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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行動科教館 

新北市科學巡迴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壹、緣起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科教館)為依循組織任務，協助中小學

科學教育及啟發社會大眾對科學認知與關懷；落實從館內走向館外，將館

內資源主動送至各縣市，使當地師生及社會大眾亦能有機會共享受益；另

對偏遠地區學校和社區提供巡迴到校服務，使城鄉科教得以平衡發展。冀

望以此優質的科教活動，主動且妥適的服務，建構一座全民所有及全民所

享的行動科學教育館。 

    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曾於 99 年度承辦科教館辦理之第 50 屆全國科

展，並同步辦理當年度行動科學館之科學園遊會活動，深獲與會師生歡迎。

本年度新北市規劃辦理學習行動各項活動，在紮實的教育建設與教育品質

基礎下，102 年「學習行動年」將透過「月月有主題、季季有亮點」，完整

系統性脈絡呈現教育作為。藉由核心願景「適性展才」，在「學生主動學習、

教師專業增能、校園友善培能」教育理念下，全面落實 12 項行動主軸及

25 項行動方案。未來的人才培育趨勢將以「能力」和「思考」為主，以全

面關照孩子的學習和成長，希望透過行動學習以培育多元展能，行動教學

以達成協同精進，藉由行動閱讀以掌握未來人生，營造行動藝術以涵養人

文美學，提倡行動樂活以提升健康體能。打開行動視野以促進國際交流。

教師是扭轉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者，更是這場新學習革命的操盤手，

如何給予教師更多的資源和助力，教育行政體系又如何架構健全的支援

網，讓教師充滿自信，願意全心投入，教育變革才有成效。相信大家是改

變的力量，更相信一群專業熱情的教師夥伴願和我們共同投入學習行動的

時代巨流，讓校園成為孩子樂於互動、學習與分享的夢想之地。 

    透過辦理本計畫方案，落實「精進科學教育發展」之行動方案，將願

景轉化為行動，由「行動」觸發「感動」，將所有的感動，凝聚成令人「心 

動」的新北教育城！ 

貳、目的 

一、普及科學教育、平衡城鄉落差，落實本市學習行動年教育理念，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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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學習，提昇學校活力與創意。 

二、結合科教館與本市科教資源、推廣生活科學教育並整合本市藝術嘉年

華活動提供更豐富多元學習活動。 

三、推展科教館內館外並重之科教活動、協助偏鄉地區學校科學教育發展。 

四、推動全民科教、提升國家競爭力，結合本市辦理推動科普閱讀及寫作 

    活動，充實本市科學教育內涵。 

五、結合科教館科技產業共襄盛舉，提升學生解說能力，並於進行中達成

體驗課程之交流。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科教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立中和國中、新北市立五峰國中、新北市立忠孝國中、

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新北市立瑞芳高工、新北市泰山區同榮

國小、新北市萬里區大鵬國小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各國民中小學及高中職、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創

意教學研發社群、科學展覽教師社群 

肆、活動日期：102年 11月 1日(星期五)至 11月 15日(星期五)。 

伍、活動對象：本市中小學及高中職教師、學生與一般社會大眾。 

陸、活動內容： 

  一、教師研習暨活動教育訓練： 

    (一)實施地點：新北市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大觀國中內)1樓集會廳。 

    (二)實施日期：102年 10月 31日(星期四)下午 1時至 5時。 

    (三)科教館配合學生參觀活動實際教學需求，提供師資、多項科學教育展 

        示器材及教學內容，辦理教師研習暨演說人員訓練，請科學園遊會解

說人員、定點參觀學校解說人員、到校服務學校解說人員務必參加。(參

加人員核予公假派代) 

    (四)研習課程內容視需要另案配合科教館辦理。 

  二、科學園遊會： 

    (一)實施地點：新北市立大觀國中(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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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施日期：102年 11月 1日(星期五)~11月 2日(星期六)。 

