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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有一個地球－2009 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 

 

林弘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力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jasonlin@ntnu.edu.tw 

 

摘要 

因應國際能源日益短缺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議題日趨重要，積極推動節能減碳刻不

容緩。本計畫活動設計之宗旨為推廣節能減碳之觀念，以生活中與節能減碳相關之科技

知識設計本營隊活動，希望透過本活動之進行，引導學生省思科技對環境所造成之影

響、學習節能減碳的相關知識和實際作法，以落實節約能源、愛惜地球資源的目標。 

本計畫以國小五、六年級學生為對象，分別於 97 學年度寒假（2 月 2 - 4 日）及 98

學年度暑假（7 月 6 - 7 日）舉辦了兩梯次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隊活動，共計 78 位小朋

友參加。依據本活動的目的，本營隊的課程規劃在課程內容方面主要為綠色建築、能源

使用與效率、替代能源、風力創意應用等；課程的進行方式採專題講座、分組進行動手

做活動、節能體驗、RPG 競賽遊戲、闖關遊戲等營隊活動。根據學員對課程的回饋意見

以及上課的觀察紀錄顯示，透過這些豐富的活動內容，除了能有效增進參與本活動的學

生對於科技學習之興趣外，本活動對於提升學生節能減碳的科技概念以及培養學生的創

造思考、問題解決等能力都有相當的幫助。 

關鍵詞：節能減碳、動手做活動、合作學習、問題解決、能源教育 

 

壹、前言 

一、計畫背景 

全世界 80%的能源供應，來自於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料，然而根據英國石油

公司（BP，2009）在《世界能源統計》（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報告書

中指出，化石燃料在 40 年內將面臨枯竭；另一方面化石燃料燃燒產生之廢氣導致之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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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效應，已在全球各地造成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等重大影響。為因應國際能源日益短

缺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議題，人類必須要共同致力於節制化石燃料的使用，以減緩全

球暖化所造成的變化，這也是節能減碳的意義（陳楊文，2009）。 

國民需有相當的科技素養和科學思維，以詮釋生活經驗或處理生活上的問題。節能

減碳的目的在於解決人所造成環境的問題，其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具有「能夠意識到生態

環境的變遷」、「能反思現有生活的耗能」、「能建立友善環境的責任感」與「能追求人與

環境的和諧相處」等四項能力（陳楊文，2009）。身處於眼前這個能源短缺的時代，民

眾有必要了解世界的能源問題以及因為全球因為暖化所造成的氣候異常等現象等相關

議題有所了解，如此才能從日常生活當中實踐節約能源的習慣，並且願意支持與配合國

家的能源政策。 

從分析目前小學以及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的教材可以發現，目前國中、國小的教材內

容與節約能源有關的知識及概念雖然很深入、翔實，但缺乏節能減碳的生活化應用及適

當的學習活動；另外，這些教材分散於小六、國二以及國三等年級，學生從學校正規教

育中比較難以獲得連貫的能源使用知識。亦即學校教育中的能源教材在於節能減碳方面

的應用、教學活動的內容以及課程連貫性來說都有不足之處。 

本計畫的重要性即在於從小培養學生有效使用能源的觀念，增加學生對生活中節能

減碳的了解，讓他們初步掌握進行科學實驗的技巧，發展他們的應用能力（例如動手做

能力和問題解決等力），使他們能參與一些涉及科學、科技和社會的公眾討論，從而提

高他們的科學素養，並培養正面的消費價值觀、積極的節能態度和加深對能源問題的了

解。 

因此，本計畫希望能夠尋找學校以外較為生活化的能源教材（例如教育部六大科學

教育學習網），就其中與節能減碳相關之科技知識設計本營隊活動。希望透過本活動之

進行，引導學生省思科技對環境所造成之影響、學習節能減碳的相關知識和實際作法，

以落實節約能源、愛惜地球資源的目標。 

二、計畫目的 

根據前述計畫的背景，本推廣活動擬達成下列計畫目的： 

（一）分析教育部六大科學教育學習網與「節能減碳」主題有關的教材，進行營隊活

動之設計。 

（二）挑選教育部六大科學教育學習網之中與能源相關的教材內容並發展成為本計畫

適用的節能減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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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節能省碳科技體驗營，透過動手做活動以及解決問題的過程，推廣節約能

