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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巡迴影展
科學普及教育是現今社會很重要的推動趨勢，從國小開始培

養科學探究的精神更是當今刻不容緩的工作。為了從國小即開始

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與表達的能力，本計畫在科技部的補助下，計

畫團隊辦理「2017 金科獎 ~ 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活動包

含分區教師研習、教學資源提供、科普影片競賽、金科獎頒獎典

禮與巡迴影展等，希望透過老師帶領國小學生進行科普影片的製

作，提升國小學生科學的概念與知識，進而培養科學探究的態度

與合作學習的精神。

計畫團隊邀請全國各縣市中小學教師以校為單位申請 2017 金

科獎巡迴影展資料。請老師們於學校內播放並提供相關講解，引

導國小學生透過科普影片了解科普知識，進而引起學生對於科普

議題的興趣。希望日後教師有機會帶領學生，拍攝更多科普影片，

養成合作學習與科學探究的精神。

申請網站：https://goo.gl/forms/j1tdhUuQogzZm95y1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31 日

說明：計畫團隊待優勝作品勝出後，將製作影展相關資料。

老師們可以以班、年級或學校為單位申請。資料除了影片播放相

關資料外，還包含影片介紹與問卷等。老師們請於學校內播放並

提供相關講解，引導國小學生透過科普影片了解科普知識進而引

起學生對於科普議題的興趣。影展過後，請老師們提供 4 張以上

活動照片，並請將學生填寫完的問卷寄回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科技部、國立屏東大學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
協辦單位：( 依筆畫順序 )

計畫主持人：
吳聲毅 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 ( 含數理教育碩士班 ) 助理教授 兼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及輔導組長 )

共同主持人：
林曉雯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 ( 含數理教育碩士班 ) 教授 兼學術副校長、
研發長、理學院院長

高慧蓮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 ( 含數理教育碩士班 ) 教授 兼
科普傳播學系系主任

鄧宗聖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 ( 含數理教育碩士班 ) 副教授

張淑萍 副教授
致理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

中小學數位故事力發展研究社團 ‧ 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
巨匠電腦 ‧ 旭聯科技 ‧ 泛科學
社團法人中華微電影創新產業發展協會
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 致理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理學院 ‧ 國立東華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動手做科學教育中心 ‧ 國語日報
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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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名稱

瘋狂科學之酸鹼滅火器

金科刺睛王 - 瞳孔變化篇

消失的文字

玩棒球學科學

棉花糖女孩

轉動吧 ! 魔方 !

Christmas ice cream 聖誕節冰淇淋

湖之女神的逆襲 - 不會沉下去的斧頭

酸鹼人生

水的三態

        學校

新竹市茄苳國民小學

桃園市立溪海國民小學

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

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

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

屏東縣車城國民小學

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

澎湖縣白沙鄉鳥嶼國民小學

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

瘋狂科學之酸鹼滅火器
新竹市茄苳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仰孟宣、李正宇、劉秋玉

組    員：李邦晨、吳律寬、范純昊

自製酸鹼滅火器時，運用生活中常見

的醋與小蘇打粉混合後，產生大量的二氧

化碳，二氧化碳隔絕氧氣，水也會降低燃

點，使燃燒的物體無法燃燒，達成滅火的

功用。

拍攝影片時，希望透過幽默逗趣的表演方式，三人分別飾演聰明博士、呆頭博士

與瘋狂博士，某天，彼此相約聚會見面，聊天之間才發現原來大家都不約而同的研究

滅火器原理，在彼此交流後決定把製作簡易滅火器的撇步告訴大家。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yOALmX https://goo.gl/yrVr6K



金科刺睛王 - 瞳孔變化 消失的文字
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桃園市溪海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沈佳慧、蕭紋旭、何青慧

