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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師資培育轉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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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從1994年師資培育法取代傳統的

師範教育法之後，除了師範院校繼續提供師

資培育教育外，其他綜合型大學也逐漸成立

師資培育中心提供師資培育課程。初期，師

範院校雖面臨師資培育的競爭而逐漸有轉型

的討論，但是在師資需求量仍盛的背景下，

師範院校的改變並不明顯。但在民國86年之

後因少子化產生的教師需求邊降，師範院校

才真正面臨重大挑戰，尤其以國小師資培育

為本的師院更是首當其衝紛紛改為大學或教

育大學，有的也跟鄰近大學合併。少子化的

影響隨著時間前進，負責中學師資培育的師

範大學也逐漸感受到重大壓力。本文主要介

紹十餘年師資培育所面臨的問題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理學院師資培育因應外來挑戰的轉

型與發展。

貳、師資培育模式

L. Shulman所提的三個教師專業知能

面向，第一個面向是教育知能(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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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 PK) 的培育，第二個面向是學

科知能( Content knowledge, CK) 的培育，

第三個面向是學科教學知能(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 PCK) 。一般師資培育

教育所提供的課程大致可以歸屬於這三個面

向，但是提供這些課程的單位則各有不同的

組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自然

科學暨科學教育學系是新加坡惟一培育科學

師資的單位，該系提供CK面向與PCK面向的

課程，而PK的課程則由整個教育學院統轉提

供。日本東京理科大學的數理教育研究院則

招收大學理工畢業生，提供研究所階段的師

資培育課程。該所五位數學教育教授、八位

科學教育教授與兩位一般教育教授，因此提

供PK與PCK面向的課程 'CK面向的課程則

由理工系所提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

物理、化學、生物與地球科學系負責中學科

學師資培育，與新加坡模式較為接近，提供

CK與PCK面向的課程，而PK面向的課程則

由教育學院負責提供。臺灣其他綜合大學的

師資培育中心則與日本東京理科大學較為相

似，提供PK與PCK面向的課程 'CK面向的

課程則由理工系所提供。臺師大這樣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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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稱為師資培育學系模式，其他綜合大學

