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96 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期中
報告大綱
計畫編號：76
計畫名稱：中部地區高中學生天文實驗活動
主 持 人：游大立
執行單位：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 計畫目的及內容：
1.

2.
3.

引導中部地區對於天文有興趣的高中生，利用數位化方式進行天文學相關實驗活
動。使用網路上免費軟體或自由軟體來進行實驗分析，使學生能以最經濟的方式學
習電腦應用於科學資料分析。激發學生充份運用已學習的基礎科學知識。
運用學校已有的天文望遠鏡以及計畫主持人自行購置的天文望遠鏡及照相器材，拍
攝天文照片作為實驗課程教材，或製作海報作為教學展示。
累積天文觀測與資料分析能力，建立天文推廣教育教學資料庫。期望未來能爭取經
費設置遠距遙控天文台或行動天文台，提供中部地區對於天文有興趣之高中職學
生，能在家中觀測，並且有能力分析觀測資料。

2、 研究方法及步驟：
1.

2.

3.
4.

5.
6.

改良設計編寫實驗課程教材，或邀請辦理高中職學生天文實驗活動之經驗人士，帶
領示範或提供諮詢適合高中職學生程度的實驗活動。實驗教材將儘可能地使用免費
自由軟體來設計數位天文實驗活動。運用 moodle 的網路課程套件功能，將課程相關
資料放置於本校地科魔豆網站 http://eslab.chsh.chc.edu.tw/moodle16，讓學生的活動
可以持續至課堂活動以外的時間，並且與同儕互動學習。
計畫主持人利用下列方式拍攝天文影像：
(1)農曆月底至月初其間，上山拍攝星象照片，以提供天文學實驗課程所需之照片資
料；(2)帶領學生親自觀察特殊天象，並且拍攝影像製作教材。
將這些影像運用在實驗活動課程中，提供同學們練習使用。這些素材也可以製作大型
海報作為實驗掛圖、提供平時教學或天文推廣活動使用。
從民國 96 年 2 月至 5 月期間，辦理校內數位天文實驗課程，培訓校內學生成為中部
地區高中學生天文實驗活動課程之小助教。
從民國 96 年 6 月起至 12 月，每個月辦理 1 次中部地區高中學生天文實驗活動課程，
引導學生運用基礎科學知識分析天文資料。活動時間將挑選每個月農曆月中的星期六
下午 13:30~17:30，並且避免於段考前一週，預計可辦理 7 次活動。由於每次活動內
容或資料分析量，須要讓學生有一段較長的時間來吸收理解，因此以一個月一次的型
式來辦理。每次活動包含『科學原理』及『實做分析』
，使參與學生能由實做來學習。
開放各校教師，與同學一同參與活動課程，期能再透過更多教師推廣天文教育。
配合特殊天象或季節，針對社區大眾及校內師生之演講活動或天文推廣活動。例如：
認識季節星座、中秋前夕賞月活動、火星大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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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文實驗活動課程表』如下：
相見歡 , 分組活動
始業式 , 介紹課程活動
96/06/09 （六）
天文學的座標系統應用
天文學的坐標與認識星座
09：30～17：30
網路免費的自由軟體應用 1 介紹課程網站、學習天文常用工具軟體
96 年 7 月配合『暨大附中辦理暑期天文活動營』，課程安排在 8 月份。
網路免費的自由軟體應用 2 天文軟體的安裝、使用與學習應用
96/08/18 （六）
望遠鏡的原理與操作
介紹望遠鏡的結構與組裝
09：30～20：30
數位相機與望遠鏡的搭配 數位相機透過望遠鏡的拍照實作
夜間在校內進行實際望遠鏡操作
夜間實做課程
CCD 的原理與操作
介紹 CCD 及數位相機的原理與操作
96/08/25 （六）
天文影像的處理概念與實做
數位影像的處理概念
09：30～20：30
夜間在校內進行實際望遠鏡操作
夜間實做課程
96/09/22 （六）認識月球
介紹月球相關的知識與運行現象
利用月球影像計算月球軌道離心率
13：30～17：30 月球軌道離心率的分析
96/10/20 （六）認識變星與變星觀測
認識變星類型、分析光度曲線
介紹如何應用數位相機進行變星觀測
( 日期暫定 ) 利用數位相機觀測變星
介紹如何使用天文軟體分析變星影像
13：30～17：30 變星資料分析
96/11/24 （六）
認識太陽
介紹太陽相關的知識與運行現象
( 日期暫定 )
太陽會合週期的分析
利用 SOHO 太陽影像分析太陽自轉
13：30～17：30
96/12/01 （六）認識光譜與簡易光譜儀製作 介紹光譜類型與製作簡易光譜儀
( 日期暫定 ) 如何自製天文海報
運用目由軟體自製海報、照片與名片
結業式頒發研習證明
13：30～17：30 結業式

3、 目前研究成果：
1.
2.
3.
4.
5.

