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化學教育 
 

27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emistry Education in Taiwan 2015, 2(1), 27-32 

本期專題 

 

〔承《北一女中校慶化學宅急便嘉年

華（中）》〕 

 【服務台與科學傳承】 

本校的「校慶化學宅急便嘉年華」之規

劃與實施，約從每年九月初的化學教學研究

會開始，以教師「認養」或協調負責的活動

開始，搭配學校「校慶籌備會」的經費與場

地規劃，也結合校外資源進入綠園中，負責

的老師可以與其任教學生一起發揮創意規

劃，融入化學課程的教學中，教師們之間彼

此協調或協助，本校每年十二月的「校慶化

學宅急便嘉年華」就熱鬧演出！ 

「服務台」的設立是整個「化學宅急便

嘉年華」活動中樞，整個「北一女中校慶化

學宅急便嘉年華」活動進行時，也都是人滿

為患的地點，主要負責的工作有： 

 「服務台海報」、「闖關單」、「投票單」、

「摸彩劵」的製作，包括感謝贊助單位、

介紹活動流程，發放闖關單，介紹化學

宅急便嘉年華各項活動的地點等。 

 為鼓勵學生參與化學宅急便嘉年華，學

生通過一定數量的關卡後（核章），可

至服務台換取各種豐富的獎品或參與

摸彩活動，這尤其要感謝許多單位的贊

助，如圖 13。 

圖 12為今年校慶之「服務台海報」、「闖

關單」、「投票單」、「摸彩劵」，圖 13 為服務

台的活動紀錄。 

 

化學宅急便： 

北一女中校慶化學宅急便嘉年華（下） 

周芳妃 1, 2、張永佶 1, 2、詹莉芬 1, 2,
*、許名智 1、陳祖望 1、吳淑芳 1、江慧玉 1

 

1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2教育部高中化學學科中心 

*leefeng1126@gmail.com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5059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5059
mailto:leefeng112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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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服務台海報」、「闖關單」、「投票單」、

「摸彩劵」 

 活動回顧（2010 - 2011） 

回顧 2010 年 12 月，本校首度與教育部

高中化學學科中心合作舉辦之「化學宅急

便」，做為迎接 2011 年國際化學年的暖場活

動開始，包括「台灣傑出女科學家演講」與

「化學闖關活動」。化學關卡設計主要來自教

育部化學學科中心的種子老師，總共安排了

20個動手實作的關卡。最令人感動的是我們

發現學生對於科學的熱情，我們原本設定自

由報名的關主主要來自高二學生，沒想到再

兩個月就要參加學測的高三學生也報名熱

烈，最後我們錄取 140 位高三學生擔任為科

學志工，並利用為期兩週的課餘時間進行關

主培訓課程，果然「化學宅急便」初試就獲

得很大的迴響。 

本校將「2010年北一女中化學宅急便」

編輯成一本經驗傳承的合輯，開放於北一女

中網頁「教學資源網 / 化學科」之「化學宅

急便」供大家參考。 

2011年的「化學宅急便」以「台灣傑出

女科學家演講」、「化學猜謎」、「奈米海報

展」、「巴克球串珠祈福活動」及「超級珠璣

巴克球的製作」為主軸進行，其中「超級珠

璣巴克球的製作」是本校第一次與台大化學

系金必耀教授合作，金教授親臨本校教授「超

級珠璣巴克球的製作」課程，受惠學生約 130

人，從 90個單體的製作與簡單連接，就費時

超過 10 小時，接下來再製作成兩個「半球」

（我們稱南半球、北半球），連結成一個堅固

「超級珠璣巴克球」在金教授與本校化學教

師一起努力下大功告成。現今北一女中完成

兩個「超級珠璣巴克球」，綠園裡習慣稱它們

「大綠球」與「小綠球」，大綠球是金教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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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服務台」的活動紀錄，熱鬧的「闖關單兌換禮物」 

