公眾對科技的理解及參與程度，並發展出無國界的特

質。國內推動此領域之研究，可急起直追國外研究與教育應用。 

(三) 本領域之研究可針對高等教育中非科學主修(non-science major)大學生之科學課程(含

科學科技性通識課程)，提出課程設計及開發、實施與評鑑應有之新方向。並針對大

學科學主修學生，設計開發評估「科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STS)

相關課程，可以增進學生 STS 議題之感知、討論與反思的機會。 

 

伍、相關研發人力現況研究 

 

表 6-5 說明 97-100 年計畫主持人結構之統計資料。由表中可得知，「科普與科學傳播學

門」計畫共 92 件研究人力中，副教授共計 30 人次為最多，其次依序為助理教授(29 人次)及

教授(28 人次)。 

 

表 6-5 科普與科學傳播學門 97 至 100 年計畫主持人次結構 

職稱 

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其他(研究員) 總計 

人次(百分比) 

97PUST 7 (25) 13 (46) 8 (29) 0 (0) 28 (100) 

98 非制式 1 (8) 4 (34) 6 (50) 1 (8) 12 (100) 

99 學門 9 (53) 3 (18) 4 (23) 1 (6) 17 (100) 

100 學門 11 (31) 10 (29) 11 (31) 3 (9) 35 (100) 

總計 28 (30) 30 (33) 29 (32) 5 (5) 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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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本學門之歷年計畫主持人背景，因此進行主持人之背景分析統計，結果如表 6-6

所示。由表中可以看出，97-100 年計畫主持人結構中，申請計畫學者之背景主要來自教育學

院(共 25 人次，27.2％)，其次為傳播學院(共 20 人次，21.7%)。 

 

表 6-6  科普與科學傳播學門 97 至 100 年計畫主持人背景分析表 

              年度 

背景人次(百分比)  

97PUST 98 非制式科學教育 99 學門 100 學門 總計 

教育學院 7(25) 5(42) 8(47) 5(14) 25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2 (7)  1(6) 3(9) 6 

理學院   1(6) 1(3) 2 

工學院  1(8)  1(3) 2 

管理學院 4(14) 2(17)  4(11) 10 

傳播學院 12(43)   8(23) 20 

資訊科技學院    1(3) 1 

醫護學院 1(4) 1(8)  5(14) 7 

藝術學院   1(6)  1 

觀光學院  1(8) 2(12)  3 

通識教育中心   3(17) 5(14) 8 

其他 (博物館) 2(7) 2(17) 1(6) 2(6) 7 

總計 28 12 17 35 92 

 

陸、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一、 發展跨領域的科學傳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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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科技社會研究(STS)、傳播、心理學以及科學教育等跨領域內涵，建立我國科學傳

播學術論述，並持續徵求本學門所規劃之科學普及教育、大學非科學主修之科學課程、

大學科學科技主修之 STS、科學科技傳播與媒體、公眾對科學與科技的理解與參與、

科技文獻等六大重點項目。 

 

二、 加強文化環境因素對國民科學素養影響之研究 

科學不是孤立的知識研究，而是整體社會文化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亦受所處社會之

價值理念、知識體系、產業樣態等文化因素影響甚深。既然文化社會因素對於科學發

展影響重大，則國民科學核心素養的培養，除了科學專業的知識供給外，尤需來自人

文、社會、藝術等學科以社會關懷為出發，方能使國民科學核心素養具有與時俱進且

貼近社會脈動的內涵。 

 

三、 加入文化保存與科技發展可以並存的思維與內涵之研究 

部分的科學風險，均為環境的風險，因此如何在科技發展之餘的經濟發展中，在環境

與文化保存上取得平衡，是現今的重要課題，而政府與公眾間如何透過不同面向及觀

點的結合對話，辯證省思，獲得更完善的決策，更是科學傳播重要的課題及使命。 

 

四、 推動科技倫理教育相關研究 

近年來所發生的各種天災地變、環境爭議，以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各種改變，使得民

眾對於科技產生了不確定及不信任感。因此，科技倫理的觀念應被導入教育之中，以

面對科技所帶來的風險與爭議。然而，科技倫理應如何融入課程，並針對各級教育學

生或科學師資培育，發展科技倫理教材、課程、教學方法及策略，一方面讓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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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全面關照科技倫理之面向來進行科技文化的系統性瞭解；另一方面讓科技教育落

實到面對科技爭議與科技風險的多元思考中，亦是本學門未來研究重點發展之ㄧ。 

 

柒、推動策略 

 

一、 各式研究計畫徵求的規劃推動 

本學門之設立，不僅整合過去相關研究領域之研究，更可持續推動科普教育與傳播等

各式個別、整合型計畫，提升研究人口與素質。 

 

二、 研究成果推廣之推動 

包括規劃辦理 99-101 年度專題計畫成果討論會及研究趨勢討論會，規劃未來學門研究

之進行，推動研究成果轉化為實務的書籍教學學習材料，辦理研究計畫寫作、期刊論

文寫作研習會，規劃國際研討會、研習會等。 

 

三、 各類申請案之審查 

包括專題研究計畫，傑出研究獎、吳大猷年輕學者研究獎，研究獎勵費，進修案，出

席國際會議、研討會、研習會、延攬人才申請案，大學生專題研究之審查等。 

 

捌、經費預估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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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 
101 102 103 104 105 

學門研究計畫 30,000 31,500 33,000 34,500 36,200 

學門規劃推動計畫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合計 32,000 33,500 35,000 36,500 38,200 

 

玖、困難與建議 

 

一、困難 

(一) 本領域之研究風氣與成效有待提升：相較於歐美澳洲各國累積歷年來之豐碩研究成

果，本領域因近幾年才逐漸獲得重視，在國內之研究風氣與成效上都還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因應策略為持續大力推廣本學門之重要性、學術性與實務應用性，引介國外知

名大師來台演講、舉辦工作坊、研習會等。 

(二) 國內研究人口不多，未能形成學術社群：本領域在科教處屬於新興學門，研究人數尚

不多，且多半從其他研究主軸(例如傳播學、社會學、數位學習、通識教育、科學教

育等)跨入，因為背景多元，故未能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之學術社群。因應策略為多

舉辦相關學術活動，讓研究者有認識、交流、進而有合作的機會。 

(三) 研究議題分散，未能形成研究主軸與發揮影響：本學門為廣納各方研究者，故鼓勵各

界在大方向下投進研究計畫，但是目前看來研究主題過於分散，也未能有長期累積之

成果，或發揮應有之影響力。建議未來在自由型計畫申請之外，能提出主軸計畫並接

受申請，鼓勵資深傑出學者投入，以期研究成果能發揮學術及實務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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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持續推行本學門之相關學術活動：歐盟對於科技傳播領域挹注相當多的資金與心血，

累積了多年推動經驗可以借鏡。國科會可依循相關模式，挹注資金，推行相關學術活

動，提振國內科普與科學傳播之風氣，讓更多國內學者投入科學傳播研究工作，不但

能產出具有高學術性之研究成果，建立學術社群，並能將計畫之成果落實應用於實際

教育情境中。 

(二) 鼓勵公眾參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當現代科技的進展造成許多環境、生態與社會的改

變，科技政策的決定權便不應侷限於當權者，而是開放給公眾及科學家等。科技決策

之透明度、公眾參與度與溝通、民眾對科技風險的認知，皆是影響科技決策的因素；

當有了溝通與參與，所推行之政策也較容易獲得支持。 

(三) 培育科學傳播社群與專業人才：若台灣相關機構能協助促成一個科學傳播社群，如歐

盟執委會協助初入門科學家之工作坊，教導科學家如何面對媒體、政策決定者及民

眾，未來推動相關科學傳播工作時會更加順利。 

 

捌、結論 

 

科技發展與其帶來的自然、社會、文化生活的轉變，已成為全世界共同的課題。而國民

的科學科技素養，是一個國家社會如何面對及因應快速巨大轉變的重要關鍵，也是值得研究

的學術議題。本領域可說是近年來興起的跨領域研究學域，不但具有學術前瞻性，也具有高

度的時代性與實務應用性。 

本章首先回顧了國內研究現況，並介紹了國外之研究趨勢，希望能在未來五年內，能逐

漸接近國際研究水準，並針對國內部分科學教育問題，提出解決之道。同時在未來學術研究

發展方向上，除持續加強科學家、媒體、受眾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之研究以及發展科技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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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外，更應依據國民科學素養調查成果進行分析並探究影響因素，進而發展符合未來需求

的科學素養指標，讓科學素養指標引領未來科學教育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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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篇 大眾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 

本篇分為「科普傳播活動」、「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及「國民科學素養調查」等三章，

主要論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為推廣大眾科學教育，以創新、多元、通俗

及趣味的方式規劃與辦理科普活動，以促進民眾對科學的興趣，提升國人的科學素養。科教

處推動「臺灣科普事業發展計畫」，其理念為當代科學傳播即是社會永續之科學教育，透過

科學傳播育化全民科學素養是國家的責任。再則，科教處體認科學是國家進步發展的力量，

科學傳播政策應具高度前瞻性，宜及早將科學傳播應納為國家科學科技政策的一環。除此之

外，國民的科學素養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亦是各國競爭力的重要評估依據。過去

數年調查顯示：台灣國民對科學研究相關議題的甚感興趣，對科技相關研究的社會貢獻也很

肯定，國民也相當支持科技相關研究及經費。經由系列研究調查，建議國民科技素養產製鏈

之關係系統需予建立。 

在未來推動部分，本篇建議將參考科學素養之調查結果，針對不同對象，持續舉辦科普

演講、科學營、科學季等相關活動，並製作各式媒體節目(電視、廣播、報紙、網路等)，讓

國民多元、全面、終身接觸科學、喜愛科學，並鼓勵各方參與及在地之推展，以培養及提升

國民科學之素養。 

 

第七章 科普傳播活動 

 

壹、願景、理念、特色 

 

一、 願景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為推廣大眾科學教育，以創新、多元、通俗及

趣味的方式規劃與辦理科普活動，以促進民眾對科學的興趣，以及對科學精神、知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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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影響的認識，進而提升國人的科學素養。 

科學教育除培育未來人才外，國民科學素養的養成，亦是本處重要任務之ㄧ。綜觀世界

各國所制定之科學教育目標內涵，均包含：科學探究能力與過程技能之訓練、科學概念與知

識之理解、科學精神及態度之養成等等。因此，科學教育應朝「使每位國民能夠樂於學習科

學並了解科學之用，喜歡科學之奇，欣賞科學之美」的目標前進，而科普活動即是使大眾透

過體驗的方式，接觸科學，使科學能紮根於民眾生活與文化之中，並能應用科學方法與知識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理性地判斷社會現象，提升科學素養，進而致力於人類永續發展。 

 

二、 理念與特色 

科學教育是一項全民教育，其特徵即在於「科學素養」之養成。培養全民科學素養，除

了科學知識的訓練及累積外，科學精神及態度的培養更為重要也更為困難。本處所推動的科

普教育，即在於補足制式科學教育之不足，透過各類管道及方式(如：各類媒體、書籍、博物

館、各地公共活動中心、活動、展示、競賽、演講…等)，強調科學興趣的激發與科學精神的

培養，其最重要之特色就在於普及科學精神與知識。 

 

貳、演講、活動 

 

此部分由科教處舉辦各式演講與活動與促進全民科學精神與知識，舉例如下: 

一、 科普演講 

此部分包含舉辦各式科普演講，例如北區「展望」、中區「週末 Let's go!分享大師視野」、

南區「週日閱讀科學大師」、東區「FUN 科學到東部」等系列講座。每年共計 44 場次，約

有一萬一千人次以上民眾到場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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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 

(一) 科普活動計畫 

包含科普素材研發(含軟體設計)，補助之活動含多屆之競賽、科學營等，例如網際網

路程式設計全國大賽、吳健雄科學營、吳大猷科學營、全國院校工程趣味競賽活動、

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全國學生自製船大賽、高中與國中小地理競賽、中秋賞月及天

文觀測體驗營等。 

(二) 近三年(98-100 年度)成果 

1. 計畫申請及補助狀況： 

表 7-1 計畫申請及補助狀況 

 申請案 核定補助 通過率(%) 總補助經費 

98 年度 223 97 43.5 9,019,800 

99 年度 295 67 22.7 47,620,000 

100 年度 251 58 23.1 39,794,000 

2. 關懷災民科普活動計畫：有鑑於莫拉克颱風帶來的「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多處地

區，本處於 98 年 8 月底徵求「關懷災民科普活動計畫」，共計通過補助計畫 30 件，

補助總金額新台幣 13,760 千元。 

3. 相關成果：近三年受補助之計畫於 99 年間辦理活動者計有 154 件，透過網站架設、

文宣出版等方式，觸及民眾達六十九萬六千餘人次以上。 

 

參、科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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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由科教處舉辦各式科學營隊活動促進科學精神與知識，舉例如下: 

一、 大專生之吳大猷科學營 

主辦單位：吳大猷學術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科會、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各民間企業文教基金會。 

(一) 簡介 

「吳大猷科學營」的參與對象主要為大學高年級生，其主題分為物理科學(包括天文、

物理、化學等)和生命科學兩大領域。除正式課程外，另包括走入大自然健行、與大師

對談、論壇、尖端課題介紹與討論，及期末競賽晚會等活動。 

(二) 近三年(97~99 年度)成果 

1. 2008 年第七屆吳大猷科學營： 

以「基礎科學」為主軸，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各國院士、專家學者。參加學員共計

89 人(台灣學員 65 人，大陸學員 18 人，香港學員 5 人，及加拿大學員 1 人)。 

2. 2009 年第八屆吳大猷科學營： 

以「生命科學」為主軸，邀請各國知名科學家、科學大獎得主。參加學員共計 91 人

(台灣學員 66 人，大陸學員 13 人，香港學員 6 人及高中教師 6 人)。 

3. 2010 年第九屆吳大猷科學營： 

以「數理科學」為主軸，主題為「二十一世紀的物理發展－從黑暗到光明」，邀請

物理學界大師。參加學員共計 87 人(台灣學員 54 人，大陸學員 21 人，香港學員 6

人及高中教師 6 人)。 

 

二、 高中生之吳健雄科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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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吳健雄學術基金會。 

協辦單位：國科會、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各民間企業文教基金會。 

(一) 簡介 

「吳健雄科學營」係針對高中生規劃，包括主題演講、大師演講、與大師對談、創意

海報競賽及教授夜談等活動。其宗旨在培育青少年科學英才，並推動社會大眾之科學

教育，1998 年至今已辦理十三屆。 

 

 

圖 7-1 科學營的師生大合照 

 

(二) 「吳健雄科學營」近三年(97~99 年度)成果 

1. 2008 年第 11 屆：共 240 人參與，含 144 位學員，33 名高中科學教師，4 位講座大師，

中國大陸首次選派學生來台參加。 

2. 2009 年第 12 屆：共 245 人參與，含 135 位學員，43 名高中教師，7 位講座大師。 

3. 2010 年第 13 屆：共 246 人參與，含 135 位學員，46 名高中教師，4 位講座大師亦應

邀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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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科普刊物、專書、網站 

 

此部分由科教處出版各式刊物、專書、網站以促進科學精神與知識之推廣，舉例如下: 

一、 科普刊物《科學發展》月刊 

(一) 月刊簡介 

本刊自民國 91 年元月轉型為綜合性科普雜誌，每期均發行紙本版及電子版。 

 

 
圖 7-2 科學發展月刊 

 

(二) 近三年(97~99 年度)成果 

1. 共出版 36 期：平均每期發行量約 4,500 本，寄送對象主要為國中以上各級學校、學

術研究機構、公私立圖書館及各社教機構，並接受民眾訂閱。電子版點閱率累計已

達一千一百萬篇次。 

2. 98 及 99 年度之編印內容分別榮獲第 2 屆及第 3 屆「國家出版獎」。 

(三) 增加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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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科普刊物之電子書版本，提供讀者更多樣的閱讀體驗，使其透過不同載具瀏覽文

章，將科普教育融入行動學習。 

 

二、 專書《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眼中的美麗海島 台灣》 

(一) 專書簡介 

本書內容係以「福爾摩沙衛星二號」所拍攝之台灣衛星空照圖為基礎，搭配台灣特殊

地質、海洋生態與人文景觀的圖片與圖說，以呈現其獨特形貌，是目前國內唯一整合

衛星影像及台灣特色，並以中英對照介紹台灣的科普圖冊，深具教育價值，故廣受各

界好評。 

    
圖 7-3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眼中的美麗海島 台灣 

 

(二) 近三年(97~99 年度)成果 

1. 98 年榮獲第 1 屆「國家出版獎」。 

2. 98 年獲研考會薦選參加「2009 年法蘭克福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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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8 年獲博客來網路書店舉辦之「讀者票選心目中最優的政府出版品」第三名。 

 

三、 網站《科技大觀園》 

(一) 網站簡介 

本網站以推廣國科會科普活動之成果為主，於民國 96 年 12 月中完成建置。 

(二) 近三年(97~99 年度)成果 

1. 網站資源：本網站共收錄科學短片 727 筆、廣播錄音 487 筆，主題廣泛，提供豐富

且生動的科普學習資源。 

2. 相關合作：與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合作，將本會歷年補助科普演講

共 219 場錄影檔置於網站，使社會大眾能隨時隨地透過網路了解演講內容。 

3. 點閱率：點閱數逐年攀升，97 年為 83,538 人次；98 年為 114,201 人次，較 97 年成

長 36.7 %；99 年為 137,856 人次，較 98 年成長 20.7%。 

(三) 與民眾互動機制 

1. 以網站做為數位匯流平台，除推廣國科會科普活動之成果、收錄科普短片及廣播錄

音外，結合《科學發展》月刊科普文章，並規劃「新聞、生活與科學」單元，提升

民眾對科技新知或時事新聞的理解能力，使其了解隱含於日常生活或媒體資訊中的

科學內涵，進而關心並參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 

2. 在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成立「科技大觀園」粉絲團或社團，加強民眾對科普活動及

科普文章之分享與回饋。 

 

四、 國科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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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本會於 98 年成立屆滿 50 周年。本會將過去的成果，透過一系列的多樣科普活動，結

合學研機構與媒體，讓社會大眾了解我國科技的發展歷程與成就，認識科學，進而激

發探索科學的興趣。 

(二) 成果 

1. 50 科學成就： 

選出 50 年來本會所補助的學術研究中，對社會、民生福祉有重大影響或對我國國際

學術地位有所提升之 50 項重大成果，以 3 至 5 分鐘的短片展示於本會「50 周年網

站」上，同時出版科普專書介紹該 50 項重大成就。 

2. 50 科學之旅： 

包括能源科技、奈米科技、生態環境、光電科技、生物技術、通訊科技，及人文社

會等主題，共有 59 條路線，約 226 個梯次，活動天數 1 至 5 天不等，共吸引一萬五

百餘人次參加。 

3. 電視節目： 

以本會「50 科學成就」、「50 科學之旅」為素材，製作一季 13 集、每集一小時的

科普視影片「科學成就之旅」，分為人文社會、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工程科技四

大類，在電視頻道上播出，讓社會大眾了解科學研究的內涵、科學家的生活與精神，

增進民眾對本會與科學研究的理解。 

4. 2009 全球天文年： 

為紀念 1609 年伽利略首次用望遠鏡進行天文觀測的 400 周年，亦為「全球天文年」，

與全球 100 多個國家共同舉辦相關活動，以慶祝天文學及其對社會、文化、教育所

帶來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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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9 年科學季—仰觀蒼穹四百年： 

本會 98 年舉辦「仰觀蒼穹四百年」特展，內容涵蓋天文學各基礎領域之介紹、其與

各大科學領域和人文學科間的關係與互動，天文觀測儀器和方法之展示，及人類宇

宙觀的演進等。 

6. 《閃亮的樂章─國科會 50 周年紀念文集》： 

為凝聚同仁的向心力和經驗傳承，並引領社會大眾自不同的角度認識本會，本會於

98 年 4 月間出版《閃亮的樂章─國科會 50 周年紀念文集》，共集結 100 篇文章。 

7. 大事紀： 

將 50 年來的組織調整、主任委員更迭、制度興革、重要科技活動等，按發生的時間

序列排列，建置網站，使民眾對本會的發展歷程及其相關背景，有一縱向的了解。 

8. 50 周年網站： 

為豐富及系統化呈現上述活動內容並保存相關資料，本會建置「50 周年網站」，從

97 年 12 月中旬起逐步上線，做為民眾了解上述各項活動的窗口。 

 

伍、科學週、科學季 

 

本會自 2000 年開始，每年均選定一項科學主題辦理「科學週」活動，以引導學術研究成

果，轉化為科技知識，以紮根科學教育工作。從 2005 年起更擴大為科學季，希望能讓更多的

民眾參與。 

一、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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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人文關懷的精神呈現科學與人、科學與社會、科學與文化間的互動，介紹科學與技

術的發展。活動主題以社會相關的主題為重點。 

(二) 引發好奇心與興趣，涵養科學基本素養於內在，以動態活動為主。 

 

二、 特色 

(一) 展示軸線採主題式。 

(二) 動手做活動引導科學興趣及學習。 

(三) 北、中、南同步展出，再移展至各縣市。 

(四) 多元活動：特展、競賽、演講與科學紮根活動綜合進行。 

(五) 相關部會共同合作；產、學、研、民間團體合作辦理。 

 

三、 對象 

以中小學生、社會大眾為主。 

 

四、 時間 

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五、 近三年(97~99 年度)成果 

(一) 「2008 科學季：生活即科學」：有別於以往單一主題、定點展出的方式，分五地七處



90 
 

舉辦不同主題特展，活動特色以平面、實體為主，互動展品為輔，展品皆為國人自製。

參觀民眾達 515,845 人次。 

(二) 「2009 科學季：仰觀蒼穹四百年」：於台北、高雄展出，以互動展品、多媒體為主，

硬體主要由企業提供，參觀者達 167,914 人次。 

(三) 「2010 科學季：行動愛地球－氣候變遷展」：於高雄展出，首度以五年常設展方式呈

現。自 99 年 8 月 8 日開展迄同年 12 月 28 日計 119 天(扣除星期一休館以及颱風天)，

有 79,973 人次入場參觀。 

 

陸、未來發展、推動策略、經費預估 

 

一、未來發展 

普及科學精神，增進國民對科技理解及信任，讓社會大眾了解科技發展對社會經濟及生

活的重要性，並進而促進民眾參與科技發展，將是本會科普教育未來發展的宗旨。本項工作

將針對不同對象，持續舉辦科普演講、科學營、科學季等相關活動，並發展相關刊物，讓國

民多元、全面、終身接觸科學，並鼓勵各方參與及在地之推展，以培養及提升國民科普教育

之素養。 

  

二、推動策略 

(一) 多元的規劃：利用各式平面及電子媒體，及利用互動媒體的特質，做各式主題設計。

例如透過網路方式，鼓勵民眾主動關心並參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科普活動計畫之徵

求，鼓勵申請人針對「科普素材研發」、「科普人才培育」、「女學生參與科學」、「科學

學習落差」、「認識科學」及「新聞、生活與科學」主題（但不限此六類）做規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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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科學素養、舉辦多項特定主題之全國性競賽外，並培育許多青年學子加入科

