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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辦法    

 1020924 校內科展會議修訂版 
一、依據：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實施要點、本校推展科學教育

之實際需要配合辦理。 

二、組織：由校長、各有關處室主任、人員等組成【科學展覽推行委員會】計 17 人，校長為主任委員，

由教務處主辦，並定期舉行籌備會議，負責推展事宜。（詳見組織分工表） 

三、目標： 

（一）激發學生科學研究之興趣。 

（二）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思考力及創造力。 

（三）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四）激勵學生獨立研究潛能。 

（五）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科學研究風氣。 

（六）改進科學教學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 

四、舉辦時間及地點： 日期（暫訂期程） 星期 工作項目  備 註  9 月 24 日 二 召開科學展覽推行委員會，確認本校科學展覽會實施期程  確認工作期程 9 月 30 日前 一 公告本校科學展覽會實施辦法、期程資料  建立本校科學展覽會網頁資訊平台，發下四、五、六學年科學展覽會實施辦法及宣導說明  10 月 8 日前 二 繳交參加校內科學展覽說明會報名表（附件三） 報名收件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10 月 15 日 二 午休時間召開本校校內科展宣導暨說明會 ◎力行國小二樓會議室  ◎請各班欲報名者參加  10 月 21 日前 一 繳交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附件四） 報名收件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10/22-1/3  指導、協助、資料蒐集、分析及研究 請指導老師及家長配合協助 次年1月3日前 五 完成作品說明書電子檔送交，完成參展程序 收件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1 月中旬前  進行校內科展評審 校內科展評審小組 1 月期末前  公告校內科展評審結果 公佈於力行國小科展專屬網站或最新消息  1 月期末前  校內科展頒獎 擇期於兒童朝會頒獎 3 月底前  推薦特優作品或培訓優良團隊參加北市科學展覽 配合教育局來文科學展覽會期程辦理 3 月底  將校內科展得獎作品電子檔公佈於學校網站、  優良作品結合學生寒假作業作品展於圖書室展示 學校網站 www.lsps.tp.edu.tw 
 

五、展品研製原則及過程 

（一）由學生主動向主辦單位報名參加校內科展，並邀請自然科、科任教師或導師擔任指導老師。 

（二）教師也可積極普遍發掘具有科學研究興趣及發展潛力與專長之學生，輔導其參加科學展覽。 

（三）參加者限定本校四、五、六年級學生。 

（四）展品依全國及臺北市中小學科展國小組比賽類別分 1.1.1.1.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A.物理類 B.化學類 C.生物類

D 地球科學類】、2.2.2.2.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3.3.3.3.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等。科別由作者及指導老師自行認定。 

（五）展品研製過程注意事項如下： 

      １．選擇主題必須考慮： 

         （１）應儘量配合教材選擇學校或住家附近具鄉土性之研究主題。 

         （２）應具有自然保育之觀念，對動、植物或自然生態避免作無謂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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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儘量利用學校或社區中現有器材設備資源為原則。 