源的觀念及作法，提升國民節能減碳的素養。 

（四）發展本體驗營各種活動之各式學習單、紀錄表、評分表及問卷，以作為本體驗

營節能減碳教學活動的評量工具。 

（五）分析國小學童在節能減碳科技營的學習成效。 

綜上所述，希望透過本活動的設計，能夠產出國小學生在生活上面實際應用的節能

減碳教材。而參與者在實際參加過本活動以後能夠將所學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為

保護地球環境盡一份心力。 

 

貳、課程內容及活動設計 

一、參加對象分析 

依據皮亞傑（Piaget）的認知發展論，大約七歲至十一歲的學童正處於具體運思期

（張春興，2006），此時期的學童能根據具體經驗思維以解決問題。陳義勳（2003）也

指出大約國小五六年級的小朋友可藉著具體操作科學玩具因而更深入了解科學之概

念，活動進行方式則以實驗遊戲與實驗原理相互融合和驗證，在戶外和室內合適地點進

行。學生經過參與這些活動，相信對科學原理及理論的了解將更加深入，也能產生更高

的興趣。綜上所述，動手做活動設計對於國小五、六年級的學生而言是恰當的，有助於

養成該階段學生的科學態度以及問題解決的能力。因此，本活動的參加對象以國小高年

級（五、六年級）的學生為主。 

至於參加人數方面，本計畫團隊因考慮本計畫所能夠運用的資源，例如師資、人力、

物力，以及寒、暑期間可使用的場地等限制，規劃共辦理二個梯次，每一個梯次以招收

40 位學員為原則。 

二、活動發展理念 

為了達成本計畫提升國民節能減碳素養的目的，本計畫參考了教育部六大科學學習

網之中與能源使用有關的教材內容，然後開始著手發展推廣活動的形式（營隊活動），

接著根據課程內涵發展營隊的課程活動，並確定本計畫所要培養／分析的能力（素養）。

具體而言，本推廣活動計畫的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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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的認知能力 

2.學生的問題解決能力 

3.學生的實作能力 

六大科學教育學習網 

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 

1.節能減碳專題講座 

2.線上學習 

3.DIY 動手做活動 

4.闖關活動 

5.競賽活動 

發展 

設計 分析 

 

 

 

 

 

 

 

 

 

 

圖 1 推廣活動計畫架構圖 

 

在課程的設計理念方面，本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的學習活動強調給學生釣竿（問題

解決方法），而非直接給學生魚吃（直接傳授知識與經驗）。期能藉著動手操作的過程，

提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進而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和問題解決的能力。因此，營隊的活

動設計除了必須兼具趣味性與實用性外，還特別強調了動手做的經驗以及問題解決能力

的訓練。底下就這兩項設計活動內容時強調的重點說明如下： 

（一）強調動手做的經驗 

手的動作會刺激腦的思考，要學生多思考，就必須讓學生多動手。讓他們像科學家

一樣的動手操作，才能體驗科學家做實驗的過程，甚至能從操作中學習如何思考並且獲

得成功的滿足，讓學生體會科學是可親近的、是好玩的、是有用的。 

科技教育所具有的一種關鍵基礎，即是在於利用動手做的活動來聯繫知識概念，教

育理論家早已指出動手做的活動或經驗能引致重要的認知成長（林人龍，2006）。例如

杜威（Dewey）主張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強調學生應該在行動中學習知識，

特別是動手做的活動，在教育的歷程中是必須且重要的（張春興，2006）。 

另外，從動手操作的過程中，學生才能表現出學生學習的過程技能、科學態度、思

考智能及科學應用等能力，因此教師也就可以從這些過程中得到評量的具體證據。所

以，本體驗營部分活動的學習結果，例如實作以及問題解決方面的表現、學生情意方面

的改變等，都可以從動手做的過程中觀察得知。 

綜上所述可以了解，學生從動手做的過程當中，有助於提昇其對於科學的興趣以及

獲取重要的知識概念。因此本計畫將藉由學生動手操作生活化的現象或主題，引起學生



 6

的注意，從他們舊有的經驗中引導新的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實作的能力，並從過程當