普志工或科普寫作之行列。 

(二) 全面的推動：推廣科學科技的各面向，以及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科學影響等議題，

不限於某些特定主題。此外，配合本處所進行之定期性國民素養調查，調整科普活動

的進行方式及內涵，以本土性及民眾關心之議題為發展方向。科普活動計畫之實施對

象為一般大眾，並儘量以開放參加方式舉辦；惟因計畫主題需要，得設定參加民眾之

背景條件。藉由科學志工計畫，鼓勵民間團體及青年志工投入科普教育之推廣，除辦

理科學營隊、推動科普閱讀及提供數位課程教導外，尚可提供科普網站導覽、資訊科

技整合應用之服務，讓科學走入社區。 

(三) 終身的學習：活動設計與推廣方式不限於某一階段或族群，讓全民都有接觸、欣賞、

學習科學科技的機會。例如：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終身學習之趨勢，融入客製化及多

樣性的概念，以使全民皆有機會體驗並探索科技之奇。又例如，加強偏鄉地區民眾的

科學體驗，以縮短科學城鄉落差。 

(四) 各方的參與：鼓勵各科普教育民間團體投入並擔任推手，如各科技公司基金會、科學

組織(學會、協會)、鳥會、環保團體等，才能傳播弘揚科學精神達到全民科學精神的

深化與提昇。另整合學界力量與各縣市政府、民間社團或社區合作辦理各類科學園遊

會及巡迴展覽等活動，以縮短城鄉科學資源差距。 

(五) 在地的推展：將科普活動結合社區發展，舉辦類似歐盟 Science Shop 之實踐性質的推

動工作與活動，使科學家跟一般民眾有更多的互動。所謂 Science Shop 就像開在社區

的商店，為地方民眾或其他組織處理實務上的科學問題。此舉不僅縮減科學與社會的

距離，提昇公眾對於科學傳播的興趣，亦為推動科學傳播工作時的具體實踐方法。所

以如何讓科學走入社區，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亦是未來可發展的方向。為合理分配

有限的科學資源，優先考慮補助偏遠地區及弱勢族群之科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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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預估 

 

因「國科會 50」、《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眼中的美麗海島 台灣》非每年例行業務，故未

預估經費；而科技大觀園網站係由承辦人維護，僅 101 年進行網站更新，經費預估 1,500 千

元。其餘科普演講、活動計畫及《科學發展》月刊之 101~105 年度經費預估如表 7-2(每年 5%

成長預估)。 

 

表 7-2  經費預估表(單位：新台幣千元) 

     

 
101 102 103 104 105 

科普演講 9,401 9,871 10,364 10,882 11,426 

科普活動計畫 41,784 43,873 46,067 48,370 50,788 

《科學發展》月刊 6,754 7,091 7,446 7,819 8,210 

科學季 40,000 42,000 44,100 46,305 48,620 

合計 97,939 102,835 107,977 113,376 119,044 

 

捌、結論 

 

科學教育發展處長期以來協助國科會推廣大眾科學教育，以創新、多元、通俗及趣味

的方式規劃與辦理多項科普活動，並藉由科學季特展及巡迴展、科普素材研發、科普人才

培育等方式，不僅促進民眾對科學主題的興趣，也能增進其科學精神、知識、方法、及科

技影響的認識，有效提升國人的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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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也會配合國民科學素養調查，建立科普活動評鑑指標，更深化科普紮根活動，並

擴大志工及各科學組織的參與，使科普活動能轉型為國人參與科技活動的平台。 

只有愈來愈多的有志之士加入科普教育的行列，有愈來愈多的國民接受科普的薰陶，

科學精神才能普及，並進而影響社會文化，使科學文化成為社會文化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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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科學傳播事業之發展 

 

壹、 科學傳播發展在臺灣 

 

一、基本構想 

(一) 透過「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奠基，長期推動「臺灣科普事業發展計畫」，其真正

之功能與最終標的則在達成「形構本土科學傳播」與「發展國民社會之科學素養」之

雙元宗旨。 

(二) 以長期補助大眾傳播媒介產製刊播科學內容為主軸，從上游端打造優質之科學傳播內

容供應體系，誘發社會大眾對相關科學內容收受閱聽之習性，藉以形構科傳消費市

場，並使此市場產生之資源回流於產業，促成本土科學傳播產業發展。 

(三) 以產業生態系統發展意理為根本，以補助科學傳播內容創製刊播體系為主要驅動力，

以人才培育、知識管理、與國際交流合作為主要之支持性動力，而以媒體、市場與受

眾研究、獎勵機制建立、績效評量作為輔助性動力與回饋動力，打造良性循環本土科

學傳播生態系統。 

 

二、 從「催生計畫」到「發展計畫」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民國九十六年初起至九十九年底，以四年為期之中綱計畫，每

年平均投入約二億二仟萬元，推動「臺灣科普事業催生計畫」。透過催生計畫所奠基礎，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民國 100 初起至 103 年底，再以四年為期之中綱計畫，每年平均投入約

兩億捌仟萬元，推動「臺灣科普事業發展計畫」。 

 

(一) 計畫宗旨 

催生計畫與發展計畫均具備「雙元宗旨」，除促動國內科普傳播產業之發展成長，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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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過程之科普傳播活動，實施「大眾理解科學與科技(PUST)」之社會大眾科學教育，俾

能落實社會國民科學素養的終極目標。 

1. 「外顯宗旨」為促進國內科學傳播與科普傳播事業發展之奠礎工作，旨在建構與發

展「科普傳播內容供應體系」，從而培養核心能力、奠定堅實基礎，營建良好整體環

境，終而促進國內科學科普傳播事業之發展。 

2. 「內涵宗旨」為推動大眾理解科學與科技(PUST)，旨在透過整合科學、傳播與教育，

體系性運用大眾媒體傳播科學資訊，培養社會大眾“AEIOU”之科學素養，孕育國民

社會之實用科學素養、文化科學素養與國民科學素養。 

(二) 計畫目的 

準計畫雙元宗旨而衍生之長、中、近程目的。 

1. 長程目的：奠定國內科學傳播事業之基礎，運用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工具，打造供需

市場，形構產業生態循環，於兼顧全民科學素養提昇之際，開展我國科學傳播新局

面。 

2. 中程目的：透過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知識管理與創製技術，結合文化創意打造國內

科普傳播事業於內容創製刊播之核心能耐，奠定此項產業發展之基礎。 

3. 近程目的：逐年提高科學傳播內容產製刊播、人才培育與知識管理之效率與效能。 

(三) 計畫目標 

準前項目的而衍生之目標。 

1. 持續補助科普傳播內容之創製刊播，透過推動科普傳播、拓展閱聽眾市場、建構市

場供需、激勵投資意願，形成科普傳播產業發展循環。 

2. 進行科學傳播知識管理，建構本土科學傳播與科普內容創製刊播之觀念、學理、知

識與技術，進而分享與散佈，激勵創新運用，使本項傳播更具效益。 

3. 以短、中、長計畫，培育具科學背景之各級科學傳播基礎人才，同時提供在職科學

專家傳播基本知能，使日後得以在科學、科學或科學傳播領域，以適當角色參與科

普傳播工作。 

4. 透過與先進國家科普傳播相關單位之合作，以本土科學與科技為主題，共同創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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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地化之科學傳播內容，使我國科學傳播得於進軍國際市場，同時兼顧本土創

製團隊核心人才訓練、汲取先進之科傳知能與技術、融合發展科傳知識管理。 

5. 針對計畫相關之閱聽受眾、媒體與市場與科普傳播，進行長期性、累積性之研究調

查。期能於建立計畫「回饋系統」時，同步強化本土科學傳播知識與技術。 

(四) 計畫策略 

1. 以產業生態系統發展意理為計畫之根本策略。 

(1) 以補助科學傳播內容創製刊播體系為基軸。 

(2) 以人才培育、知識管理、與國際交流合作為主要之支持性動力。 

(3) 以獎勵機制建立、績效評量、與媒體、市場與受眾研究、作為輔助性動力，後兩者

同時為計畫之回饋動力。 

2. 「發展核心、管理知識、培育人才、與國際交流」與「長期持續」為推展策略。 

3. 「運用固定多元頻道與多元平台」為刊播策略，延長創製成品生命週期，於主頻道

與跨頻道重播外，鼓勵進行「跨平台、跨媒介」之播出。 

(五) 計畫架構 

(六) 行動方案 

1. 主軸一：「補助科普傳播內容之產製刊播」。藉以激勵傳播事業投入科普傳播之意願，

輔助其累積資源與知能，於擴大供應優質內容，同時帶動社會收視習性，厚植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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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產業之發展有利條件。 

2. 主軸二：「推動國際交流合作」。加速引進先進觀念與知能，同時兼顧國際接軌、在

職核心人才培育與科傳知識管理三項目。 

3. 主軸三：「培育科普傳播人才」。透過短期班隊，培訓大學院校具科學背景之學習者，

及提供現職科學專家，傳播基本知能與內容創製技術。透過系列課程，教導具科學

背景之大學學生轉化科學知識、精神與思維之科學傳播知能；或推動設立科學傳播

碩士學程或研究所，招收科學院系畢業生，培育高級科學傳播人才。 

4. 主軸四：「發展科學傳播知識管理」。於計畫各項行動中，實施科學傳播知識管理，

整合科學、傳播與社會教育之觀念、理論、知識與技巧，發展本土化科學傳播知能。

進而透過知識資料庫、平台、年度會議、各式工作坊與研習會實施分享與流傳。 

5. 主軸五：「建置科學內容素材資料庫」。儲存與模組切割受補助產製刊播之科普內容，

期能達到「一次生產、多次使用、多元加工、多功服務、多頻傳輸」，期能使科內容

創製刊播效率極大化。 

6. 主軸六：「設立全國科普獎」。發展獎勵機制、建立典範，鼓勵傑出之科學傳播人才、

奉獻與科普傳播作品。 

7. 主軸七：「建立績效評量機制」。依據受補助內容之創製刊播期程，分別使用形成性

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建立指標、評量績效、導出模式、修正流程，藉以落實計畫回

饋，做為未來發展與行動之修正基礎。 

8. 主軸八：「受眾、媒體與市場調查研究」。聚焦於與本計畫創製刊播之科普內容，閱

聽受眾、收視/聽動機與喜好、媒介表現技術、科普產業與市場等課題，進行計量或

質性研究或調查。期使其結果，運用於指導目標受眾掌握、內容之設計、創製或開

發，亦可用為建構本土科學傳播之相關觀念、學理、知識與技術之依據。 

 

貳、科學傳播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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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面發展「形構本土科學傳播」與「發展國民社會之科學素養」之雙元宗旨，除以發

展計畫進行科傳事業之奠基，尚須以相關之科學傳播政策做出全面搭配，從整體社會結構之

轉化下手，建立我國永續之科學文化，厚植我國深層國力。故提出以下七點政策哲學以及十

項政策重點： 

 

一、 政策哲學 

(一) 科學傳播即是社會永續之科學教育 

科學傳播的對象是社會公眾，主要工具大眾媒體，目的在育化國民的科學素養，從而

形塑社會的科學文化，打造出科學的社會。故而，科學傳播是一種社會教育、全民教

育，是一種需要具備全面性、體系性與持續性的永續活動。 

(二) 透過科學傳播，育化國民科學素養是國家的責任。 

育化人民的科學素養，應視為政府對人民提供之文化給付。故知，科學素養教育對政

府是一種義務，對人民是一種權力。 

(三) 科學是國家進步發展的力量，科學傳播政策應具高度前瞻性。 

當代科學傳播須與國家發展終極目標結合，要能聚焦與建構環境，讓科學研究、科學

傳播、科學文化三者形構出良性循環，才有科學社會之存在。故政府應策動科學傳播

全面發展，科學、傳播、教育三個社群知能匯聚，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與相關活動落實

執行。且因科學傳播之目的既在形塑科學文化，又在仰賴科學文化形成後產生的助

力，故又應重視科學與社會、文化、經濟密不可分之重要性。 

(四) 科學傳播應納為國家科學科技政策的一環。 

先進國家透過政策與立法，將科學傳播視為國家科學與科技政策之一環，使科學傳播

與科學科技之研究發展齊步並進。 

透過科學傳播，提昇社會科學素養，降低科學、社會大眾與傳播媒體間的隔閡，並能

將科學、社會、文化、經濟、政治逐漸融合。此外科學與科技之研究發展，亦透過科

學傳播能夠獲取社會大眾認同與支持，能得到更多的資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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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學傳播需要政府持續支持，永續推動發展。 

科學傳播旨在育化國民科學素養，提昇國家人力素質，直接影響國家與社會發展。科

學傳播是社會的科學教育，是政府義務，是人民權力，政府有責任持續支持與推動其

發展。 

當代科學傳播被視為具備高度持續性的社會運動，不能完全依賴自由企業的市場法

則，政府與社會的資源必須適度投入。即如先進國家，已有良質之科傳產業與市場規

模，面對重大科學議題時，政府與社會的資源仍源源投入。 

(六) 政府應持續補助科學傳播產業。 

我國科學傳播產業，宜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府必須持續投入資源扶植發展，促成

科學傳播產業市場之成熟，科學社會教育與科學傳播自有商機與產值。 

科學傳播產業應被導引入「產業鏈」之形式，將資源、主題、內容、轉化、傳播，達

成促進國民科學科技素養之長鏈。此外在產業發展策略上，科學傳播產業宜採「全球

在地化」策略，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擴大涵蓋市場。 

(七) 形構本土科學傳播文化，平衡全球化碰撞。 

科學傳播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影響人們對科學科技的態度價值觀，缺乏本土化的科

學傳播文化，易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迷失自我，而不能正視國家所需要的科學科技發

展。換言之，面對科學文化帝國主義，發展「全球在地化」之科學傳播內容實屬必要。 

 

二、 政策重點 

(一) 訂定科學傳播政策與法源依據。 

科學傳播必須透過政策與法規加以體制化，在明確的政策與制度下，將政府組織、科

研機構、傳播媒體之權利與義務明確規範，使科學科技、科學傳播、科學素養三者匯

合。換言之，我國科學傳播須由行政院國科會主政，結合教育部、文建會、經濟部等

相關部會，全力推展，而國家型科學研究計畫均應承擔對社會大眾推廣科學與科技之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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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速培育科學傳播人才。 

推動設立專門招收具科學背景學生之科學傳播研究所，或協助科學教育研究所或傳播

研究所設立科學傳播碩、博士學位學程，長期培育學理論述與研究之高級人才。 

鼓勵科技大學或具適量科學學門之大學開設科學傳播系列課程，或是第二專長學程，

招收具科學背景學生，提供科學傳播基礎知能訓練，系統化培育以自身科學科技為

主、以科學傳播為輔的跨領域人才。 

(三) 引領科學家認同科學傳播為己任，鼓勵積極參與。 

科學家應認同科學傳播為科學發展之要務，視科學傳播為科學從業人員重要之社會服

務。科學家須具備科學科技的轉化能力，或培養己身有興趣的傳播知能，方會知曉如

何進行合宜之科學傳播。此外政府應視科學傳播為專門領域，科學專家可以此為終生

職志，其投入與貢獻應與科學研發獲得同等之肯認。 

(四) 定期辦理科學素養及相關研究調查。 

要逐年持續對社會大眾之科學素養進行有系統之研究調查，並編入政府之科學科技指

標報告書。而相關研究或調查結果，應作為實施科學傳播之回饋，更應依此而形構出

未來推動科學傳播之前饋。 

(五) 積極推動科學傳播知識管理，建構平台與內容資料庫。 

發展本土化科學傳播之關鍵在於知識管理，建立科學傳播知識平台與內容資料庫，研

究人員可藉此闡述學理、提煉知識、儲存知識與散佈知識。此應用科學之發展必須整

合傳播、媒介、社會、教育與科學，更須持續為之方能有成。未來可參考數位典藏及

資料庫產製之觀念與技術，規劃、建立、維護與運用科學傳播影視節目與素材資料庫。 

(六) 建立機制，持續獎助與鼓勵傳播媒體加入科學傳播。 

科學傳播既是社會教育，自不能因產業興起、或市場成長、或獲利良好而停止鼓勵與

支持，應一如興辦教育或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長期的、持續的給予支持與鼓勵，使其

成為永續性的事業。 

補助科普內容創製刊播，鼓勵大眾媒體加入科學傳播行列，為世界通用之法則。此外

尚須輔導成立半官方之科學傳播機構，本著第三部門中立服務精神，配合政府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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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量，統合科學傳播體系與資源。 

(七) 獎勵具有潛力之製播方向，創製激發民眾科學思維之內容。 

科學傳播之目的在育化國民科學素養，故所傳播內容除有助於理解科學知識外，更要

能包含「覺知」、「享受」、「興趣」、「意見形成」之素養性功能。 

科學傳播以社會民眾為對象，議題選定宜以「生存、生活、生命」三者為中心﹔而此

三者均與科學觀、科學思維、科學知識、科技應用密切相關。「生存、生活、生命」

三者即是文化，亦即鼓勵創製結合本土文創之科學傳播內容。 

(八) 系統化運用有利提昇科學傳播效果之傳播通道。 

因數位技術與網路媒體的普及，當代發展科學傳播要針對目標受眾之特性，善用各式

新興與傳統媒體，形成跨媒體、多平台傳播。 

科學傳播應借鏡 Web 2.0，促成雙向互動，除討論科學科技議題，更可透過協作平台

共同創製內容。故在推動科學傳播行動時，可由單一大眾媒介產品延伸至周邊商品，

形成加值服務，連結產業鏈，帶動相關產業，達到科學推廣效益極大化並增加產值。 

(九) 科學傳播要重視社會不同族群之需求。 

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多元社會、分眾族群亦已形成；故在推展科學傳播時，必須注

重閱聽人的需求。各項科學傳播行動要採用「受眾導向」或「效果導向」的傳播模式，

須明確定位、掌握傳播對象、知曉其特質、探明其對科學需求，再依此訂定傳播目的、

選擇通道、設計內容。換言之，今後實施科學傳播時，必須考慮「科學界視之為理所

當然的事物，在常民心中意義為何？」。 

(十) 鎖定社會中間份子，積極育化科學素養。 

科學傳播應納用「二級傳播模式」，培育科學素養意見領袖，以起社會之示範作用。

因此未來應科學素養視為政府公務人員、教育人士、社會中堅份子必備之知能，鎖定

社會中間份子提升科學素養，引領全民科學文化。 

 

參、資源需求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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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鑑於科學傳播發展之重要，為兼顧產業發展與政策推動，將以四

年期之中綱計畫陸續推動。然科學傳播之投入不僅僅是在建立一個產業的發仞，更重要的是

要達至「形構本土科學傳播」與「發展國民社會之科學素養」之雙元宗旨，建立我國永續的

科學文化，全面提升國民的科學素養，為一需時間演變改革之歷程，故應至少以五個中綱計

畫為基準持續投入，以免功虧一簣。 

依據催生計畫與科技推展之發展計畫經驗，初期經費貳億元捌仟萬元勉可推動，但配合

社會成長、數位傳播、高畫質影視等需成，宜逐年成長 10%至 15%較為適度。科學傳播經費

配置順序，則依整體系統比例進行分配，應以補助科普傳播內容之產製刊播為主；其次為推

動國際交流合作創製全球在地化科普內容；其餘計畫則依實際需要進行編列(預期預算編列如

下表 8-1)。 

 

表 8-1 科學傳播中綱計畫預算表(五個四年期計畫，單位：千元) 

計畫／年度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分項合計 

主軸計畫一 210,000 210,000 210,000 210,000 840,000 

主軸計畫二 15,000 18,200 21,400 24,600 79,200 

主軸計畫三 19,500 23,400 27,300 31,200 101,400 

主軸計畫四 10,500 12,300 14,100 15,900 52,800 

主軸計畫五 4,000 4,500 5,000 5,500 19,000 

主軸計畫六 5,500 5,500 5,500 5,500 22,000 

主軸計畫七 7,000 7,000 7,000 7,000 28,000 

主軸計畫八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48,000 

年度合計(已編列) 283,500 292,900 302,300 311,700 1,190,400 

計畫／年度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分項合計 

主軸計畫一(55%) 192,500 211,750 231,000 247,500 882,750 

主軸計畫二(25%) 87,500 96,250 105,000 112,500 401,250 

主軸計畫三 (5%) 17,500 19,250 21,000 22,500 80,250 

主軸計畫四 (7%) 24,500 26,950 29,400 31,500 112,350 

主軸計畫五 (3%) 10,500 11,550 12,600 13,500 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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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計畫六 (1%) 3,500 3,850 4,200 4,500 16,050 

主軸計畫七 (1%) 3,500 3,850 4,200 4,500 16,050 

主軸計畫八 (3%) 10,500 11,550 12,600 13,500 48,150 

年度合計 350,000 385,000 420,000 450,000 1,605,000 

計畫／年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分項合計 

主軸計畫一(55%) 275,000 302,500 335,500 374,000 1,287,000 

主軸計畫二(25%) 125,000 137,500 152,500 170,000 585,000 

主軸計畫三 (5%) 25,000 27,500 30,500 34,000 117,000 

主軸計畫四 (7%) 35,000 38500 42700 47,600 163,800 

主軸計畫五 (3%) 15,000 16,500 18,300 20,400 70,200 

主軸計畫六 (1%) 5,000 5,500 6,100 6,800 23,400 

主軸計畫七 (1%) 5,000 5,500 6,100 6,800 23,400 

主軸計畫八 (3%) 15,000 16,500 18,300 20,400 70,200 

年度合計 500,000 550,000 610,000 680,000 2,340,000 

計畫／年度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分項合計 

主軸計畫一(55%) 412,500 453,750 495,000 550,000 1,911,250 

主軸計畫二(25%) 187,500 206,250 225,000 250,000 868,750 

主軸計畫三 (5%) 37,500 41,250 45,000 50,000 173,750 

主軸計畫四 (7%) 52,500 57,750 63,000 70,000 243,250 

主軸計畫五 (3%) 22,500 24750 27,000 30,000 104,250 

主軸計畫六 (1%) 7,500 8,250 9,000 10,000 34,750 

主軸計畫七 (1%) 7,500 8,250 9,000 10,000 34,750 

主軸計畫八 (3%) 22,500 24,750 27,000 30,000 104,250 

年度合計 750,000 825,000 900,000 1,000,000 3,475,000 

計畫／年度 116 年 117 年 118 年 119 年 分項合計 

主軸計畫一(55%) 605,000 671,000 742,500 825,000 2,843,500 

主軸計畫二(25%) 275,000 305,000 337,500 375000 1,292,500 

主軸計畫三 (5%) 55,000 61,000 67,500 75,000 258,500 

主軸計畫四 (7%) 77,000 85,400 94,500 105,000 361,900 

主軸計畫五 (3%) 33,000 36,600 40,500 45,000 155,100 

主軸計畫六 (1%) 11,000 12,200 13,500 15,000 51,700 

主軸計畫七 (1%) 11,000 12,200 13,500 15,000 51,700 

主軸計畫八 (3%) 33,000 36,600 40,500 45,000 155,100 

年度合計 1,100,000 1,220,000 1,350,000 1,500,000 5,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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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困難與建議 

