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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本會緣起 

民國 81 年李遠哲院長回國時，曾對國內科學教育的推動表示相當的關

切，當時中研院張昭鼎教授即有成立專業性基金會的倡議。 

民國 82 年元月，第二屆「民間科技研討會」召開，與會人士深感科學教

育的重要，希望設立機構來推動科學教育。於是，在當年的九月，信誼基金會

捐資創立了「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由李遠哲院長結合一群長期關

心國內教育發展的企業家和學者組成董事會，共同為推廣全民的科學教育而盡

力，本會並於 83 年 3 月 5 日奉准正式成立。 

 

二、本會宗旨 

  推動科學普及教育、提升全民科學素養 

  科學普及教育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倡導科學的方法與精神，教育全民

用科學的方法解決問題、培養科學精神落實於生活中。 

  提升全民科學素養是我們的宗旨！在理念的推動上，我們分為「科學教育

終身學習」、「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科學思維的培養」、「永續台灣環境關

懷」三大理念。在行動上發展為「科學教師專業發展」、「動手做、玩中

學」、「發展科普」、「環境關懷」等四個層面，藉著舉辦「民間對科學教育

的期許」徵文活動、「遠哲科學教師成長工作坊」、「遠哲科學玩家研習

班」、「遠哲教學論壇」、「永續台灣報導獎」、「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遠哲數學發現之旅」、「遠哲生活科玩營」、「親子科學體驗營」、「九年

一貫課程研討會」、「玩科學」節目、「兩岸中學生科學教育交流」、「科學

志工研習」等等活動，以及出版「本土科學家系列」、「生活科學系列」、

「通識教育系列」等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科普讀物，一層層揭開科學的神秘面

紗，還給科學可親的、人味的、有趣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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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緣起 

第一位在台灣出生的諾貝爾獎得主，同時也是本基金會的創會董事-李遠哲

先生曾說：「科學教育不是少數菁英份子的專利；而是人人只要想學習就有機

會。」 

  然而，偏鄉和城市生活結構不同，再加上先天上教育資源缺乏，影響當地

學生的學習機會。儘管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多少有助於拉近城鄉差距，

但直至今日，就算具備了足夠的硬體設備，但缺乏人力進行適當的引導和啟

發，仍在無形中剝奪了具學習熱忱的學生的求知權益。 

  為了補足資源上的缺乏，並提供當地學生更好的學習機會，遠哲科學教育

基金會希望可以藉由舉辦「遠哲科學體驗營」，透過設計出生活化、實用化的

單元課程，以及實際操作的過程，讓學生發現科學其實無所不在。活動進行的

方式為互動的、生活的、啟發的，透過遊戲→思考→操作→啟發的過程，讓科

學的態度和精神向下扎根。 

 

 

貳、現況與需求評定 

一、現況 

偏鄉學子缺乏足夠的學習資源 
 

學校老師在國民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偏遠地區的師資結構上卻有著

諸多隱憂；例如：學生人數流失導致學校師資人力不足、一人多用，行政工作

負擔沉重；教職人員服務年資足夠之後申請調職者眾，導致師資流動率高，以

致偏遠學校多以資淺老師居多…等問題，尤其反映在教學內容與日俱進的自然

科領域上。 

基礎科學知識是未來公民的基本素養，但大多的小學並無專任自然科教

師，在各種活動及教學資源較匱乏的困境下，學生容易將科學視為一項極高層

次的學問，覺得科學難以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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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新住民家庭和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生在課業學習上欠缺原生家庭的協助 
 

基金會長期致力於偏鄉科學教育，發現城市邊陲地區、農業縣市中，新住

民配偶的家庭比例明顯較都會地區高，而新住民子女的家庭多居弱勢地位，新

住民配偶除往往因為語言的隔閡和文化上的不適應，無法在子女的課業上給予

適當的協助；另外，在許多偏遠地區、山區部落的社區裡，父母到外地工作的

狀況相當普遍，隔代教養也成為該地家庭的特色，但祖父母在體力、溝通、價

值觀的落差、數位工具的使用，甚至管教態度及技巧，都有著許多困難處。 

 

二、需求評定 

重視偏鄉學子的受教權，遠哲基金會送科學到偏鄉 
 

偏鄉小朋友與對科學的好奇心及創意的發想，並不亞於其他地區的小朋

友，不應該因為學習的資源相對少，就失去認識科學的機會。為此，遠哲基金

會計畫於偏鄉中小學，辦理「遠哲科學體驗營」活動。邀請具備專業的科教老

師一同前往，引領小朋友動手學科學，同時邀請學校老師一同參與，提供豐富

的教學方案和經驗分享，以及如何利用生活周遭的素材，進行教學創意發想，

作為後續教學的參考方向。 

 

參、計畫目的與目標 

一、發揚全民科學教育活動精神，協力拉近城鄉差距、啟發偏鄉學童學習潛

力。 

二、推廣科學創意教學，提供學生和教師制式課程之外的課程內容，激發學生

興趣和思考能力。 

三、提升學生對科學、數學的興趣，認識科學的魅力，進一步培養學生的科學

素養和精神。 

四、促進教師、學生和家長之間的交流。  

五、呼應 108 學年自然領域課綱強調的「探究與實作」，引導同學從「發現問

題」著手，以實作為手段，達成「探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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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簡介 