本校師生一起合作製作完成，長期擺放

於校長室展示，小綠球是由學生獨立完成，

目前亦懸掛於化學科辦公室走廊外。 

金教授並將此課程的完整資料發表於

「化學」期刊，可參閱「參考資料 7」。 

圖 14為小綠球與大綠球。 

 

圖 14：「小綠球」與「大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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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回顧（2012 - 2013） 

2012年的「化學宅急便」仍以「台灣傑

出女科學家演講」、「化學猜謎」、「奈米海報

展」、「化學闖關」、「巴克球串珠祈福活動」

及「創意串珠分子模型競賽—Groid三度週期

最小曲面製作」為主軸進行。「化學猜謎」關

以兩班高二學生為關主，關卡內容包括補救

教學關、北一女中教學資源認識、化學教具

模型及台灣傑出女科學家介紹等，其中還包

括學生設計的「元素拳」、「化學拳」等趣味

遊戲。「化學闖關」由高一、高二資優班學生、

高一化學選修課程同學擔任關主，從關卡的

設計、關主培訓課程、海報製作都是由學生

與指導老師利用課餘時間通力合作，整個活

動設計中可以看到學生整合知識的能力與創

意設計。校慶當天，實驗室的「化學闖關」

闖關現場更是熱鬧而有趣，前兩年的「北一

女中化學宅急便」已略有名氣，甚至吸引遠

至羅東高中、武陵高中等學校學生來訪。 

另一個特別的活動則是「創意串珠分子

模型競賽—Groid三度週期最小曲面製作」，

科學原理及製作方式可參考「參考資料 8」，

這是需數千個串珠才能完成的「藝術作品」，

也是金必耀教授二度指導本校學生，為了激

起學生挑戰思考與合作學習的能力，我們則

採跨班跨年級自由組隊報名，一組以 10人為

限，由於金教授僅提供「17 頁製作的簡報

檔」，難度相當高，原本設定全校約十組報名

就不錯了，最後竟然有 29隊學生報名參加，

還包括 9 隊是再兩個月就要參加學測考試的

高三學生。 

首先學生要嘗試讀懂金教授提供的「製

作方法」，將抽象的圖形轉換為具體行為，這

是有助於菁英教育培養學生自學與研究的能

力，為了鼓勵學生互助學習，我們於校慶前

兩週的中午舉辦多次的「學習交流會」，讓進

度比較快的學生可以教進度比較慢的學生，

且邀請金教授蒞臨本校擔任此競賽的評審，

並於頒獎典禮中進行演講及講評。 

本校將「2012年北一女中化學宅急便嘉

年華」編輯成一本經驗傳承的合輯，開放於

北一女中網頁「教學資源網 / 化學科」之「化

學宅急便」供大家參考。 

圖15是「創意串珠分子模型競賽—Groid

三度週期最小曲面製作」的學生作品。 

 

圖 15：「創意串珠分子模型競賽—Groid三度週期最小曲面製作」的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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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校慶由於適逢本校的擴大校

慶，有三年一度的「園遊會」，基於學生人力、

場地空間的分配，「化學宅急便」僅以「台灣

傑出女科學家演講」、「奈米海報展」、「化學

闖關」、「巴克球串珠祈福活動」為主軸進行。

為了配合園遊會的氛圍，「化學闖關」則以「夜

市風」之玩樂，或闖關者製作可帶走之紀念

品，與其他園遊會攤位一樣，闖關者須酌收

費用，扣除成本之所得餘額則歸為化學科科

學活動經費，儘管如此闖關現場仍是人滿為

患，擠得水洩不通。 

此次的化學關主為一個高二班級的學

生，與指導老師討論設計後，部分關卡取材

自「參考資料 9、10」，學生藉由班級團體活

動中討論關卡設計之「擺攤」模式及收費方

式。 

圖 16 為關卡介紹及化學闖關之現場紀

錄。 

 

 

圖 16：2013年「化學宅急便嘉年華」之關卡介紹與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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