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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玫良

台i七rÞ八十九學年度的向公私立國

學生活科技科學藝競賽 J (文後幫

幫「生活科技競賽β 早在 88 年海籬到

89 學年度經費玉皇算峙，即知道要在關

韓國中舉辦，後來聽說預算接聽不辦，

但後來自學校年度計算方式變質，又將

89 學年度的生活科技競賽經費追捕至1

90 年的頭算中，所以 90 年 1 月辦的

年護照本在的年 12 月單行的競賽， 90 
年底期辦的學年度的競響。但甫次競

賽的經實吾吾先往年的經費少了近 20 萬

'慶幸的年路向教育局再度申請補

助，獲得同意補助…率。由於經費的思

缺，午餐只供應參揖第二場次的學校，

對於在競賽當天旱上 11 : 30 即詰東離
闋的參賽學校聽雯，感主Ij些許敵意，但

也無奈。
如此的敘述，是要壁畫宮台北市教育

賠對ltt競賽的支持。晶於多元入學方案

的推動，需要各草草平衡發展，提供莘莘

學子多元學習的環境，讓學生多元智慧

得以確實發展，數勵性的輯聽政策東被

，基層的教學才更挂落實。

此次的競賽舉辦，自訣多元入學方
案的推行，及九年一貫課程暫行調要己

經公諦，為間應讓程的變革，負責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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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及許審的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

系的教授群，在事先賠了幾次會議，以

溝通草委定計黨及舉辦方式，在達成共識
後，才與我們協辦學校及教育島共問問

，將競賽;有容鋪節定案。

辦舉校設黨組長，求助於語一屆的承辦

學校，臨萬芳高中的高擁護老師提供經

驗傳承，攪得事先的準簫工作得以頓和

籌辦 e

此次競賽共賽的個學校， 7在紐、

222 名學生參賽，共分兩11槍次實施。
此次競賽的解決活動題的是 r 聰明的

花器 J 競賽方式是:

(一)參賽學生:由各校就2年級學生
中，選派拉生活科技有特點志向

II該科成績嚷良之學生，

名或罵起六名發與競賽 c

1.全校三年級班級數 23 班以上最多
至1還是漲兩組。

2. 全校三年級蹉級數 23 班以下講選
派一組。

(二)競賽項目:分第試及摺題解決活

( 1言設計與製作)頂部分。
評分方式則是:

(一〉疆人成繡:筆試佔鉛鬼、問題解決

活動佔 6的。其中「問題解法活



動 J 採陌組參賽學生以間分處
理，再按前項百分比宙別許算。

(二)囑體成績:各校三三名或六名參賽

生闖入成績之平均分數(小數
點後第二位阻擋五入)。

(五)備註 r 誰試 J tJ值人為單堂參

贅， r 問題解決活動」以三入一組

為單位參賽，此兩項成績不排名

次，只詳個人成績與團體成績之

名次。

其指定的工具及器材如表 l 照示。

鈴年 1 月 5 位競賽當天，我偶學校

全體動員，加上台灣師大工技系教授群

島全力支援，使得競賽頤利進行 c 最後

關體得聽及錯人得獎名單如表 2 及表 3

j所示。

表 1 指定工具及器柯

!編號! 名稱韓 !學規格
÷一

直尺 I 300mm 
扣合鋸 I 250翻

線鋸 I 10 
鐵鎚 i 約 O. 4 公斤
手搖鑽 ! ψ6mm 
尖嘴錯 I 150秘
斜且鋁 I 150mm 

!銓刀 (半屬中鍵錯 20Omm

C 塑夾 1 100-150mm 
鋼剪 I 200m過
(叡金剪) i 

1 日 |剪刀 I 150磁
i121 美五百寸1而且
!呵 !鉛筆 | 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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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競賽成績公佈後，郎和教育聞

聯繫接聽公備相關事宜，聽說屑裡艷於

各校競賽成績不是很講意，因為各校成

績並不理想，團體贊第一名和第八名的

成績落差通大，雖不知道各校如何選出

選手，至少從參加比賽的學生看來，
解決問題的能力有 77 先是應該要加強

的(問為杏 77%的學生實作成績不及

格) ，-fu許各校希望援供不向程度的學

生有機會參加各黨競賽，以取得在推甄

單是申請入學持有較縷的資格 O

閣中升學方式的改革，改變不夕學
科的教學生態，期望在即將推行的九年

一黨課程也能有如此的安全果。觀待教學

的更正常缸， tJJ便使活科技的教學進

λ應手言之軌道中。

一一一一「 …一

l是 i 鞍紙一 I #100 、翩。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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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團體得獎名單

名次 學校名稱

第一名 古亭園中

第一名 實踐國中

第二名 金華園中

第四名 興福國中

第五名 景文局中國中部

第六名 興雅國中

第七名 大同南中國中部

第八名 麗山國中

表 3 個人得獎名單

名次 姓 名 學校名稱

第一名 局最祥 古亭國中

第一名 黃舜婷 古亭園中

第一名 林子翔 金華園中

第一名 許庭瑋 古亭圈中

第二名 施政源 金華園中

第三名 林建明 金華園中

第二名 陳絃文 士林圈中

第二名 江彥澄 士林圈中

第二名 李研瑕 興雅圖中

第二名 王彥植 麗山園中

第四名 郁盛博 興福圈中

第四名 徐廷健 敦化圈中

第四名 黃信堯 士林園中

第四名 鄭渚弘 實踐園中

第四名 余坤興 麗山園中

第四名 景家威 景文局中國中部

第五名 邱思敏 石牌國中

第五名 許仲強 實踐園中

第五名 邱奕翔 中正圓中

第五名 許英仁 景文局中國中部

第五名 局嘉蔚 實踐國中

第五名 吳培聖 大同局中國中部

第五名 周應鳴 成德國中

第六名 葉東穎 大同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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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唐子傑 北投圈中

第六名 羅肇展 麗山圈中

第六名 張修齊 興禍國中

第六名 黃品瑄 石牌國中

第六名 蕭竣 西松品中國中部

第六名 吳任庭 興禍國中

第六名 葉家信 興雅國中

( 作者為台北市立蘭雅園中教師兼設備

組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