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中小學第 61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科別：數學科 

記錄者：楊逸宣 老師 

講評者：左台益 教授 

一、綜合評析 

今年數學科表現優異，探討主題豐富，有來自遊戲、課本題材、以及一些數學講座提

供的素材進行加深加廣，從很多不同的方向來切入研究。整體來說本次學生不論報告

台風、嚴謹度、邏輯推理、研究作品完整性，也都展現得非常完整，都是今年表現非

常好的地方。綜合上作品廣度有，深度也足夠深，展現出各位同學的努力，值得嘉

勉。在研究方法上，能運用科技工具及數學軟體，使得作品深度與廣度都能發揮，也

是值得鼓勵。證明的邏輯、嚴謹性都夠了，只有少數礙於數學能力，而使證明不是那

麼完整，但總體完整度還是很高，希望同學們能保持對數學的熱愛繼續探究下去。 

 

二、綜合建議 

1.高中作品研究深度非常深，工具難免超越同學所學範疇，以至於證明說明的部分不

是那麼清楚，口述過程建議再加強。研究深度很強，但幾何題目因有著大量計算以至

於本身的幾何性相較不是那麼強，希望高中作品再注重幾何性的敘述。 

 

2.國中小使用的數學工具，也大多超過了學生的能力，且對現象的說明需要推理證明

來完整，這些部分是需再加強的，同學對作品了解度有，但正因工具超越能力範疇，

譬如國中使用了高中數學，希望同學對於自己較超範圍的部分再加強。 

 

3.總體來說，今年不論廣度或是深度都比去年高，值得肯定及勉勵。 

 

三、綜合問答 

1.哪件作品特別印象？ 

多數都不錯，較吸引注意的會是研究精神旺盛、方法特別有意思的作品，例如國小

《發財夢》作品利了用 scratch，對於理論的隨機用電腦模擬，產生與理論一致或不一

致，這樣的操作特別有意思，學生也展現對電腦的能力。此外，報告較清楚的組別也

能讓人特別有印象。也例如高中組《圓內接正多邊形線段定和》作品，能從三角形推

廣到正多邊形，這是數學研究中特別有趣的部份，也就是從特殊例發展到一般例的情

形。再例如國中組《交糖瑪奇朵》作品，把遊戲數學化作證明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2.(教授提問)國中組與高中組皆有正多邊形線段定和，請問指導老師相同嗎？ 

(指導老師回答：不同，但因研習提供相同素材) 

國中和高中都是使用三角函數來證明，也不是不可以，但著重代數的證明下，幾何結

構就看不到了，希望證明完成後可以說明一下幾何結構，多邊形與多邊形間有何關

聯。在做科展當中，前面探討的特例對於如何得到一般化的線索，以及能否提供證明



推理的線索思路，若能看到這些部分就更好一些。此外，作品計算花到兩頁到三頁，

不曉得能否再精簡一點、以及闡述幾何意義是什麼。 

 

3.對於數學科展作品，生活的應用性是重要的嗎？ 

是重要的，但不是作品的優劣關鍵評斷。我們當然希望數學科能被有所應用是令人期

待的，但若在純數上產生關鍵性的發現，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4.對於高中組《尋找實數的門牌號碼》作品有何建議或方向？ 

這一篇由於收斂性是還沒學到的，同學還是應對於所需用到的工具多做加強。作品中

所使用的連分數這個工具，怎麼發展、為何要發展，在作品脈絡上希望有更多的說

明。 

 

5.高中組《圓內接正多邊形的線段定和》作品中，幾何證明可以搭配複數的證明方法

嗎？ 

當然可以，只是因為過重的代數計算可能會疏忽掉幾何的意義，建議把例如使用到的

Geogebra融入代數計算，做一個代數、幾何與軟體三者的整合。 

 

6.對於國小組《二進位魔術解碼》作品有何建議或方向？ 

二進位魔術是個老題目，所以相對的要有突出的地方，例如新的做法。目前此作品仍

是舊有魔術表現，未看到較突出。此外二進位知識能力稍超越了小學生知識，並不是

不可以，只是在數學本質上希望突破，當然相對較難一點，或者手法上要講解更清

楚。建議把魔術卡設計的概念配合二進位，說明更詳盡一點會更好。 

 