 

在國科會戮力支持之下，科學傳播在台灣已透過催生計畫奠下根基，並將進行中綱發展

計畫。然而在科學傳播的奠基過程中，仍發生了四項主要的困難，造成我國發展科學傳播上

的重大限制，以下說明並提出相關建議： 

 

一、 科學傳播發展方向欠缺正確認知 

面對我國即將高齡化的社會結構，國民於學校畢業後至少尚有 50 年之學習時間，傳統偏

重於學校教育及科學教育的方式勢必難以有效地全面提昇我國國民之科學素養，亦難以面對

未來劇烈變動的全球環境。此外，科學傳播旨在育化人民的科學素養，形塑我國永續之科學

文化，斷然不可能短期見效，需要建立正向循環並長期累積才能有成。 

因此需正視當代科學傳播不僅是傳統的科學教育，應由過去單向的教育概念，走向雙向

傳播的趨勢，並透過整合傳播、教育、科學的不同場域進行永續的社會教育。此外在科學傳

播的發展上，需擬定至少五個四年期的中綱計畫，將預算持續投入視為點火及奠基，而非短

線操作的作為，才可能建立我國的科學文化。 

 

二、 科學傳播政策發展缺少法源依據 

現今我國科學傳播為國科會專案發展，然缺乏法源依據的結果，將導致科學傳播在發展

上的不確定與不穩定，更會令計畫執行上動輒得咎。 

環顧世界先進國家，無論是名為科技法或是科普法，皆已設立相關法令來推動科學傳播

之發展，令科學傳播成為國家發展的既定政策。科學是國家進步發展的主要力量，宜及早將

科學傳播納為國家科學科技政策的一環，建議可以參考日本及美國等國相關法令的建置內涵

以擬定相關法規，將我國科學傳播正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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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傳播人才培育尚未正式規劃 

無論在科學傳播產業發展或是科學文化之永續推動上，皆需要大量高階人才與從業人員

才得以獲得支持。然目前國內在科學傳播人才的培育上仍未正式加以規劃，這很可能會使得

未來發展出現嚴重斷層。 

因此建議政府應整合教育部、國科會以及科學傳播相關單位，於重點學校設立研究所培

養高階科學傳播人才，並鼓勵具有科學及傳播科系之大學成立科傳科系或學程，以厚植科學

傳播人才之培育。此外亦可結合參與科學傳播之相關單位，透過工作坊的型態累積實務經驗

並提供交流機會，完整科學傳播人才培育網絡。 

 

四、 科學傳播投入人員缺乏有效支持 

目前無論是投入科學傳播的產業與學術人員皆遭受不小的阻礙，且仍欠缺有效支持，勢

必將會對科學傳播的永續發展造成極大的阻礙。產業投入者欠缺獎勵措施，在整體市場尚未

成形下蒙受財務壓力；學術投入者，無論是科學家還是傳播學者，都尚未能將科學傳播成果

作為產出，在現行學術制度下備受打壓。 

產學界投入人員必須要獲得有效支持，至少在制度面應該給予鼓勵或獎勵，才能令更多

有此意願的菁英願意投入科學傳播的行列。因此在產業方面，建議獎勵有意願長期經營科學

傳播之業者，比照文創法或是促產條例進行稅務減免或是提升補助；在學術界方面，則建議

將科學傳播投入視為學術產出，甚至是進行獎勵，在制度面鼓勵科學家和傳播學者進行科學

傳播與跨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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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國民科學素養調查 

 

壹、調查背景與內涵 

 

一、調查緣起 

國民的科學素養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亦是各國競爭力的重要評估依據。因此，

世界各先進國家競相提出「科技平民化」的主張，據此引導科技知識自學術機構、學校和專

業領域普及於社會大眾，期使國民皆能吸收科技知識，以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科學及科技知識

的廣泛需求。現今台灣社會正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社會各層面對科技知識的需求與應用無

所不在，身為公民、在職者、以及消費者等不同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皆需使用及面對科技知

識。舉例而言，做為一個國民，需擁有基本科學素養，做為投票決定科技能源政策選擇；做

為一個在職者，不斷面對創新科技知識的發展應用，需不斷更新知識以維持競爭力；做為一

個消費者，每日生活需要面對科技產品與媒體訊息的消費抉擇，可見個人的科學素養除與其

個人生活息息相關，亦影響國家整體長遠的發展與競爭。因此長期追蹤調查國民對科學的知

識、科學訊息的來源以及對科技相關議題的態度，對國家未來的科技政策發展、科技教育的

規劃與推動以及國家競爭力的提升上，著實有其理論上與實務上的重大意涵。 

 

二、調查面向 

國民的科學素養可以從三個面向來探討： 

(一) 「科學資訊來源與興趣」(information sources and interest in science)：指「對於科學及

科技相關資訊的來源以及對科技相關主題具有好奇心並樂於參與及接觸」。 

(二) 「對科學相關議題的態度」(attitudes about science-related issues)：指「對科學與科技

在個人或社會影響的瞭解以及擁有正確態度來評判時事」。 

(三) 「對科學的瞭解」(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包含以下二種內涵，「具備基本科學知識

的詞彙能力，可從報紙或雜誌讀取各種不同觀點」及「對科學探究過程及本質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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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知科學研究的相關報導」。  

 

貳、台灣首次調查結果及對科技政策的啟思 

 

一、台灣首次調查及其重要發現 

黃台珠教授曾於2008年12月以面訪方式在台灣進行首次大規模「國民對科學與技術的瞭

解、興趣、與關切度調查」，此調查以臺灣地區年滿18歲及以上之國民(1989年12月31日以前

出生者)為研究母群，以分層機率抽樣方式，完成一2024人之樣本，做為推論全台灣國民素養

的資料。本調查之重要發現分三面向，說明如下： 

(一) 科學資訊來源與興趣 

資訊來源與部份，有超過九成民眾國民回答獲取「科學或科技」資訊的主要傳播管道

是電視(94.6%)，其次是報紙(58%)、網路(52.6%)、雜誌(48.8%)，詳見圖9-1。此外，有

關科學教育機構之參觀及使用，過去一年內參觀科普社教場所的情形，有四成六國民

回答有去過動物園、水族館或植物園，但其他科學教育機構如自然博物館(22.5%)，科

技-科學博物館(13.4%)，及天文館(8.9%)則有低於三成民眾回答曾去過，詳見圖9-2。

國民對科學議題的興趣方面，有七成七的國民對環境保護科學議題感興趣，有七成國

民對新醫學發現議題感興趣，六成八左右國民對新科技的使用議題感興趣，其它對科

學新發現，農業以及太空探索議題也有至少四成以上民眾感到興趣，詳見圖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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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  國民獲取科學資訊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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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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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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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探索

農業

科學新發現

新科技的使用

新醫學發現

環境保護

 
圖9-2 國民過去一年利用科普社教場所的情形   圖9-3 國民對各科學議題感興趣的程度 

 

(二) 對科學相關議題的態度 

國民對科學及科技的態度基本上傾向正面，例如，有九成六的國民同意「科技讓生活

更便捷和舒適」的說法。此外，當分別針對幾項常見科學研究議題詢問，是否這些科

學研究會對社會帶來利或弊時？對於大部份科學研究議題，大多數國民認為會帶來好

處，但在基因工程研究上意見較為保留，詳見圖9-4。當特別問國民對全球暖化問題的

看法，九成四國民認知全球暖化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詳見圖9-5。 

34.5%

59.4%

67.8%

83.6%

86.2%

87.0%

93.9%

0% 20% 40% 60% 80% 100%

基因工程

太空科學

奈米科技

幹細胞生物科技

替代能源

人畜共通疾病

天然災害防治

    

0.4%

50.6%
44.3%

2.0%2.7%
非常不贊成

不贊成

贊成

非常贊成

無法選擇

 
圖9-4 國民認為各種科學研究帶來好處的情形 圖9-5 國民對將全球暖化應視為嚴重問題的

態度 
 

(三) 對科學的瞭解 

國民對科學的瞭解，在一般基本科學概念的理解方面，在十六道題目中，各題的答對

率從最高的94.9%(吸煙容易引起肺癌)到最低的27.7%(抗生素可以殺死病毒和細菌)，詳

見圖9-6。在對科學名詞的理解程度方面，國民對常在報章雜誌出現的科學名詞理解程

度偏低，例如，只有兩成九國民理解DNA是去氧核糖核酸，此外，不到兩成國民理解

「分子」這個名詞是什麼，回答詳見圖9-7。對遺傳機率的瞭解是測量國民瞭解科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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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一個重要指標，學界常用的測量問題如下：「有一位醫師告訴一對夫婦，基因組成

顯示他們有四分之一的機會，會生下一個有遺傳性疾病的孩子。這是否意味著：(A)

如果他們前三個孩子是健康的，下一個孩子一定會有遺傳性疾病。(B)如果他們第一個

孩子有遺傳疾病，那麼後三個孩子就一定不會有遺傳性疾病。(C)這對夫婦的所有孩子

得到遺傳性疾病的機會是相同的。(D)如果他們只生三個孩子，那麼這三個小孩都不會

有遺傳性疾病。」台灣國民對這個四個推論的回答，正確率皆在六成以上，詳見圖9-8。

在有關擬科學方面，不少國民相信擬科學的各種說法，詳見圖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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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呼吸的氧氣是植物產生的

人類是由遠古的動物演化而來的

地球是繞著太陽運行

我們生活的陸地百萬年來一直在移動位置，且未來也會繼續移動

光比聲音的速度快

抽煙容易引起肺癌

 
圖9-6   國民對科學概念的理解程度 

註：(-)代表錯誤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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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7 國民對科學名詞的理解程度               圖9-8 國民對遺傳機率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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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31.1%

43.1%

53.7%

62.3%

46.8%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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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算命是科學的

有些人可以運用他們的意志力來移動東西

戴水晶可以改善身體健康

星座運勢分析是科學的

磁性療法可以治療疼痛和疾病

有些數字對某些人而言特別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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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碟是從其他外星文明來的太空船

周遭「風水」會影響身體健康

 
圖9-9  國民對擬科學說法的相信程度 

 

(四) 社經結構與國民科學素養 

從社會經濟背景與科學素養交叉分析發現，在性別方面，男性的科學素養略優於女性；

在年齡方面，年齡愈輕科學素養愈高；在學歷方面，大專以上學歷國民科學素養優於

高中職學歷，並優於國中以下學歷；在城鄉方面，農村地區民眾科學素養低於其它地

區國民；在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愈高民眾科學素養愈高。 

 

二、在科技政策上的啟思 

本次調查顯示，台灣國民對科學研究相關議題的甚感興趣，對科技相關研究的社會貢獻

也很肯定，國民也相當支持科技相關研究及經費。另外，國民科學基礎知識的程度很不錯，

但對報章雜誌上所出現的科學名詞的理解不夠準確。在科學資訊的來源，對科學相關知識的

主要來源是電視，較不常參訪科普社教場所，閱覽科學雜誌書籍或相關節目的頻率並不高，

顯示大眾科學教育機構與民眾並不十分親近。 

經由本次調查，我們建議國民科技素養產製鏈之關係系統需予建立，這個產製鏈具有三

個重要節點，即資源、轉化與傳播，本調查研究顯示將科技的發展加適當的轉化與傳播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科技傳播人才的培育是必需的，以利建立國民科學素養的產製鏈系統，如圖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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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轉化 傳播 

說明 
資 源 來 自於 學 術

界，例如國家型計畫

與國家實驗室。 

轉化是將科學知識

轉化成社會能理解

討論的材料。 

傳播出去的管道，如

媒體、學校教育或活

動。 

重要角色 

這些優秀的國家機

構經費來自國家，應

該負起促進全民科

技素養的責任。 

較具體的事是建立

科技專家與媒體(包
括教師)的了解與結

合，資源轉化得好才

能使科技被一般國

民所瞭解及關切。 

科普活動是國民與

科學研究及教育領

域 接 觸 的 良好 管

道，有助於提升國民

科學素養增進邏輯

思辯能力，使社會建

立理性而包容的氛

圍。 

重點作法 

依美國 NSF 的作

法，這些機構應該有

一部分的經費用在

科技素養的推廣。 

轉化的人才培育是

很重要的，沒有好的

轉化人才，就沒有好

的素材。培育能寫能

製作的人才，在學校

是科學教師，在新聞

媒體是記者，在影片

是編劇。 

持 續 推 動 科普 活

動，並透過各式傳播

媒體對社會大眾進

行科學傳播。 

圖9-10  國民科技素養的產製鏈 

 

參、未來發展、推動策略、經費預估 

 

一、未來發展 

國民科學素養的提升可藉由國民對科技的理解、對科技相關議題的關切與行動，以及願

意以支持的態度促進科技的正向發展而展現。因此繼續辦理科普活動、將科技素養納入全民

終身學習之重要課題、促進科技新知的傳播與溝通以及增進國民科技資訊來源的質與量實屬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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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國民科學素養的調查研究任務上，將汲取本次調查研究經驗，在問卷設計上增加

本土特色的情境問題外，將開發電腦數位問卷及網路資料蒐集分析系統，使調查研究在資料

管理、收集與分析的工作效率上能有更大突破與改善。 

另外科學素養調查之跨國合作及比較分析也是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除提升國際間合作

與更有效率地溝通外，更將善用跨國研究資源以提升相關公共政策、策略及方法的跨國合作

與研討。國際性調查研究資料的持續產生，不僅讓學者們有更多機會利用「科學素養」調查

資料進行跨國比較的研究，特別是文化背景相近的東亞國家，也讓台灣民眾對科技相關議題

的想法與態度為他國學者所瞭解。 

 

二、推動策略 

(一) 建議未來的可行方案： 

1. 辦理各類科普活動(如：大師演講、創意競賽、科學下鄉、動手作科學、親子科學、

網路科普活動…等)，以促進國民對科學的興趣。 

2. 規劃「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以培養科普專業人才，促進媒體製作、播映/

刊登傳播科學知識，以增進國民科學知識，並促使全民瞭解科技發展計畫。 

3. 相關國家型計畫、國家型實驗室及重大科技研究計畫中，增列科學知識普及推動的

相關計畫，將重要之研究成果及前瞻科技知識，向中小學之教師、學生、及全體國

民傳播。 

4. 建立國民科技素養指標，以長期追蹤國民之科技知識水準、關心度、及相關態度以

供決策參考。 

5. 將提高全民科技素養，納入為全民終身學習之重要課題，使之與各級學校之科學教

育相輔相成。 

(二) 未來推動策略： 

1. 建立全國國民科學素養調查研究中心，以利長期追蹤國民科技資料來源與興趣、對

科技相關議題的態度、以及對科技的瞭解，並定期出版研究報告，以作為政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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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科技政策的重要參考資料。 

2. 積極參與國際國民素養相關研究及跨國研究，除增進國民科技素養調查的技術層面

外，也有機會對國際社會分享台灣民眾對科技的想法和態度。 

3. 定期辦理國民科技素養調查與推動研討會，除發表國民科技素養調查研究成果外，

並將此研究成果作為調整科技政策、科技教育及民間科技活動等的規劃及執行的重

要依據。 

 

三、經費預估 

經費預估，請參考表9-1。 

表9-1  經費預估 

重要工作要項 經費預估 

(一)成立國民科學素養調查研究中心，包括一位教授兼任中心主任及四位

兼任研究組長及兩名博士後研究人力及六位專任工作人員。 
每年500萬元 

(二)進行「國民對科學與技術的瞭解、興趣、與關切度調查」研究 每年500萬元 

(三)參與國際國民素養研究及進行跨國研究。 每年150萬元 

(四)定期辦理全民素養調查與推動研討會。 每年50萬元 

合計 每年1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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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篇 科教實作與應用 

國科會科教處奠基於資訊科技發展的國家優勢，積極推動科學教育與數位學習相關的研

究計畫，同時數位學習科技的成熟發展與應用潛力也帶動了相關科教產業的發展。本篇的主

題內容為科學教育實作、應用、發展與產業，針對數位學習工具、科學實驗活動、科學玩具、

與科學評量模組等議題，提出國內外研究現況與趨勢分析，並探討國內教育現況與未來研究

發展重點與推動策略。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培養二十一世紀新國民能力，例如創造力、問

題解決能力等已是國際上日益重視的趨勢。未來科學教育應著重形成性評量的技術研發與應

用，透過科學實驗活動與科學玩具，利用適當的電腦輔助評量，以漸進方式將新的評量工具

導入教育現場，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果。 

 

第十章 數位學習工具的發展、應用與產業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數位科技推陳出新且精益求精，不僅全面融入日常生活，也對教育有著深遠的影響。例

如：美國新媒體聯盟(The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提出的年度報告 The Horizon Report

列舉多項值得注意的前瞻科技，以及其對教育的可能影響。又如：美國國家教育科技計畫

(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 2010)指出應用數位學習科技促進學習成效將可進而改變

美國的教育。 

此外，數位學習科技的成熟發展與應用潛力也帶動了數位學習相關產業的發展。例如：

經濟部數位學習產業白皮書指出 2010 年我國數位學習產業總產值為 265 億元新台幣，並預估

未來數年將有更快速成長。 

國科會科教處掌握此一時代脈動與契機，奠基於資訊科技發展的國家優勢，積極推動數

位學習相關的研究計畫，在數位學習工具的發展、應用與產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98~100

年國科會科教處所核定的 1,539 件計畫(包含：個別型研究計畫、整合型研究計畫、卓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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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等)中，約有 819 件計畫與數位學習議題有關

(約佔 53.2％)。這些數位學習相關計畫的研究對象遍及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終身學習、

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與企業訓練等。所針對的學科則涵蓋資訊教育、數學、自然科學、語

文、與社會科學等。其所涵蓋的研究議題包含下列多元面向：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數位學習理論 

 數位學習內容 

 數位學習方法與模式 

 數位學習評量 

 數位學習歷程 

 數位學習環境(含平台與工具) 

 網路學習社群 

 資訊素養 

 數位落差 

 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 

 適性化學習 

 電腦模擬學習 

 機器人教育 

 雲端運算在教育上的運用 

 遊戲式學習 

 無障礙數位學習 

     

上述議題掌握數位學習科技發展的最新趨勢，而其研究成果已對數位學習環境的優化發

展、數位學習模式與策略的有效應用、以及數位學習產業價值的提升上產生一定的貢獻。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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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數位學習對教育的深遠影響，近年來許多國際組織和先進國家紛紛提出數位學習相

關的計畫或報告。例如：美國科技辦公室提出的國家教育科技計畫(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 2010；NETP 2010)、英國 BECTA 提出的「下一世代的學習」計畫(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2009-2012)、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資訊教育專案

計畫(School New Deal)、澳大利亞之數位教育革命計畫(Digital Education Revolution)、以及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邁向資訊素養指標(Towa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dicators)。歸納而言，這

些計畫或報告顯示出下列國際趨勢：  

 

 善用數位學習科技的發展促進教育的變革。 

 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培養 21 世紀國民的關鍵能力。 

 設立專責機構對數位學習進行需求研究、內容開發、應用推廣與成效評估。 

 建構便利的數位環境，讓師生可以隨時隨地創造、分享與應用優質的數位內容與資源。 

 建構適性化的數位學習環境，讓不同年齡、能力與興趣的學生皆能發展潛能。 

 協助教師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專業素養與能力。 

 經由數位化的績效管理，來促進學生學習的持續進步以及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協助師生透過社會網絡建構專業與合作社群，以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 

     

本處近年來在數位學習上的發展重點大致符合上述國際趨勢。然而，在各國對數位學習

持續投入更多的資源與努力之際，本處未來應奠基於既有的成果之上繼續努力，此部分將在

下文中做進一步的說明。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經過多年的努力耕耘，數位學習在國內各級教育中已經逐漸紮根。目前各級學校的數位

學習環境建置完善。除傳統的固定式電腦教室之外，各班多擁有班級電腦與單槍投影等相關

資訊設備。此外，多數學校亦設有結合互動式電子白板、群組電腦與高速網路的 e 化專科教

室。最後，前瞻科技(如：3D、擴增實境、行動學習與無所不在學習、遊戲式學習、地理資訊

等)導入教室情境亦有不錯的成果，特別是在醫學教育的應用與研究最為卓著。 

然而，現階段國內教育在數位學習上仍有進步空間。首先，多數前瞻數位學習科技的應

用尚屬發展階段，僅透過小規模的實驗評估該科技使用的成效，其有效性尚待大規模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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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其次，這些數位學習科技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的持續應用情形並未如預期，在研究結束

後，如何支持與推廣成效卓著的前瞻數位學習科技持續被有效運用，將是未來努力方向。此

外，數位學習在非正式學習環境、特殊教育或無障礙空間以及補救教學的應用仍然有限，且

成效仍待持續評估。再者，雖然台灣數位學習產業擁有可觀的產值，國內學者亦積極投入可

提升產業價值的前瞻數位學習科技的開發與應用研究，但在數位學習研究與產業間的結合仍

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最後，隨著資訊科技在教育環境中的使用日益普遍，有關資訊與媒體

素養的養成、網路安全的維護、數位落差的彌平將日趨重要。 

本處期許未來將針對上述問題，做出下列貢獻：  

一、 藉由大規模或長時間的評估研究瞭解前瞻數位學習科技與應用模式的成效，藉以決策是

否該全面推動以及如何推動； 

二、 結合其他部門(如教育部)，培訓數位學習專業教師團隊與組織專業社群，讓研發處的前

瞻數位學習科技得以在實務教學中持續且適當的應用； 

三、 持續提升數位學習在非正式學習(如博物館、科學館等)、特殊教育、無障礙空間以及補

救教學的應用並評估成效； 

四、 持續促進產學之間的有效合作，提升台灣數位學習產業的產值； 

五、 持續結合其他部門(如教育部)對資訊素養教育、網路安全網之建置、開發與維護以及縮

短數位落差等進行努力。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近幾年來，台灣對於數位學習人才的培育不遺餘力，數位學習相關科系(所)相繼成立，

培養眾多數位學習環境與內容之開發與應用的人才。分析科教處近三年投入數位學習相關研

究計畫的人才背景，有近六成為資訊科技相關背景的學者專家，亦有教育、心理與輔導、語

文、醫護、和商管等領域的研究人才從事數位學習研究。上述研究人才多投入各級學校的學

習(或教學)系統、平台與軟體的開發、應用與評估，其中，又以投入自然科學、語文以及醫

護教育與訓練的應用為最多。少數研究人才也投入於數位學習導入非正式學習、終生學習與

企業訓練的研究領域。而在有關數位學習政策、產學合作等研究議題上則尚待更多研究人才

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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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實務教師在數位學習之發展與應用扮演著關鍵角色。他們除了是數位學習科技導

