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107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
期中報告大綱
計畫編號： 056
計畫名稱：【科學繪圖】~為國小學生打開走進自然科學的一道門
主 持 人： 楊勛凱
執行單位： 嘉義市精忠國民小學
壹、 計畫目的及內容：
一、計畫動機:精忠國小位於嘉義市東區的邊緣，是迷你小學校，屬偏鄉眷村小學，學區內
新移民、單親、低收、隔代教養等目標學童比例逾5成，學童少有機會接觸多元的資訊刺激，
導致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的差異表現會反應在學習成就表現上。本研究希望引入資源，彌補其
因家庭功能不彰造成的不足與缺憾，將有助於提升學生基本學力，同時給予學生願意自主學
習科學素養，向上提升自然領域成就感的積極動力。
【科學繪圖】是科學研究的方法之一，超越文字與語言的限制，讓有塗鴉童心的國小學
生，透過自然觀察與資料收集，將生物特徵與特性以繪圖方式呈現；加上文字解說，輔助知
識的傳播。讓學生學習嚴謹的態度，培養觀察力，並能磨練耐心，鍛鍊毅力，還能親近大自
然，於無形中增加自然科學的知識，了解科學教育不只是知識的背誦與累積，而是觀察、描
繪大自然的真善美。
【科學繪圖】非常適合國小階段學生學習，它是結合自然、藝術、語文及生活科技等跨
領域統整課程。
二、計畫目的:(一)以行動研究模式修正「科學繪圖」課程。
(二)辦理學生作品成果展。
(三)分析學生課程前後觀察力、思考力、表達力、繪畫技巧、恆毅力及對科
學興趣的提升程度。
三、計畫內容:藉由【科學繪圖】課程，讓學生了解「自然觀察」的重要性，希望學生喜歡
上手繪大自然，開啟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熱忱，打開一道走進自然科學的門，啟發孩子對
自然科學的興趣。但是，目前國內有關科學繪圖教學的課程仍十分有限，也不夠重視，教學
研究論文在國內也相當少，因此本計畫自編課程，希望從國小階段開啟學童科學繪圖之門。
自編【科學繪圖課程】共9單元，如下所示，教材設計完成，已在106學年度執行一年，
根據學生學習情況適時調整，培養學生科學繪圖的的能力。
單元1 認識科學繪圖
單元6 科博館科學繪圖競賽作品欣賞
單元2 生物的背景知識
單元7 科學繪圖實作練習
單元3 發現生活中的科學繪圖
單元8 科學繪圖主題作品
單元4 自然觀察與資料蒐集的重點
單元9 參加科學繪圖競賽 (有興趣的學生，於暑假
單元5 如何畫出生動的科學繪圖
可參加台中科博館「科學繪圖競賽」活動。)

貳、 研究方法及步驟：
單元 主題/上課節數/週次
1
認識科學繪圖/3.5/1

2

生物的背景知識
/5.5/2-3

3
4

發現生活中的科學/1/4
自然觀察與資料蒐集的
重點/2/4
如何畫出生動的科學繪
圖/9/5-7

5

6
7

科博館科學繪圖競賽作
品欣賞與分享/3/8
科學繪圖實作練習
/21/9-16

8

科學繪圖主題作品
/12/17-20

9

參加科學繪圖競賽

課程內容
1-1 科學繪圖發展史；1-2 科繪的故事(影片)；1-3 手繪科學繪圖的
優點；1-4 介紹科學繪圖作品與網站；活動 1:觀察力練習+牛刀小試
(觀察食材)；1-5 用畫筆典藏大自然(影片)
2-1 生物的演化；2-2 生物分類系統；2-3 生物的命名；2-4 生物的
多樣性；活動 2:拼湊大自然(植物拼貼)；2-5 微觀世界(1)行動顯微
鏡:介紹用法、校園尋覓檢體與拍照上傳雲端硬碟教學(2)USB 電子式
光學顯微鏡觀察:介紹玻片標本製作、顯微鏡使用與軟體使用方法；
活動 3:生物細胞標本製作與細胞構造繪圖練習
3-1 理想、完美的科學繪圖具備的特性；3-2 生活中科學繪圖的蹤跡
4-1 參考資料來源的搜尋；4-2 實例經驗分享:桃花心木；4-3 花的構
造介紹；活動 4:洋桔梗花的解剖與構造繪圖
5-1 物體如何被看見；5-2 光的特性；5-3 繪圖與光源 ；5-3.1 基本
形狀練習； 5-3.2 光源位置練習；活動:實物鉛筆繪圖練習；5-4 點
畫法介紹；5-4.1 秀拉與點描畫派； 5-4.2 點畫作品賞析；5-5 繪
圖步驟與技巧的介紹；5-5.1 STEP1 描圖紙描下圖案； 5-5.2 STEP1
定稿紙+複寫紙+描圖紙； 5-5.3 物體形狀與立體感；活動:點畫練習
5-6 色鉛筆與水彩技法的介紹與練習； 5-6.1 簡易調色盤； 5-6.2
顏色變變變；5-6.3 互補色；5-6.4 同色系陰影畫法； 5-7 畫出生
動的科學繪圖活動:葉子卡片實作練習
6-1 科博館網站選題；6-2 學習單：學生整理作者創作動機、資料蒐
集項目與給予評語。；6-3 分享與報告
7-1 手繪科學繪圖明信片-校園植物版；7-1.1 學校校園植物介紹；
7-1.2 明信片欣賞與介紹；7-1.3 選定主題與資料收集(田野、網
站、圖鑑…等)；7-1.4 繪圖；7-1.5 科學解說：文字說明；7-1.6 明
信片格式設計；7-1.7 成果發表；7-2 科學繪圖年曆製作；7-3 校園
植物標本採集與製作；7-3.1 標本製作方法介紹；7-3.2 標本採集；
7-3.3 標本相關資料查詢與特性介紹與製作；7-3.4 手繪乾燥標本；
7-3.5 作品展示: 乾燥標本與手繪科學繪圖作品
8-1 選定繪圖主題與圖說；8-2 準備材料；8-3 繪圖；8-4 蒐集主題
相關科學知識；8-5 定稿、文字說明整理與版面編排；8-6 完成活動
單；8-7 成果發表會-發表作品
有興趣的學生，於暑假可參加科博館科學繪圖競賽活動