中學習科學的精神、方法和態度（陳義勳，2003）。 

（二）問題解決能力的訓練 

Gag`ne （1970） 認為問題解決可視為是一種過程，結合且運用先前所學的規則去

解決新奇的情境，並且在新的過程中產生新的學習（王雅奇，2003）。另外，王雅奇（無

日期）也認為只有當學生覺得有「需要」時，才會從事思考，而有目的（proposeful）的

思考才能發揮思考最大的效益。因此，問題解決的內容及歷程其目標應建構於真實生活

的議題之上。 

這個觀點與科技教育中問題解決的活動，所提陳的問題必須是真確的（authentic）

不謀而合。此外，問題解決的活動可由學習者從認知經驗、生活經驗，合乎邏輯地透過

有效的行動，達成求解的目標，而所確認的解答，經實測、評估之後也能確實應用於實

際的情境之中（林人龍，2006）。 

基於上述的想法，本計畫在以小學生為對象的科技學習活動當中，設計出以真實問

題為主題的活動，例如本計畫所規畫的【小熊維尼的家－綠色建築】專題講座課程裡的

問題解決活動，可符應科技教育的實質理念（林人龍，2006）。 

目前學者所提出問題解決的教學模式，常見者如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Six 

Thinking Hats, Future Problem Solving Program,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PS）等（王

雅奇，無日期）。本計畫經考量活動形式的需要以及問題解決模式的易用性，將參考

Feldhusen 和 Moore 於 1979 年所提出的 Simplified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SCPS） 

Model，以發展本營隊的問題解決教學活動。SCPS 問題解決模式在小學中被廣泛採用，

較不強調問題的澄清與明確陳述的過程，但學生須從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發現問題並提出

解決之道，非常符合本活動與生活經驗結合的特色。SCPS 問題解決模式主要的活動步

驟如下： 

1. 小組利用腦力激盪找出問題。 

2. 對提出的問題評鑑，找出最重要的一個。 

3. 腦力激盪找出問題解決的概念。 

4. 綜合解題的概念提出完整的解題策略。 

5. 擬訂計畫去執行解題策略。 

綜上所述，本計畫的活動設計除將考慮活動本身的趣味性以及實用性外，每項活動

都能儘可能地加入動手做的經驗並採取問題解決的教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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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內容 

除了節能減碳專題講座以外，本計畫的大部分活動所使用的教材主要係參考教育部

六大科學教育學習網（教育部，2008）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從中挑選和「節

約能源」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學習內容，將其設計成為適合營隊形式的教學活動而成。

本計畫各教學活動的形式、課程主題、概念以及主要培養的能力／素養請見表 1。 

表 1 本計畫的課程活動設計概念 

活動主題 活動形式 課程概念 主要培養能力／素養 教材來源 

小熊維尼的家
－綠色建築 

節能減碳專
題講座 I 

 生態 
 節能 
 減廢 
 健康 

 認識綠色建築 
 檢查家中用電情形（含
問題解決活動） 

專題講座 

流言終結者－
破除節能的迷
失 

節能減碳專
題講座 II 

 介紹正確
節能減碳
知識 
 導正生活
中錯誤的
節能觀念 

節能減碳認知（含問題解
決活動） 

專題講座 

風力發電機 DIY 動手做
活動 

 風力發電 
 電力傳送 

 認識發電機構造與原
理 
 動手做及問題解決能
力 

教育部六大
科學教育學
習網－風車
單元 

對抗黑暗巫婆
的搖搖魔法—
手搖發電手電
筒 

DIY 動手做
活動 

 法拉第定
律 
 LED 省電
燈泡 

 認識電流的磁效應 
 動手做及問題解決能
力 

本計畫課程
及活動規畫
小組 

大雄的竹蜻
蜓—創意風力
應用設計 

DIY 動手做
活動 

風力的有效
運用 

 機械的傳動機構 
 設計節能概念生活用
品 

本計畫課程
及活動規畫
小組 

節能小偵探—
節能體驗 

觀察、體驗  全球暖化
與氣候變
遷 
 溫室效應 

學習及體驗日常生活中
各種節能的小撇步 

本計畫課程
及活動規畫
小組 

搶救地球大作
戰 
 

闖關活動  溫室效應
及地球暖
化的影響 

還我一個綠色地球 本計畫課程
及活動規畫
小組 

省能高手 NO.1
－節能科技大
進擊 

競賽活動  節能的概
念及作法
大考驗 

生活中的節能概念 本計畫課程
及活動規畫
小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肆、研習課程意見回饋及教室觀察分析 

