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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領綱草案將「科學發展的歷史」明列於次主題
，且編寫於各科目的學習內容中。新課綱將閱讀科學史和科普書籍
與閱讀素養議題結合，國際性的評量如PISA和PIRLS皆強調閱讀能力
。本研究嘗試發展非教科書形式的閱讀文本，探討是否有效提升學
生的科學本質認識和學習科學的興趣。研究團隊先前已編寫完成
100篇適合國高中學生閱讀的科學史短文，於本計畫期間經國語文專
家修改，並進行預試研究。於第一年針對學科相關內容選取其中十
一篇短文，於合作學校兩個班級進行為期十一週的科學史週記填寫
，觀察學生對各文章主題的興趣程度、所擷取文章中的關鍵字詞、
對字詞內容的理解程度及摘要文章的內容、科學（探究）本質之情
境式開放性問題的回答，以瞭解科學史短文編寫形式對學生閱讀興
趣的影響。第二年實施較大規模的試用研究，有來自臺北市和臺中
市的四所國中共18個班級導師自願參與本計畫，於107學年度第二學
期全程使用科學史短文家庭聯絡簿，其中11位導師接受晤談關於聯
絡簿使用指導方式、學生撰寫情形觀察與回饋建議。針對學生施以
前後測量表包括：科學認識觀(Conley et al., 2004)、科學興趣與
閱讀興趣等，400份有效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科學知識的來源
和知識的確定性兩項有顯著提升，然而在科學知識的發展卻呈現下
降，而閱讀興趣和科學興趣與科學認識觀不同向度有相關性。進一
步分析學生聯絡簿撰寫情形，觀察個別學生的閱讀回應篇數和反思
程度能否預測科學認識觀的提升程度。研究結果將對科學史哲主題
學習與科學閱讀寫作提出建議。

中文關鍵詞： 非教科書閱讀文本、科學認識觀、科學興趣、閱讀興趣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to design nontextbook reading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OS) that could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s of nature of science
(NOS). The multi-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notebook was the
target product for including historical vignettes regarding
science and scientists, and prompt questions to elicit
students’ ideas about science. The design research
methodology was adopted to study whether the product
succeeds in affecting students’ daily reading and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NOS. A total of 100 HOS essays were
written by researchers, and reviewed and revised by experts
for content accuracy. School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to
identify their strategies of using communication notebook
for class management and gather ideas about how to design
the page layouts. The product was field-tested with two
classes of grade 8 students in a pilot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understandings of NO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using the product for one semester. A
larger scale study was then conducted with 18 classes from
four different schools, involving grade 7 and 8 students.
Students’ epistemic beliefs about science and individual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reading were measured to evaluate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design product influence



students’ ideas about science.

英文關鍵詞： nontextbook, epistemological views toward science,
interest, reading comprehension, nature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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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科學史在科學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個老議題。根據 Matthews (1994)的回

顧，美國與英國早在 1920 年代即已提及科學史之於科學教學的需要，但也在科

學課程發展和改革的過程中，對於科學史是否應該或如何呈現於科學教學，仍不

斷受到歷史學家、科學家甚至科學教育者的質疑和反對。Monk 與 Osborne (1997)

指出問題出自於教科書內容所呈現的輝格史觀(Whig view of science)，將科學描

繪成穩定進步、累積成長逐漸發展成當代的成就，科學被視為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此種史觀容易將歷史上的人物區分為成功者和失敗者，例如生物教材中的達爾文

天擇說相對於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說(陳恒安，2009)。於是科學史學界興起反輝格

史觀的研究，他們強調科學理論和哲學與社會文化的關連，而忽略科學理論中的

技術性內容(劉兵，1999)，如減少實驗活動和知識推導歷程的探討，但這些技術

性內容往往是科學教育者認為的重要學習內涵，因此形成兩造之間的張力，也影

響了科學史在科學教學上的地位(Brush, 1974)。 

過去約三十年間，一群熱衷於科學史哲與科學教學研究者，由 Michael 

Matthews 為代表組成學術組織 (Internation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eaching Group, IHPST)，大力推動科學史融入科學課程的相關論述，出版學術期

刊 Science & Education，於 2014年集結多位作者共同撰寫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eaching 三冊(Matthews, 2014)，可

惜其中並無臺灣的案例。這些文章所談論的不僅是科學史融入於科學課程、教材

和課室教學，而是將科學哲學中的認識觀或科學的本質視為科學史融入的主要教

學成效，該書第一部分即以各學科領域（物理、化學、生物、生態、地球科學、

天文學）為主題提出教學法實踐(pedagogy)的範例。這些篇章多數介紹科學史主

題本身的脈絡及其科學本質內涵，其中常以高中進階或大學基礎科學內容為主題

（例如：相對論、宇宙論），僅有少數作者有回應或討論該國課程綱要、教科書

和課室教學的現況(例如：Galili, 2014; Erduran & Mugaloglu, 2014)。延續前段有

關科學史在科學課程地位的爭議，課程綱要和相關的教科書內容仍舊是學習題材

是否能在課室教學中實踐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在臺灣的教育現場，教師教學十分

倚賴教科書（教學手冊）和課綱指導下所規範的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呂紹海、巫俊

明，2008；林陳涌、鄭榮輝、張永達，2009)。值此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即將實施前

夕，有必要瞭解新舊課綱如何處理科學史在科學課程的地位，而在教科書內容的

編撰取向上是否也將有不同的樣貌。 

關於教科書中科學史的內容分析，Leite (2002) 分析葡萄牙高中物理課本中

的科學史素材，觀察課文內容中是否涵蓋歷史性的實驗及其實驗數據分析、原始

文件影像、歷史資料來源、科學的演變歷程以及當時科學研究的政治社會背景等

訊息，他的結論是該國的科學教科書中幾乎沒有提供學生適當的科學意象和了解

科學家的工作。Niaz (2014)文獻回顧的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許多國家的生物、

化學或物理的教科書都缺乏能幫助學生認識科學進展的動態樣貌的科學史素材。

我國近年僅有一篇實徵研究期刊論文(呂紹海、巫俊明，2008)針對國小自然與生

活科技教科書中的科學史內容進行分析檢討，其採用 Leite 的分析架構，發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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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科書中常呈現的是個別科學家的簡略傳記資料、線性或直接的科學演進過程，

鮮有科學知識發展的場域設置、情境、社群互動和社會文化背景等資訊。當教學

時間有所限制，且教師缺乏科學史的訓練和融入此內容的教學熱情時，如此雙重

障礙的加成效應結果，反而造成科學史在科學教學的地位更加嚴峻，學生即使自

由選讀教科書中的科學史補充資訊，也可能因不當史觀的文本資訊而產生對科學

本質的迷思(Brush, 1989)。 

研究者立場是遵循著 Brush (1989) 所倡議的科學史對科學教育具有重要地

位，他以美國著名的 Project Physics 課程為例，從實徵研究和教育測驗中心數據

分析得出，科學史融入科學課程不但不影響學生成就測驗的成績表現，更能顯著

提升學生對科學的態度和興趣。國內二十年前亦有許多科學教育學者(如：洪振

方，1997、1999；許良榮和李英田，1995；傅麗玉，1996)認為歷史取向的教材使

科學內容活潑化，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使學生經歷科學家面對問題時的

思考或實驗探究歷程，有助於領悟解決問題的方法、瞭解科學家的創造過程並認

識科學知識發展的特性。研究者與其團隊近年也嘗試科學史教學研究，邱奕華與

劉湘瑤(2014)、張永昌(2013)的研究皆支持科學史教學對科學本質概念有顯著提

升效果，且對其概念學習並未產生不利影響，然而其中的情意因素（態度、動機、

興趣）可能扮演了中介角色，則尚未充分研究(邱奕華，2012)。有鑑於 Brush (1989)

和 Höttecke 與 Silva (2011)共同擔心的科學史於科學教學之議題，即教師缺乏科

學史的訓練和教學技能、對科學史教學沒有信心且持有傳統科學認識觀，以致於

無法進行科學史融入的科學教學，陳琼輝(2013)則嘗試僅讓學生每日閱讀科學史

短文並回應反思問題，教師不進行任何相關的教學活動，經過一學期後仍發現學

生對科學本質的認識有顯著提升。此研究雖初步發現自然科學業成績較高的學生

經過此文本讀寫介入後，科學本質概念變化最為明顯，但未進一步分析學生閱讀

各篇文章的反思作答內容，而自然科學業成績高低是否反映出科學背景知識影響

學生對科學史文章的閱讀理解，也須進一步探討。 

提升學生閱讀力是近年教育界普遍關心的議題，尤其是我國學生在國際評

量調查的表現情形，最近 PISA 2015 評量結果剛公布，雖然科學與數學的排名

表現相當優異，但閱讀表現則降至 23名。以閱讀素養為主五年一次的國際評量

PIRLS，評量對象為國小四年級學生，我國學生於 2011 年的評量排名雖為第 9

名，但閱讀的興趣、動機、自信心和投入程度皆明顯低落；另臺灣學生在閱讀

說明文的表現明顯比閱讀故事體的得分高，然而喜歡故事體的比例較說明文來

得高(柯華葳、詹益綾、丘嘉慧，2013)。一般而言，閱讀說明文的目的在於獲

得新的內容知識，此類文本中涵蓋的概念密度高且概念間的關係較為複雜，教

科書除了語文領域外其餘科目皆以說明文撰寫(陳海泓，2011)。故事體（記敘

文）則由人物、場景、一系列的事件、問題和解決等要素組成，有了「情節推

進」過程，容易吸引讀者關切事件的發展和結局(鍾靈、鍾宜君、曾榮華，

2014)。學校自然科學教科書中多以說明文的文體描述有關自然界的知識和科學

技術發展的過程，鮮少以故事體撰寫成主要文本，若要學生接觸科學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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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文章往往需在教學中融入科普讀物(Butzow & Butzow, 2000)。閱讀故事體最高