一、申請資格 

  屬於 桃園市、新竹縣/市、台南市、花、東縣市，五個區域的國民中小

學，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一) 教育部認定之偏遠地區或特別偏遠地區 

(二) 教育部認定教育優先區國中小 

(三) 教育部永續校園或特色學校國中小。 

 

二、課程內容及活動方式 

  由一群熱衷科學原理趣味教學的教授們負責設計發展，原理包括了學校課

程與生活科學常識。希望藉由生活化、實用化的設計理念，並透過自己動手做

的過程中，去發掘其實科學無所不在，體驗科學的真實感受。利用一天時間進

行三種不同單元課程活動，讓學生親自體驗自然科學及數學的奧秘，過程中以

輕鬆愉快啟發式的學習情境認識科學、學習團體活動，最後引導學生能獨立思

考，動手、動腦，以科學的方法找尋答案。 

 

三、辦理時間：2020 年 5~9 月(7 月因檔期全滿恕無法申請) 

 

四、各縣/市場次 

 

 

 

 

 

 

 

 

縣 市 場次 

桃園市 2 場 

新竹縣/市 2 場 

台南市 1 場 

花、東縣市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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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範例課程表 

 

 

 

 

 

遠哲科學體驗營(範例課表) 

時 間 A 班(1~2 年級) B 班(3~4 年級) C 班(5~6 年級) 

09:30~10:00 報到（組員相認） 

10:10~10:30 開幕式 

10:30~12:00 
拼拼湊湊都是畫 

許文化老師 

魔術撲克牌 

戴育文老師 

趣味磁動力 

羅芳晁老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彈跳刷刷車 

羅芳晁老師 

拼拼湊湊都是畫 

許文化老師 

魔術撲克牌 

戴育文老師 

14:30~14:50 休息一下 

14:50~16:20 
魔術撲克牌 

戴育文老師 

彈跳刷刷車 

羅芳晁老師 

史芬克斯之謎 

許文化老師 

16:20~ 下課囉 

自然科： 

廖進德老師-國北教大-自然系講師 

曾秋雲老師-彰化縣創意科學種子教師 

吳原旭老師 新莊高中(退休) 

蕭志堅老師-化學科課程綱要委員 

祁明輝老師-龍山國中自然科(退休) 

 

數學科： 

彭良禎老師-師大附中數學科 

王樹文老師-林口國中數學科退休 

林志忠老師-民權國小數學科 

曾明德老師-台北市南門國中 

許文化老師-首屆省教育廳師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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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學校配合事項 

一、提供上課場地 

1.開幕式場地 1 間 ，需可容納 150 人。 

2.上課教室 3 間，每間需可容納 30~40 人，教室需有單槍、投影、麥克 

風、黑 or 白板。 

3.講師休息室 1 間。 
 

二、人力支援 

1. 請學校代聘助教 3 位 (自然科或數學科教師優先 )，課程進行期間，須 

全程在場不可離開。 

2. 活動攝影 1 位，於活動進行期間拍攝學員課程學習概況及花絮。 
 

三、報名招生 

1.申請學校需自行於校內招生，並於活動前三周提供名單予本會。 

2.若單場次未滿 90 人次，需邀請鄰近學校的學童參與此活動，避免公益 

資源浪費。 
 

四、課程及活動回饋 

1.學生回饋：依本會所提供之學習單格式，請貴校學生填寫，並請承辦老 

師挑選 30 份於活動辦理完二周內繳回正本。 

2.師長回饋：敬請申辦學校一級主管，於活動後撰寫 500 至 1000 字的活 

動回饋並於活動辦完二周內繳回。 
 

五、其它 

1.活動前 3~5 天，本會將寄送教具及器材至校，請承辦老師代收。 

2.協助邀請所處縣市教育局處貴賓，出席當天開幕式。 

3.餐飲代訂，若活動辦在上課日，請幫忙代訂工作人員及講師中餐 

若辦在週末假日，請幫忙代訂學生、助教、工作人員、講師等人之中餐。 
 

六、若學校無法配合前項（一）至（四）之內容，本基金會得隨時通知該校將

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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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經費 

申辦學校完全無需支付任何費用，若申辦學校有執行上的困難，應主動告知，

以利基金會規劃分擔。 

柒、期程與時間 

 

 

 

 

                                               時 間 

期 程 
2019 

12 月 

2020 

1 月 
2~3 5 月 6 月 8 月 9 月 

活動規劃 

(計畫撰寫、預算編列，基金會經費自籌) 

       

開放申請及確認聯繫 

(開放學校申請及意願調查， 

講師聯繫、課程規劃、公函） 

       

文宣製作物 

(活動 DM、海報、布條、展架…) 

       

食宿規劃 

(講師、工作人員食宿規劃…) 

       

報名作業 

(學校回繳報名單) 

       

其他行政作業 

(教材準備、手冊校稿印製…) 

       

活動執行 

(共 6 場次) 

       

結案相關 

(帳務核銷、結案報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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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質效益 

一、推廣科學普及，拉近城鄉差距，進行多元文化交流。 

二、冀望學生對科學、數學產生興趣，並了解科學並非深奧，而是一門好玩、

有趣的學科，並於過程中將培養學生正確的科學態度，讓學生在動動腦、

玩科學中培養創意。 

三、全民了解科學扎根的重要性，進而全民總動員在科學教育上進一份心力，

提昇全民科學素養。 

四、邀請學校師長擔任助教，提供可立即轉化的教案及創意教學模式，增進師

生及親子間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