使用自由軟體 Stellarium 引導學生學習星座的位置與星星的運動。
使用自由軟體 Celestia 引導學生了解太陽系與銀河系的結構。
以 moodle 建置學習網站。http://eslab.chsh.chc.edu.tw/moodle16
天文實驗活動課程資料放置於網站上，提供學生課後學習使用。
匯整特殊天象攝影製作教學圖卡或書籤，並且將縮圖影像放上網站提供欣賞。

左 1, 左 2: 亞利桑納州旗竿鎮羅威爾天文台的 24 吋 Alvan Clark 反射式望遠鏡。
右 1, 右 2: 亞利桑納州旗竿鎮羅威爾天文台的 Pluto Discovery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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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實驗活動的基本理論講授以及電腦軟體實做練習。

中秋前夕彰中賞月活動紀念書籤設計草圖。圖中所使用的月球影像是由學生拍攝。

4、 目前完成進度
1.
2.
3.
4.
5.
6.
7.
8.

4 月底時，計畫核准經費核撥後。
5 月份完成活動計畫公文以及報名程序。
6 月份課程開始運作。
7 月底計畫主持人自費前往美國參觀多座天文台，收集現況資料。
已完成 6、8 及 9 月份的天文實驗活動課程。
7 月份配合暨大附中天文活動，課程預先排在 8 月份。
暑假期間，配合本校國中生科學營，利用星象館認識星座以及介紹天文相關自由軟
體於參與活動的國中生。
暑假期間，配合中區師生科展研習活動，專題演講分享部份課程。
8 月 28 日帶領部份參與活動學生觀察月出帶食。因為雷陣雨，只有看到部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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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定完成進度
1.

2.

3.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1) 引導中部地區對於天文有興趣的高中生進行天文實驗分析課程活動深入了解天
文學的奧妙。
(2) 設計問卷調查參與學生對於天文實驗課程的心得感想。
(3) 將實驗課程資料放置於本校地科網站，提供他校或將來活動使用。
繼續完成高中天文實驗活動課程。
(4) 9 月辦理天文推廣活動-中秋前夕賞月活動
(5) 12 月辦理天文推廣活動-到彰中觀火星
具體成果
(1) 辦理中部地區高中學生天文實驗課程。
(2) 提供高中生多元化學習，學科整合應用機會。
(3) 建置天文實驗課程活動之教材於本校地科網站。
(4) 拍攝天文照片提供教學使用。
(5) 與中部相關單位合作辦理天文教育推廣活動。
效益
(1) 提供中部地區對於天文有興趣之高中學生深入了解天文學之活動。激發參與學
生靈活運用已學習之基礎科學知能。
(2) 藉由各項活動推廣天象之美，進而保護與愛惜我們的自然環境。
(3) 累積天文觀測與資料分析能力，建立天文推廣教育教學資料庫。奠定未來規
劃、建置及營運天文台之基本能力。

6、 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
2.
3.
4.
5.
6.

日前指導同學觀察月全食，適逢雷陣雨而必須將原先已經架好的器材收回室內。等
待雨過天晴後，又匆忙地架設望遠鏡，損失觀察時機。
由於本校尚無天文台設施，因此每次觀測時，學生必須搬運望遠鏡至頂樓架設。觀
測完畢後，再搬回實驗室。夜間觀測時間徒增耗損。
實驗課程輔以天文望遠鏡操作使用，使參與同學能實際挑選觀測目標，親身體驗天文
觀察的樂趣。
運用天文專用數位偵測器觀測天文體，並且透過資料分析，使學生運用基本科學知
識，深入了解天文奧秘。
若能在天文台內進行觀測，則可以節省每次觀測的重複架設器材工作。對於經常性觀
測的天體，若同學更可以在家透過網路連線觀測，減少在戶外過夜的風險。
規劃具有遠端操作的天文台，配備自動控制望遠鏡以及天文數位偵測器系統，初步估
計設備經費大約 600 萬。

7、 參考資料
1.
2.
3.
4.
5.
6.

Stellarium，http://www.stellarium.org
Celestia，http://www.shatters.net/celestia/
IRIS，http://www.astrosurf.com/buil/us/iris/iris.htm
e-Observatory 數位天文台，http://e-obs.tam.gov.tw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http://www.tam.gov.tw
虛擬天文學習加油站，http://astrolearn.geo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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