的能力表現為「從文中檢視和評估訊息，以賞析全文的主旨；貫穿全文整合訊

息，以解釋角色的特性、意圖、感受，並提出文章中的證據 (p.18)」(柯華葳、

詹益綾、丘嘉慧，2013)，而我國學生在故事體的閱讀表現比說明文差，值得吾

人關注。觀察 PISA 評量科學素養的情境式試題，亦不乏有以科學史人物事件

撰寫的短文（如：科學樣本試題 S195 賽邁爾維斯的日記

http://pisa.nutn.edu.tw/download/sample_papers/2009/2011_1223_science_s.pdf），

接續著的試題即要求學生能從文中檢視和評估所需的訊息，提出推論的理由。

由此可知，學生除了能從慣常閱讀教科書說明文中區辨重要資訊外，也要能熟

悉如何掌握故事體文章的主旨並從中整合訊息。 

我國學生在科學素養和閱讀素養的評量表現雖然不錯，但對科學與閱讀的興

趣都明顯低落，箇中因素除了國情文化差異之外，仍應進一步檢討這兩個領域的

學習素材，並思考如何幫助學生提高興趣、動機和信心等情意面向的學習目標。

張靜儀、祖莊琍與許國忠(2003)建議「在自然課裡說故事……能引起學生的學習

動機與興趣(p.63)」，藉著故事情節的鋪陳讓學生瞭解科學發展的歷史。Wandersee 

(1990)發展出互動式歷史小故事的教學法，精心設計合於史實的科學史故事，運

用製造懸疑和衝突對立事件等故事描寫手法，利用簡短的課堂時間說故事與提問，

預期可迅速有效地改善學生的科學本質觀，故事體短文對高中以上學生仍有一定

的效果(戰克勝，2006)。科學史故事短文可使一向讓人感到生澀、無趣的科學，

增加人性面和社會文化的情境，而讓學習者能感受到與自身的連結，如同跨越時

空想像科學家的工作和社交，或透過故事得到啟發和激勵或找到模仿學習的對象。

因此，研究者企圖在本研究計畫中發展不同類型的科學史文本，探討如何透過閱

讀和反思引導學生認識科學的本質，並預期以故事體撰寫的科學史短文能引起學

生對科學的興趣。 

貳、 研究目的 

培養科學素養是科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依據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綱草

案(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開宗明義提及科學素養是「能了解科學的貢獻與

限制、能善用科學知識與方法、能以理性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思維，面對日

常生活中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問題，能做出評論、判斷與行動。(p.1)」，因此必

須具備科學的核心概念、探究能力及態度，並了解科學的本質。具有適當的

科學本質概念是科學素養重要的一部份，而科學史內容的探討可提供人們對

科學在社會的角色有更多的透視，察覺知識發展過程中所包含的人文(政治、

經濟、文化)因素，體會科學探究和問題解決的歷程(Monk & Osborne, 1997)，

因此科學史常被視為呈現科學本質的良好素材。然而，科學教科書中的科學

史內容卻常被批評僅陳述個別人物或片段事例，缺乏情境脈絡的描述，如：

社會氛圍、科學家心理、社群互動和社會文化背景等(呂紹海、巫俊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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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e, 2002)，而科學史教學的成效也受到教學制度、文化和教師能力的影響

(Höttecke & Silva, 2011)，因此，現階段要推動科學史取向的教材和教學仍需

要統整性的研究證據。 

本研究計畫的最終目標是透過科學閱讀提升學生的科學本質認識和學習

科學的興趣，新課綱提供開發此類文本的重要基礎。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

草案已將「科學發展的歷史」明列為次主題，物理、化學和生物等科目皆寫

入相關的學習內容中，且將閱讀科學史和科普書籍與閱讀素養議題結合，而

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又是當前重要的教育課題。有鑑於現階段因應新課綱的教

材尚未編撰完成，且學校課程和教師尚無法普遍實施有大量科學史融入的科

學教材，因此，研究者編寫適合國高中學習階段與科學科目內容有關的科學

史短文，設計成聯絡簿週記，搭配引導的反思性問題，長期紀錄學生的興趣

和科學本質概念的變化。本研究所研發的文本可作為新教材編寫之參考，以

及觀察將科學文本融入聯絡簿等非正規課程活動中，對學生科學本質與興趣

產生的影響。 

參、 理論背景 

一、 科學史之於科學教育 

（一） 科學史在科學課程的地位 

在科學教育中納入科學史，並進一步利用科學史促進學生對科學本質的認識，

已被許多科學教育學者所提倡(Matthews, 1994; Monk & Osborne, 1997)，但在推

行之際曾受到歷史學家、科學家甚至科學教育學者的質疑，歷史學家質疑科學課

堂上的科學史是一種貧乏的歷史或因為教學上的需求而成為一種偽歷史(Brush, 

1974)；科學家則認為在教學上引用科學史會浪費時間且可能傷害學生的信念

(Matthews, 1994)。科教學者 Allchin (2003)則在其文章摘要直接寫道：「我們不需

要加入更多的歷史[故事]在科學教育中」，他認為科學教學中誤用科學史故事，反

而扭曲了科學本質。面對科學史教學所產生的質疑，許良榮(1999)建議：為避免

科學史傷害學生信念，應依照教學目標和學生的層次，恰當地安排科學史教材；

以符合科學發展史的順序呈現科學理論，並呈現科學理論形成的先備條件和背景

知識，描述科學家不同觀點的差異性，且避免以現有的科學知識判定科學史事件

中的對錯成敗。 

Höttecke 與 Silva (2010)透過文獻分析提出科學史教學的挑戰，除了教學文

化、教師能力的限制外，他們也觀察到多數國家的科學課程將科學史視為科學的

內隱訊息，科學史不會成為課程目標，教師自然不會將科學史融入教學中。此外，

他們也指出教科書內容傳遞了傳統的科學本質觀，課文中只會出現時間、姓名的

資訊，科學史即使編寫進入課文，也常與單元主題內容分開，而科學教科書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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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會有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參與。Allchin (2003)提及教學中使用科學史故事若

出現以下的情形，將干擾科學本質教育：(1)巨大(Monumentality)：描述科學家為

勇敢、善良、孤獨的天才，因而導致學生忽略了科學家也會犯錯、其他科學家的

貢獻、科學社群關係、大量的努力和時間投入等；(2)理想化(Idealization)：認為

研究設計是不會出錯的以及資料的意義是很明確的，因而使學生誤認為科學知識

發展是循著簡化而線性的路徑；(3)情感戲碼(Affective Drama)：強調科學發現的

戲劇性，比如使用「我發現了!」的事件，或將某些成就歸因為機會；(4)解釋和

辯護的描述(Explanatory and Justificatory Narrative)：描述精確的科學知識來自於

邏輯地使用正確的科學方法，比如「科學如何發現了真理」這類的故事情節。這

些評論皆凸顯科學教材中科學史素材的呈現方式若不當，將無法達成科教學者所

倡導的科學史融入科學課程可達到提升科學本質認識。 

Leite (2002)提出分析教科書中歷史內容的檢核表，觀察重點包括：歷史資料

的類型和編輯手法、文本內容素材、歷史資料的正確性、歷史事件的背景脈絡、

歷史內容在科學教學上的地位、針對科學史設計的教學活動、教科書中科學史呈

現的內部一致性以及科學史相關的參考文獻。該研究分析五本葡萄牙國高中物理

課本，分析結果皆符合前述的評論，教科書呈現科學家是世界聞名或天才的形象，

從未描述科學家的性格特質，也鮮少提及科學社群；歷史事件的背景脈絡皆著重

在科學和技術的進展，偶而有版本提及社會和宗教，但完全不涉及政治面；僅一

個版本設計歷史實驗重現的學習活動，另兩個版本有文獻搜尋或分析歷史事件的

活動設計（學習手冊），但皆未有導讀(guided reading) 的學習活動。使用 Leite 

(2002)教科書檢核表分析臺灣國小教科書中的科學史內容，呂紹海與巫俊明(2008)

的研究結果發現四個版本國小教科書描述科學家的形象涵蓋較為多元，若與葡萄

牙國高中課本相較之下，然而在歷史事件脈絡上則較缺乏社會和政治的面向，有

一則關於宗教的內容就是伽利略因日心說受教會迫害。臺灣教科書中科學史在科

學教學與學習的地位更明顯是「補充的」，只有自願者才會閱讀，而有關的學習

活動僅有一個版本設計一個歷史實驗，另一個版本則設計七個導讀。臺灣國高中

科學教科書尚未有如此系統性的分析，唯研究者先前專題研究計畫(劉湘瑤，2014)

曾針對不同時期共 97 本生物教科書「演化」單元進行內容分析，但僅著重在某

一單元的文本內容素材類型（推論證據）和歷史人物介紹的篇幅，尚未全面分析

生物教科書的所有單元。因此，本次計畫欲以 Leite (2002)檢核表分析現行國高

中自然科學教科書。 

檢視現行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中提及與科學史融入有關的內容，於國中小

九年一貫課綱(教育部，2003)有次主題 520「科學的發展」，該項次的描述大致為

在適當的教學活動或時機可介紹科學家的故事和科學發現的過程，此描述所呈現

出的意象為「非必要」、「有機會」才融入相關素材，而科學家的故事之項次則強

調為科學上重要的發現，或偉大人物如孟德爾這類「英雄式的科學（家）事蹟」

(Niaz, 2014)。普通高中課綱(教育部，2013)中僅在基礎物理有明確的編寫於學習

內容，例如：介紹克卜勒三大定律發現的歷史背景、介紹歷史上關於光的兩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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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論；基礎化學在課程目標提及「藉認識科學發展史學習科學知識的產生及發