為了瞭解學員們學習的情況以及對於活動安排的感受情形，本營隊活動於當天課程

結束的時候都要求學員填寫「課程回饋表」，內容主要希望瞭解學員對於課程內容的滿

意度以及從課堂中所學習到的知識與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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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同學們在營隊意見回饋表的填答內容，課程設計的部分主要從學員們對於課

程的瞭解程度、對上課方式的反應以及課程內容的設計等三方面的量化資料來分析。 

一、學員對於營隊課程的了解程度 

第一梯次學員們對於課程瞭解程度的反應大都表示「完全了解」、「大部份了解」、「大

概了解」（見表 2），47 位學員中僅有一、二位同學表示「幾乎不了解」，沒有學生表示

「完全不了解」。由此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學生都可以了解這次營隊課程的內容，顯示本

營隊課程難易度的編排很適合五、六年級的學生。 

表 2 寒假科技營隊（第一梯次）學員對於「課程的了解程度」意見回饋情形 

課程名稱 完全了解 大部份了解 大概了解 幾乎不了解 完全不了解 N

綠色建築 6 26 11 2 0 45

創意風力應用設計 20 21 5 0 0 46

手搖發電手電筒 19 19 7 1 0 46

風力發電機 24 15 6 1 0 46

破除節能迷思 15 21 9 2 0 47

Total 84 102 38 6 0 230  
 

二、學員對於上課方式的反應 

第一梯次學員們對於營隊課程的上課方式表示「很喜歡」佔了大多數，其次是「喜

歡」和「普通」（如表 3）。46 份有效問卷中僅有少數學員對於「綠色建築」和「破除節

能迷思」分別表示「不喜歡」（分別為 4 位和 3 位）和「很不喜歡」（分別為 1 位和 3 位）。

由此結果可以發現本次營隊活動的上課方式為大多數的學生所接受。此外，進一步分析

可以發現，「綠色建築」和「破除節能迷思」兩門課程以講授教學為主；其他課程則皆

為問題解決與動手操作為主的方式。因此也可以瞭解在節能減碳科技營的課程中，學生

較喜愛問題解決與動手操作導向的上課方式。 

表 3 寒假科技營隊（第一梯次）學員對於「上課方式」意見回饋情形 

課程名稱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N

綠色建築 7 12 21 4 1 45

創意風力應用設計 22 11 13 0 0 46

手搖發電手電筒 21 16 9 0 0 46

風力發電機 19 16 11 0 0 46

破除節能迷思 17 9 14 3 3 46

Total 86 64 68 7 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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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員對於教學內容設計的反應 

從課程回饋表的反應次數分析中可以發現，絕大多數學員們對於本次研習營課程內

容的設計表示「很喜歡」，其次是「普通」和「喜歡」（如表 4）。46 份有效問卷中僅有

少數幾位同學對於「綠色建築」、「創意風力應用設計」、「破除節能迷思」課程表示「不

喜歡」（分別為 3 位、1 位和 1 位）和「很不喜歡」（分別為 1 位、0 位和 3 位）。可以發

現本次活動的教學內容與活動是豐富且備受學生喜愛。 

表 4 寒假科技營隊（第一梯次）學員對於「教學內容」意見回饋情形 

課程名稱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N

綠色建築 7 14 20 3 1 45

創意風力應用設計 21 15 9 1 0 46

手搖發電手電筒 21 14 11 0 0 46

風力發電機 24 12 10 0 0 46

破除節能迷思 18 8 15 1 3 45

Total 91 63 65 5 4 228  
 

本營隊第二梯次活動由於場地的關係只能舉辦二天，經考量第一梯次學員對於課程

的回饋意見以及營隊教學的可使用資源後，保留了「手搖發電手電筒」和「風力發電機」

兩項活動，另外新增一項「節能小偵探」情境學習活動，讓學員有機會親身觀察生活周

遭的用電情形。 

第二梯次學員們對於課程的瞭解程度、對上課方式的反應以及課程內容的設計等三

方面的反映意見如表 5～表 7 所示。31 位學員中除了一份回饋問卷表示幾乎不瞭解課程

的內容外（如表 5），幾乎所有的學員都表示能夠理解課程內容、能夠接受營隊課程的上

課方式，也很喜歡教學的內容。 

表 5 暑假科技營隊（第二梯次）學員對於「課程的了解程度」意見回饋情形 

課程名稱 完全了解 大部份了解 大概了解 幾乎不了解 完全不了解 N

節能小偵探 25 3 3 0 0 31

手搖發電手電筒 18 8 5 0 0 31

風力發電機 24 5 1 1 0 31

Total 67 16 9 1 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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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暑假科技營隊（第二梯次）學員對於「上課方式」意見回饋情形 

