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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告一项有关透过主动学习，强化香港教育学士课程学员科学素养

水平的研究。研究旨在探讨学员透过积极参与科学学习活动后，其科学

知识、技能及态度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这些都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原素。

修读教育学士课程的学员必须于课程的基础年修读科学单元，有关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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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理念在于透过积极参与不同范畴的科学活动，以促进学员主动学

习科学。 

本研究透过访问 79 位学员及分析他们的学习日志，将所需数据收集，从

而探讨他们在科学知识、技能及态度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述学习日志包

括学员就每一项活动所作的预测、观察记录及所作的推论；完成活动后

所写下的个人见解及学习心得；完成活动后对每一项所运用过的科学探

究技巧的描述以及对其重要性的看法。最后，其中十一位学员按随机抽

样的方式抽出，接受访问，以进一步探讨学员认为有效推动主动学习科

学的方法。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探究学员如何透过主动学习，从而提升他们的科学知

识、技能及态度等各方面的能力。本文亦提供一些能有效提升学员科学

素养的建议，从而协助准教师们面对来自日新月异的科技社会、以及未

来教学工作上的种种新挑战。 

绪论 

 科学与科技渗透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部份。Laugksch & Spargo (1996) 认
为科学化、经济性、意识形态、学术和美学等是普及了个人注重其科学

素养的重要原因。这些观点对科学教育政策、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均有

重大的含意，而且更唤起各地教育界人士注意中、小学的科学教育，以

培育出有科学素养的新一代。可是，即使在「第三届数学和科学国际性

研究」曾指出香港学生于科学科的表现远逊予其它国家，但对加强香港

科学教育的讨论或政策未有认真地关注(Cheng & Cheung, 1999)。因此，

香港教师教育应致力提升准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务求培育出具有科学

素养的公民。  

本文旨在报告一项有关透过主动学习，强化香港教育学士课程学员科学

素养水平的研究。研究目的是探讨学员透过积极参与科学学习活动后，

其科学知识、技能及态度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这些都是科学素养的重

要原素。 

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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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科学素养"这个名词在科学教育界已经出现多时，不过至今还未有

一个统一的定义。有关由科学教育家所提出的科学素养要旨自一九五零

年已 始受到考究，且乃源于口号化(Bybee, 1997)。其后，"科学素养"
这个意念得到广泛采纳，由口号化发展成为经过细心诠释的定义，变得

更具原则性。 一九九五年，美国国家研究协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颁布国家科学教育指针（ the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详细说明科学教育的展望是要令廿一世纪全人类对科学都有

进一步的认知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6) 。在教育指针的大

纲中更进一步阐释科学素养为「在一个充满科学探究得来的产品的世界

中，科学素养就是每个人必须有的。」此外，「科学素养在一些需要崭新

技巧的行业上同样变得越来越重要，员工需要用心去学习、理解、创意

地思考、作判断、及解决难题。对科学及科学过程的了解都是取得这些

技巧的先要条件。」  

近年，亚洲地区都对科学素养有明确的诉求。如台湾的王美芬和熊召弟

(1995)及魏明通(1997)在讨论台湾的国民小学自然科教材教法和科学教

育均关注到科学素养这个议题，他们所讨论的科学素养主要是环绕美国

进步科学学会的《2061 计划：科学全民化》(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90)所提出的国民需要具有科学素养的－－教

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国民具备生活的能力和责任，由于二十一世纪的

生活更需要技术信息、运用科技，以及人们与社会的关系，学校教育中

的科学、数学和科技要能使国民的思考发展出了解和习惯，以便面对生

活。此外，邻近香港的广州市九年义务教育的科学课程讨论稿(广州市教

委教学研究室，2001)中亦有提到科学素养包括必要的、基础的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意识。 

主动学习 

 魏明通(1997)认为教师为中心的科学教学，可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学习科

学，可以总觉得有些不够，惟在科学方法及科学态度方面得不到很多益

处。而近年科学教育以学生的「做中学」的理念抬头，他期能使学生在

科学概念、方法及态度能平均发展。此外，近年在知识快速增加及累积

的情况下，教育的意义就不再是「知识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会

如何去学习(王善芬、熊召弟，1995)及要透过主动积极参与学习。再者，

由于近年建构观点的影响，认为学习是新知识，新经验获得的过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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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富涵主动的属性的(von Glasersfeld，1991)。所以，课程设计者和