    (三)實施內容：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提供 4輛科教巡迴車、科教器材及

35個科學創意攤位，提供學校師生及社區民眾藉由參觀展

示及體驗實作，啟發科學探究興趣。活動分為三大區(詳參

附件一)： 

       1.旗艦區：科教巡迴車（3D低碳行動電影院、低碳能源行動博物館、 

                  探索數學的奧妙及行動圖書車）展示、觀賞 3D電影及圖書 

                  閱覽。  

       2.體驗區：設置 55項體驗實作創意科學攤位。 

       3.資源區：室內設置有科學 DIY活動、科學展示、科學講座。 

    (四) 為鼓勵各校推展科學教育，園遊會首日（11月 1日星期五）補助本市

20個班級結合科學園遊會辦理校外教學參觀活動。更歡迎學校班級自

行帶隊前往參觀。 

    (五)園遊會次日(11月 2日星期六)配合新北市藝術嘉年華活動，開放親子、

民眾自由參觀。 

    (六)配合科學園遊會開幕，結合本市藝術月主題活動，辦理科學繪本音樂

會。 

  三、定點參觀： 

    (一)實施地點：新北市立瑞芳高工及淡水商工。 

    (二)實施日期：102年 11月 5日(星期二)~11月 15日(星期五)。 

    (三)提供科教巡迴車參觀及科教活動。活動期間約二週，每週一定點，日

程如下： 

辦理地點 瑞芳區（瑞芳高工） 備註 

日期（星期） 11/5-11/8（星期二至星期五） 1.11月 4日為移動日，科教館將車 

  輛器材運送到瑞芳高工展示地點 

  佈置。 

2.定點參觀學校以有意願學校優 

  先，並以先報名者優先參加，額滿 

  為止。 

3.瑞芳高工場次 4 天共可提供 32 班

進行參觀教學，淡水商工場次 5天共

定點參觀 

 上午 9-11時：一場 4班師生 

 下午 1-3時：一場 4班師生 

預定可服務的學校： 

平溪區 國小 3所、國中 1所 

瑞芳區 國小 11所、國中 3所 

貢寮區 國小 5所、國中 1所 

雙溪區 國小 4所、國中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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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地點 淡水區（淡水商工） 可提供 40 班進行參觀教學，每個班

級補助 2000 元車資，不足部分由參

加學校班級自籌。 
日期（星期） 11/11-11/15（星期一至星期五） 

定點參觀 

 上午 9-11時：一場 4班師生 

 下午 1-3時：一場 4班師生 

預定服務學校： 

淡水區 國小 14所、國中 4所 

五股區 國小 4所、國中 1所 

三芝區 國小 3所、國中 1所 

石門區 國小 3所 

八里區 國小 5所、國中 2所 

    (二)活動內容(詳參附件二)： 

       1、科學展示：科教巡迴車（低碳能源行動博物館、探索數學的奧妙及 

                    行動圖書車）展示及圖書閱覽。 

       2、影片觀賞：3D低碳行動電影院或行動圖書車影片觀賞。 

 3、科學演示：科教館展場之教學演示擇項辦理。 

 4、體驗實作：設置8項以上體驗實作創意科學攤位。 

  四、到校服務： 

    (一)實施地點：新北市立各國中小，計 10所。 

    (二)實施日期：102年 11月 4(星期一)~11月 15日(星期五)。 

    (三)週一到週五期間，利用低碳生活行動資源車載運科教器材到各校後， 

        卸下佈展，在學校內場地以闖關方式進行活動。活動期間約二週，每 

        日一校，服務的學校須於報名期間內向本局提出申請，並以本年度預 

        計至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辦理校外教學之學校優先錄取： 

日期 

（星期） 

11月 4日 

（星期一） 

11月 5日 

（星期二） 

11月 6日 

（星期三） 

11月 7日 

(星期四） 

11月 8日 

（星期五） 

到校服務 ○○國小 ○○國小 ○○國小 ○○國小 ○○國小 

日期 

（星期） 

11月 11日 

（星期一） 

11月 12日 

（星期二） 

11月 13日 

（星期三） 

11月 14日 

(星期四） 

11月 15日 

（星期五） 

到校服務 ○○國小 ○○國小 ○○國小 ○○國小 ○○國小 

    (四)活動內容(詳參附件三)： 

       1、科學演示：科學館展場之教學演示擇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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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學展品展示：含低碳生活互動展品 5件以上。  

       3、益智科學器材闖關：6件闖關益智器材。 

 