      ２．決定研究主題後，應主動蒐集與主題相關之參考資料： 

         （１）瞭解類似主題，別人曾利用之材料、方法，以及已研究至何種程度。 

         （２）分析各有關資料相似點與不同點，決定是否有可改進的項目。 

      ３．根據分析資料結果，擬定研究計畫，此計畫須包括： 

         （１）研究動機 

         （２）研究過程或方法。 

         （３）研究資料、設備及器材。 

         （４）設計、討論如何表達所獲得資料方法。 

      ４．學生在研究過程中應將各項研究或實驗過程詳細記錄，連同研究計劃做成作品說明書。 

      ５．學生應將作品說明書製作成電子檔繳交主辦單位，以完成參展程序（作品說明書格式如  

          附件一，指導老師可依實際進行情況調整，但應合乎自然科學研究之方法與精神）。 

      ６．學生在研究過程中如遇困難，指導老師及主辦單位或家長應給予充分指導及協助支援， 

          但不可由老師、家長過度指導或代為製作情形。 

六、評 審 

（一）評審人員：由主辦單位聘請校內具有自然科學或科展評選相關專長之教師三至五人，組織 

      校內科展評審委員會共同評審之。 

（二）評審項目及所佔百分比：由評審老師參酌下列標準評定，並特別注意展品是否為作者親自 

      製作。（評審表如附件二） 

      １．主題或材料之鄉土性或與教材之相關性。20% 

      ２．主題或解決問題之創意。15% 

      ３．科學方法之適切性（包括科學精神與態度、思考邏輯程序及作品之完整性）。20% 

      ４．學術性或實用性價值。15% 

      ５．表達能力及生動程度（操作技術）。15% 

      ６．研究或實驗日誌之詳實性。15% 

（三）評審結果： 

      １．由校內科展評審小組經書面評選後召開會議討論選出具研究發展潛力之特優作品或學生 

          團隊，邀請教師指導或培訓輔導，推薦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特優作 

          品件數，參酌本校參展地方科學展覽會件數限制，其件數由本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 

      ２．特優之下分優等及佳作兩獎項，得獎作品數不做限制由評審人員評定。 

七、獎 勵 

（一）校內評選特優及優等作品作者，由學校頒給獎狀或獎品。佳作作品作者則頒給獎狀。 

（二）辦理學校科學展覽有功人員及指導學生科學研究，熱心負責，作品並獲選為特優作品之指導

教師由學校予以獎勵。 

（三）教師同仁利用課後時間實際指導學生參與校內科展或承辦活動者，依程序建議予以申請加班

補休。 

八、經 費 

學校科學展覽所需經費由學校編列專款或在相關經費下勻支。 

九、注意事項 

（一）學校科學展覽應列入學校行事曆內，每年必須舉辦一次。 

（二）學生從事科學研究，可鼓勵集體方式進行，科展作品亦得共同研製。但集體作品對外參加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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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活動時，以推選對作品研究貢獻最大之主要作者若干人為代表，主要作者人數依據每年地

方科學展覽會相關規定訂定（目前國小組最多可至六名）。凡未實際參加研究製作之學生，

不得列報為作者。 

（三）學校將對學生參展作品建檔存查，並將作品內容建構為學校網站的一部分，以供教學及示範

使用，作者不得提出異議，但參展作品之著作權仍屬參展學生。 

（四）參展作品如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且經評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即撤銷其參展資格。

對已得獎者，除撤銷其參展資格及所得獎勵，追回已發之獎金、獎狀、獎品外，並報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對該作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酌予議處。 

（五）參展作品之指導教師須為任教於公私立中小學校之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代理（課）教師

或實習教師，已退休教師不得擔任參展作品指導教師。 

（六）學生參與科展作品研製，不得跨組參展，每位學生限報名乙件作品參展。 

（七）參展之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集體創作中未參與工作者不得列報為參展作品作者，指導教

師不得代為製作，如實際未指導之教師亦不得列報，如違規定，經查證屬實者，除不予獎勵

外，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議處。 

（八）其他安全及相關注意事項，參考全國及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規定配合辦理。 

十、本辦法經學校科學展覽推行委員會會議討論修訂確認，陳請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組織分工表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科學展覽推行委員會科學展覽推行委員會科學展覽推行委員會科學展覽推行委員會】】】】組織表組織表組織表組織表（17 人） 

職稱 職務 執行任務 備註 

主任委員 校長 召集會議、督導規劃科學展覽推動執行與提供行政資源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策劃、推動、執行與綜理科學展覽推動業務  

推行委員 教學組長 辦理教育宣導、相關活動蒐集資料及科學展覽參展工作  

推行委員 學務主任 協助推動、執行科學展覽推動宣導  

推行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推動、執行科學展覽推動及相關經費編列採購  

推行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推動、執行科學展覽推動及親師溝通聯繫  

推行委員 家長代表*2 協助推動、執行科學展覽推動及家長參與聯繫  

推行委員 自然領召 協助推動、執行科學展覽推動及課程活動規劃進行  

推行委員 數學領召 協助推動、執行科學展覽推動及課程活動規劃進行  

推行委員 
自然科任教師 

（專任教師*5） 
協助推動、執行、指導科學展覽 

自然任課教

師負責指導

任課班級學

生 

推行委員 
四、五、六 

學年主任（代表） 協助學年教學推廣、活動進行及科學展覽推動 
 

列席代表 

邀請兼任自然領

域或其他學年相

關教師 

協助學校科學展覽推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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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國小校內力行國小校內力行國小校內力行國小校內科學展覽會主要期程表科學展覽會主要期程表科學展覽會主要期程表科學展覽會主要期程表（（（（101010102222 學學學學年度版年度版年度版年度版））））    

    學學學學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月份期程月份期程月份期程月份期程進度進度進度進度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項項項項

次次次次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1111    
研擬本校科學展覽會實施辦法及期程                                                      

研商科展草案及確認工作內容 
2222    

公告本校科學展覽會實施辦法、期程資料                                                      
建立本校科學展覽網頁資訊平台，發下四五六學年科學展覽會實施辦法及宣導說明  

3333    
繳交校內科學展覽說明會報名表                                                     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4444    
召開本校校內科展宣導暨說明會                                                     