教师们应提供学习者「自主权」(自我作主)的机会及学习情境去实作、思

考、参与及讨论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概念。 

研究方法 

 曾经有研究提出教师教育需设计及推行一些特别的课程、策略以及方法，

来培养准教师对科学及科学教学应抱的态度 (Hall, 1992)。为了迎接科技

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就读教育学士课程的准教师因而需要不断提升

个人的科学素养水平。  

香港第一个全日制的教育学士课程中就设计了一个在基础年推行的基础

科学单元。单元的内容设计采纳了「以活动为主」的方案。Padilla (1991)
曾经提出「"活动"一词多年来已演变成与 "促进科学教育"同义」。基础科

学单元主要是为学员提供更多机会让学员接触科学过程、科学技能及主

要的科学概念。单元包括有以下各个范畴：科学本质、科学探究、细胞

与生命、自然世界、物料与环境及能源与科技等。首两个范畴：「科学本

质」、「科学探究」的设计主要是让学员在学习其它科学概念前先接触及

尝试科学过程及科学探究。单元设计的理念是让学员积极投入不同的科

学学习活动，以促进他们主动学习科学，再而进一步提升其科学素养水

平。基础科学单元的「科学本质」、「科学探究」范畴中包括有两大类型

的学习活动。  

第一类是「预测 - 观察 - 推论」活动，用以帮助学员们养成对凡事先作

预测，仔细观察，再根据观察作推论的习惯。这些活动需要学员在阅读

多种项目工作的图片或文字指引后将他们的预测写下来，接着学员们便

要 始着手进行工作，记录观察所得，以及按照其观察，作出推论。最

后，学员需重新评估及挑战他们先前所作的预测。  

第二类活动是按既定的情况、规限和背景进行探究，从而使学员培养出

探究精神以及解决难题的决心。活动还为学员提供一些考心思及具扩展

性的问题，以超越学员只凭个人的经验来扩阔其视野。这些活动都较为

着重思考，学员须提议探究方法、记录过程中的观察所得、引证结果、

从而作出总结。学员还要写下个人对每一个学习活动的想法。当完成所

有的学习活动后，学员须列出所有他们曾经运用过的科学探究技巧及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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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其重要性。  

本研究的学习日志样本共抽选自三组（共七十九位）修读教育学士课程

一年级基础科学单元的学员。本研究收集了有关学员的工作纪录册、访

问和观察报告以作分析。当中包括：在观察预测活动中所作的预测、观

察记录和分析；完成参与每一项活动后的个人见解；及记录所采用的科

学探究技巧以及其重要性等。十一位学员是以随机抽样方式抽出来接受

访问，访问的目的在于探讨他们对主动学习科学的意见。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主动学习的模式能否协助他们提升其科学素养水平、科学探究技巧

和改变他们对科学学习的态度。  

结果及讨论 

 「预测 - 观察 - 推论」活动  

受固有的理解影响到所作的"预测"、"观察"及"推论"  

这个以四个项目构成的「预测  - 观察  - 推论」活动设计有考虑

Harlen(1992) 和 Yager (1991) 所认为的学员能将新的体验与旧有的观

念作比较，从而利用这方面的信息来建立新的理解。经过分析学员的习

作后，发现有大部份学员﹙超过三分之二﹚所作的预测与实验的观察有

很大差别，而有部份学员更不作出任何预测，原因是他们不能想象将会

有甚幺事情发生(见表一) 。  

表一： 事前预测与观察之分别 

   预测与观察不乎  
(学生人数 )   

预测与观察相约  
(学生人数 )   

不清楚会有什

幺情况发生   

工作一   63  11  5  

工作二   57  11  11  

工作三   52  27  0  

工作四   49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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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工作一(附件一)时，大部份学员都预计气球会越变越大，且会在樽

