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內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 
1.中華民國 99年 10月 08日簽奉校長核定 

2.中華民國 100年 07月 16日修訂 

3.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30日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之「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辦理。 

二、 宗旨︰激發學生科學研習之興趣，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思考力及創造力，培養學生對科學

之正確觀念及態度，激發學生獨立研究潛能，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高級中等學

校科學研究風氣，改進高級中等學校科學教學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促使社會人士重視

科學研究，普及科學知識，發揚科學精神，協助科學教育之發展。 

三、 辦理單位及流程︰ 

（一） 辦理單位：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協辦單位—藝能科、數學科及自然科。 

（二） 辦理流程：如附件(一)進度管制表 

四、 參加組別及獎勵︰ 

項次 參加對象 參賽規定 備註 

1 
高一各班、高二
非資優班各班 

自由參加，但各班依下列條件頒獎鼓勵。 

1.參賽人數最多班級獲： 

「人人都想獎(人氣最盛獎)」錦旗一面 

2.參賽件數最多班級獲： 

「班點最多獎(最最件旺獎)」錦旗一面 

3.參賽得獎最多班級獲： 

「將將將將獎(獎到不想獎)」錦旗一面 

若班級重複得獎則按獎勵次
序頒獎，每班以不重複得獎為
原則。得獎班級可獲學校推荐
參加相關科學活動。 

可參與第 3項之獎勵評估 

2 高二資優班 每人至少參與一件作品。 不參與第 1、3項之獎勵評估 

3 科學性社團 

每社至少推出一件專屬該社獨立製作之作品。 

得獎最多社團可獲： 

「最 in科學獎」錦旗一面 

可參與第 1項之獎勵評估 

4 自由組合 

凡有理想、有抱負且持相同理念者，即可跨年、

跨組、跨班參加。 

凡高三同學參加者均屬此類。 

不參與第 1、3項之獎勵評估 

五、 報名方式︰ 

（一） 每隊最多三人參賽。 

（二） 共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生活及應用科學等六科。 

（三） 報名表如附件(二)所列，並請指導老師及導師簽名，方得參賽。 

六、 展覽內涵︰ 

（一） 科學性：強調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 

（二） 教育性：著重興趣的培養，視研究為學習的過程；展覽為學習成果的相互觀摩及

比較。 

（三） 普遍性：鼓勵學生全面志願參與。 



 

 

（四） 鄉土性：研究作品之主題應配合教材由學校及住家附近之環境中取材。 

（五） 真實性：親自動腦、動手，絕不假手他人代做、抄襲、仿冒、虛偽、作假。 

（六） 安全性：培養善待生物及維護自然生態之觀念，不得有虐待動物之虞。 

七、 專研主題之選材方向 

（一） 教科書—理論應用或質疑不嚴謹之敘述。 

（二） 報章雜誌的報導。 

（三） 生活小常識的檢視。 

（四） 參考已發表之論文，尋找靈感。 

（五） 過去參賽未得獎之作品，仍可經修改研究方向或補強，於來年繼續參賽。 

（六） 多聽演講，吸收新知，亦可激發靈感。 

（七） 常保「好奇心」，好奇心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八、 參賽方式︰ 

（一） 依參加組別之特性，選擇適當之隊友，每隊以最多三人為限。 

（二） 選擇主題時，請與任課教師商討，選擇適當的題目。 

（三） 比賽時需積極參與，並經常與指導老師討論，若無法達到指導老師的要求時，該

指導老師可向設備組要求該組棄權。 

（四） 參展所需之文具、紙張及照相設備由各隊自行負責。 

（五） 可向設備組申請借用實驗室、儀器、藥品等，須先向設備組申請借(使)用或請購。 

（六） 可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如大專院校、醫院或博物館等)，但實驗內容不應過於深奧。 