課程名稱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N

節能小偵探 21 7 3 0 0 31

手搖發電手電筒 20 6 5 0 0 31

風力發電機 24 5 2 0 0 31

Total 65 18 10 0 0 93  

表 7 暑假科技營隊（第二梯次）學員對於「教學內容」意見回饋情形 

課程名稱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N

節能小偵探 22 6 3 0 0 31

手搖發電手電筒 19 8 4 0 0 31

風力發電機 24 4 3 0 0 31

Total 65 18 10 0 0 93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學生肯定節能減碳科技營的課程活動，對課程總體的安

排也相當滿意。 

四、學員在節能減碳科技概念的改變 

從學員在課程回饋問卷的開放式問題的回應中，可以反應出參加本營隊的學生在這

一次的節能減碳科技營中獲得許多有關於節能減碳的知識與概念。可以發現這一次的營

隊對於學員們在節能減碳的知識與概念上有顯著的增加，也釐清了許多先前錯誤的觀

念。 

五、營隊課程對學生問題解決能力的影響 

依 Piaget 的理論，6、7 歲至 11、12 歲的學童正是具體操作期，藉著具體的科學活

動使學童因具體操作而更深入瞭解科學之概念（引自陳義勳，2007）。本次營隊在「風

力發電機」和「手搖發電手電筒」兩個活動中，除了教授學生初步了解發電機和手電筒

的構造外，主要目的是要培養學生透過動手做活動的方式，來建構屬於自己解決問題的

能力。從學生的課程回饋意見和教師的觀察紀錄中也發現了學生對於動手做活動都具有

很大的興趣，在活動的過程中，也都能夠從不斷的嘗試錯誤中學習解決問題的技巧與概

念，增進自己的獨立思考能力與解決問題的能力。 

 

伍、結語 

國民需有相當的科技素養和科學思維，以詮釋生活經驗或處理生活上的問題。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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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素養的不足將會影響我國科技的發展，對重要的科技相關議題因無法充分瞭解而產

生許多不必要的誤會與恐慌。身處於眼前這個能源短缺的時代，民眾有必要了解世界的

能源問題以及因為全球因為暖化所造成的氣候異常等現象等相關議題有所了解，如此才

能從日常生活當中實踐節約能源的習慣，並且願意支持與配合國家的能源政策。本計畫

的重要性即在於從小培養學生有效使用能源的觀念，增加學生對生活中節能減碳的了

解，讓他們初步掌握進行科學實驗的技巧，發展他們的應用能力（例如動手做能力和問

題解決等力），使他們能參與一些涉及科學、科技和社會的公眾討論，從而提高他們的

科學素養，並培養正面的消費價值觀、積極的節能態度和加深對能源問題的了解。 

 

致謝 

此為國科會專案補助計畫（編號：NSC 97-2515-S-003 -013 -），非常感謝國科會經

費的協助，使本計畫得以順利完成。 



 12

參考文獻 

BP. (2009).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Retrieved August 3, 2008, from 

http://www.bp.com 

王雅奇（2003）。六頂思考帽訓練課程對提昇國小資優生問題解決能力成效之研究。國

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王雅奇（無日期）。問題解決能力的訓練。2008 年 8 月 5 日，取自

http://boe2.tn.edu.tw/ROC/mature/DocLib1/%E5%95%8F%E9%A1%8C%E8%A7%

A3%E6%B1%BA%E8%83%BD%E5%8A%9B%E7%9A%84%E8%A8%93%E7%B

7%B42.doc 

林人龍（2006）。動手做科技－創作與設計的尋思與釋例。生活科技教育，39（2），

15-37。 

張春興（2006）。教育心理學。臺北市：臺灣東華。 

教育部（2008）。教育部六大科學教育學習網。2008 年 8 月 5 日，取自

http://science.edu.tw/index.jsp 

陳義勳（2003）。學童有趣科學玩具及其相關科學遊戲之探討與設計。行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1-2523-S-133-001-）。台北巿：臺北巿立師

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陳義勳（2007）。科學走出教室─台灣地區國小戶外科學活動研習與競賽研究成果報告