展」，但主題內容中並未呈現科學發展史的具體示例。生物科未明列科學發展史

於課程目標，在演化和遺傳的主題內容中提及演化概念形成與發展以及孟德爾實

驗推論等，但未呈現有關歷史背景脈絡的題材。相對而言，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草

案中科學史被提及的次數增加許多，本計畫執行期間將會經歷新課綱公布到新教

材實施，因此可透過課綱和教科書分析，觀察科學史在科學課程地位的演變情形。 

（二）科學史融入的教學成效 

科學史融入於科學教學可能因不同的考量而有兩種不同取向：一種是以探究

科學史本身為重點，強調科學發展歷程中，社會、文化對科學的影響，此種取向

具有連繫科學與人文的功能；另一種是利用科學史為教學策略，也就是以科學理

論的發展沿革來組織教學，促進科學概念的學習或改變，以及了解科學知識的本

質(Oldroyd, 1977)。歷史學家 S.G. Brush 參與 Project Physics 課程，曾多次為文

談論科學史融入科學課程的意義(Brush, 1974 & 1989)，後續 Monk 與 Osborne 

(1997)提出科學史哲於科學課程中的教學法模式，加上 Science & Education 期刊

於 1992 年開始出刊，有更多關於科學史融入科學教學的論文出現。臺灣科教界

開始提倡科學史哲納入科學課程大約也是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大量出現從事

此類主題的研究論文，賴淑婷(2007)碩士論文即分析臺灣 1997年至 2006年間的

期刊和碩博士論文，以後設分析法(meta-analysis)觀察這些實驗性研究所探討的

科學史融入教學是否達成提升學生的科學學習成就、科學態度和科學本質概念，

其結果初步呈現此類教學所達成的提升效果多為中低效果量，中介變項有教學節

數（時間）、教材類型等，其中介變項的分析還發現，說故事融入教學和有設計

問題討論的科學史融入教學對學生對科學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 science)所得的

效果量偏低，此結果值得進一步剖析。 

Galili 與 Hazan (2001)將早期科學家對光的認識、想法和概念建立的歷程融

入課程，發現科學史融入教學後學生不僅在學科知識表現獲得顯著提升，更能正

面影響學生對科學的觀點以及學習興趣。Dagenais (2010)以自述方式說明如何以

一連串的故事作為中學物理教學活動，引發學生對科學的熱情，Lin、Cheng 與

Chang (2010)以古典遺傳為主題發展一系列的科學史事件教材，適用於國中一年

級學生，同樣地，林陳涌、鄭榮輝、張永達(2009)另針對高三分子生物學的單元

設計有 20 則故事文本以及討論問題，經科學史教學實施後學生的科學本質觀和

對科學的態度皆有顯著提升。由此可見，故事情境的教材不僅對國小學生有吸引

力(張靜儀、祖莊琍、許國忠，2003)，在國高中物理和生物科皆有有效的案例。

搜尋 2006 年之後科學史融入教學的期刊論文，主題還包括：介紹如何設計科學

史課程和教學，及此類教學對學生科學本質觀 (Howe, 2007; Wieder, 2006) 或問

題解決和推理能力的影響(de Hosson & Kaminski, 2007; Lin, Hung, & Hung, 2002)，

另也有強調科學史課程具有跨領域的特性(da Silva, Correia, & Infante-Malachias, 

2009; Viterbo, 2007)。本計畫將持續收集 1997 至 2016 年的國內外實徵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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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分析法再進一步探討科學史融入的教學成效。 

研究者與其指導的研究生近年也嘗試科學史教學研究，邱奕華與劉湘瑤

(2014)的文章再次確認科學史教學對學生學習光電效應如此艱深的科學單元，在

知識概念測驗並未產生不利影響，而採用適當的教學順序將科學史內容融入教學

則可提升學生的科學認識觀。然而，在邱奕華(2012)的論文中原欲探討此教學是

否能提升科學學習動機，卻未如預期，甚至量表得分在後測有下降的趨勢，可能

由於教學時間太短，或情意目標（如：態度、動機、興趣）表現不易評量所導致，

因此仍須進一步研究。張永昌(2013)設計科學史融入高中物理熱學和光學的單元，

比較科學史教學與一般教學對學生科學本質認識及學習成就是否產生影響，其結

果發現，科學史教學組除了在科學本質觀顯著較一般教學組提升之外，從兩組學

期考試成績變化看來，成績原本較差的科學史教學組到了期末成績幾乎趕上成績

領先的一般教學組。該研究另使用 PISA 樣本試題以及自行設計的類 PISA 試題

作為學習評量工具，科學史教學組學生在試題作答表現也有明顯的進步，其中一

題類 PISA 試題即帶入科學史事件。陳琼輝(2013)將科學史事件短文融入學生家

庭聯絡簿，藉由每日閱讀和寫作，期盼能提升學生對科學本質的認識，兩班八年

級學生經過一學期的科學史短文閱讀，確實有顯著的提升，效果量有 0.63，達中

高水準。此研究也發現自然科學業成績較高的學生經過此文本讀寫介入後，科學

本質概念變化明顯高於低學業成就組，初步推測科學背景知識可能影響學生對科

學史文章的閱讀理解，然而，此研究未分析學生閱讀各篇文章的反思作答內容。

因此，本研究計畫將仿照家庭聯絡簿的形式，但改為每週週記作業，增加引導反

思問題和閱讀註記的指示，長期紀錄並分析學生對閱讀主題的興趣、文章內容的

擷取、文章主旨的掌握以及科學本質概念的建立。此外，短文可以不同的文體（說

明文或故事體）撰寫，比較學生對兩種文體的喜好和閱讀理解的情形。 

二、文本類型與閱讀理解 

（一）文本與文體類型 

Gibson 與 Levin(1975)認為：閱讀是從文本中提取意義的過程。所謂「文本」

(text)不僅包括文字材料，而且也包括圖畫、圖解、圖表、插圖等其他的閱讀材料。

科學閱讀是進行科學探究的必要過程，它可以依據文本中的安排，來了解科學知

識的演進與脈絡，形成由淺至深的科學概念認知，尤其是科學故事的文本內容，

常建構在各種各樣的生活情境之中，科學情境更能加深科學應用、分析進而內化

成自己的綜合概念知識。柯華葳(2006)更以歷程來定義閱讀，認為閱讀歷程包含

認字、理解、自我監督三個重要成分，閱讀是實際的能力，是所有學習的基礎。

王美芬、熊召弟(2005)認為科學閱讀在認知方面主要包括詞彙能力、理解能力與

探討能力三個項目的技能，在表現表現方面包含閱讀態度、閱讀行為與閱讀價值。

經過科學閱讀能力的培養，不但能增加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也是能夠幫助學生

學習科學的最佳途徑。 

在文本的閱讀過程中，不同形式的文本也可能會影響讀者的閱讀歷程。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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葳、詹益綾、張建妤與游婷雅(2008)分析 PIRLS 指出，閱讀理解測驗主要是藉由

兩種文體，「故事體」與「說明文」的閱讀材料來檢視閱讀理解歷程；其中前者

是指，描述一特定主題的人、事、時、地、物等背景，包含主角及其特質、時間

與地點、主要問題或衝突、事情經過、主角反應、故事結局等六個故事結構。「說

明文」則是指，單純對事務或事件作說明解釋，包含簡單列舉、系列列舉、比較

與對照、因果關係、問題解決，等五種模式。 

Fensham (2001)在《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的序文中，向所有的科學教育工作

者呼籲省思「以故事呈現科學教育」(science education by story)的可能性。Butzow 

& Butzow (2000)進一步指出，童書中故事層次的敘述比教科書中列表記憶科學事

實來的有效；科普書的彩色圖片與圖表優於課本上的抽象概念解釋。故在科學文

本的發展上，需要考慮到敘述方式還有敘述媒介的差異，可能對學生的學習效果

產生影響。 

事實上國外的中小學科學教育多年來已在科學課程中，普遍運用課外讀物

(trade books)以補充更多相關的、更聚焦的文本，或是提供更有趣的資訊 (Blough, 

1972; Daisey, 1994; Fisher , 1980; Ford, 2002; Madrazo, 1997 )。張靜儀、祖莊琍、

許國忠（2003）提出在國小階段自然科教師在教學中常用的故事編寫方式，可分

為：直述科學史、互動式歷史小品、想法論證、線索思考、趣味連結、童話串連

等六種類型。前兩者為了忠於史實呈現，能改編的故事劇本有其限制；而後四者

編寫方式，故事劇本則可單純為突顯學習概念，呈現彈性的想像情境和人物角色。 

說明文(expository text)係對事物或事件作說明解釋，不作議論和引伸，如一般

科學性的報導，或是產品介紹、使用說明等。說明文以說明事實為主要的表達方

式，對客觀事物作平實敘述及介紹。透過對實體的解釋、分析、描寫，或對抽象

事理的闡述，使讀者了解事物的型態、構造、種類、成因、功能、關係等。大多

數的說明文係由五項文體要素組成（Marinak & Gambrell, 2008）(1)作者寫作的目

的：提供有關主題的資訊，(2) 主要的概念：作者希望讀者了解的關鍵點，(3)支

援的細節：支持和澄清主要概念的資訊，(4)輔具：各種圖片、表格、用以傳遞資

訊的形式表徵和結構表徵，(5)字彙：了解文本所需的文字及術語。說明文需要具

備邏輯性、說服性，需有因果關係、比較對照及陳述等，使讀者看到整體或關鍵

的輪廓。 

陳海泓(2011)提到低年級兒童能夠察覺與了解故事體的結構，熟悉人物、場

景、一系列的事件、問題和解決等要素，但對說明文體卻幾乎沒有感覺，是因為

說明文體結構較困難，文本中觀念之間的關係較故事體所熟悉的單一序列呈現更

為複雜。故事體由較多熟悉的概念和語言組成，人物之間的對話，與每天生活經

驗的語言相近；而說明文本閱讀起來較記敘文本更難，其中涵蓋的概念密度高，

已熟悉的概念較少，獲得新的內容知識是閱讀說明文的主要目的，故而較少應用

日常熟悉的對話與概念(Weaver & Kintsch, 1991)。 

 （二）閱讀歷程與閱讀理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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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訊息處理的方式來分析閱讀理解模式，大致可將閱讀歷程分成三類：(1)由