7.對於高中組《有趣的牽制數列》作品有何建議或方向？ 

作品中對於費伯納契數列的應用，已經推廣得相當完整，只是說在同學報告時對於證

明過程有部分不是很清楚，希望講解得更清楚一點，口頭報告中陳界山教授有問到作

品中定理 4的說明，也可能因礙於時間而使說明上不盡詳細。 

 

8.對於國中組《交糖瑪奇朵》作品的結果，有什麼建議證明的方向嗎？ 

其實目前很好了，就是希望能更詳細一點，有系統的詳細說明，也許是受限於時間的

原因。但這不代表方向不對，是建議能夠更仔細的去說明結果。 

 

9.對於高中組《正 n邊形內接有理多邊形》作品有何建議或方向？ 

建議上沒辦法給更細的部分了，真的想了解更多可以電子郵件詢問。大方向前面已提

到，但是作品書沒說到電腦工具扮演什麼角色，沒有更詳細的說明，這部分可再加

強。整體是正確的，但某些部分嚴謹性不是那麼強。也希望計算可以再簡化。 

 

10.對於國中組《原來社交距離可以這樣排》作品，有何建議的加深方向？ 

社交距離作品很不錯，因為最後能提出兩種方法相當好，口頭報告時有當場問同學最

佳推移層數，這裡是此作品的一個關鍵，因此希望能說得更詳細一點。最後兩種方法



是一種推移、一種補隙，這兩種方法的比較可以再多探討一下。在不同情形下，是否

有什麼更好的方式來作比較，或者能否將兩種方法整合在一起？希望藉此做更深度的

探討。 

 

四、結語 

今年大家都表現都比去年還要更優秀，最後在此再給予各位參賽師生鼓勵與嘉勉。



金門縣中小學第 61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科別：物理科 

記錄者：沈世寅 老師 

講評者：藍彥文 教授 

 入選及沒入選的差異： 

1. 實驗動機非常重要，可以是明確、生活化、沒有人做過的或是解決生活上的

問題，題目選材標準亦同 

2. 實驗觀察部分，入選多有充足的實驗數據，報告須有清楚的圖表呈現，變因

改變須符合邏輯，並從中歸納出簡單結論。本次國小組做得不錯。 

3. 實驗結果部分，需有清楚的圖表呈現以及簡單的文字描述，且必須延伸到物

理觀念。本次某些組別有許多數據，但無延伸到觀念，非常可惜 

4. 須提出未來展望，延續性有助於未來有興趣的同學繼續研究。可以提出可以

改善的變因，或是更深入追究的問題，以及未來想達到的目標。累積的成果

未來甚至可以應用在生活以及工業上 

5. 總結：入選原因 

i. 新穎有趣，即便是參考網路實驗的組別亦有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及對於參

數的想法 

ii. 特殊的物理觀念 

iii. 實驗設計謹慎，若過於簡略則不妥 

 對國小、國中、高中的要求 

1. 動機、實驗觀察、結果的目標大致相同 

2. 國小：清楚圖表呈現，搭配簡潔文字描述，一點物理觀念以及公式的連結，

若能完全解釋更好！ 

3. 國中：完整實驗以外，將理論以及實驗圖像連結到實驗結果，若僅有實驗而

沒有連結則非常可惜 

4. 高中：除理論物理的基礎，希望有數值上的模擬。藉由實驗的結果以及理論

的模型，將以上兩者放在圖表，作一致性的定性，甚至定量的探討，有助於

了解實驗背後的物理。 

 補充 

1. 本次某些題目為一人完成。建議好題目由多人分工完成，約 3~4人，但不建

議超過 8人。可以完整探討又可縮短時間 

2. 國高中生，因時間有限，建議做精不做廣。針對物理概念、公式結合 

3. 高中組若廣而不深則沒有達到科展的效果。此外高中組期待能看到實驗與理

論的擬合。若與理論不合，則務必提出自己的想法。以證明在面臨未知的領

域，有能力自行思考 

 

 

 



 Ｑ＆Ａ 

 

Ｑ：可否舉例讓大家參考學習 

Ａ：小學題目大多是已經被做過，僅少數為沒被做過的創新題目。若為創新的題

目，則未知數較多，但結果也會較為豐富創新。此外報告時呈現的自製實驗器材

道具非常好，因為許多實驗參數無法用現有的器材測量，所以須有自製的能力 

EX：第八組（筷飛起來）：自製竹筷發射裝置，有第一代及第二代，有差異、比較

以及改良過程，且有數值測試，幫助實驗進行 

EX：第九組(可樂開花)：一人完成，雖然實驗大家都知道但利用３Ｄ列印，改變

瓶口形狀等參數，此做法較少見。以自製裝置符合實驗要求。 

EX：第十二組（輪轉永不停）：一人完成，，將不同直徑的珠子放在輪軸不同位置 

EX：雞蛋保鮮程度，從生活中找到創新題目並做詳細分析及有系統的研究。 

 

