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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提升國中小學生自然科學實驗操作能力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中場次 

一、 目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為落實科學教育向下紮根，提升弱勢學生實驗操作

能力，特於 106 年暑假期間辦理國民中、小學生自然科學實驗操作夏令營活動，冀透過親手操作實

驗，增加學生之學習興趣，提升學生之學習成就。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教育部國教署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團隊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三)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三、 招收對象 

國中生(106 年 7 月 31 日前為七至九年級)  

預計招收最多 240 名 (男女學員組成比例原則為 1：1) 

   (一) 弱勢學生：『需檢附證明』，錄取順序如下～ 

A. 具有低收入、中低收入證明之學生 

請將市/區公所證明影本，黏貼於『證明書』處(如附件一)。 

B. 未持有上述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證明之清寒學生 

出具由就讀學校的導師、教務主任及校長三人同時核章的『證明書』(如附件一)。 

*註：清寒學生的標準比照「財團法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全家總收

入扣除房租或房貸(最多以二萬元計)除以全家人數，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費在 5,000 元以下

者。(詳參見 http://203.71.210.5/aid_fund/index.html) 

C.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目學習成績弱勢之學生 

出具『具班排序之自然科成績單』以及由就讀學校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師、教務

主任及校長三人同時核章的『證明書』(如附件一)。 

D. 學校位處外島、偏鄉地區及自然科教學資源不足之學生 

出具由就讀學校的導師、教務主任及校長三人同時核章的『證明書』(如附件一)。 

備註：以上『證明書』(如附件一)，每位弱勢學生都要填寫 1 份，倘有資料不實應自負法律責

任。 

(二) 一般學生： 

(1) 倘弱勢學生已招收額滿時則不錄取一般學生。 

(2) 一般學生以未曾參加過此夏令營者為優先考量對象。 

四、 資格審查 

(一) 團隊報名優先錄取： 

此計畫不僅在於提升弱勢學生實驗操作能力，同時著重於種子教師的培育，故鼓勵老師帶領學生團

http://203.71.210.5/aid_fun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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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一起參與課程，將學習成果帶回學校繼續發芽傳承，並善用此經驗於日後開辦實驗操作營隊。因

此，老師與學生一視同仁皆為研習成員，由主辦單位提供免費住宿。過程中老師頇與所帶領之同性

別學生住同一間寢室並協助主辦單位共同管理學生，並頇五天四夜全程參與課程，不得擅自離營，

並與學生一同遵循所有規定。 

(1) 一位老師可帶領 3-5 位學生報名。 

(2) 必要時，老師及學生團隊可分別屬於不同學校之組合。 

(3) 帶隊老師最好為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之教師。若是屬其他科目教師帶隊時，由主辦單位進

行討論及決議。 

(4) 請勿由非教師人士帶隊，倘無教師帶隊時，請個別報名。 

(5) 同一教師原則上只能於師範大學國中場次或國小場次任選一個場次帶隊出席。 

(二) 弱勢學生務必出具相關證明(詳見三、招收對象)，資格不符規定者視為一般生。 

(三) 錄取順序如下： 

(1) 全部團員或單獨報名之個人，皆屬於上述『三、招收對象』所列資格(一)之(A)具有低收入、中

低收入證明之學生。(一名教師可帶領 3-5 位學生) 

(2) 全部團員屬於上述『三、招收對象』所列資格(一)之四種弱勢混合之團隊。(一名教師可帶領 3-5

位學生) 

(3) 單獨報名但不具低收入、中低收入證明的弱勢生。 

(4) 全部團員至少含 1/2 比例弱勢生 (一名教師可帶領 3-5 位學生) 。 

(5) 其他特殊情況（依實際狀況由審查委員討論決議之）。 

(6) 一般生(含團隊報名及個人報名，但團隊報名優先，一名教師可帶領 3-5 位學生)。 

(四) 必要時主辦單位得依情況需要進行候補。 

(五) 報名者若因身體狀況需要特殊照應，主辦單位得視情況要求應有陪同人員隨行，以保障安全。 

五、 報名日期 

自民國 106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止。 

完成報名不等於錄取，最終結果由主辦單位根據報名資料進行審核。 

六、 報名方式 

(一) 填寫報名表：(以下方式二擇一) 

 採網路報名者請登入 Google 進行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1xqDbiEBxEYZbeSp1) 

 採傳真報名者，請填寫報名表(如附件二)，傳真至：02-2932-7187，傳真後請來電或 E-mail 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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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時檢附相關證明 E-mail 或傳真至臺師大。 

 E-mail 至：sciencesummer20130701@gmail.com,cheyaocf@ntnu.edu.tw 

 傳真至：02-2932-7187，傳真後請來電或 E-mail 確認。 

備註：請勿偽造資料以免觸犯法律，必要時主辦單位得予以查核。報名程序未完成者不予受理。 

七、 錄取公告 

(一) 公告日期：(原則) 106 年 5 月 15 日公告錄取名單。 

(二) 公告方式：詳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團所屬之 ”影子學校 ” 