的模式稱為師培中心模式。

目前臺濁的師資培育政策規定，大學校

院學生須先取得師資生的資格，才能修習師

資培育課程。師資生除須符合原學系學位規

範外，需修習教育部規範的任教科目的專門

課程 (CK) ，另外需要修習教育部規範的

師資培育專業課程，俗稱教育學分 (CK+

PCK) ，才能報考教師檢定考試，通過後才

取得教師資格。在師資培育法實施之前，臺

師大所有的系都是師資培育系，且教育學分

都是必修科目，因此學位與證照是綁在一起

的。但是在師資培育法實施後，有些新設的

系不是師資培育學系，學生不一定會修教育

學分;對原來師資培育學系的學生，教育學

分也是選修的。因此整個學校來看，學位與

證照是分開的，這種情形與一般大學的師培

中心模式沒有兩樣。臺師大在2006年設立師

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統籌師培課程規劃與輔

導活動，與校內師資培育系共同負責師培業

務。師資培育系模式與師培中心模式各有功

能特長，前者CK與PCK由同一單位教授共

同授課，有助於師資生在學科教育知能上的

培育;後者PK與PCK由同一單位教授共同

授課，有助於師資生在一般教育知能上的培

育。然而由於學科的分化，PK 、 CK與PCK

較難由同一單位教授一起培育。

師培中心教授職司師資培育課程，雖可

專人專賣讓師培中心塑造師培氛圍，但是制

度上對教授個人的專業發展卻有不利之處。

在以研究為導向的綜合型大學，教師評鑑以

教師研究表現為主，教師的專業發展需要有

更多的學術參與，如專業課程的開課或指導

研究生。師培中心的師培教授若只開授教育

學分，且未能指導研究生，對其個人專業發

展會有相當程度的限制。

參、影響臺師大師培的

因素

臺師大在師資培育法實行之後失去

中等學校師資培育的寡佔優勢，即以轉型為

綜合大學為目標，目前學校定位為「具有師

範精神的綜合型大學J '凸顯兼具傳統與進

取的精神。薑師大在民國100年成為頂尖大

學之一，顯示多年的努力受到社會的認可。

雖然近年來臺師大的整體校譽蒸蒸日上，但

近十餘年來師資培育卻受到兩個主要的因素

的重大影響，一個是的所謂少子化現象，另

一個是校內的轉型為綜合型大學。這兩個因

素促使臺師大必須以改革師資培育架構以面

對，否則不僅可能喪失原先師培的傳統優

勢，也可能抵銷臺師大在轉型的努力。

臺灣每年的新生兒數量在民國86年以後

逐漸的減少，尤其89年龍年之後，五年之內

新生兒數由30餘萬降到94年的20餘萬，在99

年虎年更只有不到17萬的新生兒數為近期低

點。 20年來新生兒數如圖一。新生兒數量的

減少直接衝擊的是教師需求量的減少，首當

其衝的是國小教師的需求，因此以培育國小

教師為主的教育大學過去幾年師資生取得國

小教師職位的比率大幅降低。這幾年中學的

教師需求量也大幅降低，教育部師資培育統

計年報統計全國各縣市國高中及高職新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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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數量，從95年的3176減少到99年2394 '如表卜

圖 1 95-99年新生兒數

表1 全國新進教師數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總數量 3176 3000 2427 1979 2394

教育部的師資培育統計年報只計算公

立學校教師，沒有計算公立學校的代理/課

教師，也沒有計入私立學校教師的需求，因

此可以視為一個最保守的需求量的指標。此

外，若以新生見數為教師需求預估值的參

數，近幾年的中學教師需求量已經開始在反

應86年以後到94年新生見數從30萬降到20萬

規模的情形，也就是大約過去需求的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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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未來5到 10年中學教師需求量應該大