下而上模式(bottom-up model)，重視閱讀時從視知覺到內在表徵的知覺解碼歷程，

強調字形與字音的辨識，適合用來描述初學者的閱讀歷程。(2)由上而下模式(top-

down model)，重視閱讀時讀者運用其所具備之知識或經驗來同化或理解新的訊

息，所以讀者是否具備適當的基模，將會影響閱讀理解。適合用來描述閱讀能力

較好者，以及對某一主題已具有豐富經驗者的閱讀歷程。(3)交互作用模式

(interactive model)，強調上述兩種認知處理模式是同時並行有交互作用的。閱讀

過程中同時處理語意、語句、感官訊息，讀者可依其閱讀目的對文章內容和結構

的難易來調整閱讀策略。及(4)循環模式(recycling model)，強調閱讀理解是一個

循環歷程，閱讀者歷程是解碼認字、形成命題和統整三者之間循環不已，過程中

不斷的修正，直到讀者認為他已理解文章為止 (吳訓生，2002)。Pearson & 

Johnson(1978)定義閱讀理解為建立已知到未知的橋樑，閱讀者依其先前知識解釋

他所閱讀的內容，它是高度主動的過程，閱讀是問題解決的工作，理解是寫作者

和閱讀者之間的對話，任何影響一般思考或問題解決的能力亦影響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策略是指讀者用來增進文章理解的心理、行為上的活動，這些活動

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文章的重點、適當地分配注意力並監控自己的閱讀歷程(Baker 

& Brown, 1984)。教育部所發行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中所提及的策略包

含以下五項(幸曼玲、陸怡琮、辜玉旻，2010)：(1)預測策略：讀者根據自己的經

驗與先備知識，針對文本線索，對文本的內容發展形成假設，從閱讀的過程中尋

找資料檢驗先前的假設，並帶著假設持續閱讀，不斷檢證自己的假設。(2)連結策

略：讀者閱讀文章時將文本內容與自己的經驗與先備知識連結，透過連結文本中

的訊息，使閱讀達到連貫性進而理解。(3)摘要策略：讀者需要刪除不重要與重複

的訊息來找出文章的主要概念，並透過語詞歸納及段落合併濃縮文章的內容，再

以連貫而流暢的文字呈現文本初始的意義。(4)摘大意找主旨策略：先掌握重要事

件將之串聯成段落大意，進而抽取文章主旨，說出自己的主旨。(5)做筆記策略：

包括畫重點、長句縮短、掌握重點字詞、使用符號做筆記、掌握文章結構。 

Palincsar 與 Brown (1984) 則提出相互教學法進行以故事體文章為主要閱讀

教材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相互教學法結合摘要(summarizing)、提問(questioning)、

澄清(clarifying)和預測(predicting)四項閱讀理解策略，強調師生間透過對話方式

互動，輪流扮演教學引導者的角色，共同建構文章意義以促進閱讀理解。Dymock 

與 Nicholson(2010)歸納許多文獻，針對說明文的文體，提出提升學生閱讀理解的

五大策略，分別是：引發先備知識 (activating background knowledge)、提問

(questioning)、分析文章結構(analyzing text structure)、建立心像(creating mental 

images)和摘要(summarizing)。說明文體結構的覺知是閱讀理解策略之一，在學習

閱讀階段，應該明確且系統性的教導學生說明文體結構的覺知，較能辨識重要資

訊以及概念之間的關係，對促進學生的閱讀理解和記憶有正面的影響(Snow & 

Sweet, 2003)。  

雖然許多學者針對不同文體提出了對閱讀歷程各個面向的分析與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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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然而目前對於學生閱讀不同文體科學史文本的理解情形仍有待更完整研

究。本研究試圖探討如何透過不同文體之科學史文本閱讀，提昇科學學習興趣。 

三、科學閱讀與興趣 

（一）興趣的評量構面 

近三十年對興趣的相關研究中，興趣為一特殊的動機變數(Hidi, 2006)，因興

趣具有五種動機的特徵(Renninger & Hidi, 2011)：(1)興趣具目標或內容專一性；

(2)興趣包含經由互動所支持的個人與環境間的特殊關係；(3)興趣兼具認知與情

意兩大面向；(4)學習者在致力於學習時並不總是能夠意識到他的興趣；(5)興趣

有其生理/神經學的基礎。興趣可進一步分成情境興趣(situational interest)與個人

興趣(individual interest)，情境興趣是藉由環境的刺激所引起的注意和情意的反應，

不一定能隨時間長時間持續；個人興趣是一個人相對持續長時間重複投入某些特

殊內容的傾向，而當此傾向一旦被活化後，就成為一種立即性的心理狀態。因此，

興趣在學習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Renninger與Hidi (2011)經文獻分析將興趣的概念化分為發展(development)、

情感(emotion)、任務特徵/經驗(task features/experience)、價值觀(value)和職業興

趣(vocational interest)等五種類型，分別描述代表性文章和作者的觀點，各類型的

內容分別為：(1)發展：興趣為一種心理狀態與一種長時間經由人與環境間交互作

用發展不斷致力於科目內容的傾向，這些研究有的聚焦於學習與發展，有的則關

注興趣與長時間發展的關係。(2)情感：將興趣視為一種情感的狀態，有的研究以

興趣與其他情感反應與任務的交互作用為主軸，有的則關注於在個人於任務的投

入中情感反應的來源。(3)任務特徵/經驗：此類別是將興趣視為一種經驗，因此

其研究專注於任務的特徵，特別是新穎教學媒體的使用，其所關注的較接近動機

的構面，主要探討的重點是活動內容對參與者興趣的貢獻與影響。(4)價值觀：除

了將興趣視為一種感覺(feeling)外，更是一種價值觀，關注學習對興趣的影響和

期望值(expectancy)。(5)職業興趣：職業興趣不屬於傳統上動機研究中所提及的

概念，此類型的研究聚焦於個人現在的能力和職業潛能的連結，有研究則觀察興

趣是否影響孩童進一步從事某特定種類的活動。 

一個人所擁有的興趣可用自陳量表、行為量測和神經科學檢測此三種方式測

量，其方式分述如下：(1)自陳量表：測量形式包含選擇題、李克特量表或開放式

問答的選項；而選項的內容可用次數、頻率和有效性來評估興趣的變化，

Linnenbrink-Garcia et al. (2010)對於情境興趣的量表發展上所採用的內容則為情

意面向中感覺(feelings)和價值觀(value)的量測。(2)行為量測：在興趣相關研究中，

最常使用是結合觀察、民族誌和影音紀錄的行為量測方式，在此觀察過程中，研

究者須與參與者一樣投入活動中；另一種方式則是透過線上的量測方式。(3)神經

科學檢測：功能性核磁共振影像使的研究者能藉由血液含氧量與大腦活動的增加

量追蹤腦部深處區塊的改變。若能選擇適當之興趣概念與量測方式，就能較為準

確量測到不同受試者興趣的傾向與狀態的改變，進而探知其情意面向與其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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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聯性。 

（二）學科文本閱讀與興趣的實徵研究 

在興趣的研究領域中，以文本閱讀為基礎的興趣研究為其中重要的研究範疇，

Krapp、Hidi 與 Renninger (2014)歸納其研究方法通常包含下列步驟：(1)給予讀者

所需閱讀的文本；(2)讀者閱讀文本；(3)測驗其認知與興趣表現，而根據實徵研究

的結果，文本閱讀如果含括角色、認同感、新奇、生活、想像價值、行為的強度

等特徵，便可有效促進讀者的興趣，進而促進讀者的閱讀動機、影響讀者對於文

章的理解，進而產生學習上質與量的進展。然而，讀者覺得有興趣的文章並非都

能促進學習，Garner(1989)指出「誘人的細節(seductive details)」讓讀者感到有興

趣，但不重要的文章資訊反而會干擾閱讀文本時所吸收的重要資訊。若要測量學

生於閱讀時所感受到的興趣，則對於興趣的定義必須有明確的瞭解，Hidi 與 

Renninger (2006)指出，興趣是一個心理上投入的狀態或者是長時間重複致力於特

殊目標、事件、想法傾向的動機變數，而興趣是人與特殊內容互動的結果，由人

來決定興趣，但興趣及其發展是由內容或者環境定義興趣的方向。學生於閱讀文

本時所感受到的興趣與對於閱讀文本的興趣─特別是科學性文本，是本計畫欲深

入瞭解的主題。 

對於科學文本興趣的研究中，Hidi 與 Baird (1988)針對國小四年級與六年級

學生於閱讀科學文本時所產生的興趣如何影響學生的認知表現做研究，在研究過

程中的文本撰寫依據下列四項原則以增加文章中子句的興趣：(1)角色確認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2)新奇性(novelty)；(3)生活議題(life theme )；(4)活動層

次(activity level)。並輔以嵌入的資訊(insertion information)以及新奇資訊的解答

(resolution of novel information)撰寫出三種版本的文本。研究結果顯示此文本以

上述的四項原則撰寫可增加記憶(recall)的資訊量，並可減少後測與延宕測中遺忘

的資訊量；以嵌入的資訊撰寫文本可使學生記憶較多具體、個人參與的內容，但

一般性與科學性的內容則無幫助；以新奇資訊的解答所撰寫的文本無法使學生增

加記憶的資訊量。另外，於研究中，學生在閱讀興趣較高的後兩種版本後測的表

現並無法有效增加對於資訊的記憶量，也顯示在文本認知操作上需更加仔細的考

慮。 

閱讀並非一個新的議題，可從全球性的 PIRL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測驗以及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測驗為各國重視程度窺知其重要性。最近 PIRLS (柯華葳、詹益綾、

張建妤、游婷雅, 2008；柯華葳、詹益綾、丘嘉慧, 2013)的測驗成績中，臺灣學生

在閱讀興趣上的表現明顯較為低落，顯示學校與家庭環境中對閱讀興趣的培養上

尚需加強。最近出爐的 2015 年 PISA 成績(OECD, 2016)同時顯示臺灣學生的閱

讀素養成績與之前成績相比較為退步，急需著手改善。因此，如何提升閱讀興趣

將是教師與家長所必須思考的方向，若能在文章撰寫上能有效吸引學生的興趣且

又含括重要的概念與資訊，讓學生願意閱讀且能有效擷取其中的重要內容，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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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對於學生而言，科學性的文章屬於較為艱深難懂的文章，在有刻板印