柒、經費支用： 

捌、預期效益： 

  一、此次科學巡迴教育活動共計辦理 15天，預計 38所學校師生及一般民眾

超過 30,000人次參與。 

  二、有效將科教館內資源主動送至本市偏遠地區學校。 

  三、結合學習行動年理念整合重要科教資源，使本市師生及社會大眾能樂於 

      接受科學探索洗禮。 

  四、協助科教館推展館內館外並重之科教活動，協助偏鄉地區學校科教發展，

以平衡城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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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學園遊會 

  

壹、活動內容： 

  一、旗艦區： 

 戶外科教巡迴車 4輛，含 3D低碳行動電影院、低碳能源行動博物館、探 

 索數學的奧妙及行動圖書車展示、觀賞 3D電影及圖書閱覽。  

  二、體驗區： 

  科教館室內設置 30個創意科學攤位，包含 5項益智器材及 25項科學體

驗、實作攤位及本市學校自設科教 25攤位，另設有服務台、贈品兌換處。 

  三、資源區： 

    (一)科學 DIY：2項科學 DIY課程。 

(二)科學展示：5件低碳生活展品或基礎科學展品展示。 

(三)科學講座：大眾科學講座。 

貳、辦理時間及方式： 

一、辦理時間：102年 11月 1日(五)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102年 11月 2日(六)下午 1時 30分至 6時 30分。 

二、辦理地點：新北市立大觀國中(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 1號)。 

三、本活動分別在旗艦區（3關）、體驗區（55關）、資源區（2關）設計了 60

關的闖關活動，學童或民眾到服務台領取闖關摺頁，即可到各區各關參與

闖關活動，最後在服務台旁的贈品兌換處依蓋章過關數多少領取不同等級

贈品。 

四、除上述闖關活動，在資源區還提供了寓教於樂的科學展示及生動活潑的科

學講座。 

  五、行動圖書車所攜帶之科學叢書於園遊會期間規劃閱覽專區，參觀者現場憑

證借閱圖書於專區內閱讀，不可另行攜出。圖書車體提供演示舞台之功能

供園遊會演示活動使用，並規劃科學影片播放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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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科學館-科學園遊會校外教學參觀申請表 

學校名稱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郵件信箱： 

參與班級  

參加學生人數  

可配合辦理日

期 
□11月 1日(五)上午     □11月 1日(五)下午 

校長簽章  

備註： 

一、 申請 11月 1日上午場的班級，請務必於上午 9點前抵達會場並參加開幕

典禮。 

二、 11月 1日上午補助 10個班級，下午補助 10個班級。每個班級補助 4000

元交通費，不足部分由參加學校班級自籌。 

三、 填妥後請傳真中和國中，傳真電話(02)2947-1794，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四、 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聯絡電話(02)2942-2270分機 213 

五、 請各符合資格學校班級踴躍提出申請，申請後由承辦學校中和國中視申請

學校相對位置及可配合日期核定參觀學校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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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科學館-科學園遊會本市科教攤位招募申請表 

學校名稱  

攤位名稱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郵件信箱： 

攤位操作方式  

學習重點 

(請說明應用之

科學相關原理) 

 

用電需求 □需要用電         □不需要用電 

指導老師  

參與學生  

校長簽章  

備註： 

六、 科教攤位應以科學原理、科學方式之探討及科學遊戲為主。 

七、 科教攤位每攤補助 4000元，應提供免費闖關遊戲，不得額外收費。 

八、 各申請攤位應由各校選派指導老師帶領學生至活動場地(大觀國中)，並指

導參與活動。(11/1指導老師公假派代) 

九、 請於 11月 1日星期五 8：30前完成設攤。 

十、 填妥後請傳真承辦學校同榮國小，傳真電話(02)2296-8553 

十一、 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連絡電話(02)2296-8551分機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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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定點參觀 

壹、活動內容： 

 一、科學展示：科教巡迴車（低碳能源行動博物館、探索數學的奧妙及行動圖

書車）展示及圖書閱覽。 

 二、影片觀賞：3D低碳行動電影院或行動圖書車影片觀賞。 

 三、科學演示：科教館展場之教學演示擇項辦理。 

 四、體驗實作：設置8項以上體驗實作創意科學攤位。 

貳、活動場地條件及人力需求：(略) 

