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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立方 院士 談教育差異

美國的學生態度就不一樣，他們的觀念就是“Why
did you say that?”，馬上就質疑。他們當然不
一定有自己的看法，但起碼會問一下:為什麼?從東
方教育方式出來的學生一般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

改變，才會調整。如果沒有那種提問的觀念及態

度，你要怎麼做研究？你要怎麼做頂尖的研究？

不可能！

這就像葉永烜院士常問的，為什麼台灣出不了諾

貝爾獎的得主？就是因為沒有這種疑問

(question)和創意 (creative)能力。你不會提問
題，就不會有創新。什麼都說好，什麼都說對，

那就不會思辨。我覺得這是在教育方式裡最重要

的問題。

本篇文章截選自2021年11月劉立方院士採訪稿，完整採訪
內容後續將規劃於書籍出版。

我覺得美國的教育方式跟東方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

不同。亞洲的學生尤其中國、韓國、台灣，很重視

“尊師重道”，但是有的時候，把這種精神帶到研究

態度上的話，尊師重道就會變成不敢發表自己的意

見。老師在授課時，學生聽不懂或是覺得不太對，

反而會覺得可能是自己錯了，認為老師這樣講一定

是對的，反而奇怪自己怎麼都想不通。看到一些文

獻的內容，也會完全相信它都是對的，不會提出質

疑。所以華人學習觀念的出發點就是老師講的或是

書裡寫的一定是對的。

我以前的研究生如果是從東方來的，真的都要洗腦

一番，要再教育。要告訴他們我所講述的不一定都

是對的，書裡寫的也不一定都是對的，你需要提問

為什麼這樣是對的。現在新加坡學生也是類似，我

叫學生去回顧一些文章，他們會跟我說文章裡面寫

了abcd點的重點，卻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Focus

人物專訪  劉立方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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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康乃爾大學1912級榮譽講座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李國鼎講座教授

中國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客座特聘講座教授(玉山學者)

現職

經歷



TTSS在「全民天文教育」的工作項目中推動一個以國中小學校天文望遠鏡修復及籌劃，即
「復籌者聯盟」的倡議，目的在於用crowd-sourcing的方式幫助解決一些望遠鏡的維修
及教學技巧的問題，同時可以規畫一些合作方案，希望能讓各校的天文教育能更上層樓。

目前參與此聯盟的學校成員含有：

臺中一中天文台、嘉義女中、縣立南郭國小、台中市立惠文高中、蘭潭國小、高雄港和國

小、新豐高中天文台及星象館、彰化高中、南十字天文台（車城國小）

此聯盟的專家顧問：

賴詩萍（清華大學天文所教授）

陳文心（清華大學天文所）

馬學輝（墾丁天文台）

廖家賢（墾丁天文台）

復籌者聯盟未來的工作重點：

1.  天文台硬體設備的修復與更新
2.  觀測網：我們將與清華大學天文所賴詩萍老師一同合作。賴老師有計劃成立「台灣天文
觀測聯合平台」，目的是聯合國內各級學校的天文觀測設備，共同執行一些觀測計畫，培

養學生天文探索的興趣。

3. 希望各校除了投入自己學校的教學外，有餘力能為當地鄰近其他學校學生或是一般大眾
服務，以達成全民天文（Astronomy for all）的宗旨。
4. 國內K-12天文教育論壇：接續去（111) 年10月15日在嘉義蘭潭國小所舉辦的第一屆K-
12天文教育論壇，我們預計在高雄舉辦第二屆論壇。屆時復籌者聯盟將會是議程裡面重要
的一部分。

Speci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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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籌者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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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四) 下午1:08 pm (約30分鐘)

111年度已舉辦的線上講座，回顧影片請到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計畫Youtube 觀看。
112年度1月份活動場次請見下方資訊，活動相關資訊亦請參考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計畫
網頁。

題 目：礦物學與藝術的交會 – 礦物手繪紀錄
講 者：李季鴻、林哲緯 (淺山設計)、黃克峻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博士候選人)

�四 下午 1:08 pm

108 CLUB
- 108課綱資訊交換平台  -

          108 課綱資訊交換平台
108 C lub

108課綱之實行已有三年，有些課程改革可見
成效，但尚存有很多挑戰需要克服，尤其是

如何設計可以由學生親手動作和操作(hands-
on)的實驗或資料分析任務。
108俱樂部是一個虛擬中心，旨在建立一個可
供各位老師分享相關教學經驗和心得的平

台。

我們也將邀請大學端的教授介紹他們的實驗

及研究計畫，特別是其中中學教師所感興趣

的資訊。歡迎各級學校教師及其他有興趣之

各界人士，於周四下午1點08分與我們相聚。

https://www.youtube.com/@user-dc7re5zv1u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108club/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108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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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鼎先生曾任中華民國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在任時推動許多經濟建設，被譽為是「臺灣經濟

奇蹟的重要推手」、「臺灣的科技教父」等。如今我們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應兼顧社會包容

性、環境永續性，並納入現代與未來跨世代公平原則的考量，在提升和創造當代福祉的同時，不

能以降低後代福祉為代價，在利用生物與生態體系時，仍須維持其永遠的再生不息。

因此，TTSS與李國鼎故居合作，以「永續發展」為主題，舉辦一系列科普講座，期許能以現代觀
點延續李國鼎先生推動臺灣經濟成長的精神。 

李國鼎故居講座系列

活動相關資訊及報名方式，請參考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計畫網頁。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3lktls/


Upcoming Events

NEWSLTR  VOL 8  P.5

蓋婭科普講座系列 19

Prof. Jane P Chang
施如齡 教授
01/28 (六) 上午9時 (GMT+8)

講     者：
主 持 人：
日     期：

國際科學教育論壇 ISEF

Prof. Mary Helen Immordino-Yang
03/04 (六) 上午9時 (GMT+8)
Why all learning is social, emotional, cognitive
and cultural to the brain

講     者：
日     期：
講     題：

活動相關資訊及報名方式，請參考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計畫網頁。

活動相關資訊及報名方式，請參考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計畫網頁。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prof-mary-helen-immordino-yang/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prof-mary-helen-immordino-yang/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isr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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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影片。
【影片連結】

王靜芸教授於2020年開始在杜倫大學任職，在那之前她曾在日本九州大學
資訊科技研究所任職助理教授多年(2014-2020年)。她的研究聚焦在本體
建模技術、視覺化學習支援系統、有意義學習環境、個人化語言學習支援

系統、遊戲本位學習、計算思維教育、教育大數據及學習分析，和基於資

料採擷和人工智慧的學習支援系統，這場演講上她以「當計算機科學遇上

教育」為題主講。

蓋婭科普講座系列 16

When Computer Science meets Education (當計算機科學遇上教育)主     題：
講     者： Prof. Jingyun Wang 王靜芸 教授

施如齡 教授
10/15 (六) 下午4時 (GMT+8)

主 持 人：
日     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MHQ2lijU&t=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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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影片。
【影片連結】

Prof Carl Wieman是史丹福大學物理學教授和教育學院教授，致力於物理研究
及科學教育，他獲獎無數，包括諾貝爾物理學獎(2001)、卡耐基基金會美國大學
教授年獎(2003)、一丹獎  (2020)等。科學教育就是有科學方法！此次他以
「Taking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Science Education」為題，跟大家分享
他對科學教育的心得。

Prof Carl Wieman
12/10 (六) 上午9時 (GMT+8)

主     題： Taking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Science Education

國際科學教育論壇ISEF 8

講     者：
日     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MP8rNYXuY&t=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MP8rNYXuY&t=1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