象的前提下，大多數學生對於科學性文章的興趣較低，若能在文章寫作與字句編

排的方式上能夠有所改善，將可提高學生對於科學性文章的接受度，培養對科學

性文章閱讀的興趣，進而增進科學知識、提升閱讀與科學素養 (Norris & Phillips, 

2003)。 

肆、 科學史教學論文後設分析 

第一年計畫研究重點主要為探討我國自然科學課程中科學史教學的樣貌，首

先透過文獻探討定義科學史教材或文本的特徵，瞭解過去二十多年此類教學的學

習成效及其因素。本研究以「科學史」、「教學」為關鍵字，在全國碩博士論文系

統查詢 2000 年之後從事此主題的研究文獻，預期探討的議題為「科學史教學對

學生科學學習成效或態度之影響」，觀察所設計之科學史教學內容為何，是針對

哪個學習階段的學生，所測量之變項的研究工具為何。一共搜尋到 80 筆相關論

文，逐一閱讀後去除與前述探討議題無關的論文，最後篩選出 46篇碩博士論文。

除分析科學史教學成效外，另一主目的為分析各研究所採用或設計的科學史讀本

或教材內容，針對文本的文體類型—說明文、敘事體進行分析。 

收集到 46篇碩博士論文有 18篇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13篇為高中學

生，12篇為國中學生；研究對象之學校所在地區，位於北部有 20篇，南部有 9

篇，中部有 8篇，東部僅兩篇，明顯集中於北部。 

一、 文本主題 

論文的科學史文本主題，相對應於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共有 12 篇採

用有關「熱」與「燃燒」的理論與故事，「力學」與「運動定律」相關有 8 篇，

關於「物質」與「原子」、「光學」、「生物科學」、「天文史」、「電腦科學史」的主

題均各有 5篇，故事之中常少不了科學家的歷史或小傳。並從這些蒐集到的科學

史文本中，選取適當內容做為本研究科學史短文撰寫的參考範本。 

二、 學習效果 

多數論文使用準實驗研究，檢測實施科學史融入教學後的學習成效和學習

態度，因有前後測、實驗組控制組的設計，樣本人數 50位以下僅有 10篇，多

數為 50-100人之間，有 21篇，100位以上則有 11篇。大多輔以教學回饋單與

學習感受問卷。 

在測量工具的部份，使用以各主題相關的「學習成就測驗卷」有 15篇，使

用「科學本質問卷」有 18篇，「對科學的態度」或「學習態度量表」共 15篇，

「學習興趣量表」有 3篇，較特殊的則有「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各種科學

史故事介入教學的效果，無論檢定顯著與否，在各方面大多是正面的影響。 

三、 教科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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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科書中科學史內容分析國中與高中正好各有一篇，工具均使用 Leite

（2002）發展的「科學教科書中科學史內容分析檢核表」，發現國高中有兩項共

通點：1. 歷史資訊皆以科學背景為主，宗教以及政治背景的比例偏低，偏重科

學與技學的呈現，少了社會、政治及宗教這些人文資訊的調和；2. 國高中教科

書中科學史資訊呈現的方式，大多數科學史內容以各種形式不完整的片段或小

區塊呈現，或者獨立存在於課文外小方框中。 

四、 小結 

目前團隊所設計之科學文本主題，主要已涵蓋「熱」與「燃燒」、「物質」

與「原子」、「生物科學」等內容，建議應該更廣泛涵納「光學」、「天文史」、

「電腦科學史」相關主題，特別是「力學」與「運動定律」許多論文中均有納

入文本，建議文本主題可以更多元。 

伍、 非教科書科學史閱讀材料設計    

 文獻探討中指出，科學史文章的閱讀是否會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仍值得

探討，本研究欲探討學生對於科學史主題文本的科學知識理解和閱讀興趣（動機）。

本研究設計的科學史文本暫時以自成主題的課外讀物方式呈現，並非直接搭配教

材單元的補充文章，然而文本所有的主題都與自然科學學習內容相關。參考本人

指導的碩士論文(陳琼輝，2013)之設計方式，將科學史短文設計成可用於國高中

生的週記作業。 

文章體裁主要結合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將科學家探究知識的歷史

過程，依科學年代的先後順序進行編排，一段段包含科學知識被建立出來的前因

後果，主要人物是誰，社會與時空背景又如何影響科學探究等等，文章中不做任

何道德批判，盡量忠實呈現科學家的思想與種種行為。特別強調故事完整性，卻

也具備超越現有已知科學知識的範疇的新穎性。 

一、前導性研究之科學史文本閱讀材料 

第一年前導性研究，科學史文本閱讀材料的編製以一頁的篇幅呈現一篇短文，

另一頁則設計一系列引導問題讓學生作答，以紀錄對該篇文章的興趣、資訊擷取、

閱讀理解，以及對文章中呈現的科學過程或知識特性的認識(如圖 1)。本研究經

一位國中化學老師在 100 篇選取適當的科學史短文 11 篇，每篇所設定的引導問

題前三題主要為紀錄學生的閱讀過程，包括: 擷取文章中的關鍵字詞、對字詞內

容的理解程度以及摘要文章的內容，第四題則是由學生評估文章主題或內容是否

能引起興趣，第五題則是依各篇文章內容提及的科學知識發展過程，所設計的科

學（探究）本質之情境式開放性問題。 

前導性研究之科學史文本閱讀材料 11則內文，主題分別為：火焰與文明、亞

里斯多德、煉金術的源起、海爾蒙特、普里斯塔爾、質量守恆拉瓦錫、道爾頓、

亞佛加厥、門得列夫、居禮夫人、近代臺灣科學家-李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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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規模研究之科學史文本閱讀材料 

經前導研究之後，經國語文專家學者編修，最終定稿 100篇科學史文本閱讀

材料，並設計成一本適用於國高中生、一學期份量的家庭聯絡簿。 

每篇文章從 500-1200 字不等，短文主題廣泛涵蓋國高中生求學生涯將學習

的科學知識，包含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哲學、科技技術等（學科概念參

見圖 2，文章主題表參見附錄一）。 

 

 

 

圖 2 100篇科學史短文的學科概念架構圖 

 

科學史文本閱讀聯絡簿的編製設計，星期一到四每日一頁，每頁設計有幾個

區域，依循一般聯絡簿的設計，有日期、今日作業、應帶物品、各科成績考核、

親師交流專區，右上角特別設計一個科學佳句專區，中間則有問題討論區，依據

科學文章內容主題，設計具科學本質內涵的簡短提問句，引導學生獨立思考並練

習科學寫作，學生可以書寫於「心情話（畫）作區」（此區留最大空間），讓學生

看完文章之後，能自由抒發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不限制形式，可以用文字或用繪

圖的方式去表達。（參見圖 3示例）。 

圖 1 科學史文本閱讀材料格式範例（前導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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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規模研究科學史文本格式範例（週一至週四每日一篇） 

 

星期五由於遇到週末，學生有較多時間可以仔細閱讀科學史文本，故設計為

對開的兩頁，左頁為與平日頁面類似，只是將科學史短文移到右頁，留下空白可

寫一週生活札記，右頁下方則設計心智概念圖（短文主題之相關圖示），輔助學

生形成科學本質的思考，引導其成功進行科學寫作，透過科學讀寫活動，強化其

理解科學知識，並學習抓住重點，釐清科學問題，亦進而紀錄下學生一個學期以

來，各種科學本質觀的變化，建立起自己的科學思考學習歷程檔案（參見圖 4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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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規模研究科學史文本格式範例（週五至週末對開兩頁） 

 

研究團隊欲了解 100篇科學史閱讀文本之可讀性，使用「文本可讀性指標自

動化分析系統 3.0，CRIE3.0」（網址：http://www.chinesereadability.net/CRIE）進

行領域知識文本分析，經由比對現有所有教材的內容，作為文本難度之參考。 

分析結果顯示，有 59 篇可讀性年齡段為高中階段，31篇為國中階段，僅 10

篇為國小階段，閱讀難度稍高。 

 

表 1科學史閱讀文本之可讀性 

可讀性年齡段 篇數 

高中 59 

國中 31 

國小 10 

總計 100 

 

陸、 前導性研究 

本計畫於第一年針對學科相關內容選取其中十一篇短文，前導性研究之施測

對象為臺中市大里國中的二年級學生共兩班 56 位學生，進行為期十一週的科學

史週記填寫，兩位物理專業的導師，會要求學生寫週記，但不強制要求其應該寫

與科學史文章相關的心得，或者回答相關問題。 

由學生所寫的內容中，蒐集並觀察學生對各文章主題的興趣程度、所擷取文

章中的關鍵字詞、對字詞內容的理解程度及摘要文章的內容、科學（探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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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境式開放性問題的回答，以瞭解科學史短文編寫形式對學生閱讀興趣的影響。 

一、學生之閱讀興趣分析 

本報告主要先分析第四題，由學生評估文章主題或內容是否能引起興趣，該

題項為五點量表，各主題之興趣得分情況如表 2。 

各主題興趣得分偏向 3 分及 3 分以上，表示學生對於科學史故事內容普遍抱

持著興趣。若將 1-2分視為學生較不感興趣的主題，而選擇 4-5分人數較多者視

為較能引起學生興趣的主題，兩端人數分布情形做簡單的相對比較，最無法引起

學生閱讀興趣的科學史主題為「質量守恆-拉瓦錫」（14：13），其次為「亞佛加厥」

（13：14）和「道爾頓」（14：17），最能吸引學生閱讀興趣的前三個主題依序為

「海爾蒙特」（5：26）、「煉金術的源起」（8：25）、「火焰與文明」（7：21）。 

有趣的是，學生最有興趣、和最無興趣的三種主題，可讀性階段均為「高中」，

顯示作為課外閱讀的材料，知識內容與國二現有教材涵蓋與否，對學生的閱讀興

趣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表 2 科學史聯絡簿各主題之興趣得分人數分布 

各主題/得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火焰與文明 2 5 28 17 4 

亞里斯多德 4 5 23 14 10 

煉金術的源起 1 7 23 17 8 

海爾蒙特 1 4 25 15 11 

普里斯塔爾 1 10 25 14 6 

質量守恆拉瓦錫 3 11 29 5 8 

道爾頓 6 8 25 7 10 

亞佛加厥 6 7 27 7 7 

門得列夫 4 6 25 10 10 

居禮夫人 5 3 22 12 11 

近代臺灣偉大的科學家-李遠哲 2 12 18 11 11 

 

