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104 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
期末報告大綱
計畫編號：060
計畫名稱：指導學生科學寫作並運用於科學主題特展之創作及解說
主 持 人：黃柏鴻
執行單位：嘉義縣太保國小
本校將此活動依性質區分為二個階段，共一年完成，以下依序說明。
(一) 第一階段－科學寫作教學：此階段的主軸為提升學生的科學寫作能力，我們融合了科
學寫作教學及科學徵文活動，讓學生認識科學寫作，並且提供一個學生可以投稿
的平台，增加學生的成就感及觀摩他人作品的機會。
1. 科學寫作教學：我們將科學寫作教學分為二個向度，其一為假日科學寫作班(報名表如
附件一)，提供對於科學寫作具有高度興趣及時間允許之學生，讓此類型學生能有更多
充足的指導及實際練習的機會，其二是將科學寫作教學融入自然課程中，以自然課程
為主軸，將科學寫作當成是一項延伸活動，不僅讓學生對課程內容更為熟悉，同時使
每位學生都有機會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科學寫作，使科學寫作成為校園內的一項普及
化學習。
表 1.科學寫作教學說明
假日科學寫作班
教學目的
提供對科學寫作具有高度興趣及
時間允許之學生有系統的科學寫
作教學
時間
地點
師資
教學對象
教材

教學方法

104 學年度上學期之隔週週六早
上 9:00~12:00
數位教室
具有科學寫作教學專長之教師
本校五、六年級對科學寫作有興
趣之學生
有趣的科學主題內容或者與時事
相關之科學文章或科學性新聞，
來源可以是科普雜誌、網路科學
文章或擷取科普書籍之內容
1. 介紹科普文章與一般文學性
文章之區別
2. 指導學生閱讀科學文章，增進
對文章內容的理解
3. 指導學生在引用他人著作所
應注意的事項
4. 實際進行科學寫作，提升學生
科學寫作的能力

自然課程融入科學寫作
將科學寫作當成是自然科課程
的延伸活動，不僅讓學生對課
程內容更熟悉，同時使每位學
生都能進行科學寫作
不定期的融入自然課程中
自然教室
自然科教師
本校五、六年級全體學生
自然科課程中之相關主題科普
文章，來源可以是科普雜誌、
網路科學文章或擷取科普書籍
之內容
1. 在教學中，針對概念，利用
科學文章適時向學生介紹
有趣新穎的科學事物
2. 引導學生閱讀完文章，畫記
重點、師生討論文章內容
3. 最後完成文章摘要或依提
示完成短文

2. 科學徵文：在推動科學寫作教學一個段落後，為了鼓勵學生寫作，本校將舉辦二次科
學徵文，每一次的徵文皆有特定的主題，學生可以針對主題來構思，並蒐集資料來豐
富內容及確認概念的正確性，同時要求學生要列出參考的資料來源(如附件二)，最後
經由學校的三位有科學寫作專長之教師進行評選，並對於優秀作品之投稿學生給予獎
勵及公開展示作品。
表 2.科學徵文活動辦法
徵文主題

動物

地球發燒了

徵文時間

104/12/8~10

105/3/30

參加對象
參賽方法

3~6 年級學生
學生將作品上傳至指定網路資料
夾中

評選教師

由參與此計畫的六位教師進行評
選，最後決定錄取之優良作品

作品處理

公佈於佈告欄及學校科學寫作網站

學生於視聽教室進行寫
作，時間 2hr，科普資料由
教務處提供
學生作品匿名評分，以求公
正，並改予作品評語

3. 科學寫作教師增能研習：多數教師對於科學寫作並不熟悉，不了解科學寫作教學的意
義及指導的方法，因此有必要進行科學寫作增能研習，使多數教師能認識科學寫作的
意函，支持科學寫作的推廣，進一步將科學寫作教學用在自己的課堂中。
(1)研習內容：認識科學寫作及指導科學寫作
(2)研習講師：聘請具科學寫作專長之教師擔任講師
(3)研習時間：利用週三教師進修時間，共計三小時
(4)研習地點：本校視聽教室
(5)意見回饋：設計教師研習滿意度調查及意見回饋單，藉此了解教師在此研習獲得
的專業成長及需改善之處(附件五)。
(二) 第二階段－科學特展創作：在訓練學生運用科學訊息的能力上，除了第一階段的書寫
能力外，將自己的想法或作品以口語的方式向他人解說或報告也是一項不可或缺
的能力，因此我們將延續第一階段的科學寫作之書寫歷程，並加入解說活動，進
行二次的科學主題特展，除了指導學生籌劃特展內容，也同時訓練學生將自己的
寫作結果以口語的方式呈現，成為一個全方位的特展解說員。