口竖起。他们之所以作出这种预测，是因为他们在小学或初中时曾经进

行过热空气令汽球膨涨的实验。至于工作二(见附表二)，有部份学员预计

乒乓球会升起，而有部份则预计乒乓球会在漏斗内跳起。他们作出这等

预测同样是因为他们曾经遇见过由气流所产生的推动力。在另外其余两

项工作中也出现类似预测与观察有差异的情况。从以上的情况来看，不

难了解到学员所作的预测都是按照他们以往的经验而推想出来的。例如：

当到与热有关的活动时，学员很自然会联想到对象遇热膨涨；而当有风

的时候，学员又会联想到向上或向外的移动。这证明学员都受到固有的

概念所影响而对相类似的情况作出同样预测。  

从接受访问的学员之响应中就更能进一步证明固有观念的影响。当问及

学员如何就有关的科学问题作出预测时，十一位受访者中有九位表示他

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及个人对科学的知识来作预测，而另外两位则表示

会考虑到题目的步骤和程序。在他们十一位当中，有七位承认他们的作

为的预测跟实验的观察相差甚远，预测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通常没有

细心留意工作的步骤及受到以往的经验所影响。  

学员在为工作一进行推论的时候，虽然他们都惊讶地发现气球会缩进樽

内，在樽内膨涨，而不与他们所作的预测相符。不过在学员所作的推论

及解释中也多只提到气球内的空气膨涨。其实工作一已清楚地说明要求，

在停止加热后才把气球套到樽颈上，只可惜所有学员一看见加热的仪器

便实时联想到空气膨涨，而忽略了因实验程序有所不同而产生的气压变

化。跟上述情况相若所作的推论及解释之现象在其它的三个工作中也是

相当普遍。  

作推论时考虑其它因素  

透过分析学员的推论和解释，发现他们每位在第一、二个工作时都只不

过举出了一个解释。有某部份学员在进行第三、四个工作时已略见进步，

始懂得在推断时同时考虑其它因素。虽然他们所作的推论及解释不一

定正确，然而却进步了不少，懂得尝试多思考其它可能性，而不是单单

举出自已认定的答案。在完成工作一及工作二后，学员都少用了一些较

为肯定的语调，从以下的例子可看出他们的怀疑与不肯定，例如"我怀疑

这是否…"或"以我个人的推测…" 等，而且他们都显得能够摆脱以往的经

验和不受相类似的实验结果所影响。明显地，这类型活动能够给予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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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会去认清固有观念跟实际体验的分别，这跟 Glynn, Yeany and 
Britton's (1991) 的说法相约 －「学习科学是一个建构并重组个人理论

及认知的过程。」纵使并不是每位学员都能够作出正确的解释及推论，但

这些活动均可为学员提供一个反思、重新分析及综合资料的机会，使他

们得到全新的体会。  

此外，大部份学员在报告中指出他们经过观察后所作的解释其实都是小

组讨论得出的结论，证明这类科学活动能够加强他们彼此间的合作，有

助他们集体讨论各组员的个别疑题、互相分享有关资料和检讨大家的推

断。再者，学员都认为这个「预测 - 观察 - 推论」活动有助推动科学探

究及唤起他们对科学的兴趣，而且能以相关的科学理论加强他们的理解。 

设计科学探究活动 

将科学融入生活  

经过分析学员完成探究活动所发表的意见和响应后，发现学员对这些探

究活动的反应都非常正面。大部份学员（84%）都叙述了探究以及他们

取得成果的过程；超过八成的学员都认为探究活动所采用的情景 (见附

件三、四)有趣，且能够唤起他们对科学探究的兴趣。 当中某部份学员

(36%)提出了改善探究活动的方法，亦有增强学习成果的建议(33%).。其

中三成学员更讨论到如何将科学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此外，在访问的过

程中当学员被问及这种探究活动是否切合日常生活时，他们全都认为这

些活动对他们了解日常现象很有帮助。虽然研究结果反映出学员的注意

力主要都集中在探究的过程和得出的结论上，但其实学员亦有关注到探

究活动所采用的情景并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引发学员对科学学习

的兴趣。  

发展科学探究技巧  

在探究活动中从学员所采用的方法技巧，就能反映出学员在科学知识水

平的发展和增长。在进行探究时，大部份学员都认为"小心翼翼地观察和

记录"、"选用适当的工具及材料"和"不断重复尝试"在探究中具相当重要

的地位。除此之外，学员亦需要"预测结果"、"作出假定"、"解释现象"、
"有系统地编排程序"、"控制易变的因素及准确测试"及"分析以及解释原

因"。据资料显示，只有少数学员会采用二手资料、考虑到其它因素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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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时间控制对科学探究的重要性。另外，有证据证明这一类科学活动能