參、辦理方式： 

 一、 瑞芳高工(11月 5日~11月 8日)，淡水商工 (11月 11日~11月 15日)： 

(一)參觀活動一天安排 2場次，上午 9：00-11：00，下午 13：30-15：30各

一場，實際舉辦時間由承辦學校(瑞芳高工及淡水商工)依據該校作息進

行細部調整。每場次 2小時，預定安排 4個班級學校師生參觀。 

(二)每場次活動分 4個單元進行，每—單元 25分鐘一個班級參觀，依現場工

作人員指示動作及換場。 

(三)預計每天需要承辦單位(瑞芳高工及淡水商工)提供工作人員 12名，含科

學展示、影片觀賞、科學演示及體驗實作專任解說人員 4名，體驗實作闖

關關主 8名。 

 (四)瑞芳高工及淡水商工各校4位專任解說人員需參加10月 31日(星期四)

下午在大觀國中內教研中心 1樓辦理之活動教育訓練。(參加人員公假派

代) 

(五)每場 2小時學校師生行程安排如下： 

      1、承辦單位開場 10分鐘：工作人員集合參觀學生及帶隊老師說明參觀 

環境、動線、流程及分發過關卡(1人 1份)後，4個班級各自帶開。 

2、低碳能源行動博物館參觀 25分鐘：專任解說人員 1名，負責 3分鐘

整體介紹，20分鐘導覽解說，並辦理有獎徵答(3至 5題)及蓋章，2

分鐘換場。          

3、3D低碳行動電影院影片觀賞 25分鐘：專任解說人員 1名，負責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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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整體介紹，20分鐘影片觀賞，並辦理有獎徵答(3至 5題)及蓋章，

2分鐘換場。 

4、科學演示教學 25分鐘：專任解說人員 1名，負責 3分鐘整體介紹，

20分鐘演示教學，2分鐘換場。 

5、體驗實作闖關活動 25分鐘：專任解說人員 1名，負責 3分鐘整體介

紹，20分鐘讓學生參加體驗實作(過關者蓋章)的有獎徵答活動，2分

鐘換場。 

6、承辦單位收場 10分鐘：工作人員集合全部師生依過關卡成績贈送獎

品，參觀活動結束散場。 

(六)行動圖書車圖書借閱辦法： 

1、圖書車所攜帶之科學叢書於活動開幕前即交由學校(瑞芳高工及淡水

商工)分配流通，活動結束前再由學校單位負責收齊圖書，交還於本

車攜回館內。 

2、車體提供演示舞台之功能供園遊會演示活動使用，並規劃科學影片播

放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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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科學館-定點參觀申請表(瑞芳高工場次) 

學校名稱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郵件信箱： 

參與班級  

參加學生人數  

可配合辦理日

期(可複選) 

□11月 5日(二)上午     □11月 5日(二)下午 

□11月 6日(三)上午     □11月 6日(三)下午 

□11月 7日(四)上午     □11月 7日(四)下午 

□11月 8日(五)上午     □11月 8日(五)下午 

校長簽章  

備註： 

一、 參觀活動一天安排 2場次，上午 9：00-11：00，下午 13：30-15：30各一

場，每場次 2小時，預定每場次安排 4個班級學校師生參觀。 

二、 瑞芳高工場次 4天共可提供 32班進行參觀教學，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三、 每個班級補助 3000元交通費，不足部分由參加學校班級自籌。 

四、 申請瑞芳高工場次以瑞芳區、平溪區、貢寮區、雙溪區學校優先。 

五、 填妥後請傳真瑞芳高工教務處，傳真電話(02)2496-9845 

六、 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聯絡電話(02)2497-2516分機 303潘組長 

七、 請各符合資格學校班級踴躍提出申請，申請後由承辦學校瑞芳高工視申請

學校相對位置及可配合日期核定參觀學校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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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科學館-定點參觀申請表(淡水商工場次) 

學校名稱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郵件信箱： 

參與班級  

參加學生人數  

可配合辦理日

期(可複選) 

