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102 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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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84
計畫名稱：運用闖關活動提升學生科學探究能力
主 持 人：江連君
執行單位：嘉義縣太保國民小學
一、計畫名稱：運用闖關活動提升學生科學探究能力
二、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科學闖關活動在近十年來已成為校園科學活動的顯學，只要想到校園的科學活動
就會聯想到緊湊的闖關，一群學生急忙的通過關卡，雖然學生集滿了集點卡上的章，
高興的拿到了獎品，對於闖關活動的興趣似乎有所增加，但是在科學的知識及技能的
提升狀態上，我們實在應持保留態度，而這個現象發生的原因不難理解，我們認為一
般的闖關活動在關卡設計及進行流程上，有一些環節並未被妥善安排，使闖關活動流
於形式，全體師生投入許多時間及資源，但整體的成效未能被等比例的發揮，這是相
當令人感到惋惜的。
因此本計畫欲改良傳統的科學闖關，注意每個環節，從闖關關主的徵選、協助關
主尋找適合的闖關活動、訓練關主解說科學原理、融入探究精神於關卡設計、關主及
闖關學生完成回饋單及學習單。
並且本校在去年已獲科教計畫之補助，進行許多科普閱讀之班際活動，因此欲藉
此次的計畫，繼續推廣在本校已有不錯成果的科普活動，讓學生藉由多方的閱讀科普
書籍，進一步投稿報名擔任關主的活動，並且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結合各學年自然
科課本的主題概念於部份關卡，讓闖關學生在進行闖關時能同時熟悉自然課本的教學
內容，如此也能提升導師或科任老師帶領學生參加闖關活動的意願。
另外，在一般自然科教學中，教師常礙於時間、內容、器材等因素，並不容易融
入探究活動，而只能進行課本中所謂的「食譜式實驗」，如果我們能在闖關活動中即
準備好多種器材，讓闖關學生能進行試探摸索，思考不同的器材在這些關卡的可行
性，也能讓學生體驗到一種類似科學研究的歷程，則必能賦予科學闖關活動新的面貌。
三、研究方法、步驟及預定進度：
實施方法
本校欲進行二梯次的科學闖關活動，而每梯次則各有五個階段，以精緻化探究式的科
學闖關活動
(一)闖關關主的徵選：
選擇製作科學遊戲類別的書籍、網站、雜誌等，以適合學生操作的遊戲做為闖關
的主題，另外也可選擇自然科教學相關的概念之科學遊戲。徵求高年級學生組隊報名
擔任闖關的關主(表 A)，以 2~3 人為原則，經審核錄取後，由學生主導闖關器材製作，
老師提供協助及檢核。

表 A 甄選表格

(二)闖關關卡內容的編修：
待闖關關主徵選報名表收齊後，先由教師進行審核，考慮到關主為學生擔任，所
以必須先過濾不適合的闖關內容，例如難度過高、概念不正確、具有危險性(需要使
用火源或強酸鹼等)、器材昂貴難取得、不具探究性質(如選擇題或簡答題)等，另外，
若報名表內容有相似者，則以說明較為清楚之報名組別優先錄取，但錄取組數不限，
只要能符合活動要求即可，唯每次的闖關活動只設立八個關卡，以求使學生有充足的
時間探索深化。
(三) 闖關器材的準備：
教師利用課餘時間(如早自、休午休)召集擔任關主的學生，先確認科學遊戲的進
行方式或過關的方法，並請各組學生擬定闖關遊戲所需的基本器材(表 B)，然後將這
些基本器材分為自行可準備以及需要教師協助準備之項目，師生利用數日時間完成器
材的取得，接著則再次召集學生實際進行每個關卡之遊戲製作，排除製作的困難，確
認其可行性。
接著由教師向學生說明如何將探究的過程融入科學闖關中，原則是找出科學遊戲
內含的操作變因，每組大致找出最具影響性的二項，然後列出要操作這些變因所需要
的器材(表 C)，例如製作組裝喝水鳥可能需要用到面紙，但也可改用其他的物品(如棉
繩、布條等)，關主將這些材料與原基本器材一起放置，讓闖關學生能思索最佳之組
合。
表 B 喝水鳥之基本器材
可自行準備
塑膠杯、面紙、塑膠湯匙

