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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 

文獻閱讀（科學教育類） 試題 

（數理教育研究所科學教育碩士班） 

※請注意：1.本試題共四頁。 
2.答案題號須標示清楚，並寫在答案卷上，否則不予計分。 
3.本科考試提供電子字典查閱英文詞彙。 

一、 請閱讀以下英文摘要，說明此研究的內容與結論為何？這一篇文章對科學教育的研究

與實務之啟示分別為何？。（50 分） 

 
 

Ideas about earthquakes after experiencing a natural disaster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students’ worldviews 

 
Chin-Chung Tsai,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On September 21st, 1999, the central part of Taiwan suffered an earthquake which 
was 7.3 on the Richter scale. This disaster provided a unique and rare opportunity to 
study students’ worldviews. Science educators have proposed that students’ 
worldviews influence their ways of interpreting natural phenomena and then impose 
an effect on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scienc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students’ worldviews as revealed by their ideas about the causality of 
earthquake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natural disaster. In Taiwan’s socio-cultural 
milieu, there are some indigenous worldviews about earthquakes including the 
perspectives of supernatural forces and myths. Through tracking the ideas of 60 fifth 
graders and sixth graders for eight months, this study showed that students tended to 
employ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approaches to resolve the incongruence between 
indigenous worldviews and scientific worldviews. First, they may try to accept the 
scientific ideas and to abandon their original worldviews. Second, they may try to 
grasp the scientific views and at the same time try to keep the indigenous 
worldviews unchanged. Many students held a scientific/myths dual perspective 
about the causes of earthquakes. Finally, they may retain their original worldview 
and try to ignore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This paper finally suggests that science 
educators need to integrate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of learning science 
into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文獻來源：INT. J. SCI. EDUC., 2001, VOL. 23, NO. 10, 1007-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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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閱讀一(共 20分) 

1. 文獻閱讀一的教師的教學特色為何？(10分) 

2. 本文對於台灣自然科教學的啟示為何？(10分) 

 

 
 

文獻閱讀一 



第 3 頁，共 4 頁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8). Teaching About 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Publisher: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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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閱讀二(共 30分) 

1. 文獻閱讀二提到閱讀能力應包含哪幾個層面？(10分) 

2. 科學閱讀理解可以有哪些面向？(10分) 
3. 教師可以使用哪些問句，來提醒學生摘要出重點？(10分) 

 
 
 

 
科學童話最能吸引學生閱讀。什麼是童話？童話的定義是「童話是專為兒童編寫的，

以趣味為主的幻想故事」（李麗霞，1993）。所以童話一定是兒童的、故事的、幻想的、趣

味的。科學童話內容難為虛構、想像的，但需有正確的內容，並且對讀者需有啟發性和引

導性，兒童對此類讀物有極高的興趣閱讀。目前，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內容的閱讀

教材仍嫌不足，因此，教師應多提供機會，讓學生接觸科學讀物，並在閱讀後加以討論、

寫心得、發表。 

科學閱讀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什麼是閱讀能力呢？若由聯合國經濟合

作與發展(DECD)機構所做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所訂的項目來看，閱讀能力應包含三個構面： 

1. 擷取資料：能否從閱讀的文字資料中，擷取所需的資料，可能由分析或推論中找答

案。 

2. 解讀資料：閱讀後，能否正確解讀資訊的意義，建構文章的意義。 

3. 思考與評價：能將所讀的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和經驗作聯結，綜合判斷後

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要將文章與自己的經驗、知識與觀念聯結起來；也能評價文

章的特徵，這些要用自己的口語表現出來。 

科學閱讀理解，還可以從不同面向來看，包括： 

1. 詞彙、專有名詞(vocabulary)：科學閱讀素材中有極多的專有名詞，讀者要能從字

面，知道其內涵是什麼。如「通路」的內涵是由電源、導體、燈泡或其他用電作功

的物件所形成，而不是只有讀到「通路」兩字。 

2. 理解(comprehension)：用圖、表與數字幫助文字理解的能力，也能區隔事實真相與

個人意見差異的地方，閱讀後，能摘要、因果推論、比較異同等。 

3. 探討的能力(study skill)：能把全文內容用類似概念技巧繪圖、能應用所讀的內容

推類到其他的情境中；若為實證過程的描述，則可以嘗試複製實驗過程。 

教師指導兒童閱讀時，有些原則必須注意：要向學生指出閱讀目的、重點所在。如要

學生找出結論、找答案、找其他的資料或其他的理由等，並要學生筆記他所唸的部分。再

如，要由多方面的書面資料去閱讀，這點可以要求同一學生擁有（或去查閱）多種資料，

或由每一人查閱同一主題不同的資料，大家分享閱讀結果，分享不同觀點的書面資料。當

然，閱讀書面資料不限於文字敘述的部分，應包含圖片、表格、海報、期刊、報紙、雜誌，

甚至於網路上的資料或其他數位資料。 

兒童在閱讀讀物之後，要能作分析、比較、綜合、具體法、抽象法。教師可以用問句，

提醒學生摘要出重點。 
王美芬、熊召弟（2005）。國小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台北：心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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