入教學成敗的關鍵，亦可經由建議與回饋幫助數位學習科技或教學方法的研發與改進。而數

位學習能否持續且有效的落實於教學實務中更仰賴教師的專業與熱情。然而，目前實務教師

在數位學習的發展、應用與推動上的角色並不明確，研究人員與實務教師無法維持長時間、

穩定的夥伴關係，新開發的數位學習系統、模式亦難持續落實於實務教學中，上述諸點皆有

待相關單位研擬配套措施予以補足。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數位學習為台灣的核心發展項目之一，近年來台灣在國際數位學習學術領域的表現卓

越，國內學者在國際重要數位學習研究期刊與相關研討會中屢擔重任，將前瞻數位學習科技

導入學習與教學的速度與成效亦為國際之最。為能持續增進前瞻學習科技在學習與教學的成

效，維持台灣在數位學習領域的領導地位，未來五年本處將持續推動前瞻數位學習科技的研

發、基礎理論研究、實務應用、以及產業發展。期能對數位學習的創新應用、數位學習理論

發展與數位學習產業價值有所貢獻。 

為達成上述目標，我們將鼓勵跨領域人才的合作，著重於發展前瞻數位學習科技、建構

優質的數位教材內容、發展創新的數位學習、教學與評量模式、並將上述成果導入不同學習

情境(正式/非正式)、特殊教育、無障礙空間建置以及補救教學機制並進行績效評估。此外，

為強化前瞻數位學習科技在實務教學環境的持續使用性，將鼓勵學者專家與實務教師共組研

究教學團隊，發展提升教師學習科技應用素養與能力的培訓計畫。爾後，將推動長期與較大

規模的評估研究以確保前瞻數位學習科技之普及應用的成效。最後，鑑於數位學習理論發展

的重要性，將鼓勵研究者經由分析與歸納應用成果，為數位學習奠下理論基礎。 

在數位學習產業方面，我們將鼓勵研究者發掘研發結果的商業潛力，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帶動瞻數位學習產業。此外，亦將鼓勵學者發展與評估數位學習導入產業訓練的策略與模式。

期望能藉由學界與業界的合作，提升數位學習的產業價值，造就數位學習研究與產業發展的

雙贏。 

 

陸、推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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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達成數位學習的卓越發展、有效應用與數位學習產業價值的提升，科教處除持續根

據數位學習發展趨勢訂定各年度的計畫徵求重點計畫之外，亦將鼓勵跨領域研究團隊的組

成、加強數位學習專業人才的培育、推動數位學習研究與產業的接軌、以及催生數位專責機

構的建立以達成上述目標。 

    在鼓勵跨領域研究團隊的養成方面，為提升數位學習研究與應用的成效，科教處已針對

數位學習的八大重點(電腦輔助科學學習、悅趣化學習與社會、行動/無所不在學習、科技輔助

語言學習、測驗與評量、創新學習軟體設計、無障礙數位學習、資訊社會)成立主題研究群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並已有相當耀眼的研究成果。此外，為加強跨領域研究人才的

合作，厚植數位學習研究成果的產業價值，未來也將鼓勵跨學門、跨處室的研究交流，並組

成跨領域研究團隊。此外，亦將邀請產業界人才，提供數位學習研究成果價值、行銷與推廣

等諮詢。 

    在加強數位學習專業人才的培育方面，本處將鼓勵各計畫培訓數位學習規劃師、數位學

習教學設計師與數位學習媒體設計師等專業人才，以支援數位學習內容發展與教學實務。此

外，我們亦將致力於提升實務教師的數位學習專業素養、應用能力與熱情以提升數位學習應

用於實務教學的成效與永續發展。 

    在推動數位學習研究與產業的接軌方面，近年來，國科會積極推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

習橋接計畫」以促進學界與業界的合作。自民國 99 年度起，該計畫的橋接領域已拓展至數位

學習，有助於厚植數位學習的產業價值。而在科教處徵求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

計畫公開徵選計畫－「華語文作為第二語言之數位學習研究」以及 100 年度試辦的「科學教

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計畫」中都將「計畫成果在產業上的發展性」或「研究成品之商品或

應用推廣之規劃」列為審查重點之一。上述諸點皆顯示科教處對於強化數位學習產業價值的

重視與支持。 

在催生數位學習專責機構的建立方面，隨著前瞻性數位學習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推陳出

新，國內實應積極建立負責數位學習之需求研究、內容開發、應用推廣與成效評估的專責機

構。該機構除負責數位學習之諮詢、支援與重要發展趨勢之訊息佈達之外，亦可負責國內數

位學習之發展、應用與產業成果的國際推廣工作。成立數位學習專責機構乃國際趨勢，而科

教處應可扮演此一重要角色。 

 

柒、經費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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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領域投入數位學習的研究人才與日遽增，在科教處近三年所核定的計畫中，

有超過五成的計畫為與數位學習有關。有感於數位學習的卓越發展、有效應用與產業價值的

提升皆必需長期持續挹注足夠的經費始能有所成果。目前各先進國家在數位學習上亦持續投

入大量的資源。為保持我國在數位學習發展的優勢，我們保守預估本處未來投入數位學習的

經費應不得低於過去所投入的經費。 

 

捌、困難與建議 

 

近年來，在政府各部會的支持與專家學者的努力下，台灣在數位學習領域的學術成就表

現卓越。其中尤以前瞻性數位學習科技(例如：3D、擴增實境、行動與無所不在的學習與遊戲

式學習等)的發展與應用特別耀眼。但如何將此傑出的學術研究結果落實於教室情境中，則仍

待努力。為避免學術研究與教學實務脫鉤，本處將促進學術研究貼近實務教師的需求，藉由

提升實務教師的專業，落實教師應用數位學習科技的獎勵辦法，加強數位學習專業人才的培

育以支持數位學習在實境情境的落實，以達成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的雙贏。 

再者，目前數位學習科技多針對正式學習(例如：一般課室)的需求而發展，針對非正式

學習、特殊教育或無障礙學習、補救教學等的特殊需求而發展的數位學習科技仍有發展空間。

有鑑於此，本處將持續鼓勵研發應用於非正式學習(例如：博物館、科學館等)、特殊教育或

無障礙學習以及補救教學的數位學習科技、學習內容、以及學習、教學與評量模式，並與社

會司或相關社教單位密切合作，以拓展數位學習的應用層面。 

最後，雖然目前許多已開發的數位學習科技具有潛在的產業價值，但仍需進一步的實現。

是以，本處將找出最具產業價值且發展最成熟的數位學習科技，進一步與相關產業和工業局

合作，透過學術、產業界、政府之三方合作增進數位學習的產業價值。 

 

玖、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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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數位學習的發展上已奠下良好基礎。未來五年本處將推動一系列計畫持續研發前

瞻數位學習科技、發展數位學習理論、建構數位學習模式與策略並落實於不同學習情境與學

科領域、提升教師的應用數位學習科技之意願與專業素養、培育數位學習科技與內容的研發

人才、加強數位學習的社會關懷、提升數位學習產業價值、並進行長期與較大規模的績效評

估。此外，本處亦將致力提供可讓研發單位、實務教師、政府相關單位與產業界交流與合作

的平台，以創造數位學習研究、教學與產業的多方共榮。最後，亦將藉由國際推廣，持續強

化台灣數位學習研究與產業成果的國際能見度，維持台灣在世界數位學習領域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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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科學實驗活動研究之發展、應用與產業 

 

長久以來，科學實驗活動一直受到國內外科學教育學者的重視，而科學實驗活動是科學

教室中最典型的「動手做」(hands-on)學習活動。近年來，在世界各國的科學教育革新中，「動

手做」的科學學習活動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要用科學教育救經

濟」，而科學教育應該特別重視學生的探究與實作能力；日本文部科學省則提出「科學技術力

乃是國力之基礎」，強調科學教育應該落實做中學的趣味與成效；而大陸也同樣聚焦於動手做

的「實踐課程」，上述的國際科學教育趨勢更突顯了科學實驗活動的重要性，因此本章將先就

國內研究發展、應用與產業及國外的相關研究現況與趨勢進行說明，接著分析國內教育研究

現況之問題與未來可能貢獻及相關研發人力現況，並根據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分析比較提出

未來研究發展重點與推動的策略，最後則是提出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建議。 

 

壹、國內研究發展、應用與產業 

 

    為了解近年來國內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的發展，本章分析近三年國科會補助國內科學

實驗活動相關研究計畫，統計結果如表 11-1 所示，由表 11-1 來看，近三年國科會補助以科

學實驗活動為探討主題的相關研究計畫僅有 21 件。進一步分析相關研究計畫的研究主題，可

以發現這些相關的研究計畫主要聚焦於科學實驗活動課程模組設計開發、科技輔助科學實驗

活動與透過科學實驗活動促進學習者的科學素養與探究能力；進一步從研究對象來看，這些

相關研究計畫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大學及國、高中學生，而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計畫

則較為缺乏。 

 

表 11-1  98-100 年國內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計畫統計(資料來源：國科會網站) 

計畫內容相關主題 98 99 100 總計 

課程模組設計開發 4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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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素養探究能力 2 2 0 4 

產業相關應用 1 1 0 2 

融入真實生活情境 0 1 1 2 

科技輔助 2 1 2 5 

計畫件數 8 8 5 21 

註：一個研究計畫可能涵蓋一個以上的相關主題 

 

    而從應用面與產業面來看，目前國內少數科學教育與科學相關系所(如臺中教育大學科學

應用與推廣系)、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如元智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及少數民間教育相關基金會

(如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會至中小學推廣「動手做」科學活動，但是這些推廣活動大多以科

學遊戲、科學競賽或科學玩具的方式進行，上述這些機構很少專門針對科學實驗活動設計推

廣課程或教學。此外，與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的產業內容主要涵蓋有科學實驗器材設計與簡易

測量儀器及相對應之教學模組開發，國內目前有一些科學儀器公司從國外引進科學實驗器

材、簡易測量儀器及相對應之教學模組，目前僅有少數的國內廠商自行開發科學實驗器材與

簡易測量儀器，但卻無國內廠商自行開發相對應之教學模組。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為了瞭解科學實驗活動的國外研究現狀與趨勢，利用 ISI 資料庫搜尋 2009-2011 年與科學

實驗活動相關之 SSCI 期刊論文，發現近三年國外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主要聚焦於下列幾個

重要議題： 

一、 科學實驗活動或課程模組設計與驗證：強調真實情境的科學實驗活動(authentic laboratory 

learning activities)，特別是探究導向或問題解決導向的科學實驗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還

有與大學科學實驗室配合之校外實驗活動(out-of-school laborato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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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科技輔助科學實驗活動學習：利用虛擬實驗室(virtual laboratory)、模擬(simulation)、

MBL(microcomputer-based laboratory)以及相關軟體(laboratory-related software)幫助學生

學習。 

三、 科學實驗活動學習成果的評量(assessment)：相較於之前注重學生的過程技能之外，進一

步探討學習者在科學實驗活動中的學習歷程及其他科學實驗活動學習成果(例如：態

度、信念)。 

四、 教學者的科學實驗教學專業知能：探討教師或實驗助教對於科學實驗活動的信念、教學

專業知能、專業成長，此外，亦探討教學者在實驗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而這些相關研究的對象涵蓋教師、實驗助教、大學生及中小學學生，可見國外的研究者

對於各學習階層的科學實驗學習活動均十分重視。 

 

參、 國內教育研究現況之問題與未來可能貢獻 

 

比較近三年國、內外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的現況與趨勢，可以發現國內探究或問題解

決取向的實驗活動以及與科學實驗室配合之校外實驗活動的課程模組設計與驗證之相關實證

研究較為缺乏。未來若能有更多研究針對課程模組設計與驗證進行探討，將有助於開發出適

合國內學習者之科學實驗活動課程模組，而這些研究成果將有助於落實科學實驗活動於我國

科學教育之中，進一步提升學習者的科學實作能力與科學素養。 

此外，目前國內科學實驗活動相關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較為缺乏，建議相關之產學合作

可以聚焦於開發本土的科學實驗器材、簡易測量儀器及相對應之教學模組。未來若能有更多

研究針對此部份進行探討，將有助於推廣科學實驗活動於日常生活之中。 

雖然國內之數位學習研究成果豐碩，但聚焦於科學實驗活動的相關數位學習研究仍有

限，建議未來研究應聚焦於設計更多元的資訊科技融入的科學實驗活動並驗證其成效。未來

若能有更多研究針對此部份進行探討，此部份之研究成果將可以達成科學實驗活動的創新教

學，並增加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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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活動需要向下紮根，特別是從小學階段開始，而國內相關研究較少聚焦於小學

階段的科學實驗活動。未來若能有更多研究針對此部份進行探討，將有助於科學實驗活動的

向下紮根，從小培養學生動手做的科學實作能力。 

科學實驗活動的落實與扎根有賴於教學者的教學專業知能，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目前缺

乏針對國內教師或助教之相關研究。未來若能有更多研究針對此部份進行探討，研究結果將

可以提供設計師資培育或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提升教學者的科學實驗活動教學能力，進一步

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果。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近年來針對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發人力較為不足，從 98-100 年通過的國科會計畫來看，

僅有 21 位計畫主持人投入相關研究(見表 11-1)。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0-105 五年) 

 

根據近三年國內外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的現況與趨勢，茲提出未來研究發展之重點如

下： 

一、 本土科學實驗活動或課程模組設計與驗證：不是傳統的食譜式實驗活動課程，而是強調

真實情境的科學實驗活動，特別是探究導向或問題解決導向的科學實驗活動，或是與中

小學與大學科學實驗室合作之校外實驗活動。 

二、 利用國內豐碩之數位學習研究成果發展資訊科技輔助之科學實驗活動：除了利用虛擬實

驗室(virtual laboratory)、模擬(simulation)、MBL(microcomputer-based laboratory)以及相

關軟體(laboratory-related software)等資訊科技輔助科學實驗室活動之外，利用最新之資

訊科技發展出創新之科學實驗活動並驗證其成效。 

三、 科學實驗活動學習成果的評量：聚焦於探討學習者在科學實驗活動中的學習歷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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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活動學習成果(例如：態度、信念)。 

四、 教學者的科學實驗教學專業知能：探討教師或實驗助教對於科學實驗活動的信念、教學

專業知能，及其專業成長。 

五、 本土的科學實驗器材、簡易測量儀器及相對應之教學模組之開發。 

 

陸、推動的策略 

 

為增進國內未來之科學實驗活動研究成果，可能可行之推動策略如下： 

一、 持續重點補助科學實驗活動相關一般型研究計畫、實作型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開發本土

的科學實驗器材、簡易測量儀器及相對應之教學模組)與其他大型計畫。 

二、 重點補助國中小科學教師、科學家與科教研究者之教學與研究合作計畫，將實驗活動落

實於學校的科學教育中，並讓學習者也能進行校外實驗活動，透過本土之教育現場所提

供之研究場域進行相關研究，再將相關研究成果回饋於教育現場。 

三、 補助國中小科學教師進行科學實驗相關研究計畫(類似教育部之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

科學教師可利用計畫經費購買進行科學實驗活動所需之實驗器材與耗材，這將有助於科

學實驗活動的落實，也可讓更多的第一線科學教師直接參與科學實驗活動的設計、評估

等相關研究。 

四、 定期舉辦科學實驗嘉年華，展出並推廣研究成果(包含各研究計畫所開發之教學模組、實

驗器材、簡易測量儀器)。 

五、 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舉辦科學教師的實驗活動研習活動或工作坊。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上述第二至第五點策略的推動，未來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推動的

同時，也將能有效協助國內科學實驗活動的教學與學習模式的轉化，以培養我國國民具備新

世紀公民的科學素養。 

 

柒、困難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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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動國內科學實驗活動的相關研究可能遭遇的困難為： 

一、 研究經費來源：為推動國內科學實驗活動相關之一般型研究計畫、實作型計畫、產學合

作計畫與大型研究計畫，或是執行前述之推動策略需要一定規模與持續之經費補助。 

二、 如何組成研究與教學合作團隊，累積合作研究成果，並將研究成果落實於教學實務。 

針對上述可能遭遇的困難，建議由科教處統籌規劃執行計畫、執行進程與分配研究經費，

才能有計畫、持續推動我國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進而累積豐碩之研究成果，並將研究成

果推廣，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捌、結論 

 

2010 年天下雜誌針對國高中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學校裡的科學教育中實際動手操作

的部分太少，其中近四成的受訪者沒有做過科學實驗，但是近五成的學生希望每週能做 1-2

次實驗(天下雜誌 2010 年教育特刊，p.73)。若要改變這樣的教育現況，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

究的推動及相關教學及學習活動的轉化是科學教育革新未來重要的面向之一，透過未來科學

實驗活動相關研究的推動，除了宣示我國科學教育要與世界潮流接軌之外，更可發展出與教

學實務結合之本土相關教育理論，產出適合我國學習者的科學實驗教學模組與科學實驗，進

而轉化科學實驗活動的教學與學習，並促進科學實驗活動相關之產業發展，相信科學實驗活

動相關研究是我國未來科學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題之一，而這個研究主題也值得國內相關

研究者在未來投入更多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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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科學玩具科技發展、應用與產業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近年來，利用玩具及遊戲導入教學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在國科會科教處近三年的研究

計畫徵求書中，「悅趣式數位學習」及「遊戲式數位學習內容發展」被規劃在徵求重點項目

中。此外，在「100 年度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計畫」的徵求書中，「科學玩具設計

製作」也列為徵求重點項目，且特別規劃「100 年科學學習軟體設計製作計畫」，希望將科

學學習軟體之研發成果轉化成學習軟體商品，如遊戲、動畫、模擬、練習、測驗等。由上述

計畫徵求的重點來看，可見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領域之重要性。 

進一步分析計畫屬性，以「玩具」、「遊戲」、「悅趣」等關鍵字搜尋 98-100 年度國科

會科教處研究計畫，整理近三年相關的研究計畫執行成果如表 12-1 所示。從數據資料可以發

現，整體而言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相關研究計畫的申請件數與經費總額都有逐年成長的趨勢，

可見此領域受重視程度逐漸增加。表 12-2 為 100 年度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計畫的統

計結果，可看出目前計畫件數已具一定規模，而其中科學玩具設計製作相關計畫也占有相當

的比例。 

 

表 12-1  98-100 年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相關研究計畫統計 

年度 計畫件數 經費總額(元) 

98 33 22,567,601 

99 37 27,600,401 

100 42 40,172,750 

小計 112 90,340,752 

 

表 12-2  100 年度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計畫統計 

重點 計畫件數 

科學概念電腦動畫設計製作 4 

科學學習軟體設計製作 11 

科學玩具設計製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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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活動設計 5 

中小學科學教材與活動設計 9 

小計 34 

 

進一步將這些研究計畫以研究對象、學科、使用工具/方法/主題等加以分析的結果分述如

下：研究對象包含：國小(77件)、大學(20件)、國中(6件)、高中(5件)、特教學童(5件)、遊戲

產業(2件)、技職生(1件)、青少年(1件)、高齡者(1件)等，以國小學童及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

計畫占大多數，其他年齡層則相對少很多；所針對的學科則涵蓋：自然科學(40件)、數學(14

件)、語言(英語/華語文)(7件)、程式語言(4件)、社會科學(4件)、問題解決與思考能力(4件)、

健康醫療照護(3件)、環境教育(2件)、防災教育(2件)、遊戲企劃(2件)、及其他(12件)，雖然可

看出自然科學及數學的應用最為廣泛，但所涵蓋的學科具多元性，表示科學玩具數位學習是

一個新興的教育方法，因此不同學科均可被嘗試融入，發展寓教於樂的學習方法於不同學科

中；所使用的工具/方法/主題包括：情境模擬(13件)、網路遊戲/社群(9件)、行動學習(9件)、

3D虛擬遊戲(8件)、創造力/創意(8件)、探究式學習(7件)、問題解決(7件)、體感遊戲(6件)、擴

增實境(6件)、嚴肅遊戲(4件)、合作學習(4件)、冒險遊戲(3件)、學習動機(3件)、認知風格(2

件)、遊戲經驗(2件)、及其他(19件)，由此可見，多樣化的研究工具及方法被使用於科學玩具

數位學習研究領域中，研究主題也與不同研究領域(例如行動學習、合作學習)互相結合，這

些研究成果將影響未來教育的改變，特別是在學生的學習模式以及教師的教學方法上。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為分析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相關研究的現況與趨勢，國內悅趣式數位學習主題研究群

(Joyful Learning & Society SIG)收集了412篇相關的期刊論文，並以科技、設計、過程、成效、

社會文化議題等五個不同面向進行分析。其結果可看出近十年來，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研究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特別是歐、美、亞洲的研究，在量的方面於2008年有相當顯著的提升。

可見近幾年世界各國對於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的重視程度，有相當明顯增加的趨勢。若從

不同國家的發表數量來看，美國121篇；英國64篇；台灣37篇(名列第三)，表示台灣在此領域

的論文發表已有一定的基礎並在世界排名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若以數位學習的六大期刊

為搜尋範圍，以「edutainment」、「game」、「toy」等關鍵字搜尋2008-2011年度期刊論文

發表情形，依論文發表數量排序如下：美國42篇；台灣23篇(名列第二)；英國19篇，再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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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台灣近幾年在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領域上發表論文的能量十分蓬勃。 

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領域的相關國際會議也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目前較為重要的國際

會議包括：DIGITEL、Edutainment、DiGRA、GBL、GDC、GLS等。以其中論文品質較高的

DIGITEL為例，此會議是由國內學者向IEEE申請核定，並於2007年在台灣舉辦第一屆，目前

已是此領域中最重要的國際會議。此會議的研究主題可作為觀察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趨勢

的重要參考，不僅涵蓋理論研究層面，也涉及教學應用層面，對未來教育教與學的模式轉化

有直接影響，相關研究主題包含： 

 

 悅趣式數位學習設計基礎和理論 

 教育機器人和玩具 

 人工智慧在數位學習之應用 

 虛擬人物應用於教育和學習 

 虛擬故事和遊戲敘事應用於教育和學習 

 網路多人社群遊戲設計應用於教育和學習 

 模擬和動畫應用於教育和學習 

 擴增/混合實境應用於教育和學習 

 遊戲式學習/培訓 

 遊戲與現實世界 (無所不在的學習) 

 虛擬實境為基礎的教育/培訓 

 非視覺感官 (嗅覺、觸摸、聽覺)與學習 

 手機遊戲與網絡遊戲應用於教育和學習 

 位置感知遊戲與無所不在的技術應用於教育和學習 

 遊戲中學習的身分：角色和角色扮演 

 合作、競爭和社群 

 悅趣式數位學習之社會和文化觀點 

 學習系統評量 

 悅趣式數位學習的成效、影響和動機研究 

 嵌入式教學設計原則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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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在國內教育現況可能遭遇之瓶頸包含： 

一、 跨領域研究人才不足：雖然目前國內在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相關的研發人力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但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為一新興的教育方法與學習策略，要培育科學玩具數位學習

