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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北一女中「化學探究及創意設計」特

色課程之一（上）〉〕 

 跨出校園與參加大賽 

學生經過高一「出神入化—化學探究及

創意設計」特色課程之「創意化學實驗關卡

設計」的洗禮後，本校教師鼓勵學生組隊繼

續挑戰，報名「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

辦理的「2014 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競賽

的報名時間是每年的五月底，與北一女中「出

神入化」之「創意化學實驗關卡設計」的課

程時間相仿，但須從「一個化學關」，設計成

「兩個化學關」及「兩個物理關」，難度增加

很多。幾年的教學課程累積，有的學生會在

高一時組隊參加，有的學生會在高二時組隊

參加，而隊員也不盡是上過此課程的學生，

最後往往是跨班或是跨年級的組合。高一學

生具有「時間較多」的優勢，高二學生則具

有「科學先備知識較強」的優勢，各有其發

揮特色的地方。 

(一)報名初賽 

由於報名的學生組員有幾位是上過高一

特色課程「出神入化」之「創意化學實驗關

卡設計」，因此非常熟悉比賽的報名方式與競

賽規則，教師則站在提醒與鼓勵的角色從旁

協助，包括： 

 故事的設計與鋪承是否得宜。 

 關卡設計的科學正確性與可行性。 

 關卡設計的科學關數目與創意關數目的

搭配。 

 資料的收集與他人經驗的創新。 

 使用器材與藥品是否合綠色化學與環保

精神。 

 耗材費規劃。 

(二)準備與參賽 

這是學生參加「2014 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的整個過程中收穫最多的階段，由於準

備比賽的時間一定是落在暑假，在寸土寸金

的北一女中，教師協助學生申請一間實驗室

供學生準備，除了將「出神入化—化學探究

及創意設計」之「創意化學實驗關卡設計」

教學課程中的策略與方法「再精進」、「再精

緻」外，有幾個精神是我們教師希望學生努

力發揮的： 

北一女中「化學探究及創意設計」特色課程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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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學生們的心血展示 

 

 

圖 10：學生自我檢討與叮嚀、「模擬賽」 

 
 鼓勵學生使用化學實驗室的「廢液」，到

垃圾場找「器材」，用最少的耗材費完成

最棒的創意實驗設計。 

 由於有些學生都是升高三學生，暑假輔

導課到下午四點或五點，指導教學生要

能「規畫進度」、「開檢討會」、「分工與

合作」。期盼用最有效率的爆發力完成最

佳化創意實驗設計。 

 告訴學生「指導老師不是萬能」，有任何

問題，多元思考、多方探究，鼓勵學生

主動找各種科任老師、網路等尋求解決

問題的方法。 

 教師規畫「模擬賽」，包括四個獨立關的

實作展演及邀請其他非指導老師來做模

擬評審，讓學生磨練應變能力及臨場感

的抗壓性。 

學生們泡一個暑假的實驗室，有形的與

無形的，都是他們的心血，如圖 9 所示。自

我檢討與叮嚀、「模擬賽」，如圖 10 所示。無

論是過程或是結果，大家都是收穫滿行囊，

如圖 11 所示。 

 學生心得與教師經驗分享 

北一女中在「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全

國賽裡，仍有許多努力與學習的空間，僅以

幾位學生的心得與大家分享，在這裡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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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學生收穫滿行囊 