◎力行國小一樓視聽教室  ◎請各班意願報名者或派員參加  
5555    

繳交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                                                  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6666    

說明、指導、協助參展 學生資料蒐集分析研究                                                          
7777    

完成作品說明書電子檔送交，完成參展程序                                                         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8888    進行校內科展評審                                                     校內科展評審小組 
9999    校內科展頒獎                                                     擇期於兒童朝會頒獎 
11110000    

推薦特優作品或培訓 優良團隊參加北市科展                                                     
配合教育局來文科學展覽會期程辦理 

11111111    參加北市科展                                                 
配合教育局來文科學展覽會期程辦理    

11112222    
將科展作品電子檔公佈於學校網站                                                     

學校網站www.lsps.tp.edu.tw 
11113333    

公告校內科展評審結果優良作品圖書室展示                                                      
公佈於力行科展專屬網站或最新消息（可結合寒假作業展）

11114444    活動檢討整理                                                 活動檢討及整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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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作品說明書內容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102】學年度科學展覽會作品說明書 

研究主題： 

作者：(最多可至六名) 

指導老師： 

作品與教材單元相關性說明（註明教材單元名稱）： 

內文： 

一、 研究動機 

二、 研究目的 

三、 研究設備器材 

四、 研究過程或方法 

五、 研究結果 

六、 討論 

七、 結論 

八、 參考資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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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臺臺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101010102222】】】】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評分表校內科學展覽會評分表校內科學展覽會評分表校內科學展覽會評分表    

編號 作品名稱 

主題或材

料之鄉土

性或與教

材之相關

性 20％ 

主題或解

決問題之

創意 15% 

科學方法

之適切性

（包括科

學精神與

態度、思考

邏輯程序

及作品之

完整性）

20% 

學術性或

實用性價

值 15% 

表達能力

及生動程

度（操作技

術）15% 

研究或實

驗日誌之

詳 實 性

15% 

總分 備註 

          

          

          

          

          

          

          

          

          

          

評審老師簽名評審老師簽名評審老師簽名評審老師簽名： 



 7 

附件三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10101010222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說明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說明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說明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說明會報名表 

編號：  

研究主題：  

  年   班 1.   年   班 4. 

  年   班 2.   年   班 5. 

作者： 
請填班級、姓名 

(最多可至六名) 
  年   班 3.   年   班 6. 

科別： 
(請勾選ˇ) 

□□□□1.1.1.1.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A.物理類 B.化學類 C.生物類.D 地球科學類】 

□2.2.2.2.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3.3.3.3.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說明會報名表填寫說明 

編號：由教務處統一編訂，作者不需填寫。 

研究主題：這個研究的主題名稱，例如：【膠囊的真面目】、【它，罩得住我嗎?--口罩阻隔機車廢氣功能

之研究】。研究主題的選擇最好和課程或生活週遭事物有關。 

作者：參加研究的同學姓名、班級。每組 1到 6個人。 

科別：研究主題所屬的科別，分為 1.1.1.1.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A.物理類 B.化學類 C.生物類.D 地球科學類】、 

      2.2.2.2.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3333....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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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臺臺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10101010222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    

編號：  

研究主題：  

  年   班 1.   年   班 4. 

  年   班 2.   年   班 5. 

作者： 
請填班級、姓名 

(最多可至六名) 
  年   班 3.   年   班 6. 

科別： 
(請勾選ˇ) 

□□□□1.1.1.1.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A.物理類 B.化學類 C.生物類.D 地球科學類】 

□2.2.2.2.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3.3.3.3.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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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填寫說明 

編號：由教務處統一編訂，作者不需填寫。 

研究主題：這個研究的主題名稱，例如：【膠囊的真面目】、【它，罩得住我嗎?--口罩阻隔機車廢氣功能

之研究】、【筆芯盒滑呀滑〜摩擦力】。研究主題的選擇最好和課程或生活週遭事物有關。 

作者：參加研究的同學姓名、班級。每組 1到 6個人。 

科別：研究主題所屬的科別，分為 1.1.1.1.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自然科【A.物理類 B.化學類 C.生物類.D 地球科學類】、 

      2.2.2.2.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3.3.3.3.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等。 

研究動機：什麼原因選擇研究這個主題。 

研究目的：研究這個主題想要知道什麼，或獲得。 

指導老師：當同學決定主題並完成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的填寫後，就可以請導師及自然科老師進行後續

