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紀錄1份
，請核示。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11年7月12日採電子郵件通訊方式召開完竣
。

擬辦：如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1/07/12 10:26:49(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媚 111/07/12 12:20:33(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明聰 111/07/12 22:47:19(決行) : 

如擬

閱(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1/07/13 07:25:33(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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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年 7 月 12 日(二)上午 10 時 

二、方式：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召開 

三、主席：張主任淑媚  

四、出席：如回覆單                                 紀錄： 侯惠蘭 

壹、 主席報告： 

    各位老師好，本次會議是有關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申請案，二件申請案業經

審查小組初審合格，依規定須經系務會議複審通過，僅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

請各位老師表意見。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1、通過訂教育學系校友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申請與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2、通過訂教育研究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修習要點部分條文。 

3、通過修訂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部分條文。 

4、通過修訂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課程修習要點部分條文。 

5、通過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及論文審查要點部分條

文。 

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提請討論。 

說明：111 學年度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申請案，提請複審。 

1、依本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 P.1)第五點規定：本學系 

得為審查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之申請應成立審查小組，

小組成員三至五人，審查方式依申請人所提資料進行審查。經審查小組

審查合格者，送系所務會議進行複審，複審合格送教務處存辦。 

   2、111 學度共有 2 人提出申請，劉庭瑜申請教政碩士班，經教政碩士班碩

士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審查合格(如附件 P.2-16)，同意申請；楊宏程

申請數理教育碩士班(如附件 P.17-36)，經數理教育碩士班林志鴻老師、

林樹聲老師和陳均伊老師三位審查通過，同意申請(如附件 P.37)，提系

務會議複審，是否同意申請，提請討論。 

決議：依據本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系務會議應有教師二分之

一(含)以上之出席，並有實際出席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本學系 24位教師，本案共 16位教師回覆同意(如回覆單)，超過二分之

一，照案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 
 

95 年 10 月 2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12 月 26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6 月 24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2 月 3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育系、教政所、數理所聯合系所務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6 月 2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10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5 月 2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6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育系、教政所及數理所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1 月 5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6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育系、教政所及數理所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 (以下簡稱本學系)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優

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依據「國

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 辦法」規定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本校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學生入學後修業滿五學期表現優異者，得於三年級（獸醫學

系四年級）第二學期，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向本學系提出申請。 

(一)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  

(二)滿足下列任一條件: 

1.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或全班前百分之四十。 

2.獲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得提出申請。  

三、申請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者，需提交下列文件供審查： 

(一)修讀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申請表 

(二)歷年成績單一份（前五學期、含系排名） (三)未來研究計畫書 

(四)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等 

四、錄取名額以本學系碩士班各班別不超過六名為原則 ，但得不足額錄取 。  

五、本學系得為審查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之申請應成立審查小組，小組成

員三至五人，審查方式依申請人所提資料進行審查。經審查小組審查合格者，送系所務

會議進行複審，複審合格送教 務處存辦。 

六、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預研生資格，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必須於規定修業年

限內取得學士學位，並於畢業年度參加本系碩士班 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

取後始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七、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至多可抵免本系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 生應修學分數(不

含論文學分，且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有關碩士班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

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八、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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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1 1 1 學年度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07 月 5 日（星期二）  中午 11：30 

地點：採通訊方式召開 

主持人：葉連祺副主任 
  

壹、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外國語文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劉庭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

士學位課程先修」乙案，提請審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一）第二點之規定，

須修業滿五學期成績優異者，始得申請；經查證劉庭瑜同學之五學期，

每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

上，符合申請之資格。 

二、依據本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一）第三點之規定，

劉庭瑜同學已提交「碩士學位課程申請書」、「歷年成績單」、「未來研

究計畫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多益英語證書、預計修習表、

營隊等相關服務證明等，繳交資料如附件二。 

決議：有 5位老師初審同意劉庭瑜同學申請碩士學位課程先修，送系務會

議審議。 

 

貳、臨時動議   無 

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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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cjason <yccjason@mail.ncyu.edu.tw>

來源: yccjason <yccjason@mail.ncyu.edu.tw>
收信: gieapd <gieapd@mail.ncyu.edu.tw>
⽇期: Mon, 04 Jul 2022 13:47:31

標題: Re: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您好：同意。謝謝。正誠。

-----Original message----- 
From:gieapd<gieapd@mail.ncyu.edu.tw> 
To:黃⽉純<ychuang100@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葉連祺
<yehlc@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張宇
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楊正誠<yccjason@mail.ncyu.edu.tw> 
Date: Mon, 04 Jul 2022 09:24:41 
Subject: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老師：
   您好，因應疫情⼜逢暑假，故採通訊會議，此次會議主要審議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
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請老師於7⽉5⽇前回覆，以利彙整。謝謝! 