人才需要整合教育、資訊與遊戲設計等跨領域專長之人力，而目前的研究人力大多來自

單一領域，較少有跨領域研究人才。 

二、 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導入教學問題：目前國內教學多以升學為導向，因此教師與家長對於

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接受度有限，且對於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認知不足，導致對於科學

玩具數位學習的觀念和做法抱持質疑或批判態度。 

三、 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系統的開發與延續：目前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的實驗環境受限，因

此學習內容較難與正式課程之學科結合，且受技術與研究人力因素限制，難以發展出具

有完整學習脈絡之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系統。 

 

針對以上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目前國內在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上的做法，可能的貢

獻如下： 

一、 研究社群已逐漸形成：國內已於數年前成立悅趣式數位學習主題研究群，並定期召開會

議，討論國內外研究動向，並組織研究團隊共同參與國際研討會，以提升國內研究成果

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及影響力。此外，研究社群因包含不同領域的研究人力，可結合多元

資源，產出更大貢獻，例如申請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等。 

二、 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導入教學的實徵研究逐漸增加：雖然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導入實際的教

學有一定難度，但從研究計畫的統計結果可發現目前國內研究者已逐漸將科學玩具數位

學習的設計導入實際的教學活動中，並嘗試融入在不同學科領域中，未來將可見到科學

玩具數位學習的研究成果在教學上所帶來的實質效益。例如在支援補救教學上，可將科

學玩具或遊戲依學生程度分級，提供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進行不同型式的學習方式，達到

補救教學的目的。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由 98-100 年度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相關研究計畫以及 100 年度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

作計畫中主持人的執行機關來看，目前國內相關研發人力依系所類別統計如表 12-3 所示。由

表中的結果可看出，研發人力以特定學科領域的人力最多，資訊相關人力及教育相關人力則

次之。在特定學科領域的人力包含：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生命科學、心理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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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音樂、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光電工程、通訊工程、運動健康、醫學、護理學、

財務金融等各種不同的學科，表示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可應用至不同學科領域中，同時也帶動

不同學科領域人力投入此跨領域研究。此外，因為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需要系統開發及學

習成效評估二方面的人力，所以在資訊相關人力及教育相關人力所占比例較高，但是此結果

也反映出目前國內在科學玩具數位學習跨領域特性上的研究人力(如玩具與遊戲設計相關的

人力)明顯不足。 

 

表 12-3  98-100 年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發人力統計 

分類 數量 

特定學科領域 33 

資工/資管/資傳相關 22 

教育/通識相關 18 

數位學習/數位科技相關 6 

數位媒體/多媒體設計相關 5 

玩具與遊戲設計相關 4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根據近三年國內外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相關研究的現況與趨勢，茲提出未來研究發展之重

點如下： 

一、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理論發展：科學玩具數位學習不但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且具有跨領

域研究的特性，因此需要發展一套適合的理論架構，可以從教育學、認知心理學、遊戲

設計、人機互動等相關理論，建構出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獨特理論。 

二、以學習內容為基礎的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平台建置：以學習內容(包含正式/非正式學習)為

基礎，建置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系統平台。 

三、科學玩具數位學習成效評估：評估科學玩具數位學習之成效，可包含學習成就、學習動

機、學習歷程、行為分析等。 

四、科學玩具數位學習與人因探討：分析學習者的個別差異、認知風格、學習風格等在科學

玩具數位學習中的行為或表現。 

五、智慧型玩具或教育機器人：設計更多智慧型玩具或學習用途之機器人，並探討其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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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應用模式。 

六、跨領域或跨文化議題研究：探究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在跨領域或跨文化議題上之影響。 

七、質化研究及縱向研究：目前大多數的研究取向為量化研究及橫向研究，未來應多朝向質

化研究及縱向研究。 

 

陸、推動的策略 

 

為增進國內未來在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研究發展及產業應用，可能之推動策略如下： 

一、培育科學玩具數位學習人才：科學玩具數位學習人才的培育在於跨領域知識技能的培

育，包含教育、資訊、遊戲設計等不同專業知識領域之整合，建議成立相關系所以擴增

人才培育。 

二、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及科學學習軟體設計製作：由 100 年啟動的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及

科學學習軟體設計製作的申請結果來看，後續推動此類相關計畫的需求性相當高，未來

將可看到更多實用性的產品應用於實際教學現場。 

三、專業期刊的創立：雖然國內已有為數不少的研究人力投入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研究領域，

但在發表研究成果時卻遇到問題，因為國內外有關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專業期刊不多。

國外雖有一些相關期刊，但皆非 SSCI 期刊，也不完全符合國內學者的研究取向。因此國

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投稿至具 SSCI 之數位學習相關期刊中，因此為了推動科學玩

具數位學習形成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創立專業期刊是相當重要且勢在必行。 

四、促進國內研究者互動交流：鼓勵國內研究者透過不同的形式，例如研討會、工作坊、SIG

等方式，進行研究分享與互動。 

五、推動國際合作研究：組織國內研究社群組成研究團隊，共同參與相關國際研討會，並邀

請相關研究者做短期或長期的研究互訪，建立國際學術合作。 

六、邀請教師參與實徵研究設計：雖然目前國內在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導入教學的實徵研究逐

漸增加，但仍以學術導向為主，因此可邀請實際參與教學之教師加入研究團隊中，共同

設計適合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學習內容及教學策略，以將研究成果落實於實際教學活動

中。 

七、推動產學合作：由於學界所開發的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系統多屬於系統雛型，因此藉由學

界與業界合作，可進行更大規模的實驗，達成產學雙贏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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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預估 

 

依據近三年執行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相關研究計畫經費狀況為基礎，可預估此領域未來研

究計畫件數及經費均有成長的趨勢，預估研究經費每年約需 5000-6000 萬元。 

 

捌、困難與建議 

 

要推動國內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的研究發展及產業應用，可能遭遇的困難為： 

一、 研究經費不足：因應科學玩具數位學習跨領域的特性，為使相關研究及活動順利推動，

需要相當規模之經費，如果投入之研究經費不足，將使得本領域在研究上的發展受到限

制。 

二、 家長與教師對於玩具與遊戲的接受度不高：相較於其他學習內容，礙於一般國人對於玩

具與遊戲的直覺印象屬於娛樂導向，而忽略了在教育研究發展上的效力，因此家長與教

師並不能立即接受玩具與遊戲對於學習造成的正面效益。 

三、 研究成果落實於實際教學上的困難：國內研究者所設計之科學玩具數位學習系統，大多

僅止於小規模且受限制的實驗環境中進行評量實驗，對於將研究成果融入實際教學現

場，並落實到教育和產業應用上仍有改善空間。 

針對上述可能遭遇的困難，建議應由科教處提供適當的研究經費分配，並逐年增加經費，

以促進科學玩具數位學習跨領域研究特性的發展。此外，應多鼓勵研究者將研究成果落實於

實際教學中，並邀請教師參與實徵研究設計，以利落實研究成果的推廣。同時建議推動產學

合作，藉此可發展更大型及更穩定的系統，以利進行更大規模的實驗，並促進科學玩具數位

學習研究發展及產業應用價值。 

 

玖、結論 

 

科學玩具數位學習是一門新興的教育方法與學習策略，特別是在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上

有明顯助益，也將教學模式改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主動學習方式，進而影響教師的教學方法

及學生的學習策略。隨著相關研究人力投入與研究成果逐漸成長的趨勢來看，將可預期科學

玩具數位學習研究成果對未來教育變革所帶來的衝擊與貢獻。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台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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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期即投入此研究領域的發展，近幾年在此研究領域所發表論文的數量也在世界排名中嶄

露頭角。期望藉由相關策略的推動，促使科學玩具數位學習形成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並提

升台灣在此研究領域的能見度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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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小學科學評量模組發展、應用與產業 

 

科學學習評量一直受到社會廣泛的重視，一方面因為其關係到學生之成績，受到家長及

學生高度的關注，另一方面則是評量對學習有重要的影響，評量的方法深深地影響學生的學

習。目前世界各國對於科學學習評量都相當重視，科學學習評量更進入國際化的階段，例如

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即從事跨

國學生科學學習的大型評量，藉此了解各國在科學教育的現況與發展。然而，不管從 PISA

或是國內的研究顯示，科學評量的方式一直不斷演進，以期能提升科學學習的成效，這代表

國內科學教育不能一成不變地使用某種科學學習評量方法，而應採取能刺激深層思考與終身

學習的評量方式，以期能深化科學教育的成效。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針對國際上的趨勢與為了研發提升科學教育的評量方式，科教處亦進行科學學習評量的

研發與討論，以關鍵字「評量」搜尋 98~100 年度的國科會科教處計畫，整理近三年相關的研

究計畫執行成果如表 13-1 所示。 

 

表 13-1 科教處研究計畫之主題分佈 

類別 說明 件數 

適性化評量 針對不同學生給予不同的評量 4 
創造力評量 評量學生的創造力想像力表現 30* 
華語文學習 評量華語文作為第二語言之學習 2 
形成性評量 以電腦輔助教師進行形成性評量 8 
產業需求導向評量 以產業之需求為基礎進行學習評量 9 
醫學教育評量 醫學、護理教育之評鑑 13 
跨文化學習評量 評量學生面對不同文化之溝通能力 1 
多媒體輔助評量 以多媒體呈現不同表徵進行評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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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評量 評量學生問題解決與科學探究能力 4 
學習歷程評量 以學習檔案了解學生之學習狀況 5 
模擬與遊戲式評量 以電腦模擬與遊戲進行學習評量 6 
真實評量 於真實場域進行學習評量 7 
新興科技輔助評量 以新科技如 Web2.0 進行學習評量 3 

* 其中 29 件為科教處想像力重點研究計畫，非一般學門計劃 

 

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發現下列幾項特點與趨勢： 

一、 國內之研究日益重視新能力的評量，例如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等，這些研究符合國際

上對新能力日益重視的趨勢。 

二、 電腦輔助測驗日益受到重視，例如模擬與遊戲式評量與多媒體輔助評量等皆使用電腦的

優點，使評量更能評測出高層次的科學學習。 

三、 著重形成性評量的技術研發與應用研究，例如學習歷程評量即是以學習檔案顯示學生在

科學學習中不同面向的成就。 

四、 醫學教育領域極重視學生之學習評量，在各個領域中投入最多的評量相關的研究。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國際上對於科學評量亦相當重視，最知名的科學評量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DC)所主導的學生能力國際

評量計劃(PISA)，此計劃自 1997 年起籌劃，從終身學習的面向來評量學習，因教育理念隨時

間的演進而更趨成熟，PISA 的評量架構亦隨時代的演進而有所更替，表 13-2 簡要地列出其

自 2000 年至 2009 年評量架構的演變。 

在 2000 到 2009 年間四次 PISA 測驗中，針對評量中學生科學素養的架構進行歸納整理後，

可以發現下列幾項特點與趨勢： 

一、 2000 年 PISA 強調科學領域知識內容和科學過程技能，2003 年則加強探討跨學科的問題

解決能力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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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 2000 年和 2003 年的 PISA 測驗相比，2006 和 2009 年的評量架構中強調科學與科技

在真實生活情境下的整合和應用； 

三、 此外，在 2006 和 2009 年 PISA 中，特別地針對中學生對於科學探究能力、科學的態度

和情意等面向進行深入的評量； 

四、 科學評量方式趨向以多元的向度來評量中學生的科學素養，包含情境、科學能力、科學

知識本質、學習科學的知識和科學態度； 

五、 在 2006 PISA 的測驗中，除了使用傳統紙筆測驗評量方式外，在丹麥、冰島與韓國也同

時將科學素養評量題項以影片、模擬和動畫等方式呈現，藉由電腦輔助測驗方式針對科

學素養進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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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PISA 評量架構的演變 
2009 and 2006 2003 2000 
情境 
包含科學與科技的生活情況 

 科學過程與技能 
(例如：科學性地識別可探究的問

題、發現科學探究中所需的證據、提

出和評判結論、整合據信度的結論) 
能力 
能瞭解科學相關議題, 能解釋科學現象, 能
使用科學證據 

知識 
科學知識 (Knowledge of science) 
物理學體系 
生命體系 
地球與太空體系 
科技體系 

科學相關知識 (Knowledge about science) 
科學性調查 
科學性解釋 

應用領域 
生活與健康科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 
科技與科學 

科學的過程  
描述、解釋和預測科學現象 
瞭解科學調查研究的過程 
解釋科學證據和結論 

科學概念與內容 
(例如：主題架構與特性、氛圍的改

變、化學和物理的改變、能量的變化) 
情境和應用領域 
生活和健康科學 
地球和環境科學 
科技與科學 

態度 
科學興趣、支持科學探究、資源和環境的責

任 

  

PISA 2006 強調以電腦輔助的科學評量(在丹

麥、冰島與韓國三個國家進行施測) 
PISA 2003 強調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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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數學素養的評量架構雖然沒有太大的改變，但在 2009 年 PISA 中則

進一步地將跨學科的問題解決能力納入數學素養的評量架構中，而在未來 2012

年 PISA 中則將數學和問題解決作為測驗的主軸，並將利用電腦輔助測驗方式來

進行評量。因此顯見科學評量向度的發展逐漸從對於學科內容和技能的重視，開

始強調科學態度和問題探究解決能力的培養。此外，以電腦輔助的測驗方式能降

低受測者在語言能力的需求、提供高效益低成本的施測流程、可設計複雜和多目

標的測驗模組、在測驗過程中容易收集和紀錄更多樣化的資料。特別對於許多真

實情況中不易觀察到的科學現象，能以影片或模擬方式呈現，並能進一步地提供

受測者實驗相關的模擬測驗並在有限的時間進行反覆的試驗。因此 PISA 在評量

方式上，也逐漸從傳統紙筆測驗轉變為以電腦輔助的評量方式，並能進一步地瞭

解學生在紙筆測驗和電腦輔助測驗在評量不同素養上技巧的差異性。 

由以上資料可以顯示，PISA 著重在終生科學學習素養的評量，除此之外，

有鑒於資訊科技的普及與全球化，各國或機構亦針對二十一世紀國民素養提出新

的教育目標，並據此作為改善教育的重要方向，表 13-3 列出世界主要國家所提

出的國民新能力。 

 

表 13-3 世界主要國家及機構所主張之國民新能力 
國家 能力 
新加坡 批判與創造思考、國民素養、世界意識與跨領域技能、資訊使

用與溝通技能、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知、人際關係管

理、責任性決策 
歐盟 能以母語與外國語言進行溝通、數學、科學與科技基本能力、

數位能力、學習如何學習、社會與公民能力、開創與創業、文

化覺知與表達 
美國 批判性思考、複雜問題解決能力、合作與多媒體溝通、創業與

創造 
微軟、英特爾與

思科公司 
思考方法(包括創造與創新、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學習如何

學習、後設認知)、工作的方法(包括溝通、合作、團隊協作)、
工作的工具(包括資訊素養、資訊溝通科技素養)、世界生活(包
括區域與全球公民、生活與職業、個人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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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發現下列幾項特點與趨勢： 

一、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溝通、語言能力與對不同文化的了解越來越受重視。 

二、 雖然各國或機構使用不同的名詞，創造力的培養已經成為未來各國重要的

教育方向。 

三、 在不同領域中所需的終生學習能力例如問題解決、批判思考、合作能力與

學習能力等皆是各國教育的重要目標。  

四、 除了數學與科學等學科能力，資訊能力亦被視為未來重要的能力指標。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與可能貢獻 

 

國內的科學學習評量一直受到相當的重視，因此台灣自早期便參與 PISA 計

畫，早期台灣在 PISA 的科學測驗與數學測驗皆有很好的成績，但最新(2009 年)

的 PISA 結果顯示台灣在這兩方面的成績有退步的趨勢，表 13-4 與表 13-5 分別

顯示台灣與世界主要國家在 2006 與 2009 年的科學及數學測驗成績。 

 

表 13-4  PISA 2006、2009 科學測驗成績 

國家 
2006 年 2009 年 

排名 標準差 排名 標準差 
上海  1/65 82 
芬蘭 1/56 86 2/65 89 
香港 2/56 92 3/65 87 
新加坡  4/65 104 
日本 6/56 100 5/65 100 
韓國 11/56 90 6/65 82 
紐西蘭 7/56 107 7/65 87 
加拿大 3/56 94 8/65 90 
台灣 4/56 94 12/6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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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17/56 78 18/65 76 
OECD 平均  95  94 

 
表 13-5  PISA 2006、2009 數學測驗成績 

國家 
2006 年 2009 年 

排名 標準差 排名 標準差 

上海  1/65 103 
新加坡  2/65 104 
香港 3/56 93 3/65 95 
韓國 3/56 93 4/65 89 
台灣 1/56 103 5/65 105 
芬蘭 2/56 81 6/65 82 
日本 10/56 91 9/65 94 
加拿大 7/56 86 10/65 88 
澳門 8/56 93 12/65 85 
紐西蘭 11/56 93 13/65 96 
OECD 平均  92  92 

 

由以上的資料可以顯示下列幾項警訊，台灣在數學與科學測驗成績呈現退步

趨勢，其中科學測驗成績 2006 年為第四名，至 2009 年滑落至第 12 名，數學則

自第一名滑落至第五名。而亞洲其他主要國家區域包含上海、香港、新加坡、韓

國、日本等，在 2009 年學生在科學測驗與數學測驗成績仍居於領先，以上的資

料顯示，亞洲其他國家的科學與數學教育正在進步，因此，有必要針對造成這些

結果的原因進行研究，並針對台灣的優勢提出對策。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研究 

  

由表 13-1 可清楚看出國內評量研究人力的分佈，就學科而言，醫學教育是

比例最大的研究群；另外，創造力相關的評量研究人力亦由於科教處重點支持，



143 
 

有許多人力投入創造力相關的評量研究；除此之外，與產業相關的評量研究，亦

有相當的人力投入，而各個評量研究計畫間並無明顯的學科領域，並分布在不同

的課程。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101-105 五年) 

 

根據國內外之科學學習評量現況，我國應強化以下之研究： 

一、 開發評測新能力的評量之工具：二十一世紀新國民能力如問題解決、合作

溝通、批判思考等會愈來愈受重視，然而這方面的評量工具仍非常欠缺，

另外如何結合學科進行這些評量將是未來科學教育非常重要的議題。 

二、 研發電腦輔助評量之工具：電腦具有強大的計算與儲存能力，並能提供多

媒體功能，這些特性將作為評測學生高層次思考重要的工具，因此適當地

利用電腦輔助評量工具將能有效地評測各種學科學習狀況與成效，特別是

科學所需的二十一世紀新國民能力。 

三、 發展提昇學生科學態度之評量工具：PISA 結果顯示台灣學生的對於科學學

習的興趣較為低落，因此，必須發展適當的評量方法，一方面須能正確地

評測學生高層次的學習狀況，另一方面必須能提升其對科學學習的興趣。 

四、 教師之評量知能發展：教師為評量工具之使用者，其需具備了解新興的教

育與評量理念，方能進行有效的評量提升學習效果，因此，未來之研究亦

需研發提昇教師評量知能的策略，使研發成果得以落實至教育現場。 

五、 建立補救教學機制：評量的結果應反映至教學活動，因此必須發展適當的

評量輔助教學功能，已利教師掌握學能發展狀況調整教學。 

 

陸、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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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整體研究發展方向及重點能落實到教育現場，我們認為應採取以下之策

略： 

一、 鼓勵整合式研發團隊：未來之科學學習評量可能會結合科技與學科發展，

因此並非單一個人可以進行研發，宜組織相關社群，結合學科專家、資訊

技術開發者、心理測量學者與教師共同研發新的評量工具。 

二、 成立評量相關發展組織：新的評量工具需要透過不同領域專家與教師間長

期合作與對話方能落實，因此，一個能讓相關人員對話的組織將是不可或

缺的角色。 

三、 教師評鑑知能分享平台：評測工具須能提供給教育工作者使用方能發揮其

效果，因此能夠提供研究者與教師之交流平台將愈顯重要，此平台能提供

新的評量工具並提昇其能見度，促進教師採納新的評量工具。 

四、 建立示範學校：新的教育科技導入需要長時間的轉變，為了加速這樣的轉

變，需建立一些示範學校，研發經費可以挹注在這些示範學校，建立使用

新評量工具的成功經驗，並以此擴散到其他學校。 

 

柒、困難與建議 

 

 國內對評量的重視更甚於歐美各國，特別是家長對於學習評量非常重視，這

是非常好的現象。但是在新的評量工具進入教育現場之前，家長與教師的接受程

度將影響這些工具的採納與使用。因此，研發成果的導入須採漸進式的策略，應

結合推動策略中的評量資源分享平台，以漸進式將新的評量工具導入教育現場。

另一方面，學校的管理上宜納入新評量工具的採納程度，使新的科學學習理念能

夠落實到教育現場，並將學習內涵從科學概念與內容推展至科學探究與問題解決

等較高層次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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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國內外對於科學學習的評量已漸漸轉移到較高層次的能力評量，然而國內仍

大多關注在科學概念內容的評量，因此國內亟需新的評量工具，一方面其可作為

轉化科學教學與學習的過程，使教學更能著重較高層次的學習，如科學技能、科

學探究與問題解決等，另一方面，其可作為二十一世紀新國民能力的重要指標。

國內之研究已累積不錯的研發能量，特別是在電腦數位學習方面，許多電腦化的

評量工具如學習歷程評量等在國際上皆屬於非常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但隨著

教育理念的轉移，許多評量工具仍需做大幅度的翻新，這仍需許多經費與人力的

投入，除了學術上的研發外，更需要配合教師知能發展之評量，進而發展符合未

來需求的評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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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篇 科技人才培育 
 

 

本篇包含前瞻科技人才培育、科技創新人才培育、以及科學資優人才培育等

三章，各章內容著重在介紹有關科技人力培育的研究發展現況、趨勢、問題與人

力現況分析，並據此研提有關科技人才培育的未來發展重點、推動策略與經費預

估，最後則研提相關的具體建議與結論。本篇主旨既在培育科技人力，以下三章

的規劃在於如何以新興科技課程強化前瞻科技人才之培育、以創新能力之深根來

培養科技創新人才、及以多元化訓練方式培育科學資優人才。 

 

 
 

第十四章 前瞻科技人才培育 

 

前瞻科技人才培育的目的在鼓勵專業人士加入新興科技的研究，同時將這些

科技研究的成果適時的融入大專院校與高中職的課程與教學中，以符應我國未來

發展前瞻科技的人才需求。本章所謂之「新興科技」係指正在發展中與近期將發

展的科技領域，且為大專院校和高中職學生須具備的科技素養。此科技領域除延

續國科會科教處於高瞻計畫第一期所揭示的新興科技主題(例如：綠色能源、無

線通訊、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等科技領域)外，亦加入行政院自民國98年起所

推展之新興產業科技，如觀光旅遊、醫療照護、精緻農業與文化創意領域以及四

大智慧型產業科技的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智慧綠建築、發明專利產業化等領

新興科技課程 

創新能力培育 

多元化訓練 

前瞻科技人才培育 

科技創新人才培育 

 