促使学员间彼此互相学习，有助他们解决个别的疑难、互相分享有关资

料和检讨推论结果。因此，欲探究成功，有效的科学探究技巧实在是不

可缺少。  

有关上述所提到的科学探究技巧，本研究也就学员的解释进行分析，结

果发现学员都相信"有系统地编排程序"是非常重要，看来他们都相信在

探究过程中任何的出错和失误不单会令研究结果有所偏差和不可靠，同

时也影响到证据搜集。Gott and Duggan (1995) 亦发现繁复的研究步骤是

其中一个影响学员表现的主要因素，并且他们都普遍较为偏重于研究的

方法和性质，原因是探究的方法实在有很多种类。Goldsworthy (1998) 提
到老师应给予学生足够的思想空间去自由决定探究程序与提供适当的协

助令他们得以探究成功，从中取得平衡。在访问中，学员都提到他们计

划进行"科学探究"的方法，他们大部份都会首先考虑到现有的资源；有

部份会先同其它学员商量，然后安排人手；而有少部份则表示会在计划

探究项目之先界定可变的因素。  

于本研究中学员也举出了记录对探究活动的重要性，有部份学员指出其

重要性在于观察结果会随着时间而改变。Goldsworthy (1998) 曾提出过

相类似的见解，他认为纵使有周详的计划及努力不懈地进行探究，但记

录上的差误足以令探究结果变得不可靠。  

本研究发现当中有部份学员能够仔细描绘出探究的结果，甚至有部份学

员还尝试解释得出的结论并把它带到日常生活上，即使是 Goldsworthy 
(1998)曾指出大部份学员似乎都只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作简单的总结。最

后，调查发现能够详细引用过往生活例子的学员都较为为容易成功地进

行探究，而且这一份成功感似乎对探究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  

发展正确的科学态度  

科学探究的技巧固之然讲究，但其实学员对科学的态度也相当重要。学

员提到在进行科学探究时所抱的"认真"态度和进行每一个步骤时的细心

专注，是确保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和更清晰的观察能力，减少出错机会。

另外，学员亦曾提到"勇于尝试"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如果缺乏不断尝试

和探究，便无法找到新发现或令人满意的探究成果。Griffin (1996)认为科

学探究是一个 "出错及改正的过程"。 学员亦认为"小心谨慎"是一个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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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注意的地方，探究时做足安全措施，便可避免足以影响探究结果的

错误出现。除此之外，学员也有注意到"客观处事"、"细心忍耐"和"常存

好奇心"这几方面同样是科学探究所必需具备的态度。另有相类似的调查

(Hall, 1992)指出以活动为中心的课程对培养学员对科学以及对科学教学

的正确态度有很大帮助。  

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对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性  

态度认真  −   加强组织  

−   仔细观察  

−   减低出错的机会  

勇于尝试  −   发现新事物  

−   取得理想成果  

小心谨慎  −   做好安全措施  

−   避免探究结果受影响  

客观处事  −   取得可靠的结果  

细心忍耐  −   得到可信的观察  

−   等发现之时  

常存好奇心  −   不断探索  

−   不致在探究的过程中对探究对象失去兴

趣  

发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在访问期间，学员都会被问及他们现在上课时导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跟

他们以往中学老师所用的是否相似。所有学员都表示在以往的学习过程

中，他们都只是一步一步按老师的指示进行科学实验。就学员的记忆所

及，他们在过往的科学实验活动中都并不需要作出预测，只要按着实验

步骤找出实验结果便可。这正是以往传统科学学习的方法，甚少鼓励学

生主动学习及进行思考。至于就目前的科学活动来说，学员均表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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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自由发挥，亲身投入探究过程中。此外，还有助刺激学员对学习