基本器材
需要教師協助準備
銅線、膠台

表 C 操作變因之材料準備
變因一 吸水材質

探索器材
變因二 水杯高度

棉繩、不織布、衛生紙

油性黏土(墊高杯用子)

(四)關主解說能力培訓：
關主的任務除了協助闖關活動的設計與製作外，也要注意關卡的說明，在學生進
行闖關時，關主必須也能以引導的方式來協助學生進行探究活動，並說明科學原理，
因此在活動中，教師必須針對關主進行培訓，步驟包含有(1)科學原理的確認；(2)科
學原理的解說練習；(3)引導闖關學生的訓練等，在這些訓練過程中，務必要求關主
秉持耐心、虛心的態度，仔細協助闖關學生來進行。

科學闖關關卡介紹
第一組：旋轉風車
同學們，一起來探索!試試看如何讓旋轉風車轉得最快。
你可以選擇下列兩種變因，
(1)改變吹管的角度。
(2)改變吹管的長度。
然後，依照播放的聲音節奏來打氣，最後將風車轉動的圈數結果記錄下來，並試著
寫下你的發現。
第二組：一柱擎天
同學們，一起來探索！試試看如何才能用一根細細的筷子，把裝滿顆粒材料的容器
高高舉起呢。你可以選擇下列三種變因來操作看看喔！
(1)改變杯中的材料。
(2)改變裝材料的容器。
(3)改變提起容器的工具。
然後，嘗試著把不同的容器輕輕舉起來，可以多試幾次看看喔，最後將結果記錄下
來，並試著寫下你的發現。
第三組：把水倒光光
同學們，一起來探索！請試試看如何做才能使上面瓶子裡的水，在最短的時間內流
到下面的瓶子。你可以選擇下列兩種活動來操作看看喔！
(1)改變不同的方式。
(2)改變容器的外型。
然後，依照遊戲規則，將瓶子靜置於桌面上，並仔細觀察，將水流光所需的秒數或
結果記錄下來，並試著寫下你的發現。
第四組：水中賽跑
同學們，一起來探索！試試看誰在水中能最快到達水底。你可以選擇下列兩種變因：
(1)改變水的密度，
(2)改變黏土的形狀。
然後，依照關主的指示將黏土投入水中，最後將黏土到達水底的秒數記錄下來，
並試著寫下你的發現。

第五組：搖頭晃腦
同學們，一起來探索!試試看如何讓塑膠桿搖晃得最劇烈。你可以選擇下列兩種變
因，(1)改變塑膠桿長度，(2)改變黏土的重量。然後，測量及記錄 10 秒鐘內桿子
來回搖晃的次數，並依據右側看板，寫下你對這個現象的想法。
第六組：懸崖勒馬
同學們，試試看如何才能讓紙馬剛好在桌子邊緣停下來呢。
你可以選擇下列二種變因來操作看看喔！
⑴ 改變杯中的重物數量。
⑵ 改變紙馬前面所綁繩子的高低位置。
嘗試著把重物放入杯子中，看看紙馬能不能剛好在桌子邊緣停下來，最後將結果
記錄下來，並試著寫下你的發現。
第七組：寶特瓶轉轉轉
同學們，一起來探索!試試看如何做才能使裝滿水的寶特瓶旋轉 。你可以選擇下
列兩種變因：
(1) 改變吸管的出水口方向
(2) 改變吸管的數量
然後，依照遊戲規則，將裝滿水的寶特瓶從裝水的水桶中垂直拉起，並仔細觀察，
把寶特瓶旋轉的結果或圈數記錄下來，並試著寫下你的發現。
第八組：以小縛大
同學們，一起來探索！試試看，如何才能讓較輕的螺帽不受較重的一邊牽引而掉
落地面。你可以選擇下列二種變因來操作看看喔！(1)改變一方的螺帽數量。(2)
改變放開螺帽時的角度。
(五)科學闖關時間與班級：
考量到欲提供學生在每一關卡中有較多時間的摸索，我們每次活動只設立 4 關，
每關有 2 個攤位，每個攤位有 2 位同學擔任關主，共 16 位學生擔任關主，學生較易
掌控，並安排一個班級進行闖關。
活動共分為二個梯次，上學期 12/10~12/13 進行第一梯次，下學期 5/20~5/23 進
行第二梯次，每梯次由四個班級進行闖關。
第一梯次：
日期 12/10~12/13，共四日，每日 10:00~11:00 進行
日期
12/10
12/11
班級
六忠
六愛

