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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源科學創意大賽」與我（通訊作者）

的因緣，開始於 2002 年的春天。記得在一個

午後的掃地時間，兩個我任教的高二學生找

我，告訴我週六在新竹中學有場科學競賽，

她們希望我能擔任領隊老師。就這樣短短幾

分鐘的對話，讓我一頭栽進了這個意義深遠

的活動，而十二年就在不知不覺中轉眼流逝。 

 宗旨與特色 

「思源科學創意大賽」是一個藉由「動

手做」來體現科學原理與概念的比賽。這個

比賽希望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喚起學生

對科學的熱情，激發學生的創造力，並培養

學生團隊合作的能力。誠如思源科技教育基

金會現任董事長蘇朝琴教授所言，年輕人若

想在激烈競爭的世代中脫穎而出，必須具備

五項能力：科學力、創意力、統合力、實驗

力與表達力。這些立足於未來的能力，其實

正是參加科學創意大賽，所需要的能力。 

 以科學關卡的競賽方式 

「思源科學創意大賽」的比賽內容，雖

然屢有改變，但大體上其精髓是不變的。就

以最初的此大賽來看，其競賽作品，係由八

個科學關卡以及連接關卡與關卡間的骨牌所

組成。科學關卡的內容，是由物理原理、化

學原理與數學定理組成，學生必須設計出可

以一氣呵成展示這些原理的裝置來。關卡與

關卡之間以 100 片的骨牌銜接，老實說，排

列這些骨牌是一項高難度的工作。這個競賽

分為地區初賽、地區複賽與全國決賽三個階

段。地區初賽與複賽，在四個區分頭進行。

初賽的評審，以企劃書審查方式進行。由任

教經驗豐富的高中老師群，針對企劃書的完

整性、科學性、創意性以及可行性，進行評

分。各區勝出的隊伍，進入以實作為主的地

區複賽。地區複賽與全國決賽，先讓學生在

現場花三到四個小時來布置他們的作品。展

示時，每隊一位同學必須在現場解說關卡設

計，並回答評審提問。評審團則以展示過程

所呈現的流暢性、創意度與完成度，作為評

比依據。 

 十二年的評審觀察 

每次全國決賽後，該基金會根據比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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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竹實中參加 2003 大賽的八個關卡設

計總圖 

 

 

 

圖 2：「焰色反應」關卡設計（化學關） 

 

圖 3：「液體爬竿賽」關卡設計（物理關） 

 

程發現的問題，以及賽後老師與同學們的回

饋意見，召開檢討會，找出具體的改進辦法，

並在新年度的活動中加以落實。創意科學大

賽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與時俱進。下面是

快速的回顧十二年來，這個比賽的演變： 

2002-2003 年 

全線有八個關卡，其中四個是基本關

卡，四個為進階關卡。基本關卡所運用的科

學原理，以基金會賽前的指定項目來組合。

進階關卡的科學原理，則由學生自由發揮。

關卡與關卡間以骨牌連接，且骨牌數至少為

1000 片。圖 1 即新竹實驗中學參賽隊伍

C.P.M.參加 2003「思源科技創

意大賽」（註：這是最早的名

稱）的關卡設計總圖，可看出

八個關卡的連結方式。圖 2～

4 分別為該隊第一關「焰色反

應」（化學關）、第五關「液體

爬竿賽」（物理關）、第八關「魔

法調酒師」（化學關）。該隊表

現極為突出，最後獲得全國決

賽冠軍。經詢問指導老師施建

輝，該隊隊名 C.P.M.分別是

「Chemistry、Physics、Mathematics」，可見

當時還有數學關，化學「Chemistry」擺在第

一，是對老師的敬重。 

化學關卡說明：(一)「焰色反應」：其內

容詳見本期專題報導之〈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 從頭說起〉。(二)「魔法調酒師」：這是一

個「香檳塔」的設計，每一層都會產生顏色

變化。第一層是注入純水，水滿出酒杯後留

到下一層；第二層分別裝有硫酸（A）、氫氧

化鈉（B）及純水（C），而且各酒杯都加入

廣用指示劑，呈現顏色分別為紅色、紫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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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非骨牌連結 

 

圖 4： 「魔法調酒師」關卡設計（化學關） 

綠色。當第一層的純水注入後，液體滿

出而流入第三層；第三層的酒杯因不等

量的酸鹼混合而依次呈現紅、橙、黃、

綠、藍、及紫的顏色，令人讚嘆。 

2004 年 

取消基本關與進階關的區別。全線

八個關卡中，至少有三個是物理關卡且

至少有三個是化關卡。各關卡所運用的

物理、化學原理，不再規範，完全由同

學自行決定。關卡與關卡間的連接，限

定至少有四處必須以骨牌連接，而非骨牌的

連動機制，其動作至少要 5 秒以上。圖 5 即

為非骨牌連結， 

非骨牌連結說明：在塑膠盆內的白紙，

事先以黃血鹽（ K4Fe(CN)6 ）溶液寫著

「HAPPY BIRTHDAY」，乾燥後看不到所寫

的字，從上方流下的溶液是硝酸鐵溶液，兩

者 混 合 後 ， 出 現 藍 色 普 魯 士 藍

（Fe4[Fe(CN)6]3）的「HAPPY BIRTHDAY」

字樣。其化學反應如式[1]所示： 

4Fe3+(aq) + 3Fe(CN)6
4−(aq) →  

Fe4[Fe(CN)6]3(s)    [1] 