Ｑ：多少經費支出較為合理： 

Ａ：盡量低，多利用已有的資源及環境做延伸，不希望花太多錢。5000以內個人

認為算較為合理的價錢 

 

Ｑ：簡報須注重哪些部分 

Ａ： 

1. 台風穩健，聲音宏亮，練習必能克服並進步。 

2. 簡報製作大多不錯，需有起承轉合，並點出重點。 

3. 表格不易讀，不應該出現太多，應該以圖為主 

4. 本次普遍缺乏物理圖像，實驗結果若沒有連結非常可惜。無論是自己畫的，

或是學過的都可以。 

5. 最後須有 1分鐘以內的總結，因報告過程非常快速，故需在最後總結寫下實

驗的發現、相關物理觀念，若能用簡單的圖呈現更好 

 

Ｑ：原始數據如何呈現在報告上 

Ａ：建議放在書面報告。評審會閱讀書面報告，並藉由數據判斷實驗合理性。口

頭報告應著重在圖像化的結果以及呈現和物理圖像的連結。若與結果不合，則必

須說出想法及推測，將來才會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Ｑ：實驗日誌建議寫法 

Ａ：紀錄參加科展過程所做的所有事情以及特殊現象，可以照片或文字呈現。建

議照片須有文字描述，消化後可以和報告相呼應。 



金門縣中小學第 61 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科別：化學科 

記錄者：王思涵 老師 
講評者：李以仁 教授 
一、綜合評析： 

(一) 綜觀來講，作品內容非常豐富，且能多方嘗試各種條件，甚至帶有環保概

念，例如有一件作品使用金門當地的虎螺，還有用葉綠素做電池都很有趣。 
(二) 能對各種變因作逐一的探討，以國中小及高中程度而言很不簡單。 
(三) 在數據量多的情況下，需思考如何在呈現時，將其整理成較為顯而易見的結

果。希望大家可以靜下心來想，如何把整個實驗的過程說到最好。 
(四) 有一組的實驗結果一開始做出來很奇怪，但很努力的尋找原因，查出了其他

的外在條件並控制好，在科學精神上非常好。 
(五) 在科學上常因兩個條件下做出的兩次實驗結果不同，就覺得是因為此條件才

造成這個結果，這有時候是不正確的，其實可能是有沒想到的條件，而它才

是影響這實驗結果的關鍵。這部份尤其對國中以下學生比較困難，但若是晉

級全國賽，可以朝此方向思考，去提出一些此一階段發現的問題並給出解

釋，再利用手邊的資源證明這些解釋。 
二、改進建議： 

(一) 不需要刻意為了取一個華麗的標題而去湊出同音字成語，標題要清楚地告訴

別人要做什麼。科學家就證據說話，教授們每件作品都會仔細看，並針對內

容評選，所以標題簡潔清晰為主。 
(二) 有些專有名詞及細節須注意，例如 pH 的 p 要小寫、圖表及數據計算的說明對

不起來等，魔鬼藏在細節裡，要把科學做好就需要注意細節。 
(三) 數據的量非常多，若要從中得到需要的資訊非常辛苦，同學可以多參考別人

的數據、課本或是參考資料中，如何有效率的呈現數據。 
(四) 有時因資源關係，科展能做的題目不多，因此常看到類似題目，這時若想得

到比較好的成績或名次，就要想辦法提出亮點。 
三、結語： 

    看得出科學展覽中各位同學的努力，希望各位保持對科學探究的好奇心，我

想很多題目都是好奇心驅使造成，非常有趣也非常棒。 
    另外，不論是否得名，都請各位繼續加油，重點不在結果，而是過程中學到

多少東西，這些都會是往後人生中的重要經驗。 



金門縣中小學第 61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科別：生物科/動物與醫學/植物科學/食品與農業 