約近幾年的三分之二，這對中學師資培育業

務將是雪上加霜。一段時間的教師需求量減

少影響的不只是師資生的就業而己，最重要

的是中小學校園沒有新血補充影響整個師資

年齡結構失衡。教育部應可以在政策上減緩

這個衝擊，例如提升班級教師人數比或者降

低班級人數。



臺師大在師資培育法頒布之初雖有轉

型的聲音，但是由於師資培育市場仍然炙手

可熱，因此並沒有立即感受到轉型的壓力。

少子化現象導致師資需求量急速下降後，教

育部並隨之控管師培名額，轉型為綜合型大

學才成為全校的共識。臺師大在2006年成立

師資培育處因應師培業務的鉅變，但以各系

為主的師資培育學系模式並未隨之調整。鑒

於師培人數過多，教育部於民國95年對全國

師培名額進行管控，要求薑師大師培名額從

原先所有學生都可以修習教育學分的傳統，

分兩次調降直到96年以後大約每年只有800

個名額，約佔全校學生數的40% 。整體來說

畫師大學生仍然有強烈的企圖心成為中學教

師，但對師資培育學系大致只有40%-50%

的學生能取得修習教育學分資格，但其餘超

過半數的學生必須尋找不同的就業與發展方

向。因此各師資培育學系必須在經費、教師

員額與課程進行調整，逐漸減低師培比重，

增加各學科本身的比重。各個師資培育學系

的師培教師、經費與空間逐漸流失，師範氛

表2 全國新進自然科教師數

國立直灣師範大學科學師資培育轉型具體農

圍逐漸喪失，晝師大師資培育學系的師培模

式面臨挑戰。

肆、臺師大理學院科學

師資培育的轉型與

發展

傳統以來臺師大理學院是臺灣中等學

校自然科教師培育的大本營，物理、化學、

生命科學(生物)與地球科學四系無論在科

學研究與科學教育研究均為國內外社會所認

可。但是面臨到少子化現象與系所目標與課

程的轉型，自然科教師培育同樣的必須有所

因應。教育部師資培育統計年報統計過去數

年全國公立學校科學教師的進用數如表二，

未來數年因少子化現象教師需求該更低於這

些數量。而臺師大理學院未來幾年師資生名

額如表三，對照表2與表3並考慮尚有其他兩

所師大和其他50餘個師資培育中心，畫師大

科學師資培育量應該還有再向下調整的需

要。

lx 理化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總數

96年 182 30 28 109 14 363

97年 132 28 31 67 13 271

98年 111 22 25 64 13 235

99年 127 46 45 50 9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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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壹師大自然科教師垮育數

L訂11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102年(目前為大四學生) 30 36 31 25

103年(目前為大三學生) 35 33 26 20

104年(目前為大二學生) 35 42 34 24

過去幾年，臺師大理學院已經了解科學

教師需求量的萎縮，因此各學系在師培教授

員額已進行管控，逐漸遇缺不補並將缺額轉

為聘任科學專長教授，但在制度上仍維持師

資培育學系模式。民囡"之後更進行人力重

整，將各系主要負責師資培育的科學教育專

長教授轉到科學教育研究所，為師資培育院

級化做準備。未來臺師大理學院師資培育單

位應可由目前的師資培育學系，轉到以院為

單位的師資培育中心。在理學院結合科學教

育研究所與科學系設置師資培育中，心共同負

責師資培育課程，由各學系負責CK課程，科

學教育研究所負責PCK課程，另由教育學院

負責PK課程。這樣的新制度，可以融合師資

培育學系與師培中心的優點，調和PK 、 CK

與PCK知能的培育，師資培育教授也在專業

發展上可以兼具研究與教學。新的單位應該

可以發揮人員專業、經費專款與空間專用的

功能。

目前師培法規的師培模式，師資培育學

系是以系為基礎，師資培育中心是以校為基

宜。中等教育第63卷第 l 期

礎，尚未有以院為基礎的培育模式。且法規

上師培中心是一個獨立單位，與其他學術系

所有所區隔。這個區隔易造成教授專業發展

的限制，因此一股綜合型大學雖依照法令將

師培中心與教育研究所分開，但卻是在人力

與課程上一體考量。臺師大理學院發展的方

向，是以院為基礎設立師培中心，並結合師

培中心與科學教育研究所的模式，仍須教育

部在現行法規上重新認定。

除了組織制度上的調整，近年來師大理

學院自然科師資培育課程也逐漸進行調整。

過去由各系獨自開設的師培課程，如生物教

育測驗與評量或地球科學教育測驗與評量，

因為師培生人數的減少與及教授人力的重

整，這些依照分科所開設的PCK課程面臨改

變。在民國100年，由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開授與學科內容較有關係的必備教育學分科

目，男外由科學教育研究所與各系教授提出

一系列的教育學分選備科目，希望這些以科

學合科為內容的科目能取代過去以分科為內

容的PCK面向科目。這些課程的簡介如下:



一、科學教育:本課程設計之目的在於探討

科學的本質以及科學教育的內涵，增進

學生對科學教育的目的及意義之深入了

解。課程內容含主要四個階段。第一個

階段探討科學知識的本質:到底科學知

識的發展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第二階

段將探討的是從科學本質的角度探討

「科學素養』的定義，第三階段進入介

紹幾種科學學習與教學的理念與趨勢;