組    員：蕭恩昕、林彥燐、熊箴道

          莊弼程

指導老師：呂龍興、徐志宇、陳欣禮

組    員：林姵宜、葉鈺瑄、張恩甄

          呂易霈

「無字天書」是運用不同的物質有其

不同的特性，而能將隱藏起來的字讓它再

次出現。製作無字天書的方法有很多，我

們選用兩個方向來呈現「無字天書」，一個是吸水性和排水性來寫出無字天書；另一

個則是透過「碳化反應」讓字體顯現出來。

眼睛瞳孔能因應光線明暗改變大小調

節眼球的進光量

利用生活中常見的材料，就可以來做簡單又有趣的實驗。讓學生發現，原來我們

的身邊處處是科學，科學也可以很簡單。

瞳孔放大縮小的變化不易觀察，因此我們設計實驗，以攝影方式藉助器材的幫助

拍出瞳孔變化的情形。

我們利用夜視錄影機連續拍攝眼睛瞳孔的變化，觀察在明暗變化時瞳孔放大縮小

的情況，將每秒 30 格的影片拆成照片檔，每三張照片（也就是每 0.1 秒）測量螢幕上

左右眼瞳孔的直徑，再利用額頭上直徑 3 公分的圓點貼紙作為比例尺，計算出左右眼

瞳孔直徑的平均，製表畫圖，所以我們能在影片中看到瞳孔放大縮小的情形和瞳孔直

徑變化的折線圖。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5XVe1jhttps://goo.gl/0Lf07R https://goo.gl/y0Bn9phttps://goo.gl/wtEjoq



玩棒球學科學
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林玳妃、李國進、許雅玲

組    員：鄭淇瑄、石方亞臣、陳聿涵

指導老師：沈佳慧、蕭紋旭、何青慧

組    員：蘇珉漢、張博綸、龔鈺喆

          郭騏寪

棉花糖細細的糖絲，是如何形成的呢？

相信許多孩子都覺得疑惑。

我們藉由製作棉花糖機，將砂糖加熱

融化成液體後，再快速甩動，糖溶液甩出

後，在空氣中遇冷凝結成細細的糖絲，就變成大家常見的棉花糖了。

這個實驗可以觀察出物質的形態變化，從液態顆粒狀砂糖，加熱變成液態糖漿，

再遇冷變成固態糖絲，了解後，會發現生活中處處有科學，也非常有趣。

打棒球過程中運用了許多力學原理：

棒球的投擲過程就是白努力定律；而打擊

與接球的過程都和作用力及反作用力相關；

摩擦力會阻礙跑者上壘，但人在走路必須要有摩擦力，因為當腳往前走時摩擦力會把

你往前推。

三位四年級的小女生，在上完自然課後，聊起生活趣事。

亞臣分享前一天在夜市買了好吃的棉花糖，但淇瑄因為家人較忙，沒空帶她去逛

夜市，很羨慕，也想想吃到好吃的棉花糖，這時聿涵提議大家一起做棉花糖。

老師聽到孩子們的閒聊，也希望能實現淇瑄的願望，因此決定帶著三位小女孩，

一起親手做棉花糖機，也在影片中，揭開棉花糖的形成原理。

力與生活息息相關，透過影片，我們介紹三種打棒球時會用到的力學，「白努力

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和「摩擦力」，讓學生從喜歡的運動中也能學習到科

學概念。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WuLiYPhttps://goo.gl/XJ8SJy https://goo.gl/ExaBYLhttps://goo.gl/Oz0ZGa

棉花糖女孩
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林玳妃、李國進、許雅玲

組    員：鄭淇瑄、石方亞臣、陳聿涵

棉花糖細細的糖絲，是如何形成的呢？

相信許多孩子都覺得疑惑。

我們藉由製作棉花糖機，將砂糖加熱

融化成液體後，再快速甩動，糖溶液甩出

後，在空氣中遇冷凝結成細細的糖絲，就變成大家常見的棉花糖了。

這個實驗可以觀察出物質的形態變化，從液態顆粒狀砂糖，加熱變成液態糖漿，

再遇冷變成固態糖絲，了解後，會發現生活中處處有科學，也非常有趣。

三位四年級的小女生，在上完自然課後，聊起生活趣事。

亞臣分享前一天在夜市買了好吃的棉花糖，但淇瑄因為家人較忙，沒空帶她去逛

夜市，很羨慕，也想想吃到好吃的棉花糖，這時聿涵提議大家一起做棉花糖。

老師聽到孩子們的閒聊，也希望能實現淇瑄的願望，因此決定帶著三位小女孩，

一起親手做棉花糖機，也在影片中，揭開棉花糖的形成原理。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WuLiYP https://goo.gl/ExaBYL