(精簡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5-2515-S-133-001-）。臺北市：臺北市立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陳楊文（2009）。探索節能減碳教育的意義。屏縣教育季刊，37，10-14。 



 13

附錄 

附錄一 寒假科技營隊（第一梯次）活動實施計畫 

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中華民國工業科技教育學會 
九十八年度國民小學【科技營】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 2009 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 

壹、活動宗旨： 

一、透過本科技營活動的辦理，讓節能減碳的觀念向下紮根至國民小學學生的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之中。 

二、提升國小學生對日常生活中各種節能物品的敏感性，並養成節能減碳的良好生活

習慣。 

貳、指導單位：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參、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中華民國工業科技教育學會 

參、承辦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肆、參加對象：台北縣、市各公、私立小學五、六年級學生。本次活動預計招收學員人

數 30 人，依報名先後順序錄取。 

伍、活動日期：九十八年二月 2 日（星期一）至二月 4 日（星期三） 

陸、活動地點：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科技學院 科 310 教室及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校園 

 

２／２

（一） 

8:30～8:50 

報到時間 

8:50～10:40 

1.進入魔法森林 

 ─ 始業式 
2.小熊維尼的家 

─ 綠色建築 

3.跟著澎澎與丁
滿動一動 

10:40～12:00 

三隻小猪熱昏了 

 ─ 冷氣冷氣我
需要你 

12:00～13:30 

桃太郎的飯團 

─ 午餐與休息 

13:30～17:00 

大雄的竹蜻蜓 

 ─ 風力創意應
用 

17:00～17:30 

Goodbye my 

friends! 

２／３

（二） 

8:30～9:00 

重返魔法森林 

9:00～10:40 

1.白雪公主的困

惑 
 ─ 破除節能迷

思 

2.一起來打森林
保衛戰 ─ 超級

比一比 

10:40～12:00 

灰姑娘的火爐 

 ─ 微波爐 

12:00～13:30 

薑餅人的糖果屋

 ─ 午餐與休息

13:30～17:00 

對抗黑暗巫婆的

搖搖魔法 
 ─ 手搖發電手

電筒 DIY 

17:00～17:30 

Goodbye my 

friends! 

２／４

（三） 

8:30～9:00 

又回到了魔法森
林唷 

9:00～12:00 

飛天小女警的急救隊 ─ 風力發電機
DIY 

12:00～13:30 

卜派的波菜 
 ─ 午餐與休息

13:30～17:00 

小小 007 

17:00～17:30 

童話嘉年華 
─結業式 

Goodbye my 

friends! 

 

柒、報名時間：即日起至九十八年一月 14 日（星期三）截止 

捌、報名方式：採傳真或電子郵電方式報名，報名者請將報名表格傳真或利用電子郵件

寄至「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收即可。 

一、傳真號碼： (02)2392-1015 

二、電子郵件信箱：sonja5491@yahoo.com.tw 

玖、營隊活動詳細資訊及報名表格下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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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in.ite.ntnu.edu.tw/~camp2009 

拾、費用：每位同學為新台幣 $500 元整（包含壹百萬保險含十萬醫療、午餐、活動材

料費等） 

拾壹、繳費方式：錄取名單（含正取 30 名，備取 15 名）將於九十八年一月 15 日公佈

於本科技營隊活動網站，網址：http://train.ite.ntnu.edu.tw/~camp2009。請自

行上網查看錄取名單，確定錄取後，於九十八年一月 19 日前利用劃撥單或 ATM 自

動轉帳繳費。凡正取同學未於前述時間內繳費者，由承辦單位於九十八年一月 20

日依報名先後順序通知備取同學遞補之。 

劃撥帳號：19106694 戶名：中華民國工業科技教育學會 

轉帳帳號：00010710900955，郵局代號 700，戶名同劃撥帳號 

拾貳、聯絡人：呂秋逸老師 (02)2394-3885 分機 12，來電時間：周一至周五早上九點

至下午五點 

拾參、注意事項：如遇天災及不可抗拒事項時，承辦單位保有調整活動時間之權力，如

不能配合，全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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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課程回饋表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２００９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課程回饋表【第一天】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這份回饋表的目的是想要了解你對於今天課程的學習結果和心得，這不是考試