□11月 11日(一)上午     □11月 11日(一)下午 

□11月 12日(二)上午     □11月 12日(二)下午 

□11月 13日(三)上午     □11月 13日(三)下午 

□11月 14日(四)上午     □11月 14日(四)下午 

□11月 15日(五)上午     □11月 15日(五)下午 

校長簽章  

備註： 

一、 參觀活動一天安排 2場次，上午 9：00-11：00，下午 13：30-15：30各一

場，每場次 2小時，預定每場次安排 4個班級學校師生參觀。 

二、 淡水商工場次 5天共可提供 40班進行參觀教學，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三、 每個班級補助 3000元交通費，不足部分由參加班級自籌。 

四、 申請瑞芳高工場次以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八里區、五股區學校優先。 

五、 填妥後請傳真淡水商工教務處，傳真電話(02) 2621-4620 

六、 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聯絡電話(02)26203930分機 214 

七、 請各符合資格學校班級踴躍提出申請，申請後由承辦學校淡水商工視申請

學校相對位置及可配合日期核定參觀學校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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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到校服務 

壹、活動內容： 

  一、科學演示：科教館展場之教學演示擇項辦理。 

二、科學展品展示：含低碳生活互動展品 5件以上。  

三、益智科學器材闖關：6件闖關益智器材及 6項積木拼圖或解環活動。 

貳、申請學校活動場地條件及人力需求： 

  一、市內交通不便之偏遠地區學校有意願參加者為優先考量，排定之各校順

序應考量各校所在相對位置作妥適安排(例如同一鄉鎮內連續安排)。 

  二、申請學校需提供辦理活動的場地，位於一樓，約兩間教室以上大小之室

內空場所、體育館或禮堂，有電源插座，放置 7張桌椅。 

  三、活動開始及結束，申請學校需提供 2-3 人協助科教器材搬運佈置收拾。

活動期間安排學生參與。並有 2 位專任解說教師負責控制全場及科學演

示教學，並提供至少 6 名義工協助擔任闖關遊戲關主，以配合學校學生

參觀導覽。 

  四、申請學校各校 2 位專任解說教師需參加 10 月 31 日(星期四)下午在大觀

國中內教研中心 1樓辦理之活動教育訓練。(參加人員公假派代) 

參、辦理方式： 

  一、活動流程： 

項目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安 排 

1 08:30   以  前 科教器材佈置及服務人員訓練 

2 08:40 — 09:20 1.2節課闖關活動辦理 

(提供小贈品給表現優異的學生) 3 09:30 — 10:10 

4 10:30 — 11:10 3.4節課闖關活動辦理 

(提供小贈品給表現優異的學生) 5 11:20 — 12:00 

6 12:00 — 13:10 午 休 時 間 

7 13:20 — 14:00 5.6節課闖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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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10 — 14:50 (提供小贈品給表現優異的學生) 

9 14:50   以  後 運送科教器材離開，到下一所學校布置 

   二、2節課 90分鐘人員、學校師生行程安排：  

   （一）開場介紹活動 5分鐘：解說人員負責 

   （二）益智器材闖關 25分鐘：6位關主負責 

   （三）汽球親親嘴演示 10分鐘：解說人員負責 

   （四）積木拼圖或解環闖關 25分鐘：6 位關主負責 

   （五）水母天上漂演示 10分鐘：解說人員負責 

   （六）低碳能源及基礎科學展品解說與操作 15分鐘：解說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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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科學館-到校服務申請表 

學校名稱  

學校班級數           班 學校性質 
□偏遠 

□特偏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郵件信箱： 

參與年級  

參加學生人數  

可配合辦理日

期(可複選) 

□11月 4日(星期一)     □11月 11日(星期一) 

□11月 5日(星期二)     □11月 12日(星期二) 

□11月 6日(星期三)     □11月 13日(星期三) 

□11月 7日(星期四)     □11月 14日(星期四) 

□11月 8日(星期五)     □11月 15日(星期五) 

 

使用場地說明 

 

 

校長簽章  

備註： 

一、 請各符合資格學校踴躍提出申請，申請後由承辦學校大鵬國小視申請學校

相對位置及可配合日期核定辦理學校。 

二、 每校辦理日期為一日，為便於協調安排日期，可配合辦理日期可複選。 

三、 填妥請傳真大鵬國小，傳真電話(02)2498-5750 

四、 傳真後請以電話確認，連絡電話(02)2498-8131分機 11朱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