二、聯絡簿填寫內容分析 

關於學生所填寫的其他關於閱讀過程的紀錄，包括擷取文章中的關鍵字詞、

對字詞內容的理解程度及摘要文章的內容、科學（探究）本質之情境式開放性問

題等，先以一些案例進行說明，仍待進一步分析。 

學生寫到：「因為他是以故事來解說，而不是直接用很正經的方式來介紹火」

（編號 20624）（圖 5），表示因為科學故事的形式讓其覺得有趣。學生也會結合

自身經驗來填寫聯絡簿：「北部有一間黃金博物館裡面有介紹以前的人在礦坑裡

挖金礦，或是用像濾網的東西過濾掉雜質，剩下的會有一小塊一小塊的黃金」（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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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20624）。在對於科學需要投資的概念上，學生表示：「以資金換取科學上新的

東西，或許是很有用的東西，可再用這些科學賺錢」（20321）；「若是有對人民有

幫助，且成功的話，這一定是好的。若是失敗了也沒關係，至少留下了資料讓後

世得以參考他的資料」（20606）。 

另外學生對於科學家的形象除了戴著眼鏡身穿白色實驗服的男性之外，閱讀

完居禮夫人故事之後，女性科學家對其產生啟發：「身為女人也有出人頭地的一

天」（編號 20424）；「看到有女性可以如此偉大，覺得特別有趣」（編號 20522）。

心中的科學家形象也畫成了女性（編號 20424）（圖 6）。 

 

圖 5 科學史聯絡簿之範例（編號 20624） 

 

 

圖 6 科學史聯絡簿之範例（編號 20424、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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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大規模研究 

一、研究方法 

第二年實施較大規模的試用研究，有來自臺北市和臺中市的四所國中共 18

個班級導師自願參與本計畫，分別為臺北市立忠孝國中一班、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國中部 15班，臺中市立光明國中兩班（封面設計如圖 7），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

期（2019年 1月至 2019年 6月）中全程使用科學史短文家庭聯絡簿，參加研究

的大多數教師是文學和人文科學專業，只有兩名是科學教師。九個班級是 7 年

級，其他班級是 8 年級。其中 11 位導師接受晤談關於聯絡簿使用指導方式、學

生撰寫情形觀察與回饋建議。針對學生施以前後測量表包括：科學認識觀(Conley 

et al., 2004)、科學興趣與閱讀興趣等。 

 

圖 7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臺中市立光明國中、臺北市立忠孝國中聯絡簿封面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前後測評量工具為自行編制之「科學認識觀問卷」（參見附錄 2），採

取 Conley等(2004)的架構，使用其所發展的問卷，測量學生在知識本質和知曉的

本質上的表現變化，問卷題目共有 26題。分別檢測學生對於「科學知識的來源」、

「知識的確定性」、「科學知識的發展」、「科學理論的驗證」的看法。 

(1)科學知識的來源(source)─檢驗關於「知識源於外在的權威」的信念，例如：

「在科學中，只有科學家們知道如何確定什麼是對的」、「科學家們所說的，每個

人都要相信」。（負向計分） 

(2)知識的確定性(certainty)─檢驗關於「知識只有單一答案」的信念，例如「從

事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出那一個唯一正確的答案」、「科學上的所有問題都

有一個正確的答案」。（負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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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學知識的發展(development)─檢驗關於「科學知識會不斷的演變」的信

念，例如：「科學課本中的想法有時候會改變」、「有時候科學家們會改變他們原

來認為是對的想法」。 

(4)科學理論的驗證(justification)─檢驗關於「知識驗證的方法過程」的信念，

例如：「做實驗是確定一個科學想法對不對的好方法」、「對於科學的問題而言，

一個好的答案通常是根據許多不同科學實驗所得到的證據而來的」。 

此問卷已翻譯成中文版本，在 Liang 與 Tsai (2010)的研究也完成建構效度檢

核，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69和 .82之間。研究者先前使用於高中融入科學史內

容於基礎物理光電效應單元的研究，各構面信度介於.70至.85之間。本研究樣本

以前測施測結果得「科學知識的來源」五題信度值 .82、「知識的確定性」六題 .81、

「科學知識的發展」六題 .83、「科學理論的驗證」九題 .82，顯示問卷具有良好

的信度。 

對「科學與閱讀的興趣」量表試題則有各六題。對科學的興趣 Cronbach’s alpha

信度值達 .86，對閱讀的興趣信度值為 .89。 

三、研究結果 

共有 400名學生完成了前測和後測。表 3顯示前測和後測分數在各向度上的

比較，科學認識觀的總得分略有增加，但在後測中，科學知識的來源(t=8.95, 

d=0.50)和知識的確定性(t=3.01, d=0.16)的得分有顯著提高，在科學知識的發展和

科學理論的驗證方面，預測的平均分數高達 4.1，儘管在科學知識的發展向度上，

後測分數有統計學上的顯著下降(t=-2.4, d=0.12)，但效果量低。總體而言，在整

個學期使用科學聯絡簿後，增進了學生對科學認識觀，但是學生對科學和閱讀的

興趣卻略有下降。 

 

表 3 各測量向度前後測平均數差異檢定 

 

assessment 

Pretest Posttest  

t-

value 

 

p 

 

Cohen’s 

d 

Mean SD Mean SD 

source 3.10 0.70 3.36 0.73 8.95 <0.001 0.50 

certainty 3.30 0.73 3.42 0.73 3.01 0.003 0.16 

development 4.11 0.60 4.03 0.66 -2.40 0.017 0.13 

justification 4.15 0.50 4.10 0.62 -1.72 n.s. n.s. 

SEB total 3.73 0.40 3.79 0.44 2.97 0.003 0.14 

Science interest 3.48 0.74 3.41 0.76 -2.19 0.029 0.09 

Reading interest 3.68 0.78 3.67 0.82 0.45 n.s. n.s. 

 

對科學的興趣與對閱讀的興趣兩者之間皆為正相關，相關係數前測為.512、

後測為.531，達中度相關。興趣與科學認識觀的相關分析結果呈現如表 4，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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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測或後測，學生對科學知識的發展和科學理論的驗證兩個科學認識觀向度，

皆與對科學的興趣和對閱讀的興趣達到接近中度的正相關。後測的科學興趣與知

識來源和確定性兩項科學認識觀得分卻呈現負相關，值得進一步觀察。 

 

表 4 科學與閱讀興趣對科學認識觀的相關性 

 source certainty development justification 

Pretest     

Science interest -.114 -.069 .338* .389* 

Reading interest -.051 .014 .320* .430* 

Posttest      

Science interest -.310* -.224* .402* .424* 

Reading interest -.131* -.084 .430* .432* 

* p<.01 

 

共變數分析探討年級、性別、教師指導與否，後測分數變化是否有差異。以

前測作為共變數，表 5 中結果可見七年級學生在科學認識觀總量表以及知識的發

展和知識的驗證兩個分項的後測，比八年級學生顯著較高。 

參與學生男生 189人，女生 211人。科學認識觀前後測變化在性別上並無差

異(F1, 398=0.004)。 

 

表 5 不同年級對科學認識觀後測差異的共變數分析 (7th n=209, 8th n=191) 

SEB Grade Adj-Mean SE F p Partialη
2
 

source 7th 

8th 

3.388 

3.339 

0.047 

0.049 

0.519 0.472 n.s. 

certainty 7th 

8th 

3.459 

3.381 

0.046 

0.048 

1.371 0.242 n.s. 

development 7th 

8th 

4.116 

3.942 

0.040 

0.042 

8.913 0.003 0.022 

justification 7th 

8th 

4.174 

4.025 

0.038 

0.039 

7.355 0.007 0.018 

total 7th  

8th  

3.842 

3.727 

0.024 

0.026 

10.514 0.001 0.026 

 

訪談使用本聯絡簿的導師有關指導學生的方式，七年級九個班級中有八個班

級導師皆提及，他們會要求學生每週至少有一次必須閱讀聯絡簿文章，且撰寫與

文章相關的心得；另一位導師雖未要求學生以聯絡簿文章撰寫心得，但要求每日

心得必須達到一定字數，且導師必定寫評語回應。八年級的導師則只有兩個班有

要求學生閱讀文章和撰寫相關心得，其餘則開放學生自行決定心得撰寫方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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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多有要求一定要撰寫心得。 

因此進一步從學生實際完成的心得撰寫內容分析，統計撰寫與科學史文章有

關的心得次數，整學期撰寫次數達 15次以上的人數占全班人數比例達 8成以上，

即判定導師有指導，若未達到即設定為無指導。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6，顯示導

師指導與否對於科學認識觀總量表，以及知識的發展和知識的驗證兩個分項的後

測分數提升程度有影響，有指導的班級學生後測明顯高於無指導的班級。 

 

表 6 指導與否對科學認識觀後測差異的共變數分析(有指導 n=226，無指導 n=174) 

SEB guide Adj-Mean SE F p Partialη
2
 

source yes 

no 

3.373 

3.354 

0.045 

0.051 

0.071 0.790 n.s. 

certainty yes 

no 

3.467 

3.363 

0.044 

0.038 

2.373 0.124 n.s. 

development yes 

no 

4.119 

3.922 

0.038 

0.044 

11.236 0.001 0.028 

justification yes 

no 

4.157 

4.032 

0.036 

0.042 

4.991 0.026 0.013 

total yes 

no 

3.836 

3.724 

0.024 

0.027 

9.866 0.02 0.024 

 