嘉義⼤學教育學系教育⾏政與政策發展碩⼠班111學年度碩⼠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議程 

時間：111年07⽉4⽇（星期⼀） 上午9：00 
地點：採通訊⽅式召開
主持⼈：葉連祺副主任

壹、提案討論
＊提案⼀
案由：有關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
提請審討論。
說明：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點之規定，須修業滿五學期成績
優異者，始得申請；經查證劉庭瑜同學之五學期，每學期操⾏成績達八⼗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達八⼗分(含)以上，符合申請之資格。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三點之規定，劉庭瑜同學已提交
「碩⼠學位課程申請書」、「歷年成績單」、「未來研究計畫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多
益英語證書、預計修習表、營隊等相關服務證明等，繳交資料如附件⼆。
決議：
□同意
□不同意
□其他：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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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hlc <yehlc@mail.ncyu.edu.tw>

來源: yehlc <yehlc@mail.ncyu.edu.tw>
收信: gieapd <gieapd@mail.ncyu.edu.tw>
⽇期: Mon, 04 Jul 2022 13:12:26

標題: Re: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同意
葉連祺 敬啟

-----Original message----- 
From:gieapd<gieapd@mail.ncyu.edu.tw> 
Date: Mon, 04 Jul 2022 09:24:41 
Subject: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老師：
   您好，因應疫情⼜逢暑假，故採通訊會議，此次會議主要審議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
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請老師於7⽉5⽇前回覆，以利彙整。謝謝!

嘉義⼤學教育學系教育⾏政與政策發展碩⼠班111學年度碩⼠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議程 

時間：111年07⽉4⽇（星期⼀） 上午9：00 
地點：採通訊⽅式召開
主持⼈：葉連祺副主任

壹、提案討論
＊提案⼀
案由：有關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
提請審討論。
說明：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點之規定，須修業滿五學期成績
優異者，始得申請；經查證劉庭瑜同學之五學期，每學期操⾏成績達八⼗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達八⼗分(含)以上，符合申請之資格。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三點之規定，劉庭瑜同學已提交
「碩⼠學位課程申請書」、「歷年成績單」、「未來研究計畫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多
益英語證書、預計修習表、營隊等相關服務證明等，繳交資料如附件⼆。
決議：
□同意 
□不同意 
□其他：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通訊地址：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聯絡電話：05-2263411轉2421〜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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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ho <hfho@mail.ncyu.edu.tw>

來源: hfho <hfho@mail.ncyu.edu.tw>
收信: gieapd <gieapd@mail.ncyu.edu.tw>
⽇期: Mon, 04 Jul 2022 13:20:57

標題: Re: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同意

宣甫
-----Original message----- 
From:gieapd<gieapd@mail.ncyu.edu.tw> 
To:黃⽉純<ychuang100@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葉連祺
<yehlc@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張宇
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楊正誠<yccjason@mail.ncyu.edu.tw> 
Date: Mon, 04 Jul 2022 09:24:41 
Subject: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老師：
   您好，因應疫情⼜逢暑假，故採通訊會議，此次會議主要審議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
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請老師於7⽉5⽇前回覆，以利彙整。謝謝!

嘉義⼤學教育學系教育⾏政與政策發展碩⼠班111學年度碩⼠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議程 

時間：111年07⽉4⽇（星期⼀） 上午9：00 
地點：採通訊⽅式召開
主持⼈：葉連祺副主任

壹、提案討論
＊提案⼀
案由：有關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
提請審討論。
說明：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點之規定，須修業滿五學期成績
優異者，始得申請；經查證劉庭瑜同學之五學期，每學期操⾏成績達八⼗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達八⼗分(含)以上，符合申請之資格。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三點之規定，劉庭瑜同學已提交
「碩⼠學位課程申請書」、「歷年成績單」、「未來研究計畫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多
益英語證書、預計修習表、營隊等相關服務證明等，繳交資料如附件⼆。
決議：
□同意 
□不同意 
□其他：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通訊地址：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14



gloriawang2004 <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

來源: gloriawang2004 <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
收信: gieapd <gieapd@mail.ncyu.edu.tw>
⽇期: Tue, 05 Jul 2022 10:54:28