參、 目前研究成果：
一.教師用的教學 PPT
二.學生作品
 活動1:觀察力練習+牛刀小試(食材觀察)
 活動2:拼湊大自然(植物拼貼)
 活動3:生物細胞標本製作與細胞構造繪圖
生物細胞玻片標本製作 ；生物細胞構造觀察 ；生物細胞構造繪圖練習
 活動4:洋桔梗花的解剖與構造繪圖

三. 科學繪圖課程學習單
四. 科學繪圖課程問卷分析
分析(一)
分析參與已執行半年科學繪圖課程的學生(包括中高年級)，簡短地寫下他們所認識的
科學繪圖、上課經驗、上課的心情或感受，如下所示：
(1)成就感：目前本課程將學生繪圖作品放在圖書館及數位藝廊展覽，他們的成果讓校園
內的同學驚豔，因此80%提到帶給他們成就感。
(2)繪圖能力：75%提到科學繪圖必須仔細描繪、畫出觀察結果、增加畫圖能力、畫出相機
拍不到之處、以及更喜歡畫畫。
(3)增加自然知識：在蒐集繪圖主題相關資訊時，無形中大量閱讀許多科學知識，因此70%
提到完成科學繪圖繪讓他們學到更多的自然知識。
(4)仔細觀察：科學繪圖講求「真」，在完成作品前，必須不斷的觀察及比對，因此70%提
到完成科學繪圖繪時需要仔細觀察繪圖主角，可以培養觀察力。
(5)生活連結：80%提到進行科學繪圖繪時可激發自己對生活周遭事物的觀察，以及發現生
活中應用科學繪圖手法呈現的地方。
(6)科學繪圖：80%認為科學繪圖是嚴謹的科學，它強調科學知識的正確性；80%覺得科學
繪圖的表現是寫實，經由入微的觀察和準確的表達；60%提到科學繪圖以繪
圖方式加上文字解說，可以輔助知識的表達；60%反應出從事科學繪圖很費
時，為慢工出細活的活動。
(7)學習興趣：科學繪圖是結合自然、藝術、語文及生活科技等跨領域的課程，70%學生提
到可以實地親近自然，結合繪畫，描繪生態的觀察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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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科學繪圖課程問卷分析
分析（二）
 簡單描述你所知道的科學繪圖是甚麼?
(1).需要仔細觀察，然後繪畫出來的一個課程。
(2).是一種記錄，介紹植物的繪圖。
(3).科學繪圖是一種在相機發明前就有的技術，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動植物的構造，並





















且有科學意義。
(4).用圖畫出觀察的物體。
(5).觀察自然中的植物，把它畫下來。
(6).藉由觀察自然中的植物，並把它仔細畫下來。
上過課學繪圖課程後，對你最大的影響是甚麼?是否有甚麼收穫?
(1).可以讓我畫出很生動的東西。
(2).讓我的繪畫技巧變好一點，跟學習很多的自然知識。
(3).學會用電子顯微鏡以及知道科學繪圖的歷史。
(4).更了解科學繪圖，也能畫出科學繪圖。
(5).利用工具來創作圖畫，例如顯微鏡、美工刀。
(6).利用工具來創作繪圖，例如美工刀和顯微鏡。
科學繪圖可以被相機取代?
(1).相機只能拍到一個東西，用手畫可以畫出小細節。
(2).因為相機無法拍出細節。
(3).因為科學繪圖能比照片介紹的更清楚。
(4).相機只能拍到一個方向，用畫的可以畫出很多細節的地方。
科學繪圖能引起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
(1).科學繪圖要觀察大自然，久了就會對自然有興趣。
(2).因為我們會需要在自然環境中觀察。
(3).我可以學到之前沒學過的東西。
我了解科學繪圖與生活的關係?
(1).可以用來美化生活環境
(2).觀察生活中的事物
我了解科學繪圖必須有科學性?
(1).因為如果不真實就不叫科學繪圖了。
(2).有時懂科學，對科繪也有幫助。
科學繪圖激發我想多去觀察身邊的事物?
(1).因為科學繪圖需要很仔細去觀察植物。
(2).因為不觀察畫不出來。
我覺得我的觀察力有提升?
(1).因為都要看很細小的東西。
(2).因為老師有教我如何細心觀察
(3).可以讓我觀察到之前沒有觀察到的東西
科學繪圖讓我對繪畫更有興趣?
(1).畫了之前從沒畫過的東西
(2).原來自然界中的植物也能用來拚做一幅畫
(3).因為科學繪圖就在大自然中
(4).因為科學繪圖很有趣
(5).因為要畫很細的東西
科學繪圖能增加我的繪畫能力?
(1).平常看書可以看得到
(2).我本身就愛畫圖
我喜歡科學繪圖的原因?
(1).讓我學到以前沒學過的東西