 記錄者：楊弘安 老師 

講評者：陳冬生 教授 

一、 品評摘要 

1. 在參賽的作品說明書上，建議會需要放上頁碼以及目錄，方便評審的教授在和

參賽的同學們討論問題時，可以迅速又清楚的聚焦。 

2. 而在撰寫說明書的時候，會建議需要有文獻探討，例如，若有主題設定試想針

對金門東、西半島調查進行研究及比較時，可由過去的文獻討論呈現，過去只

有東半島有這項調查，而西半島沒有，這就會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研究動機去說

明進行研究的強烈性。 

3. 結果的部分，可以採用多樣化的方式來呈現，可由統計圖、圖片、表格的方式

來將結果呈現，並能在圖表的呈現上去標示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統計上的差

異，這樣的呈現才能不僅是表達一個趨勢，而更可以凸顯在統計上來看也具有

意義。 

4. 說明書的表、圖也需將說明放上，並在說明書的文字中，有清晰的說明與呈

現，在這上面如果僅是將圖、表貼上，評審老師就也僅能自行去猜測參賽同學

所想表達的部分，然而，這樣不夠清晰的呈現，也就容易在競賽中受到扣分。 

5. 在實驗的描述上，如果有牽涉到大、小等比較，需要有尺標來進行對照，才能

更加清楚。 

6. 在食品、農業的主題上，如果食品的推出有涉及美感、口感或一些主觀品評的

部分，不可以只由組內的同學自己去討論評分來做呈現，需有較多數人的參

與，透過設計問卷的方式去解決想問的問題。 

7. 口頭報告的部分，少數的組別，在簡報呈現上，容易有一個頁面中文字太多、

或者字太小的情形，也有部分選手會在參賽時，照著簡報的內容朗讀，以上這

些都是需要避免的錯誤。口頭報告的簡報準備與作品說明書準備的方向不同，

作品說明書需透過詳細的說明，讓評審可以詳細的瞭解同學實驗的內容，而在

簡報上，盡量以精簡的圖示化的呈現，來幫助評審了解重點。 

  

二、 問題回答摘要 

1. 口頭報告的也是一項需要訓練精熟的能力，有時難免會有忘記的情形，這時候

就可回應到你的投影片，如果投影片的設計，將想傳達的重點都以放上，就能

方便你在忘記的時候快速地回想起想陳述的內容。 

2. 依照報告的時間長短來決定所呈現的內容多寡，如果時間很充裕，當然是希望

能做詳細的說明，但如果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有幾個重要的順序就必須掌握 

首先是動機，再來是數據的呈現，最後是結論和作品的貢獻，必須有一個強烈

的動機去告訴別人你實驗的重要性，再透過具有統計意義的數據，與歸納去輔

助，最後在結論的地方去表達你的作品的貢獻度，在說明書上，當然是希望要



鉅細靡遺的呈現，在有限的時間報告上，則就會希望回歸到剛剛所說的這三個

部份去做表達。 

3. 高中、國中、國小的組別上，高中因為知識比較充實，所以所評分的要求就會

比較嚴格，在動機上，必須就是要有多數引用的論文來做動機的啟發，也更容

易凸顯問題的重要性，圖表的呈現上，高中組的部分就會要求需要去呈現統計

上的意義，圖表的呈現月科學越好，希望是專業的方式來表達數據，國中、國

小的同學在這個部分，我們要求就不會這麼嚴格，希望以清楚為主，在討論的

部分，高中組的同學會希望你們針對思慮不周或者設想不全的地方去提出解決

方案，討論未來可研究的方向，國中、國小的部分則也會有相對應的標準。 

4. 國中小的主題選擇上，可以選用一些在地化或者生活中觀察到，或者聽老師提

到的有趣現象做為研究的主題來進行探索，而高中的部分，則建議以目前流行

的主題作為選用的題材，高中生就比較不用受到地方、或者生活觀察的限制，

因為高中生未來可能也會以此件作品作為推甄的作品，所以作品的思考上，欸

希望越廣越好，以利未來進入相關的領域科系就讀時，能有較好的銜接，國中

小的同學則以結合生活、在地的現象做為出發。 

 

三、 結論： 

從科展的參與中，看到這麼多優秀的作品參賽，讓我覺得看見了許多新秀與未

來的希望，多數的同學都很認真的投入，並有完好數據的呈現，不過當然還是

會有些不足的地方，面對學生的不足，老師們當然就會盡力去做提點，去協助

同學修正，讓同學在未來要進入相關科系就讀時，能有個好訓練歷程，而在做

實驗之前，還是強調需要有強烈的動機，並透過適當的方法去實驗，再適度地

針對數據進行判讀，討論的地方要再次針對實驗貢獻的地方進行強調，不足的

地方也要再進行討論，相信這樣的修正，對於同學們未來想從事研究的方向上

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金門縣中小學第 61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科別：地球科學/行為與社會科學 