標題: Re: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同意。
Juei-Hsin Wang王瑞壎 
professor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嘉⼤教政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85, Wenlong, Minsyong, Chiayi,62103, Taiwan.  
Email: 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 
Tel:(+886)5-2263411 ext. 1934 ; 2421  
Fax:(+886)-52260149  

-----Original message----- 
From:gieapd<gieapd@mail.ncyu.edu.tw> 
To:黃⽉純<ychuang100@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葉連祺
<yehlc@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張宇
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楊正誠<yccjason@mail.ncyu.edu.tw> 
Date: Mon, 04 Jul 2022 09:24:41 
Subject: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老師：
   您好，因應疫情⼜逢暑假，故採通訊會議，此次會議主要審議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
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請老師於7⽉5⽇前回覆，以利彙整。謝謝! 

嘉義⼤學教育學系教育⾏政與政策發展碩⼠班111學年度碩⼠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議程 

時間：111年07⽉4⽇（星期⼀） 上午9：00 
地點：採通訊⽅式召開
主持⼈：葉連祺副主任

壹、提案討論
＊提案⼀
案由：有關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
提請審討論。
說明：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點之規定，須修業滿五學期成績
優異者，始得申請；經查證劉庭瑜同學之五學期，每學期操⾏成績達八⼗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達八⼗分(含)以上，符合申請之資格。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三點之規定，劉庭瑜同學已提交
「碩⼠學位課程申請書」、「歷年成績單」、「未來研究計畫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多
益英語證書、預計修習表、營隊等相關服務證明等，繳交資料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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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hua <shanhua@mail.ncyu.edu.tw>

來源: shanhua <shanhua@mail.ncyu.edu.tw>
收信: gieapd <gieapd@mail.ncyu.edu.tw>
⽇期: Tue, 05 Jul 2022 11:20:21

標題: Re: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V同意 

陳珊華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62103嘉義縣⺠雄鄉文隆村85號
PhD. Chen, Shan-Hua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Professor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No.85, Wunlong Village, Minsyong Township, Chiayi County 621, Taiwan 
Tel:(+886)5-2263411 ext. 1750;1928 ; 2421 

-----Original message----- 
From:gieapd<gieapd@mail.ncyu.edu.tw> 
To:黃⽉純<ychuang100@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葉連祺
<yehlc@mail.ncyu.edu.tw>,陳珊華<shanhua@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張宇
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楊正誠<yccjason@mail.ncyu.edu.tw> 
Date: Mon, 04 Jul 2022 09:24:41 
Subject: 通訊會議 請於7/5中午前回覆 謝謝 
老師：
   您好，因應疫情⼜逢暑假，故採通訊會議，此次會議主要審議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
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請老師於7⽉5⽇前回覆，以利彙整。謝謝!

嘉義⼤學教育學系教育⾏政與政策發展碩⼠班111學年度碩⼠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議程 

時間：111年07⽉4⽇（星期⼀） 上午9：00 
地點：採通訊⽅式召開
主持⼈：葉連祺副主任

壹、提案討論
＊提案⼀
案由：有關外國語文學系⼤學部三年級學⽣劉庭瑜(學號:1083982)申請「碩⼠學位課程先修」⼄案，
提請審討論。
說明：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點之規定，須修業滿五學期成績
優異者，始得申請；經查證劉庭瑜同學之五學期，每學期操⾏成績達八⼗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達八⼗分(含)以上，符合申請之資格。 
⼆、依據本學系「碩⼠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第三點之規定，劉庭瑜同學已提交
「碩⼠學位課程申請書」、「歷年成績單」、「未來研究計畫書」、「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多
益英語證書、預計修習表、營隊等相關服務證明等，繳交資料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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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讀書計畫 
申請理由 

    大學就讀教育學系的我，參加了各式和教育相關的課輔活動和研習檢定，從中

體察到自己對於教育的熱愛，也因此想要藉這次的機會來申請學碩課程先修，希望

可以繼續專研教育專業，並將這些教育專業和理論應用於未來的教育現場上。 

    期許自己透過碩專班課程的鑽研和研究，在未來的職場上，可以成為一名充滿

正能量的老師，且學生看到我可以充滿希望、不害怕學習，並能夠啟發每位學生追

尋自己夢想的熱忱，找尋自己的價值和人生定位。 

 