四、聯絡簿撰寫內容分析 

本研究共取得 16 個班級幾乎全班的學生聯絡簿，總計收回 332 份。四位經

訓練評分者分析學生的書寫內容，分析項目包括：撰寫與科學史文章有關的心得

次數、在短文上畫記的篇數，以及心得內容的反思程度。心得與畫記次數以三個

等級計分，10篇以下以 1分計，11-30篇 2 分，30篇以上 3分。反思程度則依所

撰寫的心得內容中，幾乎沒有提及短文內容或回應討論問題者計 1分，少於一半

計 2分，一半 3分、超過一半 4分，幾乎每篇皆帶入個人想法或回答引導問題者

計 5分。 

反思程度達 5 分者，共有 35 人，佔回收學生總數一成，4 分者有 51 人，3

分者 65 人，總計有 45.5%學生所撰寫的心得中有一半以上的篇數是閱讀文章內

容後帶入自己的想法所寫出來的。 

訪談教師時得知，有班級導師並未規定學生要閱讀文章，但一定要撰寫日記

心得，導師也會給予逐篇心得的回饋，該班有四分之一的學生撰寫該欄位時主動

採用聯絡簿裡的科學史文章，有的是摘錄重點，有的則是回答引導問題。有的班

級則是導師要求固定每週兩天的心得撰寫必須是與聯絡簿的文章有關，但有的學

生僅僅抄錄文章片段，缺乏反思。 

因此我們綜合考量閱讀篇數和反思程度，將學生讀寫表現分類為有讀寫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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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低兩組，當閱讀篇數達第 2等級以上（平均每週一篇）且反思程度達 3分以

上，則歸類為讀寫品質高，反之則為低，以進一步確認學生的聯絡簿讀寫情形是

否與科學認識觀的改變有關。 

依據此標準有 142位學生屬於讀寫品質高者，另外 190位讀寫品質低，以共

變數分析這兩組學生後測變化量，顯示出讀寫品質高者認識觀後測變化量顯著高

於讀寫品質低者 (F1, 331=7.205, p=0.008)。各分項由於不符合共變數分析的同質性

基本假設，故無法以共變數檢定差異。將各分項分數後測減前測的差異值依讀寫

品質分組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呈現如表 7。可看出只有知識的發展分項

檢定結果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p<.05)，即讀寫品質高者在此分項後測仍有些微增

加，（因整體前測已超過 4分，有天花板效應），讀寫品質低者後測減前測呈現負

值，測量結果是下降的情形。 

 

表 7  讀寫品質高低對科學認識觀的差異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F P 

source 讀寫品質低 190 .3211 .76508 .05550 0.390 .533 

讀寫品質高 142 .3746 .78519 .06589   

總計 332 .3440 .77302 .04243   

certainty 讀寫品質低 190 .1000 .72882 .05287 0.215 .643 

讀寫品質高 142 .1403 .84992 .07132   

總計 332 .1172 .78193 .04291   

evolving 讀寫品質低 190 -.1511 .69583 .05048 4.602 .033 

讀寫品質高 142 .0054 .60211 .05053   

總計 332 -.0841 .66099 .03628   

justification 讀寫品質低 190 -.0769 .62583 .04540 0.507 .477 

讀寫品質高 142 -.0299 .54959 .04612   

總計 332 -.0568 .59401 .0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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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附錄一、100 篇科學史閱讀文章主題表 

篇數 自然 主題 科學史編年 分類標題 

1 傳統文化 火燄與文明 寫在文明出現之前 自
然
觀
察
到
科
學
發
軔 

2 傳統文化 工具技術與文明 寫在文明出現之前 

3 數學 數的起源 寫在文明出現之前 

4 地科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寫在文明出現之前 

5 傳統文化 史在西元前-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1 古老的東方文明 
東
方
，
古
老
文
明
的
起
源 

6 傳統文化 史在西元前-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2 古老的東方文明 

7 傳統文化 史在西元前──古埃及文明 1 古老的東方文明 

8 傳統文化 史在西元前──古埃及文明 2 古老的東方文明 

9 傳統文化 史在西元前──古印度文明  古老的東方文明 

10 傳統文化 史在西元前──古中國文明 1 古老的東方文明 

11 傳統文化 史在西元前──古中國文明 2 古老的東方文明 

12 傳統文化 科學的起源──古希臘 希臘神話時期 
希
臘
，
科
學
典
範
的
起
源 

13 物理 科學的起源──畢達哥拉斯 古希臘時期 

14 化學 科學的起源──希臘原子論 古希臘時期 

15 哲學 希臘三哲 古希臘時期 

16 哲學 亞里斯多德 古希臘時期 

17 數學 
希臘化時代的數學發展──歐幾里

得幾何原本 
希臘化時期 

18 物理 希臘化時代的科學巨匠阿基米德 希臘化時期 

19 天文 希臘化時代的天文學發展 希臘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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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科技 改變世界知識傳遞的面貌──蔡倫 
中國早期的科技發

展 

中
國
獨
立
發
展
的
科
學 

21 科技 製造儀器的天才──張衡 
中國早期的科技發

展 

22 醫學 外科神醫──華陀 
中國早期的醫學發

展 

23 醫學 坐堂問診──張仲景 
中國早期的醫學發

展 

24 科技 
中國最完整的農學專書──賈思勰

的齊民要術 
中國農學專書 

25 文化傳統 科學傳遞的十字路口 
中世紀，東方科學

的西傳 

東
西
交
匯
之
際 26 

傳統文化

與數學 
伊斯蘭世界 

中世紀，東方科學

的西傳 

27 化學 煉金術的源起 
中世紀，東方科學

的西傳 

28 傳統文化 十字軍東征與科學發展的流動 
中世紀，東方科學

的西傳 

29 文化傳統 文藝復興與理性精神的重新追求 
中世紀，東方科學

的西傳 

30 文化傳統 
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對文藝復興的

影響 

中世紀，東方科學

的西傳 

31 天文 科學革命的發韌者──哥白尼 天文學革命 科
學
革
命
時
期 

32 天文 哥白尼與第谷 天文學革命 

33 天文 數學天才克卜勒 
天文學與物理學革

命 

34 
天文與物

理 
克卜勒、哥白尼與宗教審判 科學與神學的衝突 

35 物理 伽利略的出生背景 近代物理的肇始 課
本
中
的
科
學
家 

36 物理 伽利略與測量時間方法的建立 近代物理的肇始 

37 物理 伽利略 近代物理的肇始 

38 
天文與技

術 
伽利略 

天文學與科技的相

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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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天文與技

術 
伽利略 

天文學與科技的相

輔相成 

40 物理 新的知識建構方法的確立 科學方法的建立 科
技
與
社
群
的
革
命 

41 物理 近代科學方法的建立 科學方法的建立 

42 物理 
真空的發現與氣壓研究──托里切

利 
科技方法的創新 

43 物理 帕斯卡與空氣幫浦的使用 科技方法的創新 

44 物理 實驗與科學社群 科學社群的建立 

45 物理 虎克 科學社群的建立 

46 物理 牛頓 新物理學的誕生 牛
頓
與
牛
頓
的
科
學
社
群 

47 數學 牛頓與微積分 物理與數學的結合 

48 物理 牛頓與運動定律 精準計算的科學 

49 物理 牛頓與光學 粒子說 

50 
物理與天

文 
牛頓與哈雷 

物理與天文學的結

合 

51 生物化學 維薩留斯 從神學到醫學 
生
命
科
學
的
發
展 

52 生物 塞爾維特與哈維 從神學到醫學 

53 生物 醫學與生物學的交互發展 從神學到醫學 

54 生物 巴斯德 
免疫醫學與微生物

學誕生 

55 生物 巴斯德 
免疫醫學與微生物

學誕生 

56 生物 巴斯德 
免疫醫學與微生物

學誕生 

57 生物 巴斯德 
免疫醫學與微生物

學誕生 

58 生物 林奈──生物分類的創始者  遺傳學之父 

59 化學 煉金術與化學的發展 
從煉金術到現代化

學 

新
化
學
的
演
化 

60 化學 海爾蒙特 
從煉金術到現代化

學 

61 化學 海爾蒙特 
從煉金術到現代化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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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化學 海爾蒙特 
從煉金術到現代化

學 

63 歷史文化 科學與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對科學的

影響 

64 歷史文化 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 

啟蒙與運動與法國

大革命對科學的影

響 

65 化學 波以耳 分子的發現 

66 化學 《燃素論》斯塔爾 燃素論 

67 化學 普理斯特利 2 燃素論 

68 化學 普理斯特利 2 質量守恆定律 

69 化學 質量守恆拉瓦錫 質量守恆定律 

70 化學 質量守恆拉瓦錫 質量守恆定律 

71 化學 道爾吞 原子學說 物
理
化
學
的
微
觀
世

界 

72 化學 道爾吞 原子學說 

73 化學 亞佛加厥 分子學說 

74 化學 門得列夫 週期表 

75 化學 門得列夫 週期表 

76 地科 地質學的爭論 
地質學與生物學的

交叉 

生
物
與
地
質
學
的
發
展 

77 生物 達爾文 
小獵犬號之旅與演

化論 

78 生物 達爾文 
小獵犬號之旅與演

化論 

79 生物 達爾文 
小獵犬號之旅與演

化論 

80 生物 達爾文 
小獵犬號之旅與演

化論 

81 生物 達爾文 
小獵犬號之旅與演

化論 

82 生物 研究遺傳的神父孟德爾 遺傳學之父 

83 生物 孟德爾的遺傳法則 遺傳學之父 

84 地科 大陸漂移說的建立──韋格納 
科學學說的典範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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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地科 海底擴張說與板塊學說的建立。 
科學學說的典範轉