記錄者：許聿翰 老師 

講評者：王重傑 教授 

說明：記錄內容應包括講解分析重點摘要記錄內容摘要： 

    大部分組別的科展主題都具鄉土性，與金門地方特色相關，從日常生活經驗取

材、發想，之後設計實驗去驗證，最後付諸實現。許多組別自製實驗器材，像是水平

測量儀、風洞，自己動手 DIY的這點非常的棒，逐步地修改、修正，最後變成可用的

器材，從過程中也可學到很多東西。除了自己動手做實驗之外，有些組別是在網路、

書籍、期刊上蒐集資料，最後歸納整理，這些題目的發想也都很不錯。不過部分學生

在實驗架構上考慮的不太完整，例如在設定變因時，例如溫度、濕度、風速、風

向……等等，雖然考量的變因多，研究會比較全面，但是常常會不夠深入，若是把變

因數量減少，就能研究得更透徹，實驗結果更可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會使科學研究

更具實用性，也可能會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發現與收穫。 

另外一些常見的問題，像是野外調查都會紀錄實驗日誌，同學都記錄得很詳細，

但是也常常會忽略一些細節，例如不同的日期作的紀錄，有記錄到日期，卻沒有記錄

到時間點，我們就無法得知你是在哪個時間點作紀錄？紀錄的時間點應該要相同，才

能排除受到不同時間點影響的這個因素，實驗才能更準確。還有圖表類型的選擇，應

該要使用最能夠達到說明目的的圖表，使用最適切的圖表類型。以折線圖為例，有時

在折線圖上畫了兩種折線，但是這兩條線代表的是不同涵義，所以坐標軸就應該要有

對應的數值意義和間距，才能讓看的人能清楚了解。圖表的標題文字也很重要，要能

準確傳達圖表的內容。 

最後，在高中組的「行為和社會科學」的組別中，大部分的研究偏重調查「人的

心理和行為」與「不同族群對相同事件」的意見和看法，大部分採用問卷式的調查研

究。一般問卷的設計會使用五點量表，但是有的組別這部分沒有說清楚是用幾點量

表？因為不同的量表的不同的選項會有不同的配分，最後結果只告知平均得分，我們

就無法得知平均得分的意義。有的組別是調查不同群體對同一件事的看法，做「顯著

性的檢定」，有些同學對檢定的意義比較沒那麼清楚，這點也比較可惜。有些組別是蒐

集資料資料和參考文獻去支持他們的看法，並跟金門在地融合，這樣的想法都很不

錯。整體而言，雖然有時因為實驗器材的限制，會跟當初的想像不同，但是這些都是

學習的過程。使用科學的方法驗證自己的想法，過程中也可以學習到團隊合作，讓研

究得以完全，這才是我們進行科學探究的真諦。最後恭喜獲獎的各位同學，希望大家

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金門縣中小學第 61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科別：生活與應用科學(一)/工程學科(一) 

記錄者：梁新賢 老師 

講評者：呂藝光 教授 

一、書面報告或簡報在介紹時，應注意市面上或專利上是否已有相似作品？大家可嘗試

突顯作品的功能方法或設計，強化本身作品與其他文獻上相仿作品的差異性。 

二、關於題目選擇，從生活中去觀察或發現問題，但針對較舊的問題並非不好，宜從實

驗設計或方法去做創新設計，題目宜先吸引評審目光，尋找題目之建議:除了生活

體驗，可從廣泛閱讀尋找科展題目，加深對背景知識的了解，藉以引發各式各樣的

問題。例如近年區塊鏈的應用，就會廣泛吸引評審目光，例如自由電價中，如何用

區塊鏈來做價格、計量等的儲存紀錄等。 

三、今年作品所選類別較偏向資訊、機電等，有些較不適切，應注意作品類別的選擇要

選對。 

四、關於國小三組機器人應用，屬於很好的題目，透過機器人幫我們處理事務，包括實

驗紀錄及作品完整度都很高，師生都很積極參與。 

五、國中部分，偏向利用 AI 相關技術或機器人製作，也是非常好的題目，尤其是之前

沒人做過的。 

六、高中組較可惜的是今年的作品沒有特別突出。或許疫情或面臨升學壓力，相較於國

中小較弱。 

七、學生準備報告或撰寫說明書、PPT的原則: 