短期計畫：錄取到大四畢業 

個人見習 

以個人名義向嘉義大學附設國民

小學提出見習申請(自然教師-曹

昱智老師)，希望可以學得一些和

自然領域相關的教學，並能夠更加

熟知自然教材教法。 

學習扶助 
擔任民雄國民小學的學習扶助教師，以接觸最真實的教育現場，

將教學理論和實務結合，並找出屬於自己的教學節奏和風格。 

通過教師檢定 
複習教育相關考科，以提升自己的教育專業理論，並順利通過六

月份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加註「自然」專長 申請加註「自然」專長，將自身對於自然的熱忱投入於教育之中。 

暑假營隊 

參與史懷哲服務計畫，並擔任自然主題主任，將大二所學的自然

教材教法實際應用於營隊之中，並在開學的見習之中，將自己在

營隊的教學和國小教師的教法做結合。 

通過各式檢定 

於暑假期間，將考取二項檢定：閩南語能力認證、學科知能評量。

目標：1.閩南語能力認證B2中高級 

      2.學科知能評量：國語、自然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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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計畫：碩士就讀期間 

英語目標 
就讀碩士期間，希望能多益英語檢定能夠考取B2中高級。以增進

自己的英語能力來因應未來的雙語教育趨勢。 

教育專題講座 
不定期參與校內外所辦理的相關教育專題講座，以關注創新教

學發展並陶養教育領域的專業知識。 

碩一課程 

對教育有更進一步的鑽研，提升教育專業知能。例如：透過教育

研究法來墊定撰寫論文之基礎；或是透過課程計畫研究、教育社

會學研究等課程擴展教育視野，瞭解更多元的教育議題。 

碩二課程 
加強與論文主題相關的課程，使課程理論與論文相輔相成，深化

研究知識與學術能力，以完善論文架構。 

 

長期計畫：碩士畢業後的展望 

實習 

預計到彰化縣湖南國民小學進行實習，與學校教師進行學習，希

冀能夠截長補短，提升自己的能力，努力成為全方位，不被時代

淘汰的優秀教師。 

教師甄試 

準備關於教師甄試的各項考科，並累積自身教學經驗，進行試

教，並請在教育界經驗相當豐富的教師給予建議，彌補自我的不

足，修正與改進教學技巧，目標是兩年內考上正式教師。 

科學教育 

本身對於自然科學有著極高興趣的我，會將碩士和學士所學到

的自然科學知識應用於教學現場上，並希望可以帶學生參加各

式科學競賽(像是：科展..)，以增加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和素

養，並培養學生有科學的創造力，能夠解決生活上的各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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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研究計畫書 

研究主題：自然探究與實作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童學習成效之研究 

 

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國中時期，我參加了一個科學比賽-科學 HomeRun創意競賽，也奠定了我對於自然

科學的另外一種想像，開始認為自然科學不再只是教科書上的科學原理和實驗結論，

而是可以透過多面向的自然實作與探究來認識這些原理和現象，也因此我漸漸地對自

然科學有憧憬和想像，希望未來的自然課程都能以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方式來呈現，不

過直到大學修習了一堂課，才對自然探究與實作有另外一大疑惑...... 

    大學二年級下學期修讀了一門名為「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的課程，是在說明

身為一名國小自然老師，要如何依照科學探究的精神嚴謹的帶領學生製作科展。當時

修讀這門課程的我，抱持著相當大的懷疑：像「科展」這樣的自然探究與實作真的能

夠充分的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嗎？若是對於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有限，那又怎麼能透過

「科展」這樣的自然探究與實作來達成學生的學習成效呢？ 

    大學三年級下學期參加了史懷者教育服務活動計畫，也擔任了自然領域的主題主

任。在活動行前研習時，研習教師只是告訴我們要以實驗探究與實作的方式(製作實驗

玩具和科學遊戲)來帶領學生認識自然科學原理，也沒有特別說明學生對於實驗探究與

實作的學習成效和學習接受度，而我們也因此按照講師所說的方式設計了一系列的自

然探究與實作課程。在設計課程和準備活動的我，隱然想起了大二時的疑惑，開始思

考究竟自然探究與實作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童來說會帶來何種成效？並對於學童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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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是否會有影響？因此想要以這樣的疑惑作為研究主題，並希望可以利用這份研究