接著是非骨牌連結設計，很有巧思，用

的是一段衛生紙卷的衛生紙！當塑膠盆內液

體沾濕衛生紙，衛生紙因吸水而斷裂，連結

到下一關。 

2005 年 

將八個關卡簡化為四個關卡。四個關卡

中至少有一個是物理主題的關卡，一個是化

學主題的關卡。複賽與決賽，增加現場的 PPT

說明，以及每一關的 DV 播放。將關卡數大

幅縮減的主要考量有二：一、希望能提高比

賽進行時的流暢度；二、讓學生有足夠的時

間來精緻化他們的作品。 

2006 年 

首創主題競賽，並明訂參賽同學人數（限

定 4-6 人）。關卡與關卡的連接，至少有一個

為非骨牌連接，且時間差為 5 秒以上。若以

骨牌連接，骨牌數減為 100 片以上。主題式

的競賽實屬創舉。睽諸過去幾年的比賽，在

同學們挖空心思、出奇制勝的努力下，每個

關卡都有矚目的表現，但是關卡與關卡之

間，總是缺少一種意象的連結。因此，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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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關卡進行與現場轉播 

 

  

圖 7：進入「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的時代，右圖致詞者為交大思源基金會吳廣義董事長 

 

的比賽，決定加入主題引導（這一年的主題

是「驚喜」）。參賽隊伍根據這個主題，天馬

行空的發想，將最能展現這個主題的意象，

以四個關卡來展現。每個關卡都是主題故事

的一部份，無形中這使作品產生一種生命力

與想像力。這個重要的變革，為這個歷經四

載的比賽，注入了新契機，而其成果自然是

豐碩無比的。 

2007-2009 年 

這三年的主題

分別為「節慶」、「蛻

變」、「我的家鄉」。

透過不同的主題呈

現，我們不單單看到

孩子們的想像力，也

看到了台灣未來的

希望。 

2010-2011 年 

主題分別為「飛翔」、「童心」。環保及節

能設計正式列入評分，希望參賽作品能就地

取材，以最小資源消耗，展現最佳的效果。 

2012 年 

本年主題為「明日世界」。這一年最值得

一書的大事，是台灣多媒體創意教學協會，

主動與基金會接觸，願意為決賽提供無償的

轉播與錄影。在台灣多媒體創意教學協會的

協助下，這個比賽的細節能更圓滿的呈現，

除了現場展示的即時轉播，在決賽舞台上，

增加比賽同學的訪問，讓全程沒有冷場（見

圖 6）。 

2013 年 

本年主題為「故事」。這一年，該基金會

的母公司另有計畫，決定將這個十二年的創

意大賽，在決賽後劃下句點。這個突然的決

定，讓所有曾經參與過這個比賽的老師與學

生同感震驚。我在初聞此訊息時，也甚感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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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感嘆在升學主義瀰漫的大環境下，學生

又少了一種選擇，社會又少了一股清流。就

在一切既成定局時，幸賴該基金會董事長蘇

朝琴教授多方奔走，最終為這個活動留下了

一線生機，「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表達

出支持的意願，才讓這個活動可以繼續為台

灣的科學教育繼續奮鬥。由於這段奇蹟式的

重生過程，實在出人意表，因此，2014 年的

競賽主題就是「Surprise」，浴火重生後的競

賽，也更名為「思源科學創意大賽 plus」（見

圖 7）。 

我與所有多年參與這個活動的伙伴們，

對所有支持這個活動的朋友們，心存無比的

感謝。相信在你們的熱情支持下，未來會有

更多的老師與學生加入我們的行列，有更多

莘莘學子，會在這個活動中找到自信，成就

未來。 

 評審後記 

一位曾經參加過這個比賽的學生，在畢

業時給我一封信。信中提到，她從小到大雖

然經歷好些寒暑假，但多半是渾渾噩噩的度

過，唯獨參加「思源科學創意大賽」的那個

忙得不亦樂乎的暑假，是她收穫最多也最難

忘的暑假。我自己的兩個孩子，也曾先後參

加這個比賽，經過多年，他們更為肯定這個

活動對他們的造成的影響。我想這個活動不

只是一個普通的科學競賽而已，多年來，我

看到許多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孩子，在這個比

賽中找到了自我，看到了自己的長處，對未

來也充滿著一種期待。這個比賽從準備企劃

書到決賽結束，前後歷時三個月，這個過程

是毅力與耐力的考驗，也是團體合作的磨

練。孩子經過這個考驗後，會變得更成熟，

而溝通能力也更好了。 

 

〔續〈新竹女中教師評審經驗與學生參與心

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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