（一）確認動機，動機才能引發價值。 

（二）研究重點為何?學生呈現作品時易發散，宜掌握主軸及核心研究價值。 

（三）宜思考研究亮點在哪裡?扣緊生活應用的應用價值。 

（四）研究一定會跟別人有重疊的部分，是否有能力或能清楚交代作品的差異性。 

（五）針對研究困難點的部分，宜從數據比較分析彰顯研究價值，並有理論支持數

據的可靠度。 

（六）如何解決研究當中遇到的困難?若在報告中能夠突顯解決的方法、過程、結

果等向度，較能吸引評審目光。 

（七）研究完成後的心得紀錄與寫作，你從中得到了什麼？其中所獲得的東西將成

為未來學習的重要資產。 

（八）報告時間很短，是否能在有限時間內有效描述重點。 

（九）結論是否正確？若 garbage in 將導致 garbage out。數據及變因應有效掌

握，避免誤判及錯誤推論。 

八、若作品純粹是由學生產出，無教師指導，通常問題較多；相對於台灣其他區域，金

門作品可看出老師的付出滿多的，包括書面及投影片等報告，都能高於一般水準，

肯定老師的付出及學生的配合度。 

九、作品通常只交代作了什麼，但較少提到別人做了什麼，宜加強加入文獻的比較。



金門縣中小學第 61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科別：生活與應用科學(二)/工程學科(二)/環境學科 

記錄者：張雅萍 老師 

講評者：楊宗榮 主任 

一、評審整體評析 

這次的作品做得非常好，非常具有金門普遍在地特色，以下就各組優缺點做分享。 

（一）國小組：許多作品都有使用到當地的特色，推薦全國賽非常利多，主題獨特性 

做得非常好。 

1. 材料部份：有使用金紙及當地土壤用海砂來做改良，用現有的實驗器材及

當地的材料去解決生活的問題這個方向值得鼓勵。 

2. 材質部分：有使用到環保材質，如海漂物、廢棄物，在這次實驗做了再利

用，去真正解決廢棄物的問題。 

3. 實驗設計要注意彼此間的關聯性，實驗變因的設計，例如有組別使用紅豆

及咖啡豆，建議在說明書裡面的實驗架構，要做說明實驗設計的原因，呈

現效益會更好裡面。 

4. ，關於實驗的完整性需再注意，有組別因為時間比較趕，在提問時發現沒

有將實驗進行完整，沒有做完整是沒有關係的，鼓勵繼續延續性研究成為

更完整的實驗再參加科展累積起來會更好。 

（二）國中組：主題也是十分切合環保，使用蛋殼做多用途的運用十分有趣。 

1. 控制變因的部分需要再加強，在傳導音的部分，發現研究結果有忽高忽低

的狀況，基本上不太會有這樣的狀況，應該是有其他因素影響，因此在控

制變因的部分，若有不尋常情況，實驗需要重新設計，並探討是否有哪些

因素干擾實驗結果，有一些誤差值可能需要拿掉，如果誤差值很小在容許

範圍內，實驗數據沒有差很多看不出明顯差異，要考量一下是不是需要做

調整。 

2. 有一些研究很有趣，但已經很多人做過類似的主題，可以在作品書凸顯出

來實驗有沒有哪裡不一樣的地方，像有一組的吸管是沒有用冷凍的，是使

用一體成形的，有特別之處就很不錯，所以要去了解其他人做過什麼，我

們的研究有哪裡特別，要把獨特性要凸顯出來非常重要。 

（三）高中組：這次有做到鱟以及鋁箔燃燒的實驗，尤其鱟的實驗非常附有當地特色 

且深入，建議可以跟大學端合作做成分更細部的分析，讓研究價值可以有

更多的貢獻。尤其在生活應用科，更強調作品的研究價值有什麼貢獻，是

否可以有多用途的運用，可以報告多做說明作品的研究價值，像有組別是

蛙鏡上面去使用不同植物找到防霧的特性，就十分有研究價值。 

 

 

 

 