棉花糖女孩
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



轉動吧 ! 魔方 !
屏東縣車城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王菀珊

組    員：古采玉、李詩涵、張哲睿

          賴永志

一顆標準配色的魔方是以白為底、黃

為頂、中間依照紅綠橘藍的順序排列，即

黃白平行、紅橘平行、藍綠平行；若學生

在轉動魔方有注意看便會發現諸如藍綠邊塊、白紅橘角塊在方塊中是不存在的，便是

課本中所述：兩平行面是永不相交的表現同理，邊塊就是兩個垂直面的交會，而角塊

就是三個垂直面的交會。

學生學會復原魔方後，會去尋求速度的感覺，此時就會開始記憶格子間的相對位

置以及在腦海中推演，在學生復原魔方的秒數漸漸地減少的同時，也會漸漸地點滿了

智力、敏捷等技能點。

利用魔術方塊的轉動，先解釋魔術方塊的三

層的原理，再介紹邊塊、角塊、心塊，讓小朋友

們有興趣玩魔術方塊，從玩樂中開始解謎，先從

十字練習，再從一層、二層、三層一一完成 6 面，

轉動魔術方塊能夠從中學習科學原理。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WKYIq7 https://goo.gl/3p5rxi

指導老師：林玳妃、李國進、許雅玲

組    員：章瀚宇、蘇湧德、何欣亞

製作冰淇淋可以很快速，不用放進冷

凍庫等好幾個小時，只要準備冰塊和鹽巴，

放在要巧克力牛奶的杯子外圍，利用食鹽

融化會吸熱原理，並可以降低水的凝固點，

就可以讓杯子裡的巧克力牛奶，快速變成冰沙。

蘇湧德飾演自然小博士 ‧ 章翰宇愛喝牛奶 ‧ 何欣亞愛吃巧克力

在聖誕節前夕，老師要四年級的同學，親手做聖誕節禮物，小男孩們左思右想，

只想到自己愛吃的巧克力和牛奶，但這些都不算親手做的。

這時一位自然小博士想出，將這些愛吃的食材，運用一些科學原理，就可以很快

的將液態變成固態。他們將巧克力牛奶放在有碎冰加食鹽的容器中，不斷攪拌，果真

一下子就變成冰淇淋。這份親手做的聖誕節冰淇淋，是這群小男孩親手做，也是最愛

的聖誕節禮物。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BXzXmN https://goo.gl/l8EzuK

Christmas ice cream
聖誕節冰淇淋

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



湖之女神的逆襲－
不會沉下去的斧頭

指導老師：許庭瑋

組    員：涂筱嫻、鄭綉蕙、吳宣毅

          魏少遠

水有表面張力的存在，表面張力就是

水的小分子彼此互相吸引，而形成的一股

力量。所以當我把水倒進杯子裡，倒到快

滿時，會發現水的表面形成一個弧面，而且水不會溢出，這就是水的表面張力在發揮

它的力量喔！

我們透過戲劇「湖之女神的金斧頭銀斧頭」的故事將表面張力代入故事中，透過

有趣的戲劇，來傳達簡單的科學理念。如果樵夫的斧頭因為水的表面張力而不會沉入

水中，那湖之女神又會怎麼樣呢？利用創意的方法來傳達科學原理，並帶給學生們無

限想像，進而對科學產生興趣。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z2kfj4 https://goo.gl/Gckheb

澎湖縣白沙鄉鳥嶼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許雅玲、李國進、林玳妃

組    員：劉恩予、葉先惠、李靜怡

          黃佳儀

石蕊試紙可以檢測溶液的酸鹼性，遇

到酸性溶液，藍色石蕊試紙會變成紅色；

遇到鹼性溶液，紅色石蕊試紙會變成藍色。

學生利用石蕊試紙檢測各種平時愛喝的飲料，發現飲料大多呈現酸性，會讓藍色

石蕊試紙會變成紅色。

酸鹼人生影片使用誇張的演法和劇情，說明飲食、生活習慣、情緒管理等的重要

性，並利用小天使的旁白，告知大家喝過多酸性飲料和食物，身體會有甚麼後果和反

應，也讓小朋友更了解，如果改善自己飲食的壞習慣，會對自己的身體有很大的幫助，

也讓小朋友對自己的健康越來越重視。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Q0QDL2 https://goo.gl/OFNPwh

酸鹼人生
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花蓮縣復興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張瀚中、陳霈儒

組    員：王彥翔、呂崇聖、蕭子俊

1. 物質的三態

2. 瞭解三態間的變化

3. 瞭解三態之形狀與體積的特質

透過生活化影片的拍攝，讓大家了解水資源不同面貌的呈現。

要傳達之科學概念

傳達之方法

競賽影片網址 影片介紹網址

https://goo.gl/tMQSSm https://goo.gl/SChfiQ

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

水的三態

2017 金科獎
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

2017 金科獎 10 組入圍影片

http://goo.gl/MshJIm

https://goo.gl/8ZaD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