(2).因為好玩、有趣，老師很好。
(3).很有趣，讓我學到科學繪圖的意義。
(4).因為我喜歡自然科學
(5).不但能畫畫，也能觀察大自然。

肆、 目前完成進度
表格一的藍色區塊為目前完成進度。
(表格一)
時程(月份)
工作項目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問卷施測(前、後)
單元 1：認識科學繪圖
單元 2：生物的背景知識
單元 3：發現生活中的科學繪圖
單元 4：自然觀察與資料蒐集的重點
單元 5：如何畫出生動的科學繪圖
單元 6：科博館科學繪圖競賽作品欣賞
單元 7：科學繪圖實作(題材練習)
單元 8：科學繪圖主題作品
成果發表會
單元 9：參加科博館科學繪圖競賽活動
資料蒐集及分析：
每單元教師省思及學生課後問卷
資料蒐集及分析：
學生課程後作文或繪圖
撰寫報告

伍、 預定完成進度
(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表格一的灰色區塊為預定完成進度。
(二)紀錄成果及效益
1. 教師教學後撰寫課後省思心得，學生課後完成單元設計課後問卷或課程心得作文，做
為改善教學的行動研究與修正「科學繪圖」課程，編撰適合國小階段的科學繪圖教材。
2. 完成下列科學繪圖作品，並辦理學生作品成果展。
(1)手繪科學繪圖明信片-校園植物版
(2)科學繪圖年曆
(3)乾燥標本製作與科學繪圖-點畫版與水彩版
(4)科學繪圖主題作品
3. 藉由科學繪圖課程，學生能獲得生物相關知識的建構與學習，增強資料收集、分析、
整理、解說能力，增加親近大自然的機會，並能提升觀察力、思考力、表達力、繪畫
技巧、恆毅力及對科學興趣。分析方式如下:
(1)觀察力及繪畫技巧：初期的作品及後期作品相互比較。
(2)思考力、表達力、恆毅力及對科學興趣：設計課後問卷分析學生想法之變化。

陸、 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資訊設備：使用顯微鏡可讓學生觀看到植物的微觀世界，市面有平價的低倍率(50X-200X)
與高倍率(500X)顯微鏡，因經費規定不得購買設備費，所以只能使用放大鏡觀察，但學生能
觀察的放大倍率有限。
解決方案：他校借用
• USB 電子式光學顯微鏡，用電腦螢幕觀看顯微鏡下的玻片檢體，比傳統光學式解剖顯
微鏡更便利，能一起看到視野下的鏡頭，有拍照與編輯功能，可標示檢體尺寸與名稱
說明，方便做科學實驗的紀錄。
• 行動顯微鏡(60X)+上平板或手機:利用3C 設備的鏡頭拍照記錄，攜帶方便機動性很高，
利用網路隨時上傳雲端分享，學生可自主尋找有興趣的檢體做觀察，將視野延伸至微
觀的世界。
二.蒐集回饋資料： 因為每次課程內容所需要的時間正好足夠，要收集學生回饋資料需要
額外找時間。
解決方案：上課前請先到的學生利用時間補寫上次上課的學習單或回饋資料，等人數到
齊，一起說明上次課後教師的自我教學省思與補充內容，也可達到複習的效果。
例1.《生物細胞標本製作與細胞觀察及繪圖練習》活動
教師課後整理
1. 教師課後將學生拍照的生物細胞照片作分類整理，編輯細胞大小與文字說明。
2. 上傳學生雲端硬碟
3. 下次上課，學生用 ipad 上雲端硬碟找到他們上堂課已構好鉛筆草圖的照片並塗上色
彩，瀏覽教師整理的生物細胞分類照片並增加細胞結構的說明，練習畫更多不同狀態
下的細胞。
例2.《洋桔梗花的解剖》活動
教師課後整理
1. 教師課後檢查學生作品，並將需要修正的部分於下次上課說明。
2. 下次上課增加用行動顯微鏡觀察解剖(縱切與橫切)子房內的胚珠，讓此活動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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