科學資優人才培育 

 

科技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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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為課程發展的內容，並強調科技對人類的相互影響。  

國科會科教處為培育前瞻科技人才，近年主要推動了「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

計畫」、「奈米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以培育我國在能源科技與奈米科技領域的

人才。此外，為有效縮短科學教育研究之預期與實際成效間的價值落差，並落實

以研究為基礎的新興科技教育實踐的理想，亦於2006年推動大學與高中職合作的

「高瞻計畫」。除此，科教處鑑於國內科學教育已有應用神經科學研究方法，探

究大腦運作機制相關研究形成，亦規劃「人才培育：神經科學跨領域研究人才培

養」計畫，整合各相關實驗室及專家，提供一套完整的人才培育計畫，除厚植研

究人員基本能力外，並希望在培訓過程中激發更多想法，提升我國認知神經科學

研究水準。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一、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的現況與成果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係依據行政院能源政策及科技發展指導小組各次會議

決議、全國產業科技會議決議，以及行政院科技會報決議所制定，主要計畫內容

包含能源科技策略、能源技術、節能減碳、以及人才培育等四個分項計畫。其中，

人才培育分項計畫的主要目標為：(1)提升全國國民的節能減碳素養；(2)自學校

與社會教育體系中深化教育；(3)加強專業人才的國際交流機會；(4)建立節能減

碳相關技術規範，輔導產業與機關學校推動節能減碳。而其實施策略與方法則

為：(1)加強科學教育基礎研究；(2)深化學校能源教育；(3)宣導大眾科普教育；

(4)技術規範建立與產品應用。 

為達成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的目標，科教處於 98 年起執行「節能減碳

教育整合型研究計畫」，並要求所有的整合型計畫均以科教研究為必備子題，期

能建構國家層級的完整概念圖、能力指標、研究工具與課程教材等，並同時藉由

國際合作，提昇我國研究能量。98 年共執行 24 群計畫，該整合型計畫均規劃 2

～3 年時程，包括由大學科技與教育專家，以及學校教師、社區與各機構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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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組成之跨領域、跨組織團隊已就研究對象與主題、教學場域等完成細緻的資

料分析與設計，並進行課程模組教學、活動推廣等階段。99 年度工作推動重點

則在於各教育階段課程概念圖與能力指標之建構，已有 18 群團隊分就國小、國

中、高中、高職、大學等不同階段探討適合的知識結構及內容，著手進行概念圖

建構，以及能力指標之建立，並完成兼具系統性與完整性的概念圖、能力指標。

本計畫產出的科學教育研究理論架構與教育推動最佳策略，可提供教育部「工程

科技跨領域－綠色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以及環保署「推動全民參與節能

減碳行動計畫」作為重要基礎參考之用。 

 

二、奈米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的現況與成果 

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於民國 92 年起開始執行，主要內容包括學術卓越、產

業化技術、核心設施建置與分享運用，以及人才培育等四大分項。而第一期計畫

自民國 92-97 年執行以來，已培育出多個具國際水準之研究團隊，且在產業化技

術上，亦促成百家以上的廠商投入與技術移轉，另外，在人才培育上亦受到多方

一致的肯定。現階段奈米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的主要具體成果為： 

(一) 完成奈米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執行架構與整合協調計畫執行團隊之

建置，順利承接第一期計畫成果、並將之轉化為第二期計畫執行之基礎。 

(二) 設立奈米科技教師學科教學知能培育中心加強奈米科技教育研究，提升

教師科學教育學術涵養。 

(三) 擴展國際合作與交流，並提升我國之國際能見度。 

(四) 設立數位資源平台，及建構奈米科技教師交流網。 

 

未來，面對奈米科技人才培育的課題，現階段較關鍵的重點是儘速研發出奈

米概念圖，並透過奈米概念圖以澄清謬誤、發展學習進程、以及連結科學新知。 

 

三、高瞻計畫的現況與成果 

為強化國科會的科學教育研究成果對科學教育政策與實務的影響，國科會於

民國 95 年度開始推動「高瞻方案」－高中職科學與科技課程研究發展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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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計畫是國科會突破傳統，直接補助高中職教師執行國科會所推動的科學教育

研究計畫，而依據參與人員的資料顯示，高瞻計畫可以有效縮短科學教育研究之

預期與實際間的價值落差，並落實「以研究為基礎的新興科技教育實踐理想」，

高瞻計畫之執行，應屬科教處近年來推動大專院校與高中職合作中最成功的計

畫。現階段高瞻計畫的主要成果為： 

(一) 發展創新科學及科技課程模組。 

(二) 高瞻課程實踐之創新教學方法。 

(三) 提升教師創新的科學與科技教學專業成長。 

(四) 發展由高中職與大學/研究機構輔導式的合作聯繫網路。 

(五) 鼓勵進行與高瞻課程與教學實務相關的研究活動。 

 

高瞻計畫已建置「高瞻計畫中學教學資源平台」，內容包括物理科、化學科、

地球科學學科、生命科學學科、數學科以及知識通訊評論，刊載於部落格之文章

已超過兩千篇，每日平均文章瀏覽近 900 頁次。此外，在高瞻中學教師論文或文

章發表上，國內外期刊約 25 篇及國內外研討會 64 篇；在高瞻中學學生作品發表

上，小論文約 1400 篇、實作作品約 1400 件；而在參與者的成長上，中學教師直

接參與計畫約 1440 人，中學學生直接參與計畫近 15000 人。其中，有多個計畫

執行成果備受矚目，如：高雄女中的太陽能板實驗、東海大學附屬高中的抽取質

體 DNA 實驗、新竹高中的生物電教學實驗、苗栗農工的生物質能新興科技課程

發展與教學實驗、台中一中的顯微鏡觀察昆蟲實驗等。這些成果皆顯示大學的資

源與高中職課程實務間合作的效益，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合作也激發了高中職

校師生對科學教育的興趣與信心。 

而為延續高瞻計畫第一期的研究成果，科教處亦已於 2011 年規劃與推動「第

二期高瞻計畫：高中、職新興科技課程研發與推廣計畫」。希望配合教育部現行

課程綱要的實施，協助高中、職學校研發特色課程，期望透過學校研發創新課程

改進科學教育現況，提供學生更真實的學習情境，誘發高中、職學生對新興科技

的好奇心與興趣。除此，亦可進一步培養高中職學生主動探索動態新興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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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並探討科技對人類的影響等科學研究能力，進而提昇全國高中職教育品

質，達到培育具備科學與新科技素養的國民之目標。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能源議題的重要性已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如日本、英國、芬蘭與德國

等國家，皆已經將能源議題與氣候變化融入正式課程，並由環境能源機關落實大

眾的普及教育、以及專業人才的專家教育。雖然美國並未簽署《京都議定書》，

但是各州政府皆已自發性的推動能源法規與教育，並規劃與能源相關的系列課

程、教材，例如 Wisconsin 州便建置 K-12 的能源教育網站，網站中便包含有許

多與能源相關的系列課程與教材。此外，美國 2007 年的國會報告《在風暴中崛

起》中，更進一步指出未來如何獲得更乾淨、更可靠的綠色能源將會是人類生存

的一大關鍵議題，也因此未來的人才培育應該著重在加強基礎的科學研究，並積

極延攬頂尖人才，以及確實將能源議題落實在 K-12 的數理科學教育中。此外，

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為

了促進 K-12 科學教育課程之連貫性，已出版《Atlas of Science Literacy》一書，

主要內容著重在闡釋各個概念間的關聯性，並有將近 100 個路徑圖勾勒出

《Benchmarks for Science Literacy》中所設計的各級教育目標，而透過此一概念

圖的發展，對於科學人才的培育有相當大的助益。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 

 

現階段我國在推動前瞻科技人才培育方面主要面對的問題包含以下幾項： 

一、 中學與大學的合作模式：高瞻計畫預期大學扮演「輔導」與「評鑑」的角

色，中學扮演「主導」與「仲介」的角色，但實際上教師主導的角色沒有

充分發揮，應協助中學教師重新建構在課程發展中的「主導角色」。 

二、 科學探究課程：宜以學生的「問題解決」為核心的科學探究課程為重點，

目前許多教師實施的以「技術」與「知識」為導向的科學探究課程，與學

生經驗的以「食譜式」的「做中學」實驗為主的課程，是有落差的。宜鼓



151 
 

勵教師多以行動研究經驗科學探究的過程，來了解探究背後的哲學理念。 

三、 課程研發計畫：高瞻計畫屬於課程改進的行動研究，但部份學校將其視為

學生培育計畫，導致未將課程研究的方法論納入研究中，故宜強化「專業

學習社群」的功能並培養教師的自信心。 

四、 國際上已有許多國家積極加強高中職教育階段的國際科技人才培育工作，

尤以亞太地區國家為最。尤其，我國在國際評比的成績亦顯示我中學生科

學能力有待加強，宜應積極培育中學生的基本科學能力。新興科技人才培

育要能積極提供高中職師生探索新興科技與人類文明(特別是社區化的產

業)之間的相互影響，並透過國際交流，深入瞭解各國的文明特質及全人類

所面臨挑戰的機會，使高中職師生能掌握我國在世界的角色，並貢獻所學

於人類文明的提升。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能源國家型人才培育計畫已有 110 個研究團隊參與各年度參與的人力約 140

人(含研究員級、副研究員級、助理研究員級等)，而這些計畫所培育的博碩士人

數總計約為 391 名。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民國 96 年至 98 年之間總計培育博士

生 2,059 人、碩士生 3,654 人。  

高瞻計畫在民國 97 至 99 年之間總計學者專家參與人數為 954 人、大學以上

學生參與人數為 828 人、中學教師直接參與計畫人數為 2,152 人、中學學生直接

參與計畫人數為 33,215 人，詳細各年所培育的人數如下表所示。 

 

表 14-1  各年參與計畫的人數 

年 97 98 99 

學者專家參與人數 318 318 318 

大學以上學生參與人數 276 276 276 

中學教師直接參與計畫

人數 
368 345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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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學生直接參與計畫

人數 
5,229 13,314 14,672 

註：單位為人。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 

 

一、 探討前瞻科技人力所需具備的基本科學能力 

探討未來前瞻科技人才所需具備的基本科學能力為何，及如何落實這些能

力的培育於現有課程中。 

 

二、連結前瞻科技課程與學校的科教課程 

過去數年已開發許多前瞻性的新興科技課程，這些課程要能與現有的科學

課程作適度的連結，如此方能對現有的科學教材、學生的科學能力、教學

評量等產生質性的改變。 

 

三、持續強化教師參與科學教育研究的機制，並推動強調理論與實務

結合之「設計研究」的重點計畫 

高瞻計畫提供許多高中職教師體驗如何發展前瞻性的新興科技課程，這些

經驗也使教師體會設計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之重要性，未來宜持續此類

型的研究工作。 

 

四、配合前瞻性課程的發展經驗，規劃合宜的科學師培課程 

前瞻性的新興科技課程的發展與教師教學體驗的經驗，應適度的納入科學

師培的課程中，以培育未來的科學教師都能具備發展前瞻性課程的能力。 

 

陸、推動的策略 

 

針對前瞻科技人才培育方面的主要推動策略，主要可區分為以下： 

一、 推動新興科技的相關基礎性研究，以厚植我國在科技發展方面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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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新興科技的研究成果，深耕學校的科學教育，以改善課程與教學的現

況，進而提升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的人才素質。 

三、 延攬與培育優質的新興科技課程發展人才。 

四、 鼓勵成立新興科技研究的團隊，並推動國際合作研究工作。 

 

柒、經費預估 

 

依據過去數年在前瞻科技人才培育經費的實際運用，每年約需 3 億。因此，

在未來五年預計至少需編列 15 億元，以支應推動前瞻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所需之

經費。 

 

捌、困難與建議 

 

為促使我國在前瞻科技人才培育方面有更完善的發展，針對有關前瞻科技人

才培育的具體建議如下： 

一、 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延攬頂尖人才，並落實前瞻科技內容融入 K-12 科學教

育。 

二、 積極加強高中職教育階段的國際科技人才與科學能力培育，並重視科教產

業的發展。 

三、 高瞻計畫因受限於課綱規定，其推廣有其限制，且因中學教師負擔甚重，

影響參與意願。未來，在推廣高瞻計畫時，可適度考量學校課程的彈性與

教師參與研究的鼓勵措施。 

四、 適時強化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科學教育研究的機制。 

五、 前瞻科技課程的研究人口不多，尚未能形成學術社群，宜規劃相關學術活

動，讓研究者有分享及合作的機會。 

 

玖、結論 

 

為確保我國科技的發展能夠與世界先進國家齊頭並進，培育具有瞭解及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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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新興科技教材的前瞻科技人才，是我國科學教育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關鍵要項，

本章主要闡述現階段我國前瞻科技人才培育的主要計畫，並分析現階段的現況與

未來發展的建議，期待透過這些計畫的推動，能夠確保我國在前瞻科技人才培育

方面的績效，進而使我國科技發展的成果能夠立足臺灣、傲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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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科技創新人才培育 
 

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與流通，社會多元化的腳步也愈來愈快，而面對以

腦力決勝負的知識經濟時代，未來的世界公民皆應該具備創新思考、批判思考等

基礎能力。科學教育是一項全民教育，其強調培養全民的科學素養，並發展每個

人的「創新、創造能力」。因此，科技創新人才的培育應著重在發展每個人的創

新、創造能力，並透過創造力與想像教育，豐富學子的思想資源，提升核心價值

問題之思考能力，從而引導出社會整體之多元角度的科技與人文素養，以及創造

與想像的能力。第八次全國科技會議總結報告中，亦有規劃及調整基礎教育的教

學內容：「透過未來想像教育，豐富學子的思想資源，提升核心價值問題之思考

能力，從而引導出社會整體之多元角度的科技與人文素養，以及整體性地思考未

來以及未來想像的能力」。為此，科教處為培育科技創新人才，近年來推動了「中

小學科學創造力培養研究」、「想像力與科技實作能力」等計畫，而透過此兩大計

畫的實施，科教處近年在科技創新人才培育方面已有顯著的績效。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一、創造力的研究現況與成果 

為提升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培養具創造力的研發人才，是刻不容緩的工

作，而研發人才的基礎科技知能培育，則需要透過教育的管道來達成，其中，中

小學科學與技術教育便佔有重要的地位。由於我國現階段中小學的科學與技術教

育在有關創造力方面的培養仍有不足，因此科教處近年所推展的「中小學科學創

造力培養研究」計畫，即是希望藉由對科學與技術創造力特性、發展歷程、以及

如何培養具備科學與技術創造力之中小學學生與師資之研究，進而在中小學的教

育環境中，開創合適的教學環境，以增加中小學學生的科學與技術創造力。近年

科教處所補助有關科學與技術創造力的研究中，已有許多針對中小學學生的創造

力特性及開發、課程與教學、創意競賽、以及測量工具等面向進行探究，並歸納

出許多值得參考的結果，對中小學科學與技術創造力的培養有很大的幫助。此

外，教育部亦於 2002 年完成並公布《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宣布台灣走入一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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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創造力為本的教育新紀元，並以打造台灣為創造力國度為終極願景，隨之推

動「創造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2002-2005 年為第一期，並開展「創造力教育中

程發展計畫」，2006 年起進入第二期階段，積極發展各階級學校之創造力教育。 

 

二、想像力的研究現況與成果 

想像力的影響層面廣泛，不僅與科學活動息息相關，也是所有領域課程教育

經驗的核心。想像力源自於生活中的平凡瑣事，卻能讓我們掙脫有限實體世界的

束縛，看穿實物背後所隱藏的深邃意義。科教處自 2009 年起整合科技領域及設

計系所的學者與科學教育/教育/心理領域學者，分兩階段進行計畫：(1)第一階段

探討「想像力在科學探索/科學研究/科技實作/設計的歷程中如何發生及其作用機

制」；(2)第二階段經由想像力培育，增進學生在「科學探索/科學研究/科技實作/

設計的能力。並自該年度起，推動了「想像力與科技實作能力」，其目標為： 

(一) 針對想像教育，規劃改革基礎教育的啟發方式及加強科學教育相關研

究，以提昇國人的研究能力。 

(二) 透過未來想像教育，引導學子從人文社會科技等不同角度，整體地思考

未來，以及提升未來想像的能力。 

(三) 針對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與實作課程，結合教學內容與教學教法，

培養學生核心能力與跨領域整合能力。 

 

就2009年的「想像力與科技實作能力」而言，總計有17個整合型計畫提出申

請，申請金額達一億七千萬元，現階段的部分成果包含有發展出教學手冊、建構

課程架構、專利、以及培育40位博碩士人才等。國立中山大學並於民國99年間辦

理「未來想像分享交流聯席會」，會中想像力計畫各項總計畫及子計畫之研究團

隊均偕同赴會，針對未來想像推動體系與策略、成果進行觀摩分享與對話，成果

豐碩。 

 

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世界各國對於創造力教育的推動均非常重視，許多國家的領袖在不同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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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中，皆不斷揭示創造力教育的重要性。此外，世界各國在有關科技、藝術、

資訊等部會或民間組織中，皆已提出關於創造力或創新的政策或諮議報告，許多

亞太國家的教育部門，更提出有關創造力教育的相關政策。為了推動創造力教

育，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創造力相關政策並不侷限在政府行政部門中，而是強調

直接將創意融入教學或生活中，在此過程中，民間組織與大專院校在推動創造力

教育方面曾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國與紐西蘭的大學為了重視創造力教

育，不僅設有創新學院，更頒發創造力的相關學位，藉此肯定創造力研究的重要

性。 

為了更進一步的落實創造力教育的具體行動，國外許多政府單位或民間機

構，十分積極整合學術、產業、藝術、文化等不同領域的資源，進而不斷提出能

夠提升創造力的具體活動與方案。而依據各國落實創造力教育的具體行動之結

果，其在推展創造力教育的策略方面則為以下幾項重點：(1)鼓勵創意社群之建

立；(2)重視個人之內、外在動機的啟發；(3)促進領域知識與領域技能的學習。 

現階段世界各國有許多計畫、機構或學校正積極推動培育想像力與創造未來

的能力，例如英國的「創意伙伴」(Creative Partnership)計畫界定孩童在 21 世紀

所必須具備的九項技能，而想像力便是其中一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 2004 年

起開設了「當代課題撰寫：想像未來」(Writing on Contemporary Issues: Imagining 

the Future)課程，主要強調未來世界的思索、描繪與願景勾勒；微軟公司的「學

習夥伴計畫」(Partners in Learning)已在全球 70 多個國家推動，並著重在創新學

校(如未來學校)、創意教師(如創意教師競賽)、以及創意學生(如少年推理王競賽)

三大方向；加拿大的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設有想像力教育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Imaginative Education)，提出想像力教育的五項核心能力為「身體的理解」

(somatic understanding)、「神話的理解」(mythic understanding)、「浪漫的理解」

(romantic understanding)、「哲學的理解」(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以及「批判

的理解」(ironic understanding)。 

從前述各國在想像力方面的發展來看，不難發現想像力與創新能力之間有密

切的關係存在，且除了想像力的培養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能夠藉此引發學生的

學習特質(如主動學習、團隊合作等)，進而回歸教育的本質。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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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舉我國在推動科技創新人才培育時所可能面臨的問題： 

一、 仍有社會大眾會認為創造力是天生的，抑或者是少數資優生的特質，一般

人是沒有辦法培養和學習的。 

二、 由於社會大眾對於創造力的認知不足，導致在態度上對創新的觀念和作法

抱持質疑或批判的態度。 

三、 受限於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掛帥的影響，學校與家長過度重視學業成績，

而學習的價值也受限在短期的成效，而此種學習環境便難以長期培養創造

力，或允許學生在錯誤中學習。 

四、 由於智慧財產權宣導不足，導致創造發明保障不夠，因此也使得社會力量

不願投入創造。 

五、 現階段的學校組織文化仍未能鼓勵創新。且由於教師工作負荷過重，導致

無力從事創意教材開發、教學創新與行動研究，故只能沿用傳統之教材。 

六、 教師在進行學生評鑑時過度強調認知性的學習成果，欠缺引發內在動機的

策略或方法。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依據國科會科教處 101 年想像力與科技實作能力綱要計畫書的資料統計結

果，國科會科教處補助有關創造力的研究計畫件數為 107 件、有關創造力的大眾

科學教育研究計畫件數為 54 件，在近年來有 161 人次的學者著重在從事有關創

造力的相關研究。 

在補助想像力計畫部分，98 年共有 17 個整合型計畫提出申請，申請金額達

一 億七 千萬元，最後共支助 29 件計畫，並給予二年期計畫補助。目前的成果

包括：發展教學手冊、建構課程架構、多項專利，並培育 40 位博碩士人才，成

果豐碩。 

  

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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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處目前所推動之「想像力與科技實作能力」計畫，其目的在配合提昇國

家競爭力之政策，並探討如何經由科學教育之改進以提昇：(1)改進中小學科學

教育、培養具想像力之國民；(2)改進高職、技職院校、及大學教育培養未來具

想像力之研究及研發之科技人才；(3)經由想像力產學合作方式提昇學生高層思

考能力，以促進科技人員研究及創新能力；(4)開發未來適用於各階段年級或社

會大眾想像力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除此，為發展更廣泛的創新人才，未來研究

重點亦可朝向以下各項： 

 

一、發展創新人才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 

探討未來創新人才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為何，並瞭解有哪些創新能力的培

育是目前所缺乏的。 

 

二、融入創新人才的基本能力於學校的科教課程 

創新人才所需具備的能力培育要能與現有的科學課程作適度的連結與融

入，如此方能對現有的科學教材、學生的科學能力、教學評量等產生結構

性的改變。 

 

三、科學師培課程需涵蓋創新能力的培育 

創新能力既為未來科技社會所必備，這些能力的認知及發展亦應適度的納

入科學師培的課程中，以培育未來的科學教師都能具備發展創新能力。 

 

四、發展創新人才培育模式 

如創新教學方法的推動、強化產學合作機制以推動創新人才之培育等。 

 

五、科技創造/想像與研究能力的培養 

可增對各階段教育的特性，構想學生在創造/想像與研究能力的培養，如：

國中小階段的想像力與科學探究能力；高中職階段的想像力與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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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能力；大學院校階段的想像力與科學研究能力；技專院校階段的想像

力與科技研發及實作能力；科技從業人員訓練的想像力與科技研發及實作

能力。 

 

陸、推動的策略 

 

一、 依據理論研究所了解的在科學探索/科學研究/科技實作/設計中，運用想像力

的作用機制，及如何運用想像力增強執行上述活動的能力，設計合適的教

學策略、教學材料/模組(文字、圖畫、漫畫、影像、動畫、活動材料等)設

計、評測成效工具。 

二、 推動創造力教育與想像力教育產學合作計畫，藉由科學研究與產品設計觀

點，培養具想像力及創造力等高層思考之人才。 

三、 持續強化教師參與科學教育研究的機制，並推動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設

計研究」的重點計畫。 

四、 重點培養新興科技研究傑出的學術領導人才，鼓勵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之

研究團隊，加強國際學術研究合作。 

 