第四階段則將重點置於非學校體系之科

學教育(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如科學博物館、媒體等。

二、環境教育:本課程鑑於全球環境變遷為

當前重要議題，將探討科學科技研發與

環境保護的關係'並思考如何透過教育

提升人們的環境責任。在本課程中，學

生可實際參與環境議題探討和辯證'授

課者亦將示範環境議題探究教學活動，

透過親身經驗此類教學，學習如何設計

環境教育教材和教學活動。

三、電腦與(科學)教學:本課程希望透過

行動學習服務的規劃方法，搭配業界

真實案例，協助大家將數位學習概念，

從網路上移植到行動中的設計。跨入

到Mobile的領域後，可以充分發揮個人

化與即時性的特色，做出具備獨特學習

服務的應用程式，或搭配現有之適合之

App' 使之能在未來規劃教案時增添豐

富性。本次課程將以UCD (User Central

Design) 的核心，創作適合學生的行動

學習服務，並累積每次的上課成果，以

提出期末專案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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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學學習心理學:本課程旨在探討中小

學學生的認知發展與學習歷程。首先介

紹認知行為(如知覺、記憶、乃至概念

學習)皆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的過程，以

及中小學學生的科學思考能力。在了解

中小學學生帶入課室的知識結構與認知

能力的基礎上，師資生可據以設計適合

中學生能力的課程。

五、科學概念發展:本課程冒在介紹科學概

念發展(改變)的理論、研究和診斷的

方法、現有的研究發現、及促進概念發

展的教學策略。透過講授、演練、及分

組討論，學生將能了解並診斷中小學學

生的概念結構和可能的迷思概念，並且

根據自己的研究觀察和文獻探討，設計

能促進中學生概念發展或改變的教學活

動。

六、科學史哲融入科學教育:本課程以結合

科學哲學的科學史為基礎，介紹相關的

科學教材設計、科學教學模式、以及評

量等。目的在於使修習科學教育學程的

學生具有將科學史哲融入其科學教學實

務的能力。科學史案例包括物理、化

學、生物、以及地球科學發展史中的重

要案例。而科學本質則分為三大領域:

瞭解科學工作的目的、瞭解科學知識的

本質、以及瞭解科學作為社會企業的特

質。本課程將介紹融入科學史哲的教材

發展模式、教學模式及評量方法。

七、科學傳播:本課程鑒於科學傳播是現代

科學教育重要的一環，過去的科學教育

侷限在正規的學校教育，現代社會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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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的以培育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民為

目標，因此科學教育的進行就擴展到學

校外的博物館、大眾媒體與社會團體，

也是現代社會每個人從小到大經常接觸

到的內容。這些學校外的科學教育統稱

為科學傳播，其豐富且跟學校不同的內

容也應該成為科學教師所熟悉且樂於引

入學校教育。科學傳播的課程冒在介紹

科學傳播的理論與實務，培育師資生理

解與批判思考能力，並養成師資生能引

入這些內容到學校教育的能力。

八、科展與獨立研究指導:科學展覽是中小

學每年必舉辦的年度盛事，也能為學生

日後的科學研究自幼奠定基礎。因此，

指導學生進行獨立研究，將研究成果以

多元表徵的方式，與人溝通分享，參

與科學展覽展出，是中小學科學教師必

備的教學技能。有鑑於此，特邀請理學

院物理、化學、生物和地球科學專長教

師，新開設科展與獨立研究指導課程以

供修習。在本課程中，除各專業領域之

科展指導學習外，亦將進行自然學科之

合科學習。

九、科學教育服務學習:本課程冒培育學生

結合教育實務與理論的教學能力，課程

實施則要求學生到教育機構，如中學或

科學博物館，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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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結語

師資培育面臨少子化與大學的轉型，無

論在模式與課程上均須要有所調整，這些調

整有些是需要教育部在法規上重新認定，有

些是不同的大學依照既有的條件重新規劃。

臺師大理學院自然科師資培育業務在過去已

經在組織與課程上進行審慎的調整，但在法

令上仍需要校方及教育部的確認。希望早日

能建立一套新的師資培育模式，能夠兼顧教

學與研究且專人專款專屬空間，再塑師範氛

圍涵育教育新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