1. 小小解說員訓練：為了加強學生呈現科學訊息的口語能力，我們將在科學寫作班之後
的一個月課程中，針對同一批學生進行小小解說員培訓，指導學生如何進行科學訊息
解說，以達到聽者能清楚了解解說內容。
表 3.小小科學解說員培訓辦法
培訓目的
加強學生呈現科學訊息的口語能力，並為科學特展
之進行預作準備
學生人數
24 人
培訓方式
以校園常見昆蟲為主題，由此 24 位學生每人選擇一
種昆蟲，進行資料蒐集及介紹詞撰寫，邀請中高年
級 13 個班級學生接受解說員介紹
培訓時間
104 年 11~12 月份
2. 科學特展創作與展示：在科學寫作進行一學期後，學生已具備科學寫作的基本能力，
我們由八位參與本計畫之教師來指導學生進行特展的創作，從培訓的小小解說員中挑
選出 16 位 5、6 年級在科學寫作方面有高度興趣之學生，分為二組，各由二位教師進
行指導，每組完成一個特展主題，特展的呈現方式除了靜態的文字或圖片的看板展示，
也包含科學原理模型的介紹、科學玩具的製作教學、影片的編輯播放等，除了讓參與
特展的 16 學生能從中學習，也希望能使參觀特展的各班級學生能有豐富的收獲。
表 4.科學特展創作與展示辦法
培訓目的

將科普寫作課程及小小解說員培訓之成果，展現於科學特展活動

學生人數

16 人

培訓方式

以太陽系及大氣為主題，由 16 位學生分為四組，每組分佈二塊看
板，由社群老師指導學生編輯內容及製作展示模型，並強化解說
能力，邀請高年級 7 個班級學生接受解說員介紹，並於校慶活動
向來賓介紹

培訓時間

105 年 2~4 月份

解說活動

105/4/15，於活動中心進行三節課的解說活動

四、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
表 5. 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
項目名稱
假日科學寫作班

具體成果及效益

評估

於 104 年 9 月份開班，招收 24 位
五、六年級學生，已進行 5 次課程
於 104 年 9 月~105 年 1 月，於五、

自然課程融入科學寫作

六年級自然課程中進行第一次融入
式的科學寫作，共計約有 190 位學
生進行
於 104/12/8 進行科學徵文活動，有

科學徵文

70 位學生投稿
於 105/3/30 進行現場科普寫作比
賽，共有 48 位學生參賽
由假日科學寫作班擔任小小解說

小小解說員訓練

員，且提供中高年級 13 個班級約
300 位學生參加解說活動
於 104 年 11~12 月份培訓，以校園
常見昆蟲為主題，由此 24 位學生每

昆蟲特展

組選擇一種昆蟲，進行資料蒐集及
介紹詞撰寫，於 12/9 邀請中高年級

針對全校五、六年級
學生進行科學寫作
興趣問卷前測
(附件三)
針對擔任小小解說
員之學生進行科學
寫作能力前測
(附件四)

13 約 300 位學生參加昆蟲特展解說
105 年 2~4 月份培訓，以太陽系及
大氣為主題，由 16 位學生分為四
組，社群老師指導學生編輯內容及
科學特展

製作展示模型，並強化解說能力，
邀請高年級 7 個班級約 180 位學生
接受解說員介紹，並於 4/22 校慶活
動向來賓介紹
於 104/11/11 進行科學寫作教師增 針對參加研習之教

科學寫作教師增能研習 能研習，開放全縣教師報名，預計 師，進行滿意度及意
有 50 位教師參與

見之調查(附件五)

五、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困難：學生對於科學寫作課程原本存有恐懼與抗拒，以致影響其參與程度
解決方法：我們將科學寫作與小小解說員培訓結合，使這個活動結合動靜元素，並在活動
中加入有趣的主題以及有獎徵答等活動，以提升學生參加之意願。
2.困難：一般的科普寫作比賽常以通訊競賽為主，且評分標準較難一致
解決方法：賽前，我們發給各班優良作品範本，以供參考；比賽時，我們採取現場寫作方
式，由學校發給科普資料，測驗學生統整能力，並且為改善評分公平性，我們
採匿名評分方式，並於評分前共同討論評分標準，提高評分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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