二、各組的評析與建議 

Q1：坍度物的實驗 

A1：除了混泥土及水泥砂漿之外，學生有提到結構的問題，如果有機會可以參加更高 

級的比賽，除了水泥砂漿之外，是不是可以再多一點混泥土的實驗，適用性的範

圍會更大一點可以請老師再思考看看，冒泡多孔的部分可以使用顯微的方式去觀

察，可以使用不同的放大倍率，像呼吸這件事情，圭早坂會吸水而不會馬上排

掉，會隨著空氣溫溼度而去排出水分做這樣的調節，但是也會擔心太過潮濕的環

境會不會有發霉的可能性，可以參考看看。 

Q2：簡報製作的問題 

A2：小朋友在指的時候，由於是視訊會議，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因為只有五分鐘。 

可由下面三點進行修正： 

(1)研究流程圖需要呈現出來。 

(2)在表達重要的發現，需要特別凸顯出來，或者使用對照清楚的照片，所以有實 

驗組及對照組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較會更清楚，圖示的部分可以有一些說明文

字，聲音有時候會糊糊的，但在簡報上有說明文字可讓評審看到學生想表達的

部分。 

(3)比較可惜的是簡報沒有影片，有些作品需要動態的像是植物生長或金箔燃燒， 

可以放入動態影片，評審可從影片看出不一樣的關鍵，給予不同角度的建議，

建議關鍵影片大約十秒左右即可放入簡報裡面，可以讓評審認知實驗結果，有

更多輔助加分的效果。 

(4)具體的實驗用具可以帶來現場演示會更清楚，評審可以了解作品學生參與程度 

有多少，學生是否真實會操作實驗裝置，實驗器材如果有模型有輔助說明可以

有更好的效果。 

Q3：就要漿紙做組別建議 

A3：這個實驗是學生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簡單，那操作上面很符合環保議題，在紙張 

的纖維是否可使用簡單的顯微器材去觀察細微的構造，照片有時候眼睛看無法看

出差異，若能用不同視角的角度去拍能分析出的資料會更廣，若用顯微鏡去拍能

看出不同的孔隙，孔隙的大小及形狀不一樣，就可以做更多的討論創造獨特性。 

Q4：紅土下的奇蹟組別建議 

A4：實驗設計非常好十分在地，很好奇海砂因為含有鹽分和一般的砂去調節土會不會 

有差異，或許海砂調節土比較優質也有這個可能性，通常實驗會有實驗組及對照

組來做比較，可以增加一個一般沒有含有鹽分的砂質來做比較，在控制變因的部

分可以將海砂的鹽分去做分離，加水之後將鹽分溶解掉再過濾，過濾完的砂鹽分

較少再去做實驗，會不會有一樣的效果去影響後續種植植物的部分，拌了海砂進

去是抑制植物生長還是幫助植物生長會有很多探討的地方，加了海砂抑制植物生

長可能是鹽分的問題而不是砂質本身的問題，這個地方可以再多做探討，再來是

有機肥料，有使用到雞屎牛屎等，但僅有從 PH值部分來看而已，植物生長需要氮

磷鉀三種元素的養分，大部分會使用雞屎，很好奇為什麼做完實驗後培養土的比

較弱，學生回答在控制上是沒有控制好的，最怕學生回答為何實驗跟預期不一樣

的是不知道，可是學生知道是何種原因造成的結果可以是下次修正的方向。 



三、總體建議 

    我們會用全國科展的角度來評作品，幾個建議給大家未來做參考： 

（一）資料取用方面要注意 

照片的取得或氣候的資料來自於哪個網站，要注意要註明資料引用的來源，再

來，拍照的時候很清楚可以看出差異性，證據取得的方面能否表達出我想表達

出的意思，例如起霧的對照組及實驗組放在一起是否有差異會更好。 

（二）作品說明書的完整性 

實驗是不是都有做到了，另外，在問問題的時候發現，實驗有做可是因為某些

原因沒有放到作品書裡面，或者這是研究上的限制，比如有一組做紙漿，其厚

度是很難控制的，實驗上的限制是很正常的事情，可以誠實地放進作品放進說

明書裡，呈現試著去解決的這個過程在作品裡是很加分的。 

（三）長期做實驗的作品在科展上很少見 

   如果能改變某一項變因變成長期性的延續性研究也是很亮眼的作品。 

（四）圖表說明需要再進行修改 

表說要放在前面，圖說要放在後面，很多同學會用錯，如果要參加國展要再修

正成正確的規範模式。 

（五）有許多組別報告的時間超過，要多預演幾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