 
到學生的成長與收穫。 

孟芸： 

思源看似漫長卻是一下就過去了，心中

實在五味雜陳。 

我的這些組員其實原本都不太認識，到

現在能那麼熟也是因為思源的關係。我們都

很喜歡動手做的感覺，雖然我們只是把垃圾

變成有點意義的垃圾，想著如何美化垃圾，

用最經濟的方式完成我們的理想。我們一切

能完成不僅僅靠我們六人，還有設備組，路

上的木工，計程車司機，總務處等等，當然

最重要的還是老師啦！不管是食物還是物資

還是我們精神上最大的支持！ 

右青： 

從紫荊季後組隊，到暑假結束前最後兩

個禮拜，是一段美好難忘的回憶。一開始設

計關卡，不大熟悉的六個人為此討論，晚上

衝進科任辦公室問問題，才好不容易完成。

暑假密集實作，從此愛上六個人共同努力的

感覺。我們好幸運，進決賽，有機會再磨練

幾個禮拜。與其說撐到最後是為了達到最初

目標，不如說是期待大家集思廣益的專注氣

氛。那些日子，得到好多經驗和情誼。想起

來就好像昨天才發生過的事。我好高興，能

用這些時間來好好認識你們。 

姜寧： 

參加思源競賽源自於一個誤打誤撞的開

始。當初只是抱持著能在高中畢業前參加一

項科學競賽的心態，臨時湊齊了隊員，接著

一面上網搜尋影片一面搜刮自己所學的微薄

知識，硬是擠出了整整四關的關卡說明，然

後就是令人驚豔的初賽結果。從八十取十五

的隊伍中脫穎而出，開啟這趟意外卻豐富的

旅程。 

曾經為了找材料翻遍垃圾場、針對出狀

況的機關想出各種解決方案、又為了關卡的

順暢驚呼。參加思源的過程裡，我學到如何

運用創意、解決難題、將理想化為現實、以

及和隊友們合作，這些遠遠超過在教室裡把

近視弄深和把屁股坐大所學到的課本知識。

或許我犧牲了不少念書的時間，但我絕不後

悔用這些時間換來這些珍貴難得的經驗。 

千茵： 

經過兩個月的朝夕相處變成什麼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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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的好朋友，覺得他們真的是一群很白痴