的結果來作為教導學生自然科學領域的教學方法和策略。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會將「科學遊戲」、「實驗玩具」等自然探究與實作融入於自然課程之

中，並設計適當的教學課程，探討藉由自然探究與實作的課程融入，是否可以引起國

小高年級學童的學習動機以及提升學童之學習成效。其具體的研究目的分為以下四

點： 

1.探討自然探究與實作的課程之實施內容與教學脈絡。 

2. 探討自然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對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否有影響。 

3. 分析自然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學生自然學習能力之成效與反應。 

4. 瞭解自然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對教師的自我專業成長與反思。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預計採取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生。行動研究的研究過程

中，包含以下六個步驟：（一）界定問題或訂定目標；（二）閱覽文獻，瞭解是否他

人也遭遇類似的問題，或已達成有關的目標；（三）形成可供考驗的假設或探討的策

略；（四）安排研究的環境，並明確敘述程序和條件；（五）確立評鑑標準、評量技

術，以及其他可取得有效回饋的其他工具或手段；以及（六）分析資料與評鑑結果

（張子超，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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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針對自然探究與實作相關研究主題，個人閱讀了黃傅俊(民 105)所撰寫的「實施

實驗式探究教學對於國小五年級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表現之研究」與張淑惠（民 95）所

撰寫的「以探究式教學活動提升國小五年級學生科學探究能力之行動研究」兩篇論文

研究，以下方想個人看法。 

    黃傅俊(民 105)的研究結果顯示出：「實施『實驗式探究教學』過程當中，學生

遭遇到的困難最主要在『發現問題』、『尋找變因』、『分辨變因』等三個主題。覺

得最簡單的是『進行實驗』、『提出假設』兩個過程 。」從中可以發現，國小高年級

的學生對於「分析」變因和「歸納」變因較為不熟悉，也就說明了在自然探究與實作

的課程之中，需要教師更多的引導和提示，並培養學生對於自然現象的觀察力，以多

方討論或多方嘗試實驗的方式來引導學生進行探究。並在一開始的自然探究與實作之

中，不要設計過多的變因，以單一變因的科學實作來引導學生發現，並使學生可以更

加明白「變因」的名詞定義和意思。 

    此外，張淑惠（民 95）的研究結論分析出：「教學第一步驟可以先進行問題的探

索，接著進行學習目標的確定，以防學生過度發散而無法聚焦在學習主題上；再來讓

學生進行設計驗證的工作；最後進行解釋分享研究的結果，若時間許可，可以配合教

學主題進行競賽，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延伸學生學習。」結合上述論文所說，學生

在進行設計驗證的工作和解釋分析結果較不熟悉，因此在進行此步驟時需要教師加以

引導和說明，並先從簡單的實驗步驟開始來建立學生對於自然探究與實作的興趣和學

習動機，等到最後熟知這些流程和「變因」的各項意義之後，就可以依照此步驟和流

程來帶領學生進行自然探究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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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兩篇論文幫助我對欲研究之主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現今雖然有越來越多的

教育家提倡以自然探究與實作的方式融入於自然課程之中，但大多數的現職教師還是

使用傳統的講述式方法來上課，鮮少使用自然探究與實作的教學；因此，期許自己能

夠研究這項題材，開拓出更多不同的研究方向。 

 

四、參考書目 

黃傅俊（民 105）。實施實驗式探究教學對於國小五年級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表現之研

究（碩士論文）。取自：https://libetd.ncyu.edu.tw/thesis/getfileful/76139c030774725956416e4f073187ce/3773/ 

張淑惠（民 95）。 以探究式教學活動提升國小五年級學生科學探究能力之行動研究

（碩士論文）。 取自：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ttwD8/searc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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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一.校內外研習與檢定證書 

  
硬筆字能力工作坊研習與檢定證明 專業知能板書檢定 

  
字音字形工作坊研習 字音字形檢定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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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能力工作坊研習 說故事能力檢定 

  
簡報設計線上工作坊研習與檢定證明 師資生適性教學因材網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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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國語文科研習 

 
夢N-教學共備協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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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與活動證書 

  
課輔社-海洋動動員假日營營隊 課輔社-餅餅ㄅㄧㄤㄅㄧㄤ聖誕襪營隊 

  
協助嘉義女中選修課程 民雄薪傳二手書店課輔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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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表現 

  

110學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 歷年獎懲紀錄 

  
學科知能評量-數學科精熟 學科知能評量-社會科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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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閩南語能力認證-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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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照片 