的指導，並請指導老師於報名表上簽名，再將報名表送交教務處設備組老師就完成報名程序。  
【參考範例 1】： 

臺臺臺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10210210210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    好皮好皮好皮好皮！！！！好皮好皮好皮好皮！！！！橘子皮可以去油漆的研究橘子皮可以去油漆的研究橘子皮可以去油漆的研究橘子皮可以去油漆的研究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407林子宸、407曾意紜、407郭羽芹 

科別科別科別科別：：：：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研研研研究動機究動機究動機究動機：：：：    

    前陣子家裡整修，我的手不小心弄到油漆，用水洗，怎麼洗都洗不掉。沒想

到後來幫媽媽收橘子皮時，擠出橘子汁，竟然去得掉油漆耶！我覺得好奇妙喔！    

為什麼橘子皮可以去油漆呢？那…只有橘子皮可以去油漆嗎？柚子皮、鳳梨皮、

香蕉皮…等其他果皮也可以嗎？於是我們就想到四上於是我們就想到四上於是我們就想到四上於是我們就想到四上第三單元第三單元第三單元第三單元「「「「能源與生活能源與生活能源與生活能源與生活」」」」教教教教

過的綠色環保概念過的綠色環保概念過的綠色環保概念過的綠色環保概念，，，，如果橘子皮可以去油漆如果橘子皮可以去油漆如果橘子皮可以去油漆如果橘子皮可以去油漆，，，，不但能廢物利用不但能廢物利用不但能廢物利用不但能廢物利用，，，，又可以不要用到又可以不要用到又可以不要用到又可以不要用到

臭臭的松香水臭臭的松香水臭臭的松香水臭臭的松香水，，，，這樣就能減少生活的碳足跡這樣就能減少生活的碳足跡這樣就能減少生活的碳足跡這樣就能減少生活的碳足跡，，，，環保愛地球環保愛地球環保愛地球環保愛地球，，，，一舉數得一舉數得一舉數得一舉數得，，，，哇哇哇哇！！！！這橘這橘這橘這橘

子皮子皮子皮子皮~~~~~~~~真是好皮真是好皮真是好皮真是好皮！！！！好皮呢好皮呢好皮呢好皮呢！！！！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 橘子皮為什麼能去油漆？ 

二、 怎樣可以取得最多的橘子皮汁液內含物？ 

三、 比較不同萃取方式的橘子皮汁液，去油漆效果如何？ 

1. 用手擠出法  2.果汁機打成汁液  3.加酒精，果汁機打成汁液 

4. 加酒精，果汁機打成液，煮沸再冷卻。                            

四、 探討其他水果皮去油漆的效果。 

五、 探討橘子皮內含物放置的時間長短和去油漆的效果。 

六、 比較橘子皮汁液放置天數 VS 溫度的影響。 

七、 比較橘子皮汁液放置天數 VS 光線的影響。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沈佩芳老師、桂怡芬老師 

    

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101101101101 學學學學年年年年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特優特優特優特優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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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2】： 

臺臺臺臺北市文北市文北市文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山區力行國民小學山區力行國民小學【【【【102102102102】】】】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會報名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    蒼蠅，看我怎麼對付你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401黃水然、401張廷緒 

科別科別科別科別：：：：    生物科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有一年的中秋節，我和媽媽去買月餅時，發現店家放月餅的地方上面掛著CD

片，我問媽媽：「為什麼月餅上面要掛CD片呢？」媽媽說：「可能是因為CD片反射

的光線可以驅趕蒼蠅，不如我們回家再查資料確認看看。」我又問：「那為什麼

掛了CD片，月餅上還有蒼蠅呢？」媽媽告訴我：「可能是因為CD片在無晃動的狀

態下，驅蠅的效果不算很好。」我到圖書館找四到六年級的自然課本，發現四下

課程會教到的反射和折射，跟這個現象可能有關，於是靈機一動，想試試看不同

物品產生晃光的驅蠅效果如何，於是我們的科展就從這裡開始。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 鳳梨皮、腐魚、麥芽糖、甲基丁香油，哪一種吸引蒼蠅的效果比較好？ 

二、 CD片、鏡子、鋁箔紙，這三種會反射光線的物品，哪一個驅蠅效果比較好？ 

三、 水袋、凹透鏡、三稜鏡，這三種會折射光線的物品，哪一個驅蠅效果比較好？ 

四、 距離反射物品越近，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越好？ 

五、 距離折射物品越近，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越好？ 

六、 反射物品的數量變多，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變好？ 

七、 折射物品的數量變多，驅蠅的效果會不會變好？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桂怡芬老師 

    

節錄節錄節錄節錄 101101101101 學學學學年年年年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度本校校內科學展覽會特優特優特優特優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