很搞笑但是超給力的隊友，思源不但讓我學

到更多知識，更重要的是發掘了我們解決問

題的能力，在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不過在彼

此互相幫忙互相激盪之下都能找到不錯的解

決辦法，覺得我們還蠻厲害的哈哈！ 

郁芳： 

這個比賽大概是我目前曾參加過的比賽

中最快樂的，根據我以往的經驗，成績的好

壞和手做的能力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說我一

開始對在大家其實沒什麼信心，但是後來發

現也還好，只是會太理想化而無法實際達

成，但經過不斷修正後仍能順利達成，過程

中爭吵總是難免，但我學到的是當大家吵成

一團時先保持沉默，等大家沒力後再把點子

講出，這時大家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

覺，而再努力說服一下就會得到不錯的效

果。但我想這比賽給我最大的收穫應該是友

誼，從互不認識變成超好的朋友，在人群中

最吵最愛笑的大概就是我們黑化肥.........。 

當然我想感謝老師妳不辭辛勞的付出，

總是在我們腦汁乾掉時提出好的看法，精神

耗弱時請我們吃香噴噴的東西，還要謝謝之

後〈艷色〉阿佶的幫忙，還有暑假還要上班

的警衛叔叔和實驗室阿姨，當然還有很多

多，我也要謝謝很多力大無比的隊友相挺，

粗重的工作都勞煩他們了，辛苦的電腦繪

圖，買各式材料膠帶，令人想破頭的失敗關

卡，當然還有出一張嘴和智商最高的 dodo，

辛苦了，大家。 

至於陪伴孩子學習的老師們，發生過什

麼事？筆者曾經在 Facebook 有一

段輕鬆的貼文： 

Q: 綠園哪個處室知道學生最近在準備「思源

科學創意大賽」？ 

A: 教官室，因為教官室簽了高三小綠兩張公

假單，高二旗隊 1/3 的隊員則請假來實驗

室打拼。 

B: 健康中心，因為高二小綠打拼這段時間，

多次進出健康中心，包括小割傷、小燙傷、

走路扭傷，護士阿姨詢問：「思源是什麼

可怕的比賽？」 

C: 總務處，因為小綠多次去總務處周轉各種

切割工具，翻遍學校工具室的可用回收材

料，連橡皮水管都是主任親自「剪」給我

們的！D: 傳達室，這星期傳達室叔叔每天

晚上八點來實驗室趕人，厲害的傳達室叔

叔都叫得出小綠的名字，更厲害的小綠使

出撒嬌功力拖時間。 

E: 感謝一路幫忙的人，尤其實驗室阿姨，幾

乎都是天天待命，還要忍受實驗室的凌

亂，高三小綠今天終於照了第一張團體

照！ 

也有很多窩心的畫面。某一關卡學生要

在木板上挖一個洞，可是手拙怎麼都挖不

好，一日晚上學生的媽帶著孩子找到一家商

店，正在進行木工裝潢，當場向木工師傅請

益，終於完成一個漂亮的洞。還有一次是我

幫學生買午餐，坐計程車回學校的途中，司

機聽到我是幫學生買中餐（他原本以為我是

送便當的家長），直接少算我車資，說他要贊

助小綠綠比賽。最驚訝的是，竹北高中全國

賽時我們臨時要買乾冰，我上網在竹北市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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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我是闖關王」活動紀錄 

到賣乾冰的店家，可是聯絡結果是他們沒時

間送貨，我說明原委後，約在中午時幫我們

送來要命的乾冰，我當場感動不已，來了一

量很大噸位的冷凍櫃貨車，三個送貨員，親

手交給我 32 元的乾冰，還帶上老板的話：「不

能誤了學生的比賽。」 

筆者除了享受教學的快樂，也感受到社

會的溫暖，這些生活小事，卻都點滴在心頭！ 

 科學活動推廣 

北一女中每年校慶系列活動中，化學科

教師團隊會安排系列的科學活動，可參考下

面文章：臺灣化學教育，第四期（104 年 1

月）的專題文章之一，高中化學宅急便：北

一女中校慶化學宅急便嘉年華（上）、北一女

中校慶化學

宅急便嘉年

華（中）以及

北一女中校

慶化學宅急

便 嘉 年 華

（下）。 

本 校 教

師和參賽學

生討論，經過

幾個月精心

設計的各種

創 意 化 學

關、創意物理

關，就這樣隨

「思源科學

創意大賽 plus」

的結束而消失實在太可惜了，在財團法人交

大思源基金會的贊助下，本校今年兩隊進入

複賽及決賽的學生，將參加競賽的關卡設計

融入「校慶化學宅急便」的關卡，以「思源

闖關王」為主軸，設計了看似容易但頗具挑

戰性的「骨牌推推推」，結合生活與化學的「酒

精凍與焰色反應」，化學連鎖氣體反應的「化

學多米諾關」，結合物理與生活科技且具速度

感的「磁力炮與磁浮列車」等，或者是顏色

繽紛的「化學螢光反應關」、「泡泡龍關」、「甲

基橙關」等。讓沒有參加比賽的闖關者同學，

也可以體會「科學的理論與生活科技應用」

的奧妙，也讓參與的學生更體會與認識「思

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的實作與挑戰的精神。

以下是「我是闖關王」活動紀錄，如圖 12 所

示。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5138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5138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5059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5059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5059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5059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4966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4966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4966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wordpress2/?p=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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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在學生學習力的金字塔中我們知道，要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探究科學的能

力、整合科技的能力，最根本的教學策略就

是要跳脫紙上談兵的傳統方法，借由本校高

一「出神入化—化學探究及創意設計」特色

選修之「創意化學實驗關卡設計」課程實施，

看到不單是修課學生科學能力、多元能力、

信心增加，也看到學生彼此對於同儕的影響

及對科學活動推廣的熱情，更鼓勵我們老師

更要精進在科學上及教學上的專業。 

 感謝 

感謝北一女中所有行政團隊（楊世瑞校

長、張碧娟校長）；協助校外教學帶隊的北一

女中化學科教師（含代課教師）：吳淑芳、江

慧玉、陳祖望、林睿宸、蕭婉莉；3. 北一女

中化學實習老師（2010-2014）：白蕙棻、李

雁婷、姚永宏、鐘勇庭、李玉婷、林紘玄、

曾子綾、林煒智、周界志；教育部高中化學

學科中心；思源科技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

交大思源基金會；以及財團法人竹銘教學基

金會的支持與協助。還有，感謝新竹實驗中

學退休化學教師施建輝老師，多次蒞臨本校

提供參加「思源科學創意大賽」的實務經驗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