(http://shadow-school.blogspot.tw/)，並同步以 E-mail 通知，請於報名時填寫正確之 email。 

(三) 回傳確認書日期：106 年 5 月 31 日。 

八、 活動資訊 

(一) 活動時間：106 年 7 月 10 日至 14 日。(共五天四夜) 

(二)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理學院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三) 聯絡人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周沅馨 (02-7734-6753、sciencesummer20130701@gmail.com) 

九、 課程規劃(暫定) 

時間 
7 月 10 日 

(星期一) 

7 月 11 日 

(星期二) 

7 月 12 日 

(星期三) 

7 月 13 日 

(星期四) 

7 月 14 日 

(星期五) 

8:50-9:35 

13:00 前 

 

報到完畢 

【中正堂】 

 

*午餐請自理* 

《1-8 組》 

刑事科學 

化學實驗 

地科實驗 

物理實驗 

《1-8 組》 

科學英語 

《1-8 組》 

教具製作及 

分組實驗 

《1-8 組》 

實驗探究指導暨實驗資

源分享 

(分組探討) 
9:35-10:20 

10:20-10:30 休息與觀摩 休息與觀摩 休息與觀摩 休息與觀摩 

10:30-11:15 
《1-8 組》 

刑事科學 

化學實驗 

地科實驗 

物理實驗 

《1-8 組》 

科學英語 

《1-8 組》 

教具製作及 

分組實驗 

《1-8 組》 

實驗探究指導暨實驗資

源分享 

(分組探討) 
11:15-12:00 

12:00-14:00 

13:00-13:10 

營務介紹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10-14:00 

專題演講 A 

專題演講 B 

14:00-14:45 
《1-8 組》 

刑事科學 

化學實驗 

地科實驗 

物理實驗 

《1-8 組》 

刑事科學 

化學實驗 

地科實驗 

物理實驗 

《1-8 組》 

科學英語 

《1-8 組》 

教具製作及 

分組實驗 

《1-8 組》 

實驗探究發表會 
14:45-15:30 

15:30-15:40 休息與觀摩 休息與觀摩 休息與觀摩 休息與觀摩 休息與觀摩 

15:40-16:25 《1-8 組》 《1-8 組》 《1-8 組》 《1-8 組》 《1-8 組》 

mailto:sciencesummer20130701@gmail.com
mailto:cheyaocf@ntnu.edu.tw
http://shadow-school.blogspot.tw/
mailto:sciencesummer201307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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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17:10 

刑事科學 

化學實驗 

地科實驗 

物理實驗 

刑事科學 

化學實驗 

地科實驗 

物理實驗 

科學英語 教具製作及 

分組實驗 

實驗探究發表會 

17:10-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19:45 《1-8 組》 

碳 60 模型及 

相關研究 

《1-8 組》 

實驗探究發表

準備 

《1-8 組》 

科學英語 

《1-8 組》 

實驗探究發表

準備 19:45-20:30 

十、 師資陣容 

姓名 教學領域 背景 

姚清發 有機化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教育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輔導群召集人 

陳焜銘 有機不對稱合成化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林震煌 分析化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主任 

羅珮華 科學教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綜合業務組組長 

教育部國中奧林匹亞計畫主持人 

林文偉 不對稱有機催化、有機合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陳秋蘭 英語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Jean E. Curran 英語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傅學海 地球科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陳美玲 物理化學、工業化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柳如宗 有機化學、刑事科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劉之聖 創意科學教育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葉鴻楨 自然科學教育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小學 

教育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師諮詢團隊 

教育部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組教師諮詢團隊 

十一、 費用 

(一) 報名費：本活動由教育部全額補助，無需繳交費用，請務必珍惜資源，報名後請全程出席；倘無正

當理由而無故缺席時，學員名單將提供教育部及就讀學校進行適當處理。 

(二) 住宿費：所有學員(包含帶隊教師)於活動期間皆頇住宿於主辦單位安排之住宿地點，住宿費由主辦

單位提供。 

(三) 餐費：活動期間用餐由主辦單位提供三餐。 

(四) 交通費：往返臺師大之交通費請自理。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請於活動報到時間進行報到，未能準時報到或無法全程出席之學員，將喪失參加上課之資格並需負

擔已準備之實驗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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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有特殊情況需請事假或病假，請事先提出書面申請，並報請核准(病假需檢附醫生證明)。 

(三) 本次活動若適逢天災(地震、颱風等)及不可抗拒之因素時，有關延期或取消，將另行通知；同時，

主辦單位得保留課程及講師之變更權利。 

(四) 學員需自備個人寢具(如：睡袋、枕頭)及盥洗用品(如：牙刷、牙膏、毛巾、沐浴乳)。 

(五) 活動期間，實驗衣及護目鏡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進入實驗室時，務必穿著實驗衣及護目鏡，不合