（七） 作品製作須經指導老師審閱後參展。 

（八） 請於規定時間內，以 Word的形式，上傳給設備組兩個檔案： 

1. 作品文字簡介檔 500字以內(供網頁展覽用)。 

2. 作品成果內容檔 20MB 以內(教師評比用)，如有大型圖檔請點選該圖進行全部壓

縮以減少該作品的檔案大小。 

（九） 作品成果內容檔應包含：作品說明書、目錄、摘要、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

設備與器材、研究結果、討論、結論、參考文獻。 

（十） 逾時繳交或檔案未符合要求者不予參賽。 

九、 展覽、評審及獎勵︰ 

（一） 設備組整理各作品文字簡介檔後轉成 PDF，以網頁瀏覽的形式提供上網展覽的服務。 



 

 

（二） 由設備組邀請相關科目教師擔任評審工作，各科依比例評選出優勝作品 1-3件(共 10

件)，佳作 3-5件。 

（三） 評審標準︰創造能力 20%﹑科學精神 20%﹑思考性 20%﹑完整性 20%﹑實用價值 20%。 

（四） 獲獎之團隊除依本校各項競賽獎勵及敘獎實施規定辦理獎勵外，亦將其所有成果之

內容公告上網供全校觀覽。 

（五） 優勝之團隊得加強作品內容，並於規定時段中製作展覽看板陳設於第二教學大樓穿

堂區供全校展覽。 

（六） 優勝之作品將代表本校參加中區科展，為校爭光，指導教師亦可依規定於指導期間

申請指導相關費用，並於參加中區科展後，由設備組集結參賽作品印刷成冊。 

（七） 中區科展獲勝之隊伍除可獲教育部頒發獎狀及獎金外，並可晉級全國參加全國競賽。 

（八） 全國科展獲獎之作品隊伍同時可獲教育部頒發獎狀及獎金，同時亦可於推甄時加分。 

十、 本計畫經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之修正亦同。 

 

(附件一) 

進度管制： 

程序 日期 工作內容 

公告 暑期活動及開學初 9月上旬 利用每日幹部集合及幹部訓練公告校內科展內容事項 

報名 9 月 15 日~9月 20日該星期 組隊、確定指導老師、定主題及擬定大綱 

製作 即日起至 12月底 

1. 報名後即開始進行科展工作。 

2. 隊長需負責和設備組保持聯繫，並報告考核

進度。 

校內繳件 12 月底的最後一週星期一 上傳作品完整版(含 2個檔)至設備組。 

作品網展 繳件該週的星期三 設備組完成各作品之文字簡介檔轉檔並上傳網路。 

評選 隔年 1月的第一週 各科依比例選出 10 件優勝作品參加中區科展。 

頒獎 1 月的第三週 
1.公告獲獎作品及獎勵之班級或社團。 

2.將獲獎作品網路公告完整內容並頒發相關獎項。 

補強內容 1~2 月 優勝隊伍於成績公佈後補強各項實驗數據及成果。 

代表隊看板製做 100年 2月底 製作看板完成、撰寫說明書完成 

繳件 100年 3月底 繳交完整書面說明書、電子檔及看板 

代表隊參加中區賽 100年 4月 
1.賽前一(數)日，各隊派一員隨作品至展場佈置場地。 

2.比賽當日，全隊至展場參加比賽。 

中區優勝隊伍參加

全國賽 
100年 7月  

如教育部公告之依據有所變動，將依該公告更動管制內容 

  



 

 

附件(二)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學年度校內科學展覽報名表 

科別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生活及應用科學 

參賽人員 

職

稱 
年班號 姓名 性別 電話 

隊

長 
    

隊

員 
    

代表的

班級或

社團 

□1.高一各班、高二各普通班 

□2.高二實驗班、資優班 

□3.科學性社團 

□4.自由組合 

隊

員 
    

作品名稱： 

摘要： 

 時段 日期 進度內容 考核 備註 

進

度

表 

第一月 
報名日 

- 9 月 30 日 

   

第二月 
10月 01日 

-10 月 31 日 

   

第三月 
11月 01日 

-11 月 30 日 

   

第四月 

12月 01日 

-最後一週星

期一 

 

 

上傳作品完整版(含 2個檔)至設備組。 

  

科學股長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導師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