柒、經費預估 

 

依據這幾年創造力、想像力與科技實作能力綱要計畫的規劃，未來五年本項

計畫預估約須 1.5 億元。 

 

捌、困難與建議 

 

針對科技創新人才培育的建議，包含以下各項： 

一、 政府應支持創造力相關政策以鼓勵全民展現創造力。 

二、 整合社會資源及資訊網際網路增進創造力。 

三、 重視創造力的師資培育，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 

四、 營造一個尊重自由與具有創造力的家庭與教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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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鼓勵創意社群之建立、重視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啟發、以及領域知識與

技能的學習。 

六、 透過多元管道培育想像力、並藉此引發學生的學習特質以回歸教育本質 

 

玖、結論 

 

科技創新人才的培育主要著重在訓練我國科學教育研究發展人才的創造力

與想像力，藉此期能促使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能夠由代工的角色，逐漸提升至領

導世界科技產業潮流脈動的關鍵角色。透過本章針對科技創新人才培育現況的分

析，以及對未來發展的建議，期能藉此持續強化我國的科技創新人才的質與量，

並帶動科技產業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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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科學資優人才培育 
 

科學資優人才培育的重點在如何多元化的培育我國中小學階段的科學資優

人才。科學資優人才培育須能激發學生科學潛能及興趣、啟發學生思考能力、奠

基學生科學知識及人文素養、培養學生科學實驗能力、培養學生正確科學態度、

方法及價值觀，藉此培育更多優秀的科學人才，進而提升我國科技發展的競爭

力。科教處為培育科學資優人才，近年來推動了「高中科學資優學生培育計畫」，

透過此一計畫的實施，科教處近年在科學資優人才培育方面亦有顯著的績效，以

下主要針對科學資優人才培育進行說明： 

 

壹、國內研究現況與成果 

 

科學資優人才培育這項課題在近年來十分受到重視，不僅國科會科教處在近

年來推動了一系列的「高中科學資優學生培育計畫」，在教育部也推動了「教育

部高級中等基礎科學資優人才培育計畫」，而此兩項計畫的主要目的，皆著重在

鼓勵國內高級中學學生及早向大專院校傑出教師學習實驗與研究方法，進而藉此

培育具備研究與學習潛力的人才。在過去數年中，基礎科學資優人才培育計畫進

行學習成效的評估，大致可歸納出以下重點： 

一、 參與基礎科學資優人才培育計畫的學生，多延續原有的興趣就讀與理工醫

農相關的科系。 

二、 多數參與計畫的學生認為參與基礎科學資優人才培育計畫對個人發展專長

或生涯規劃有很大的影響。 

三、 科學資優人才的培育應愈早愈好。 

 

此外，在國科會科教處所資助的計畫中，除了探討培育不同科學領域的資優

人才之策略外，亦有許多計畫針對科學資優生的能力表現進行探究，或者舉辦中

學科學資優教學競賽等。因此，透過「高中科學資優學生培育計畫」的實施，對

於我國高中科學資優人才的培育已有許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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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研究現況與趨勢 

 

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在《培育下一世代的 STEM 創

新者：確認與培養美國的人力資本》(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TEM 

innovators: identifying and developing our nation’s human capital)報告中提及，在美

國國家資優孩童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的《各州資優教育現

況》(State of States in Gifted Education)報告書中指出，2008 到 2009 年間針對 45

個州有關資優教育現況的調查指出以下重點：(1)多數州無法提供足夠的經費以

落實資優教育；(2)多數資優學生被安置於普通教室，且多數教師缺乏足夠的訓

練以教導資優學生(僅有 5 個州要求所有教師必須在職前訓練中修習有關資優教

育的內容)。因此，美國各州在推動資優教育的現況仍缺乏足夠的經費與師資的

訓練，而美國的此一困境也值得我國在推動科學資優教育時參考。 

國外推展資優教育的重要方案大致可以分為充實 (enrichment)、加速

(acceleration)和能力分組(ability grouping)等三類，分別說明如下：(1)充實：充實

的方式包含有加深(推理思考與問題解決)、加廣(水平思考與想像創造)，其重點

在充實課外經驗，鼓勵自發學習，包括獨立研究、夏冬令營(或週末營)、外語學

習、生涯課程、參觀訪問等；(2)加速：加速的方式包含有提早入學、提早畢業、

跳級、濃縮、免修、學科分級、不分年級、進階預修等；(3)能力分組：能力分

組的方式包含有自足式特殊班(集中式)、資源教室教學(分散式)、抽離式、榮譽

班等。 

許多國外學者以兒童作為長期追蹤的研究對象，重點在於探討如何啟發或者

培養資優生的才能，以及如何讓資優生能夠進一步的轉變成為傑出的人物。此

外，有關資優生的人格發展，抑或者當資優生面臨困難時，其所採用的解決問題

之方法等，都是國外相關研究的重點，也值得國內學者參考。 

 

參、國內教育現況之問題 

 

我國當前中小學的資優教育，就量而言，已相當可觀；惟在質的提昇上，仍

有待進一步的規劃與努力。為使科學資優教育的目標及教學效果能夠彰顯，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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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以下：資優的概念釐清，行政支援體系的建立，鑑定工具、鑑定效度與安置

方式的檢討，資優教育課程及教材教法的改進，資優教育評鑑制度的強化，資優

教育的師資培訓與資優學生的追蹤輔導等。具體而言，以下之問題值得科學資優

研究者的深入關切。 

 

一、科學資優學生的追蹤及輔導制度仍不夠完善 

我國雖然推行資優教育已有三十多年的時間，但是對於高中科學資優學生的

追蹤及輔導制度仍不夠完善，且執行科學資優教育的追蹤研究並不多見。因

此，未來應該要積極的加強追蹤輔導的工作，並建立資優學生的追蹤及輔導

制度，包含資優生在適應及課業上的困擾、人際互動的困擾等方面皆應予以

協助，以避免影響其自我發展。 

 

二、大學缺乏銜接高中科學資優生的相關配套措施 

國內學者曾針對高中科學資優生進行三年的追蹤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大學

缺乏銜接高中科學資優生的相關配套措施，例如：(1)多數大學未能針對科

學資優生提供有計畫的學習與心理方面的輔導；(2)大學課程欠缺彈性，未

能符合資優生的學習需求；(3)高中科學資優生所接受的輔導內容與大學課

程之間未能銜接。因此，以我國現階段的科學資優教育現況而言，有關高中

與大學資優教育的銜接制度方面，仍有待進一步努力的空間。 

 

三、宜加強科學資優教育研究及其成果之應用 

科學資優教育研究的結果應作為教育決策和教學實務的重要依據，目前，這

種教育實務與教育研究脫節的現象，實在必須檢討與改進。 

 

肆、相關研發人力現況分析 

 

國科會科教處在近年來補助有關科學資優人才的研究計畫件數約為 55 件，

每年約有 50 位學者參與相關研究，並培養研究升級中小學教師約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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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研究發展重點 

 

一、從多元智能角度，發展資優生的培育課程 

以多元智能為背景，探究科學資優生在科學潛能及興趣、思考能力、科學知

識及人文素養、科學實驗能力、正確科學態度、方法及價值觀的培育方法。 

 

二、科學師培課程需涵蓋資優生的培育訓練 

資優生的發展及如何培育亦應適度的納入科學師培的課程中，以培育未來的

科學教師都能具備發掘資優生的能力。 

 

三、建立資優生培育的經驗與發展追蹤之研究 

資優生的發展及如何培育在國內已有多年的經驗，我國在國際奧林匹亞的競

賽中也有優良的表現，這些累積的經驗，應該作有系統的檢討與研究，以做

為未來科學資優教育的參考。 

 

陸、推動的策略 

 

一、 選擇合適之學校為實驗場所，研究者深入學校科學資優人才之教學，將科

學教育研究及實驗二類計畫結合。 

二、 培養的內容需能激發學生科學潛能及興趣、啟發學生思考能力、奠基學生

科學知識及人文素養、培養學生科學實驗能力、培養學生正確科學態度、

方法及價值觀。 

三、 運用學徒制方式，選擇相關之實驗室或理論導師，實際參與科學資優生培

育計畫，資優生之間亦需定期集體討論其研究心得及問題，以拓展視野。 

四、 成立科學資優研究的團隊，並推動國際合作研究工作及參與國際科教資優

教育社群。 

 

柒、經費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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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先進國家在資優人才培育的研究上多投入大量的資源。為保持我國在

資優人才發展的優勢，未來投入資優人才培育計畫的經費應不得低於過去所投入

的經費。 

 

捌、困難與建議 

 

依據前述科學資優人才培育的現況分析，針對我國科學資優人才培育方面的

具體建議有五： 

一、 培育整合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TEM)的創新科學資優人才，應可作為

我國未來的重要人力資本。 

二、 規劃設置培育科學資優學生的科學師資培育制度，培養兼具科學資優教學

及學習輔導專業知能的教師。 

三、 結合科學教育及資優教育學者共同研究科學資優學生的學習特性，形成適

合激發其科學潛能的科學教育課程與教學。 

四、 學校宜協助科學資優學生提升自我認識與生涯規劃，並建立其在科學學習

方面的自信心，進而提升其在科學方面的學習表現。 

五、 關懷資優生之科學學習需求，並重視科學資優生的啟發與培養策略、以及

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法。 

 

玖、結論 

 

基於國家育才、個人發展、以及教育革新的需要，我國推動資優教育已歷經

將近四十載，且已與世界同步推動多元的資優教育方案，並形塑本土的特色。我

國的科學資優教育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面臨許多困難與挑戰，但透過本章針對現

況的分析與對未來發展的建議，期望我國在科學資優教育的發展上能夠有更健全

的發展，並進而帶動我國科學教育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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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篇 執行推動 

本篇包含推動策略、及困難與建議等二章，各章內容著重彙整科學教育學術

研究(包含數學教育、科學教育、資訊教育、應用科學教育、醫學教育、科普教

育與傳播)、大眾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包含科普傳播活動、科學傳播事業之發

展，國民科學素養調查)、科教實作與應用(數位學習工具、科學實驗活動研究，

以及中小學科學評量模組等的發展、應用與產業)，以及科技人才培育(前瞻科

技、科技創新，以及科學資優等人才培育)等各項目的重點推動策略，規畫未來

數年前瞻務實的研究藍圖。最後，再依各重點項目於學術研究中所面臨的困難，

研擬相關之具體建議，俾提升科學教育研究對社會之影響與貢獻，以強化我國科

學與科技之競爭力。 

 

第十七章 推動策略 

 

為了科學教育的規畫，能配合國家中、長程的建設與永續發展之需要，也能

兼顧社會與文化背景，以及學生的身心狀況，教育部與國科會於 2002 年 12 月召

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藉此會議勾勒出我國科學教育的願景、目標與

策略，以落實科學教育之推動，從而提升全民的科學素養，發掘與培育優質的科

學人才，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此次的科學教育會議建立了一種民間、政府及學

者們共同推動籌劃的多元參與模式，研擬完成科學教育的第一本白皮書，其目標

為：使每位國民能樂於學習，並了解科學之用，喜歡科學之奇，欣賞科學之美。

當時科學教育白皮書的出版，已為我國科學教育奠定重大發展的基礎，作為我國

科學教育政策之施政藍圖，提供科學教育研訂具體行動計畫之重要指引。 

而近十年來，由於各界的努力，我國科學教育的研究與發展已有顯著的進步

與成長。然而，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上，配合國際的趨勢、國家的發展以及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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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培育更多、更精進的科學、數學、資訊、工程、醫學等領域的優秀人才，

並持續在各科學領域的研究與實務上有更長足性的進展，應是各界殷切期盼的。

以下彙整幾項重要的推動策略，以供我國在科學教育研究、實務或相關政策制定

時之參考。 

 

一、鼓勵與推動優秀研究人才積極投入各項科學教育研究 

 辦理計畫申請說明會與工作坊以積極推動、鼓勵與吸引優秀科學與數學

教育專業研究人員投入研究。 

 召開遴選計畫時，對於已進及新進人員分別有不同的考量。此外，每年

補助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案及新進人員隨到隨審機制，以鼓勵專家學者投

入研究。 

 促進本學門及跨學門整合型計畫的提出與申請。 

 促進不同領域的研究人才，如數學專長、科學專長、教育專長或科技專

長的學者加入科學與數學教育研究行列，以提昇科學與數學教育的研究

品質。 

 

二、提出具吸引力的科學相關研究議題，連結理論與實務 

 應依科學教育與科技整合的須要，在現有學門規劃下，提出能吸引科教

相關學者的研究議題，進而加入科教領域的研究，以增加科教研究的人

口。 

 為使整體研究發展方向及重點能落實到個別學者的研究計畫之中，除每

年的徵求主題規劃，應透過學校之外的學術團體來推動團隊合作及創意

激盪。 

 加強國內研究者交流，甚至，國際交流，有效提升研究者的視野與能力，

進而達到學術交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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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議題及方向的制定上，定時召開學門複審委員會議，並廣泛徵詢

各大學的意見，討論、座談並選定研究重點，參酌國際研究趨勢擬定項

目，以厚實研究基礎及更新研究議題。 

 在理論與實務連結上，邀請中小學教師在學者的研究團隊中，有效進行

學習相關的理論，進而落實研究成果於課室教學之中。 

 

三、以 SIG 研究團隊模式提升研究水準 

由國科會科教處輔導成立各主題研究群(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歷年隨

研究趨勢發展與學者投入規模來進行整合與協調，並以多種方式平行推動。

此外，針對具發展潛力的研究者，可經由 SIG 或加入整合型研究，協助其

成長。依目前科教學門而言，部分研究者的團隊已具有研究團隊的型態，如：

台科大蔡今中、台師大張俊彥、交大佘曉清教授等團隊，仍應持續經由形成

SIG 的形態強化研究團隊。 

 SIG 發展目標有凝聚學門內研究人才以建立整體研究能量，形成研究團

隊，也可在各研究群的運作中，舉辦各種研究交流活動，如 SIG 組內

座談會、討論會、研討會、以及舉辦 SIG 不分組之大型會議。 

 藉由 SIG 的運作，引領新進研究人才投入學門專業領域，並運用 SIG

機制，由資深研究人員分享其撰寫研究計畫經驗，以達到研究能量遞嬗

之功能。 

 由科教處推動每年的薪火相傳工作坊，由傑出研究的資深教授各自推薦

至多三名具研究潛力的年輕教授參與，在工作坊中相互介紹研究專長、

領域與研究心得，並分享研究經驗與研究成果，同時由資深教授主持研

究發展與趨勢。藉此工作坊帶動研究氣氛，並發掘新進研究人才，與由

資深研究者所主導的研究主題 SIG 可以相輔相成，全面推動人力開發

及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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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 的形成可積極鼓勵學門內之人才參與全球國際會議，發表質量兼重

之研究成果，讓學門內的研究更具國際競爭力。持續推動 SIG 相關業

務，促進學門進行有效能之專業互動。 

 2010 年 10 月舉辦第一屆應用科學教育學門 SIG 聯合會(技職教育、工

程教育、商業與設計教育、餐旅教育、學習理論、電腦支援學習、研究

方法與統計七個 SIG)。這些主題研究群已初步獲得各位研究學者的認

同。未來將持續加強各 SIG 的運作，並提升運作效能。 

 截至 2010 年底，科學教育領域已共成立八個研究主題 SIG：電腦輔助

科學學習、悅趣化學習與社會、行動/無所不在學習、科技輔助語言學

習、測驗與評量、創新學習軟體設計、無障礙數位學習、資訊社會。 

 

四、協助規劃與推動國際合作研究工作 

 鼓勵國內學者組成研究團隊，以積極參與國外研討會，與國外著名科

學、數學教育學者聯繫，持續推動科學教育學門與國際學者合作研究事

宜，藉以加強與國際傑出研究之間的交流，提升我國研究能量及國際學

術之地位。 

 鼓勵成立新興科技研究的團隊，並推動國際合作研究工作。 

 鼓勵成立科學資優研究的團隊，並推動國際合作研究工作以及參與國際

科教資優教育社群。 

 鼓勵國內學者組成研究團隊積極參與國際評比的相關大型研究。 

 規劃舉辦雙邊研討會，針對特定議題進行交流，或邀請國際相關研究學

者進行短期或長期的研究互訪，促進國際交流合作事宜。 

 由資深學者申請國合處「補助學者提升國際影響力試辦方案(拋光計

畫)」，積極爭取擔任國際重要學術組織的重要職位，包括理監事及執行

委員、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主編、副主編等，及爭取或籌備主辦國際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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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旗艦型會議，建立相關學術社群的影響力。 

 

五、積極推廣研究成果 

 推動研究成果轉化為實務的書籍教學學習材料，舉辦成果發表會，以促

進科學與數學教育研究成果推廣與應用於教育及學習實務。 

 舉辦研究經驗傳承工作坊，以協助新進、年輕或有潛力的研究人才，了

解如何撰寫與申請研究計畫等相關事宜。 

 辦理「中文與英文期刊論文撰寫」工作坊，以協助年輕學者論文的發表，

並持續鼓勵研究人員參與本學門重要國際學術會議與投稿該領域的重

要研究期刊，提升本學門研究成果。 

 增加國際合作機會，與研究卓越之國家簽署學術協定，定期辦理國際學

術或產學研究成果的互訪研習或專題視訊交流會議，建立多元研究成果

交流管道。經由彼此觀摩與研究成果的資訊傳遞與交流中，推展我國之

研究成果，同時，也習取他人之優勢與特質，以充實我國之研究內涵。 

 

六、重視研究與實務的結合 

 規劃辦理「研究與實務對話」研討會，邀請研究者與中小學教師針對研

究成果進行研究與實務的對話，甚或給予教學上實質的協助與指導，以

利研究成果的推廣，並協助中小學教師的專業成長。 

 鼓勵研究人員推廣研究成果至學校與企業界，成效優異者推薦為本學門

「優良計畫」並將成果展示於科教處網站。 

 在研究與教學實務的結合上，主動重視與關懷學習弱勢的學生，包括離

島、原住民地區等弱勢族群，並積極鼓勵投入更多學習弱勢族群的相關

研究議題，強化補救教學的具體規劃及執行，以達成健全科學、數學教

育的發展及國民素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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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勵實務型研究人員申請科教處「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設計製作研究計

畫」，以發展典範性應用科學教育實作型成品，培養實作型成品之設計

製作人才。 

 在計畫徵求重點內加入以實務相關的徵求項目。譬如增加「產業導向技

術教學教具設備系統(實體或電腦模擬)設計、實作與教學評估之研

究」、「工程教育之教學教具設備系統(實體或電腦模擬)設計、實作與教

學評估之研究」、「技術教育與工程教育類科之數位學習系統環境建置、

數位化生涯輔導系統建置、互動工具開發、課程與教材發展」、「人力培

訓架構下之數位學習系統環境建置、數位化職涯系統建置、數位化人才

系統(含選、訓、用、留等)建置、數位化互動工具開發、數位化課程與

教材發展」等較偏實物應用的項目，使學術研究成果可以轉化為實務產

品，並進一步申請專利、量產，有利於實務的推廣，逐步形成教育產業。 

 

七、數學教育專業期刊的創立 

長期以來，數學教育的相關研究結果缺乏主要的發表舞台，使得數學教育研

究成果的期刊發表量受到影響。如果能創立達到例如《科學教育學刊》水準

的期刊，應該有助於傳播數學教育研究的成果。 

 

八、藉由 IJSME 促使台灣科學教育與國際接軌 

今(2011)年 7 月，國會科教處出版品《科學與數學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JSME)國際英文期刊被收錄於

SSCI 資料庫之中，這代表我國科學教育研究成果獲國際學界肯定，也因此

提升了台灣科學教育研究的國際能見度。未來可藉由此期刊徵求上述特別主

題研究論文，藉此推動台灣科學教育學者進行前述主題研究，亦可增加國際

合作機會，俾台灣科學教育研究能與國際研究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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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積極推廣全民的科學教育 

 辦理各類科普活動(如：大師演講、創意競賽、科學下鄉、動手作科學、

親子科學、網路科普活動…等)，並利用各式平面及電子媒體及互動媒

體的特質，做各式主題設計。例如透過網路方式，鼓勵民眾主動關心並

參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以促進國民對科學的興趣。 

 強化非制式科學教育機構的教育功能，諸如：科學教育館、科學館、博

物館、天文館、海生館，以及動物園等。除利用網路、媒體或文宣，鼓

勵大眾參與並提升全民的科學素養外，同時也應進行相關的實徵性研

究，以評核實施成效及未來改進措施。 

 培養科普專業人才，促進媒體製作、播映/刊登傳播科學知識，以增進

國民科學知識，並促使全民瞭解科技發展計畫。 

 各類科學活動的設計與推廣方式應以終身及全民的學習為目標，不限於

某一階段或族群，讓全民都有接觸、欣賞、學習科學科技的機會。例如：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及終身學習之趨勢，融入客製化及多樣性的概念，以

使全民皆有機會體驗並探索科技之奇。又例如，加強偏鄉地區民眾的科

學體驗，以縮短科學城鄉落差。 

 鼓勵各科普教育民間團體投入並擔任推手，如各科技公司基金會、科學

組織(學會、協會)、鳥會、環保團體等，才能傳播弘揚科學精神達到全

民科學精神的深化與提升。 

 將科普活動結合社區發展，舉辦類似歐盟 Science Shop 之實踐性質的推

動工作與活動，使科學家跟一般民眾有更多的互動。所謂 Science Shop

就像開在社區的商店，為地方民眾或其他組織處理實務上的科學問題，

不僅能縮減科學與社會的距離，提升公眾對於科學傳播的興趣，亦為推

動科學傳播工作時的具體實踐方法。所以，全力強化科學走入社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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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且是未來必須發展的課題。 

 

十、建立科學素養調查研究中心，以追蹤並致力於提升全民的科學素

養 

 建立全國國民科學素養調查研究中心，定期進行國民素養調查，以調整

科普活動的進行方式及內涵，並加入本土性及民眾關心之議題為發展方

向，將提高全民科技素養，納入全民終身學習之重要課題。此外，應建

立國民科技素養指標，以長期追蹤國民之科技知識水準、關心度、及相

關態度，定期出版研究報告，辦理國民科技素養調查與推動研討會，以

作為政府科技教育及科技政策的重要參考資料。 

 相關國家型計畫、國家型實驗室及重大科技的研究計畫中，增列科學知

識普及推動的相關計畫，將重要之研究成果及前瞻科技知識，向中小學

之教師、學生、及全體國民傳播。 

 積極參與國際國民素養相關研究及跨國研究，除增進國民科技素養調查

的技術層面外，也有機會對國際社會分享台灣民眾對科技的想法和態

度。 

 