12/12
六孝

12/13
六仁

第二梯次：
日期 5/20~5/23，共四日，每日 10:00~11:00 進行
日期
5/20
5/21
班級
五忠
五孝

5/22
五仁

5/23
五愛

(六)科學闖關流程：
科學闖關活動為了讓學生最佳的學習與收獲，做了下列的設計
1. 考量到要提供學生充份的探究時間，所以規劃為當日的 10:00~11:00 進行，共計

2.
3.
4.
5.
6.
7.
8.

60 分鐘。
增加同關卡為 2 個攤位，學生可依實際的排隊狀態選擇其中一個攤位進行，使學
生不需花大量時間在排隊。
闖關學生以二人一組，讓學生在面對陌生的闖關活動時，提供小組討論的空間。
每個關卡前張貼闖關說明海報，清楚描述闖關的目的、方法以及變因。
在正式闖關前，關主需要在闖關同學前進行闖關的目的、方法以及變因之說明。
在闖關結束後，關主需要在闖關同學前進行闖卡科學原理的介紹。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後進行相關概念之有獎徵答，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改變闖關卡的設計，為了能記錄探究的過程，我們將實驗記錄的表格融入傳統的
闖關卡中，讓學生依據闖關結果來思考科學原理。

例：搖頭晃腦
研究內容：如何塑膠管搖晃最劇烈
改變變因：
變項一

變項二

變項三

結果一

結果二

變項三

我認為原理解釋(________)是對的，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主
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關主填寫回饋單：
在整體的闖關活動中，關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一開始的科普閱讀到後來
的設計遊戲、製作遊戲、融入探究精神、訓練解說、進行闖關等，其學習收獲必然相
當豐碩，因此關主之回饋心得也值得我們探討，從中必須可以更清楚這個歷程，學生
學習到什麼、有哪些環節或安排需要保留及改進，當然也包含學生的科學態度是否更
為正向，如此做為下一次舉辨同樣活動的修正依據，因此關主的回饋單在本計畫中是
極具參考價值。
(八)科普闖關教師專業研習：
這是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活動，教師在這個活動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可輕忽，整體
活動除了策畫的教師需要了解活動的目的、流程、意函，而班級導師及自然科教師也
因為需協助學生完成相關作業，並給予課務上的配合，所以同樣需要了解科學闖關的
教育功能，及科學探究的重要性，因此本計畫特地安排一次科學闖關的教師專業研
習，並開放外校教師報名參加，在研習時間，請參與之教師填寫研習回饋表，藉此回
饋表了解教師對於探究式闖關活動之看法。
四、完成之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

項目名稱

具體成果及效益

闖關關主的徵選

舉辦二梯次闖關關主的徵選，擇優
錄取，共計有 50 位學生組隊徵選關
主

闖關關卡內容的編修
闖關器材的準備
關主解說能力培訓

進行科學闖關

評估

針對擔任關主之學生及
共完成 8 組探究式科學闖關之內容
闖關之學生施測科學興
設計
趣問卷(附件一)，評估學
生對於科學學習的興趣
共計培訓 32 位具有解說及引導能 是否提升
力之學生
預計舉辦二梯次探究式科學闖關，
將有 200 位學生組參與
1.於 103/5/28 進行科普闖關活動
分享，參加教師預計達 30 人次。

針對參加研習之教師，進
科普闖關教師專業成長 2.利用 6 次學校教師社群時間，共
18 小時，由 8 位教師共同討論科普 行滿意度及意見之調查
闖關活動的規畫、共同指導關主製
作闖關器材及擔任關主事宜。
由全部關主學生及 8 位指導老師共
同合作，將二個梯次的闖關活動成
果收錄於成果冊，以利將此活動經
驗進行分享。
編著探究式科學闖關
成果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