教学方法的兴趣，使他们认识到教学其实应该着重学习者的参与，以及

在设计教学时能尽量把教材融入日常生活中。当中部份学员更认为这些

活动给予他们一思考机会，不单只要去证明，还要去深入探究，以找出

相关结果。访问结果反映出 Elementary Science Study (1970)所记载的智理

明言：「我听见…但忘记了；我看见…且我没有忘记；我做…且我明白」。

所有学员都认为这类型的科学活动有助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令他们对

相关的概念有更清晰了解，且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去进行探索，推动他们

积极寻求真相。最后，大部份学员都认识到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能够让他们自己去发掘、吸收、并建立一套他们对教学的独特理解。

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对他们策划未来的教学

有很大帮助。 

总结 

 「试验是科学教育的核心部份」(Reiss, 1998).「探究本身就是一项科学试

验，让学生亲自决定所采用的研究策略和方法、选用合适的仪器、厘定

测量的方法及分析结果。」 (Millar & Lubben, 1996). 本研究提出了证据

以证明透过主动学习科学有助加强科学素养能力。此外，及后发展教师

教育课程时，这些透过学生主动学习的活动能够提高准教师科学素养能

力的建议亦应得到适当的考虑。  

基于教师教育课程的学员都不一定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所以在设计科

学活动时着重考虑如何吸引学员对不同类型的探究活动产生兴趣，原因

是不同类型的活动有助启发个别学生的独特潜能。本研究所采用的两种

科学活动指明了两种学习科学的不同方法，这与 Crossland (1998)在计划

实验及研究科学时所提出的「学生参与」非常相近。  

第一类「预测－观察－推论」活动有助学员明白到以往的经验如何影响

到他们对新现象的理解，给予他们机会将想象中的情况跟实际的情况作

一比较，令他们明白到原先的概念跟实际情况的出入。这些活动除了能

够令学员理解科学概念外，还可以令他们透过讨论，让他们参考其它组

员的见解，以得出最佳的分析结论。第二类活动 － 科学探究有助学员

将科学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唤起学员对科研的兴趣。此外，亦可协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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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展科学技巧及科学态度，使他们对相关的概念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方法有更深的了解。  

除了协助发展不同技能的各种活动外，一些能够将科学融入生活及能够

在既定情景下进行探究和测试的活动也同样非常重要。Feasy (1998) 指
出「面对未来，第一大挑战是整个科学课程，尤其是要进行科学探究。

这是一个与日常生活互相融入的过程。」所有研究项目都会列明有关的情

况、难题以及背景，目的是要推动学员积极进行探究以解决有关问题。

这些科学活动都会依照社会背景来设计，而且都是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这为科学探究提出了真正的意义，能够令学员主动投入活动当中。

可见本研究调查实提供了一些能够帮助学员把科学跟生活拉近的方法建

议。  

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出一套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提高科学知识水平

的教学方法。教师教育课程中为基础年的学员设计的科学学习单元是要

透过主动学习，从而帮助他们发展科学技巧，培养出正确的科学态度及

取得有关的科学摡念，从而提高对科学的认知，应付二十一世纪的新挑

战。而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应尽力培育香港的下一代，使香

港的新一代能够像世界其它先进国家的公民一样拥有丰富的科学素养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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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预测－观察－分析」活动  

工作一  

将汽球套在热水瓶口  

 

步骤：  

 

1. 将五十毫升清水注入瓶内加热  

 

2. 停止加热  

 

3.将汽球套在瓶口 (如下图); 

 

4. 一分钟后将汽球拉起，你认为汽球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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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预测－观察－分析」活动 

 

工作二  

 

漏斗中的乒乓球  

 

步骤：  

 

1. 按照下图装置仪器，  

 

     

2. 然后用口从喉管大力吹气，你预测漏斗中的乒乓球会怎样？  

 

 

 

 

 

 

用口从喉管大力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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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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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设计探究活动二 

 
苹果不再黄  

 

小明在午饭前已把苹果切好，打算留待饭后才吃，不过，饭后他

发现苹果已经变黄了。他觉得这现象十分奇怪，于是决定寻找办

法防止苹果因氧化而变黄。 

 

 
 
 

他曾经听过一个处理苹果的方法，就是把苹果浸在盐水中浸。究

竟浸盐水是否预防苹果变黄的最有效方法呢？试利用可在厨房找

到的材料，如盐、水、糖，维他命 C 等，找出一个最有效地预防

苹果变黄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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