十一、成立科學學習相關評量組識及分享平台 

 未來之科學學習評量可能會結合科技與學科發展，因此並非單一個人可

以進行研發，宜鼓勵整合式研發團隊，組織相關社群，結合不同領域專

家與教師、資訊技術開發者、心理測量學者等，共同研發新的評量工具。 

 建立補救教學機制：評量的結果應反映至教師的教學，因此，應發展適

當且立即的評量回饋機制，以利教師調整教學。 

 教師評鑑知能分享平台：評測工具須能提供給教育工作者使用方能發揮

其效果，因此能夠提供研究者與教師之交流平台將愈顯重要，此平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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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評量工具並提升其能見度，促進教師採納新的評量工具。 

 

十二、有計畫性地推動發展與應用數位學習工具 

 鼓勵各計畫培訓數位學習規劃師、數位學習教學設計師與數位學習媒體

設計師等專業人才，也可結合跨領域的人才(如：科學、藝術、人文、

語言等)，以支援數位學習內容發展與教學實務。 

 提升實務教師的數位學習專業素養、應用能力與熱情以提升數位學習應

用於實務教學的成效與永續發展。 

 近年來，國科會積極推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橋接計畫」，推動數位

學習研究與產業的接軌，促進學界與業界的合作，厚植數位學習的產業

價值。 

 成立數位學習專責機構乃國際趨勢，應積極建立負責數位學習進行需求

研究、內容開發、應用推廣與成效評估的專責機構。該機構除負責數位

學習之諮詢、支援與重要發展趨勢之訊息佈達之外，亦可負責國內數位

學習之發展、應用與產業成果的國際推廣工作。 

 

十三、科技創新人才培育仍需持續進行 

 瞭解在科學探索/科學研究/科技實作/設計中，運用想像力的作用機制，

及如何運用想像力增強執行活動的能力，設計合適的教學策略、教學材

料/模組(文字、圖畫、漫畫、影像、動畫、活動材料等)設計、評測成效

工具。 

 推動結合藝術教育、創造力教育與想像力教育等的產學合作計畫，藉由

科學研究與產品設計與藝術的觀點，培養具想像力、創造力等高層思考

之人才。 

 持續強化教師參與科學教育研究的機制，並推動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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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研究」的重點計畫。 

 

十四、加強各領域的科學資優人才培育 

 選擇合適之學校為實驗場所，深入學校科學資優人才之教學，將科學教

育研究及實驗二類計畫結合。 

 培養的內容需能激發學生科學潛能及興趣、啟發學生思考能力、奠基學

生科學知識及人文素養、培養學生科學實驗能力、培養學生正確科學態

度、方法及價值觀。 

 運用學徒制方式，選擇相關之實驗室或理論導師，實際參與科學資優生

培育計畫，資優生之間亦需定期集體討論其研究心得及問題，以拓展視

野。 

 

十五、鼓勵臨床醫學教育、醫學人文教育，以及 e 化在醫學教學的應

用與評量等相關研究之進行 

 瞭解 e 化在醫學教學輔助學習系統角色、功能與限制，例如講求臨床問

題導向、實證醫學應用，經驗學習為指引的臨床診療準則下，如何充分

利用 e 化教學的特質與效用；軟、硬體的發展與實際應用的落差；以往

醫學決策或輔助學習系統之開發模式與優缺點，尤其是人員素質的教育

與意願，對於應用 e 化科技在醫學教學的相關研究，都有考量的價值與

必要性。 

 透過電腦網路提供線上測驗與評量或建立醫學專業題庫，作為自我學習

評量、專業認證與在職繼續教育之輔助工具。 

 臨床教育與評量講求醫療團隊(醫、護、生及其他相關人員)之合作與共

同參與，包括與病人、家屬及團隊成員間之溝通與合作；需設計垂直、

水平整合的溝通技巧系列訓練課程及跨文化等領域的醫病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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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核心能力之實境教學、評量方式需要審慎設計、執行與評估，尤其

是社會環境變遷下核心能力之詮釋、訓練與成效之研究，關係到教學成

效。此外，醫學生臨床技能(clinical skills)的養成與評量，需要在醫學倫

理的充分考量下進行。 

 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之

發展與應用，須進行客觀的深入研究。 

 醫學人文教育應著重於醫學人文學習環境與經常性教育活動，遴選醫學

人文教育專家及社會人士共同參與教育研究規劃，並鼓勵醫療專業人員

參與醫學人文教育的規劃與執行，以促進社會共識與建立國民參與的醫

學倫理環境，建立全人醫療與 Hospice/DNR 醫療的教育課程與推廣模

式。 

 

十六、積極建立醫學教育研究制度，並鼓勵教育專業人才參與 

 遴選教育專業人才參與醫學教育活動，建立常態性教師培育機制，俾建

立醫學專業人員與醫學教育及研究的機制，建立專職體制，提供行政與

資源需求的協助。 

 參考醫學先進國家之醫學教育制度、理念與發展情形，瞭解醫療專業人

員的個性特質與有效評核基準，結合既往醫學教育改革的理念與方式。

並考量我國特有風土人情與社會環境，作為醫學教育制度革新的考量。 

 必須提出實徵研究、計劃報告及學習成效評估，須有理論架構核心教學

/學習策略，並鼓勵研究方法之創新、理論之修正或模式之建立。此外，

著重臨床資料庫的建立及教學素材的研發，並著重可以和其他醫學院校

分享。 

 著重教學或學習策略的測試與評量，尤其是利用在實境模擬之教學模

式，有助於臨床實際運作之表現。 



178 
 

第十八章 困難與建議 

 

壹、所面臨的困難 

 

目前國內與科學教育相關的研究所遭遇一些問題，彙整如后： 

一、 儘管科學教育的研究成果相較於其他學術領域，表現並不遜色，然而，科

教學門在我國學術界所能發揮的影響力與其豐碩優異的研究成果相較，並

不成比例。換言之，盼學術界及政府公部門能多借重科教領域的研究者、

學者以及研究成果，以提升我國科教的發展，進而有助於國家整體競爭力

的提升。 

二、 在數學教育方面，一般對於數學教育的重要性之體認，仍有不足，以致數

學教育相關人員的培育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在亞洲地區，如日本、新加坡

與韓國教育部皆有數學教育相關的專業工作人員，以提供課程、教學與評

量相關的諮詢與服務工作。相較之下，我國稍顯落後。 

三、 目前，科學教育研究已朝向跨領域及結合新興科技，如認知、神經科學等

運用眼動儀或功能性核磁共振儀等高階儀器進行研究。因此研究計畫所需

經費與早期社會科學研究相比，在相關設備及實驗室建置經費上所需金額

已大幅成長，而若扶持此類需大型經費之研究，在現有經費預算下，勢必

排擠其他類型計畫經費。 

四、 當前對於研究成果的評量，似偏重收錄於 SSCI 論文索引資料庫的期刊，對

於發展某些領域的教育研究(如數學教育、科學應用教育、醫學教育等)產生

不利的影響。此外，受到相同因素的限制，研究成果對於國內的貢獻相對

薄弱，換言之，基於能見度與其他考量，多數學者仍選擇國際期刊論文發

表為主，恐不利於國內教學實務的發展與貢獻。 

五、 部份專業技術背景教師對應用科學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理論較不熟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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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論文學術品質。此外，部份專業技術背景教授是在本科領域未申請到

或認為較不容易申請研究計畫情況下，才到科教學門申請，並以應用科學

教育的研究為次要選擇。因此，未能長期投注，且阻礙了研究社群的形成，

也影響本領域的學術發展。 

六、 醫學教育學門為新興學門，研究者多為臨床醫護人員，對於社會科學研究

使用方法較不熟悉，宜加強舉辦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研習營等活動。 

七、 對於具本土特色之醫學教育研究計畫甚少，尤其東、西方教育理念之不同，

社會環境之差異所導致之影響，亟須跨領域團隊的合作研究。此外，對於

教學理論之應用研究計畫也有待努力開發，應鼓勵整合教育學者參與醫學

教育研究，有助於提高研究之質與量。 

八、 相較於歐美澳洲各國累積歷年來之豐碩研究成果，科學傳播領域因近幾年

才逐漸獲得重視，在國內之研究風氣與成效上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應

持續大力推廣本學門之重要性、學術性與實務應用性。 

九、 科學傳播領域在科教處屬於新興學門，研究人數尚不多，且多半從其他研

究主軸領域(例如傳播學、社會學、數位學習、通識教育、科學教育等)跨入，

因為背景多元，故未能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之學術社群，宜多舉辦相關學

術活動，讓研究者有認識、交流、進而有合作的機會。 

十、 科學傳播學門為廣納各方研究者，故鼓勵各界在大方向下投進研究計畫，

但是目前研究主題過於分散，也未能有長期累積之成果，或發揮應有之影

響力。未來在自由型計畫申請之外，建議能提出主軸計畫並接受申請，鼓

勵資深傑出學者投入，以期研究成果能發揮學術及實務之影響力。 

十一、 在政府各部會的支持與專家學者的努力下，台灣在數位學習領域的學術

成就表現卓越。其中尤以前瞻性數位學習科技(例如：3D、擴增實境、行動

與無所不在的學習與遊戲式學習等)的發展與應用特別耀眼。甚且，亦應加

強將傑出的學術研究結果落實於教室情境中，以獲致實效。 

十二、 目前數位學習科技多針對正式學習(例如：一般課室)的需求而發展，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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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學習、或友善的無障礙學習、補救教學等的特殊需求的數位學習科

技仍有發展空間。有鑑於此，將持續鼓勵研發應用於非正式學習、特殊教

育、補救教學或無障礙學習的數位學習科技、學習內容、以及學習、教學

與評量模式，並與社會司或相關社教單位密切合作，以拓展數位學習的應

用層面。 

十三、 現階段的學校組織文化鼓勵創新、發明機制不足，多數教師習於以傳統

的內容與方式進行課程規劃、教學與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甚且，教師工作

負荷過重，導致無力從事創新之研究或開發。此外，智慧財產權的宣導不

足，創造發明保障也不夠，造成社會或民間力量不願投入創造。未來應更

重視智財權之宣導，並持續推動與鼓勵創新發明，以及專利權之申請。 

十四、 為推動國內科學實驗活動相關之一般型研究計畫、實作型計畫、產學合

作計畫與大型研究計畫，或是執行前述之推動策略需要一定規模與持續之

經費補助。此外，在科學實驗活動的研究，應組成研究與教學合作團隊，

累積合作研究成果，並將研究成果落實於教學實務。 

 

貳、可因應之建議與策略 

 

根據上述所遭遇的困難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擴大數學教育界與數學界的交流與合作。重視國際數學界出版的「教育性」

刊物，承認發表於此的論文亦歸屬數學教育研究成果，才能擴大數學教育

界吸引更廣泛的數學界人力投入。 

二、 依據理論與實徵研究形成數學教育政策。應根據教學現況的調查、國內外

數學學習成就的比較、相關學術研究的結果等，檢討省思現況，參酌社會

的期望，擬訂數學教育改革政策，從而強化數學研究與數學教學實務的相

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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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科學教育研究領域，我國實已累積相當研究成果及已培育相當多研究人

力，研究成果在國際間也受到重視。因此若能基於已建立之研究成果及知

名度上，進一步朝向跨領域或結合新興科技之科學教育研究，我國確實具

有相當大之進展優勢及成功機會。而預算及相關跨領域人才培育及團隊合

作方面，則需積極重視。 

四、 針對結合新興科技的科學教育所需儀器及設備方面，可計畫於北、中、南

部，成立科學教育的貴重儀器管理中心，成立共用儀器管理委員會，審查

及採購研究所需之貴重儀器，以供相關的研究人員共同使用。不但可節省

預算，避免重複購置相同的貴重儀器，也能規畫專業管理人員管理與維護

儀器，進一步還可增進研究人員交流，整合協同研究，以提升成效。 

五、 國內的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的需求方面，目前 K-12 至大學教育的數位學習

內容之建置仍顯不足，尤其高等教育需求量較多。應針對各學齡學生之不

同需求，鼓勵開發適用之數位學習學科內容；此外，數位課程未來的趨勢

傾向於開發健康醫謢類、華語文教育類、推廣教育類、圖書館利用教材、

臺灣中小企業所需商管數位內容、以及配合無所不在學習情境設計數位課

程內容等。除持續挹注心力於上述發展，使得數位內容更加豐富，在制度

面也應鼓勵將研發成果做實務應用，並需在大學系所與人員的評鑑方面建

立此方面的指標，才能落實此一方向。 

六、 國科會以研究為主，在國內貢獻方面需要與教育部等單位做更密切的配

合，擴大推廣管道，才能使研發成果走出大學校園。 

七、 鼓勵並吸引一般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具專業技術背景教師投入應用科

學教育的研究，並與具教育背景學者合作申請此學門的研究計畫。並持續

辦理「應用科學教育研究法」研習會，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演講或分享創

新的研究方法，以提升教師研究方法的水準。 

八、 舉辦「英文論文寫作方法(或研發能量提升)」研習會，邀請國外 SSCI 期刊

或不同領域傑出期刊 Editors 演講，或論文表現佳的學者分享投稿與寫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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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以提升教師論文發表等級。此外，宜建立科教研究領域論文發表的相

關質化指標，除 SSCI 期刊的篇數外，也重視論文的專業性(論文所發表期

刊的領域專業性及期刊影響係數)、影響性(論文對學術的影響性或期刊影響

係數)、實用性(論文的實務應用性或所影響的學校、教師範圍)以及延伸性

(論文的結果是否有助於產學研究與發展)，以鼓勵不同專長的教師發表相關

研究成果。 

九、 歐盟對於科技傳播領域挹注相當多的資金與心血，累積了多年推動經驗可

以借鏡。國科會可依循相關模式，挹注資金，推行相關學術活動，提振國

內科普與科學傳播之風氣，讓更多國內學者投入科學傳播研究工作，不但

能產出具有高學術性之研究成果，建立學術社群，並能將計畫之成果落實

應用於實際教育情境中。 

十、 當現代科技的進展造成許多環境、生態與社會的改變，科技政策的決定權

便不應侷限於當權者，而是開放給公眾及科學家等。科技決策之透明度、

公眾參與度與溝通、民眾對科技風險的認知，皆是影響科技決策的因素；

當有了溝通與參與，所推行之政策也較容易獲得支持。 

十一、 若台灣相關機構能協助促成一個科學傳播社群，如歐盟執委會協助初入

門科學家之工作坊，教導科學家如何面對媒體、政策決定者及民眾，未來

推動相關科學傳播工作時會更加順利。 

十二、 在數位學習工具發展方面，為避免學術研究與教學實務脫鉤，應促進學

術研究貼近實務教師的需求，藉由提升實務教師的專業，落實教師應用數

位學習科技的獎勵辦法，並加強數位學習專業人才的培育以支持數位學習

在實境情境的落實，以達成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的雙贏。 

十三、 目前許多已開發的數位學習科技具有潛在的產業價值，但仍需進一步的

實現。是以，應找出最具產業價值且發展最成熟的數位學習科技，進一步

與相關產業和工業局合作，透過學術、產業界、政府之三方合作增進數位

學習的產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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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尊重智慧財產、鼓勵創新發明。設置或成立相關部門，針對有價值且有

產值的研究成果，協助進行專利之申請。此外，擴增與企業合作之科學研

究及智慧財產技術移轉產業，以保護及運用研發成果，並積極建立智慧財

產管理機制，打造智慧財產技轉團隊或策略聯盟，以傳遞研究成果。 

十五、 對於科學實驗活動之研究，建議由科教處統籌規劃執行計畫、執行進程

與分配研究經費，才能有計畫、持續推動我國科學實驗活動相關研究，進

而累積豐碩之研究成果，並將研究成果推廣，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十六、 國內對評量的重視更甚於歐美各國，特別是家長對於學習評量非常重

視。但是在新的評量工具進入教育現場之前，家長與教師的接受程度將影

響這些工具的採納與使用。因此，研發成果的導入須採漸進式的策略，應

結合推動策略中的評量資源分享平台，以漸進式將新的評量工具導入教育

現場。另一方面，學校的管理上宜納入新評量工具的採納程度，使新的科

學學習理念能夠落實到教育現場，並將學習內涵從科學概念與內容推展至

科學探究與問題解決等較高層次的學習。 

十七、 為使我國在前瞻科技人才培育方面有更完善的發展，應加強基礎科學研

究、延攬頂尖人才，並落實前瞻科技內容融入 K-12 科學教育。此外，亦積

極加強高中職教育階段的國際科技人才與科學能力培育，並重視科教產業

的發展。也應建立科學教育研究長期追蹤評鑑的機制，適時強化教育實務

工作者參與科學教育研究的機制。 

十八、 科學與技術人才的培育宜強調在各階段的核心能力與專業能力和銜接，

期能兼顧全民與資優人才的培養。未來，更須把握科教與國合同屬一處的

機會，人才培育的面向更加寬廣，諸如：國際交流與合作等。 

十九、 為培育各類科學人才，並強化產學合作，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及提升國

際競爭力，應結合教育部、經濟部及國科會等相關資源，推動各項的產學

合作、或創新連結等計畫，在產學、育成、創新、研究等各方面皆完善的

規畫與分工，不但能避免資源的浪費，藉期跨部會的資源整合及運用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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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效益，活絡產學雙向交流。 

二十、 針對科技創新人才培育，政府應支持創造力相關政策以鼓勵全民展現創

造力，透過多元管道培育想像力，藉此引發學生的學習特質以回歸教育本

質，並整合社會資源及資訊網際網路增進創造力。此外，應重視創造力的

師資培育，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並營造一個尊重自由與具有創造力的

家庭與學習情境。鼓勵創意社群之建立、重視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的啟發、

以及領域知識與技能的學習。 

二十一、 在科學資優人才培育方面，應培育整合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TEM)

的創新科學資優人才，應可作為我國未來的重要人力資本。此外，應規劃

設置培育科學資優學生的科學師資培育制度，培養兼具科學資優教學及學

習輔導專業知能的教師。學校方面，宜協助科學資優學生提升自我認識與

生涯規劃，並建立其在科學學習方面的自信心，進而提升其在科學方面的

學習表現。此外，關懷資優生之科學學習需求，並重視科學資優生的啟發

與培養策略、以及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法。最後，應結合科學教育及資優教

育學者共同研究科學資優學生的學習特性，形成適合激發其科學潛能的科

學教育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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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篇 未來展望 

本篇依據前述各章所述之科學教育發展處的成果與限制，並參酌「中華民

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民國 100 年至 103 年 )」之願景與策略，提出科學教

育未來研究發展未來發展的五點方向：一、深化科學與技術教育的研

究，以加廣、加深與加速國民科技素養的建立。二、建立科教研發、

政策制訂、實務執行的三角支援與回饋系統，以促進整體教育革新。

三、強調整合科學技術和教育研究之跨領域知能的策略，以強化科學教育研究人

才培育。四、強化「科學、科技、社會」的關係且善用科普傳播功能，俾利科學

技術與人文社會元素的整合。五、加值科學教育研發成果，建立科學教育產業。 

 

第十九章 未來發展 

 

    本章依據前述各章所述之科學教育發展處的成果與限制，並參酌「中華民

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民國 100 年至 103 年 )」所指出的遠景與策略，提出

科學教育發展處未來發展的五個重點方向，這些發展方向的落實，將

更凸顯科學教育發展處在國家科學與技術發展歷程中不可或缺的角

色。  

 

一、  深化科學與技術教育的研究，以加廣、加深與加速國民科技素養

的建立。  

除科教處外，目前國科會其他業務處多以基礎或應用科研為主要

的發展重點。但無論是基礎或應用科學研究，其發展都有賴基礎人才

培育，亦即基礎的國民科技素養將讓更多有能力有興趣的中小學生樂

於投入科學與技術領域的探索。因此，在「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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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揭櫫的「學術卓越研究」，必須將「卓越的科學與技術教育研究」

納為重要環節。知名頂尖科研期刊 SCIENCE 除了刊登科學研究發現

外，也另闢科學教育論壇，交流科學教育研究成果，意即在此。有科

教的深入研究作為後盾，將對於加深、加廣與加速國民科技素養的建

立，有明顯裨益。  

 

二、  建立科教研發、政策制訂、實務執行的三角支援與回饋系統，以

促進整體教育革新。  

科教處所提倡的科學與技術教育研發，乃強調透過科學化的程

序，蒐集實徵的資料，並獲致以證據為基礎 (evidence-based)的知識。

依此而建立在教學方法、教學材料、評量程序等方面新穎、有效的程

序，可以作為教育政策制訂單位 (如教育部 )參考的依據，也可以作為教

育實務執行單位 (如縣市教育局或基層學校 )具體採用的套件。  

目前科教處在各學門的研發成果，普遍缺乏大規模的實證驗證，

因此可以透過科教處的方案 (如高瞻計畫 )和成果，與教育部政策所需

(如國民素養、攜手計畫 )或各縣市所需的教學與評量方案 (如診斷和補

救教學 )等密切結合，透過科教研發、政策制訂和實務執行三方相互分

工但又相輔相成的模式，可以彼此回饋，相互支援，達到均贏的局面，

且加速整體教育革新。  

 

三、 強調整合科學技術和教育研究之跨領域知能的策略，以強化科學教育研究

人才培育。 

科教處每一學門的研發都涉及跨領域知識的整合，特別是科學技術知能(如

醫學、資訊、數理等)和教育領域知能(如課程、心理等)的整合，但多數的學門都

反應目前跨領域之能結合不足，導致研發能量不易彰顯。後續科教處在整合科學

技術和教育研究之跨領域知能的策略，將持續修正與擴充，以厚植科教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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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彰顯科教研究的效益。 

 

四、 強化「科學、科技、社會」的關係且善用科普傳播功能，俾利科學技術與

人文社會元素的整合。 

科學與技術的高速進展，也為人文和社會帶來許多新的議題和挑戰(如網路

社群與虛擬人際關係、生態、環保等等)。科學教育向來強調「科學、科技、社

會」(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STS)的關係，主張讓學生將科學、科技知識

結合於日常生活的經驗中，並對其所產生的人文和社會衝擊進行反思。這正是

「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中所揭櫫的：科學與科技應「結合人文

科技發展」且「發展社會關懷科技」的最佳實踐之一。科學教育中所

強調的科普傳播，也是透過人文的涵養，將科學發展傳達到普羅大眾，

藉由其科技素養的提升，進而間接提升生活福祉的具體實踐。科教處

應強化「科學、科技、社會」的關係且善用科普傳播功能，俾利科學技術與人

文社會元素的整合。 

 

五、 加值科學教育研發成果，建立科學教育產業。 

科教處的研發成果整合科學技術和教育內涵，兼具有科技的創新性和教育實

務的推廣性，因此其應用價值已超越教學情境，具備產學合作的加值條件。例如

近年來科教處推動的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的科研成果，在目前行動載具流行，個

人化學習普遍的情況下，已經具備「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中所期待

的「發展特色高附加價值產業聚落」的特色，也具有「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

皮書」中所期待「善用資通產業優勢，結合我國文化創意」的特色產業潛力。

科教處未來應該強化科教研發成果的產業應用加值潛力，建立科學教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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