規定者不得進入實驗室。 

(六) 響應環保，活動期間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筷、湯匙。 

十三、 預期效益 

(一) 提升國中學生對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之學習興趣，深化其學科學習成效。 

(二) 提供國中學生實驗操作交流平台，增加國中學生實驗操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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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明 書 

不論團體或個人報名之弱勢生，每位學生都要填寫一份。  

姓名  聯絡電話  

學校  目前就讀年級  

請勾選：□單獨報名   □團隊報名(請於下方詳填其他成員姓名)  

教師     (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學生 4)       

◎ 請勾選所屬選項，並檢附相關證明。 

◎ 有教師帶隊者列入優先考量，且學生可分屬不同學校。 

□ A.具有低收入、中低收入證明之學生 

(請附上市/區公所證明影本，並黏貼於下方，不需學校核章) 

□ B. 未持有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證明之清寒學生  

由就讀學校的導師、教務主任及校長三人核章，始生效力。 

□ C.自然與生活科技科目學習成績弱勢之學生 

請附上自然科成績單及班級排序，由就讀學校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師、教務主任及校

長三人核章，始生效力。 

□ D.學校位處外島、偏鄉地區及自然科教學資源不足之學生 

由就讀學校的導師、教務主任及校長三人核章，始生效力。 

◎ 備註：上述 B～D 項資格之認定，必要時主辦單位得予以查核，倘有資料不實應自負法律責任。 

◎ 勾選 A 項目者： 

請將低收入、中低收入證明影本黏貼於此頁。 

◎ 勾選 B、C 項目者： 

(必填)請務必說明事由，並完成學校核章，否則無

效。 

◎ 勾選 D 項目者： 

(必填)請務必填寫以下學校資訊，並說明事由，且

完成學校核章，否則無效。 

1. 全校班級共計  班、學生人數共計  人 

2. 自然科教師人數：正式  人、代理代課  人 

3. 事由： 

 

導師／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教務主任 校長 

 (請核章) (請核章) (請核章) 

市話/手機： 市話/手機： 市話/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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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辦 106 年提升國中小學生自然科學實驗操作能力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場次-傳真報名表 

 

請詳閱本計畫之說明再進行報名，詳見「影子學校」網站： 

http://shadow-school.blogspot.tw/ 

以下請單選：  

□有老師帶隊之團體報名 (請填寫『團隊資料』、『個人資料』、『證明書』) 

□個人報名 (請填寫『個人資料』、『證明書』) 

【團隊資料】請帶隊老師填寫 

帶隊教師 

姓名：  性別： □男    □女 

任職學校： 

任教科目：          職稱： 

(“任教科目”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為優先) 

E-mail： 

                                    (填寫至少一個 mail) 

手機： 

辦公室：(   ) 
餐點： □素   □葷  

團隊伙伴 

一位老師帶隊 3-5 位學生。 

團隊學生總人數：     人（弱勢生     人、一般生    人） 

學生 1 姓名：                          

學生 2 姓名：                          

學生 3 姓名：                          

學生 4 姓名：                          

學生 5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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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請確實填寫，倘有資料不實應自負法律責任。 

不論團體或個人報名，每位學生都要填寫一份。 

身份別 請單選：□弱勢學生    □一般學生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市/縣 

                        學校 
目前就讀年級  

E-mail 
                                 

(務必正確填寫至少一個 mail，錄取通知將依此寄發) 

聯絡電話 手機：              市話： (  ) 餐點 □素  □葷  

家長或監護人 

姓名/關係 
 

家長或監護人 

聯絡電話 

手機： 

市話：(  ) 

＊一般學生填寫至此＊ 

◎弱勢學生繼續填寫以下資料 

報名資格 

僅弱勢學生填寫 

請單選： 

□ A.有低收入、中低收入證明之學生 

 請將市/區公所證明影本，黏貼於『證明書』處。 

□ B.未持有上述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證明之清寒學生 

出具由就讀學校的導師、教務主任及校長三人同時核章的『證明書』。 

*註：清寒學生的標準比照「財團法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

金會」：全家總收入扣除房租或房貸(最多以二萬元計)除以全家人數，平均

每人每月生活費在 5,000 元以下者。(詳參見

http://203.71.210.5/aid_fund/index.html) 

□ C.自然與生活科技科目學習成績弱勢之學生 

出具『具班排序之自然科成績單』以及由就讀學校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

領域教師、教務主任及校長三人同時核章的『證明書』。 

□ D.學校位處外島、偏鄉地區及自然科教學資源不足之學生 

 出具由就讀學校的導師、教務主任及校長三人同時核章的『證明書』。 

皆需檢附『證明書』於報名時一併傳真或 E-mail。 

請將此『報名表』連同附件一『證明書』傳真至：02-2932-7187 或 E-mail 至：

sciencesummer20130701@gmail.com  

並請主動來電或 E-mail 確認報名狀況 TEL：02-7734-6753 周沅馨 

*『身份別』勾選『一般學生』者不需附上『證明書』 

 

http://203.71.210.5/aid_fun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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