換 

86 物理 電學研究的發韌 電學的發韌 電
與
磁
的
交
互
發
展 

87 物理 富蘭克林 電學的發韌 

88 物理 庫倫與庫倫定律 電學的發韌 

89 物理 流動的電 電學的發韌 

90 物理 電與磁的關係 電與磁的交相發展 

91 物理 安培右手定則 電與磁的交相發展 

92 物理 歐姆定律 電與磁的交相發展 

93 物理 艱困的法拉第 電與磁的交相發展 

94 物理 法拉第的科學發現 電與磁的交相發展 

95 物理 居禮夫人 輻射科學 那
些
諾
貝
爾
得
主
的
故
事 

96 物理 居禮夫人 輻射科學 

97 物理 愛因斯坦 近代物理 

98 物理 愛因斯坦 近代物理 

99 物理 近代台灣偉大的科學家──吳健雄 偉大的女性科學家 

100 化學 近代台灣偉大的科學家──李遠哲 多方發展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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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科學閱讀問卷 

基本資料：      年     班       號     

 

第一部份：對科學與閱讀的興趣 

題    目 你的同意程度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有

些

不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1. 我喜歡自然科學 5 4 3 2 1 

2. 我喜歡閱讀 5 4 3 2 1 

3. 學習自然科學對我而言是令人興奮的 5 4 3 2 1 

4. 我在閱讀時是感到愉快的 5 4 3 2 1 

5. 對我來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是有用的 5 4 3 2 1 

6. 對我來說閱讀是有用的 5 4 3 2 1 

7. 自然科學對我日常生活是有幫助的 5 4 3 2 1 

8. 閱讀對我日常生活是有幫助的 5 4 3 2 1 

9. 對我來說能運用或理解自然科學是重要的 5 4 3 2 1 

10. 對我來說能閱讀和理解文章內容是重要的 5 4 3 2 1 

11. 科學性的思考是我擁有的特質 5 4 3 2 1 

12. 閱讀思考是我所擅長的 5 4 3 2 1 

 

第二部份：對「科學」的觀點 

題    目 你的同意程度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有

些

不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1. 科學家們所說的，每個人都要相信。 5 4 3 2 1 

2. 我們必須要相信自然科學課本中所寫的內容。 5 4 3 2 1 

3. 在上自然課時，老師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 5 4 3 2 1 

4. 如果在自然科學課本中讀到一些科學相關的內容，我們可以確定

這些內容是對的。 

5 4 3 2 1 

親愛的同學你好： 

本問卷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你對科學學習和閱讀的興趣，第二部分是你對科學的觀點。

請仔細閱讀各題目的敘述，依同意程度圈選在有數字的欄位中，5 代表完全同意，1 代表完全不同意，

另有一題簡答題。本問卷無標準答案，你所有填答的內容與學科成績無關，僅供本團隊科技部研究計

畫參考，請依你真實的感受或想法填寫。衷心感謝你寶貴的意見！  

          計畫主持人 劉湘瑤 敬上 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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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定每題都已填寫，謝謝你！☺ 

 

題    目 你的同意程度 

 完

全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有

些

不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5. 只有科學家們能確定在科學中什麼是對的。 5 4 3 2 1 

6. 科學上的所有問題都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5 4 3 2 1 

7. 從事科學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出那個唯一正確的答案。 5 4 3 2 1 

8. 關於科學的一切，科學家們瞭解的已經非常多了；並沒有很多是

需要他們再去瞭解的。 

5 4 3 2 1 

9. 科學知識總是對的。 5 4 3 2 1 

10. 一旦科學家們從實驗中得到一個結果，這個結果應該是唯一的解

答。 

5 4 3 2 1 

11. 對於科學中已經被認為是對的部分，科學家們總是會同意。 5 4 3 2 1 

12. 有一些現在的科學觀念跟過去科學家們所想的不一樣。 5 4 3 2 1 

13. 自然科學課本中的觀念有時候會改變。 5 4 3 2 1 

14. 有一些問題甚至連科學家們都沒有辦法回答。 5 4 3 2 1 

15. 科學上的觀點有時候會改變。 5 4 3 2 1 

16. 新的發現會改變科學家們認為是對的事物。 5 4 3 2 1 

17. 有時候科學家們會改變他們原來認為是對的想法。 5 4 3 2 1 

18. 科學家們進行科學實驗的想法是來自於對自然界事物是如何運作

的好奇和思考。 

5 4 3 2 1 

19. 科學家們可能不只用一種方式來測試他們的想法。 5 4 3 2 1 

20. 科學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從科學實驗中想出一些新的想法來解釋

自然界事物是如何運作的。 

5 4 3 2 1 

21. 最好可以重覆同樣的實驗以確定科學發現是正確的。 5 4 3 2 1 

22. 科學中一些很好的想法可能來自於每一個人，而不是只來自科

學家們而已。 

5 4 3 2 1 

23. 做實驗是確定一件事物是否為真的好方法。 5 4 3 2 1 

24. 對於科學的問題而言，一個好的答案通常是根據許多不同科學

實驗所得到的證據而來的。 

5 4 3 2 1 

25. 科學中的想法可以是來自於我們自己所提出的問題和自己做的

實驗。 

5 4 3 2 1 

26. 我認為最好在開始做科學實驗前先有自己的想法。 5 4 3 2 1 

 

簡答：請用一句話寫出你認為「科學」是什麼。 

科學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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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7月 15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屆 ASERA年度研討會正值學會成立 50週年，特於會議開幕式安排慶祝儀式。7月 3日

早上八點有一場以紐西蘭當地毛利人習俗的開場表演，歡迎所有與會者。接著安排一系列五十

週年慶的論壇，由學會現任與歷任會長、資深期刊主編等成員接連上台致詞。主題包括：學會

的成長與改變(Growth and Change)、期刊文章出版的歷史回顧(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A 

review and story of research in RISE articles)，以及澳洲知名科教學者 Denis Goodrum 教授，介紹

其建置的 Science by Doing網站，並以科學是人類努力的成果(Science as a human endeavor)為主

題做了短講。 

7月 3日十點之後即開始各場次的主題研討，壁報發表則整天展示於茶敘和午餐的開放場

地，讓與會者可隨時觀摩交流。本人口頭報告的場次安排於當日下午一點到三點的的時段，每

一位報告者有 20分鐘時間簡報，及 20分鐘的問答交流與討論。每個時段兩小時有三篇論文口

頭發表，同時進行場次有四場，全程共有 108篇口頭發表，加上三天共有 40篇壁報展示，內

容豐富充實。 

除了參加學會研討會之外，本人與研發長許瑛玿教授以及本所方素琦助理教授於 7月 2日

參加一場會前會，由澳洲 Deakin 大學 Russell Tytler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我們研商合作計

計畫編號 
MOST 106-2511-S-003-010-MY2 

計畫名稱 科學史文本閱讀對學生學習興趣與科學本質觀的影響 

出國人員

姓名 
劉湘瑤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會議時間 
108年 7月 2日至 

108年 7月 5日 
會議地點 紐西蘭奧塔戈州皇后鎮 

會議名稱 

(中文)澳大拉西亞科學教育研究學會 2019年度研討會 

(英文)2019 Conference of Australasia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發表題目 

(中文)設計科學史短文聯絡簿提升八年級學生科學本質認識 

(英文) Designing Science Historical Essays in Communication Books to 

Improve 8th Grade Students’ Understandings of Nature of Science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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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進行有關 STEM整合教育跨國比較研究。當天早上十點先分別口頭報告各自研究構想，十

一點與 Deakin 大學另外兩位教授以線上會議方式繼續討論。此會議持續到下午三點多，腦力

激盪出許多研究主題，也提出具體合作目標。 

 

二、 與會心得 

1. 此學會雖小，卻充滿研究熱情，學會官方期刊 RISE 近年表現愈來愈優異，影響力提升。 

2. 五十週年慶祝論壇除了回顧學會與期刊的改變與成長，談論學術之餘，讓資深學者說

故事，並強調科學是人類共同努力的成果，使學術論壇充滿人情味。 

3. 口頭發表時間 40 分鐘，是本人參加其他研討會鮮少有這樣充裕的時間與聽眾互動。有

些場次發表者的英文能力不太好，無法完全理解聽眾的提問並回答，但與會者能寬容

對待，並協助互動討論的進行。整體氣氛相當友善。 

4. 本人發表的論文主題引起參與者的興趣，該場次的主持人聽完後發文在推特上，也立

即引起社群學者的興趣，向本人索取報告內容。 

5. 與 Deakin 大學團隊的會議收穫良多，腦力激盪出許多研究主題，為後續雙邊合作建立

具體可行的方向。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Authors Information: 

Shiang-Yao Liu,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usy@ntnu.edu.tw 

 

Cyong-Huei Chen, M.S., Teacher,  

Jingxing Junior High School  

450@chhs.tp.edu.tw  

 

Type of presentation: Paper presentation 

Title of Presentation: 

Designing Science Historical Essays in Communication Books to Improve 8th grade Students’ 

Understandings of Nature of Science 

 

Abstract 

The role of History of Science (HoS) in science curriculum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rominent 

material for teaching Nature of Science (NOS), while NO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Taiwan’s new science curriculum guidelines also mak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sub-themes in the content framework and 

learning outcomes. Howeve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n science textbook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uld not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may even 

distort NOS by misusing historical stories. In attempt to mitigate the constraints of textbooks and 

teaching time, this study aims to integrate HoS essays into the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book 

as a supplementary reading material for 8th graders’ daily homework. We will describ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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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and writing technique in composing 100 essays and the page layout normally used in 

Taiwan’s secondary schools. The communication book has been field-tested with 61 students from 

two junior high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n the pre- and post-test scores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 Scale,” a validated instrument, the way in which reading 

and responding HoS essays throughout a semester indeed enhance students’ NOS understandings 

significantly.   

 

A link to a paper published in RISE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2620497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65-018-9814-8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65-018-9728-5 

 

簡報內容如附。 

四、建議 

1. 研討會的場次安排工整，讓與會者容易遵循時間，聆聽到有興趣的主題，可供辦理研

討會議程設計之參考。 

2. 會議地點是當地相當不錯的飯店，空間不會太奢華，場地集中，室內設備良好，服務

周到。會議場地選址的確會影響與會者的感受，良好的互動交流空間使研討效果更好。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手冊(conferen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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