 

夢N-教學共備協作工作坊 
    透過校外研習，我能更加理解現在

的教育環境，也能察覺到教育理論和實務

之間的差距為何，並加以應用。 

(圖為研習結束之後，團體合照時間) 

 

 

安東國小 

海洋動動員假日營營隊 
    大二時期，參加了課輔社的假日營營

隊，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國小學生，讓我

受益良多、永生難忘。 

    營隊中，我擔任課程組和小隊輔的角

色。身為課程組的我，學會如何設計一門

完美的課程(從設計課程架構、教學簡報

到教學表達)；而小隊輔的角色，學會如

何利用班級經營來掌握小學生的行為，並

能和學生保有良好的雙向互動。 

    營隊之中，我發現只要透過「適時的

引導」和「簡單的用字遣詞」，學生也可

以變得相當聰明。 

 東榮國小 

餅餅ㄅㄧㄤㄅㄧㄤ聖誕襪營隊 
    大三時期，再次參加了課輔社的假

日營營隊，這次改以「副召」的身分來擔

任，對於活動組織和領導團隊有更深入的

理解。 

    籌畫營隊期間，學會以良好的溝通方

式來和參與者對話和討論，並明白如何和

學校進行接洽且更熟知學校辦理活動的行

政流程。 

    參與活動期間，須顧及不同學生的不

同需求，並能夠迅速做出不同的反應來讓

學生在營隊環境中感到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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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嘉南分校 

110學年度課輔教師 
    大三開始，我開始接任課輔教師，並

能將前兩年所學的知識和理論，應用在教

學實務現場上。 

    第一學期擔任課輔教師的我，處處碰

壁，對於班級經營不熟悉的我，總是無法

成功的掌握學生，也因此每次的課輔都是

相當挫敗。 

    第二學期開始，我基於第一學期的失

敗經驗，並詢問多位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

和前輩，以更加多元、有系統、有原則的

方式來經營班級，果然在教學上收到很好

的成效。 

    雖然漸漸上手，但我還是會持續精進

我的教學技巧，期許自己是一位充滿溫暖

但又不失原則的好老師。 

 

民雄薪傳二手書店課輔志工 
    從109年3月到111年6月，我都在薪傳

二手書店擔任課輔志工，這段期間，主要

都負責了小四到小六的學生。 

    一開始對於學生的學習迷思和學習弱

點不是很熟知，也是和學生經過了多方的

詢問和溝通才漸漸明白每位學生對於不同

單元的困難點為何，並能夠找到適合學生

的學習方法和教學模式。 

    最後，我也善用「代幣制度」來引起

學生對於學習的動機，學生也較能將注意

力放到教師身上，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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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嘉義女中選修課程 
    主要是向高中生分享我們大學生的生

活經驗和學習歷程，以提供高中生不同的

人生方向和指引。 

    透果此分享，從新省思自己的生活歷

程和教學趣事，並將這些經驗和學弟妹分

享，以成就更多對於教育有興趣的學子。 

(圖為分享之後，和嘉義女中學生的合照) 

 

慈濟第三期 

青年線上伴學趣-大學伴 
    面對疫情的考驗，「線上」教學已然

成為後疫情時代的趨勢，也因此參與了此

線上伴學計畫，以增進自己網路教學的軟

實力。 

    從開課到結束，主辦方設計了一系列

的增能培訓課程和研習，希望可以培養我

們線上上課的能力，也因此我從中學習到

不同的科技化教學，像是：因材網、

Pagamo...。並學會以科技來輔助教學，

讓教學流程和效率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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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學素養教案比賽成果 
2022國小師資生十二年國教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初審通過 

 

    2022年6月初，參加了由國立清華大學所辦的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比賽，

從中學習到「素養導向的課程如何設計」，從一開始要先分析課綱、了解教科書的

教材內容再到定位學生的先備知識，來進行課程設計和延伸。 

    在參與教案比賽的過程之中，從中觀摩了來自全台灣不同師資生的作品，讓我

對於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有更深的認識，也設計出了與傳統式教學不同的課程。

（透過情境融入、小組討論、遊戲、繪畫的教學方式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金金計較

「比率和百分率」

第一節課

百分率對對碰

貨比三家不吃虧 情境融入

第二節課 折扣大小比一比 折扣數線圖

第三節課 天才小賣家

情境選擇

文宣繪畫

民主投票第四節課 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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