喔！因此請你安心、認真的回答。作答時，請先閱讀題目，然後依次回答每一個問題，

在你認為最適當的方格內打「ˇ」或寫下你的心得。若有看不懂的地方，可以舉手發問

喔！非常謝謝你的合作喲！ 

一、基本資料： 
性別： □男 □女 我是_______小隊 ________國小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二、對於今天「小熊維尼的家－綠色建築」課程的問題： 
1.你對於「小熊維尼的家－綠色建築」內容的了解程度如何？ 

□完全了解  □大部分了解 □大概了解   □幾乎不了解 □完全不了解 

2.你是否喜歡「小熊維尼的家－綠色建築」的上課方式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3.你是否喜歡「小熊維尼的家－綠色建築」的教學內容和活動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4.在「小熊維尼的家－綠色建築」的課程中，你學習到了日常生活中可以如何節能減碳

嗎？請寫下你的想法。 

 
 
 
 
 
三、對於今天「大雄的竹蜻蜓」課程的問題： 
1.你對於「大雄的竹蜻蜓」內容的了解程度如何？ 

□完全了解  □大部分了解 □大概了解   □幾乎不了解 □完全不了解 

2.你是否喜歡「大雄的竹蜻蜓」的上課方式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3.你是否喜歡「大雄的竹蜻蜓」的教學內容和活動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4.上完「大雄的竹蜻蜓」的課程後，你學習到了哪些與節能減碳有關的知識和方法呢？

請寫下你的想法。 

 

 

 

 

 

上面的題目寫完了以後，請將本問卷交給你的小隊輔導員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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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有一個地球－２００９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課程回饋表【第二天】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這份回饋表的目的是想要知道你對於今天課程的學習結果和心得，這不是考試

喔！因此請你安心、認真的回答。作答時，請先閱讀題目，然後依次回答每一個問題，

在你認為最適當的方格內打「ˇ」或寫下你的心得。若有看不懂的地方，可以舉手發問

喔！非常謝謝你的合作喲！ 

一、基本資料： 
性別： □男 □女 我是_______小隊 ________國小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二、對於今天「對抗黑暗巫婆的搖搖魔法」課程的問題： 
1.你對於「對抗黑暗巫婆的搖搖魔法」內容的了解程度如何？ 

□完全了解  □大部分了解 □大概了解   □幾乎不了解 □完全不了解 

2.你是否喜歡「對抗黑暗巫婆的搖搖魔法」的上課方式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3.你是否喜歡「對抗黑暗巫婆的搖搖魔法」的教學活動和內容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4.上完「對抗黑暗巫婆的搖搖魔法」的課程後，你學習到了哪些與節能減碳有關的知識

和方法呢？請寫下你的想法。 

 

 

 

 

 

 

三、對於今天「飛天小女警的急救隊─風力發電機」課程的問題： 
1.你對於「飛天小女警的急救隊─風力發電機」內容的了解程度如何？ 

□完全了解  □大部分了解 □大概了解   □幾乎不了解 □完全不了解 

2.你是否喜歡「飛天小女警的急救隊─風力發電機」的上課方式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3.你是否喜歡「飛天小女警的急救隊─風力發電機」的教學內容和活動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4.上完「飛天小女警的急救隊─風力發電機」的課程後，你學習到了哪些與節能減碳有

關的知識和方法呢？寫下你的想法。 

 

 

 

 

 

上面的題目寫完了以後，請將本問卷交給你的小隊輔導員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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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有一個地球－２００９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課程回饋表【第三天】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這份回饋表的目的是想要知道你對於今天課程的學習結果和心得，這不是考試

喔！因此請你安心、認真的回答。作答時，請先閱讀題目，然後依次回答每一個問題，

在你認為最適當的方格內打「ˇ」或寫下你的心得。若有看不懂的地方，可以舉手發問

喔！非常謝謝你的合作喲！ 

一、基本資料： 
性別： □男 □女 我是_______小隊 ________國小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二、對於今天「白雪公主的疑問－破除節能的迷思」課程的問題： 
1.你對於「白雪公主的疑問－破除節能的迷思」內容的了解程度如何？ 

□完全了解  □大部分了解 □大概了解   □幾乎不了解 □完全不了解 

2.你是否喜歡「白雪公主的疑問－破除節能的迷思」的上課方式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3.你是否喜歡「白雪公主的疑問－破除節能的迷思」的教學活動和內容呢？ 

□很喜歡 □喜歡 □普通 □不喜歡 □很不喜歡 

4.在「白雪公主的疑問－破除節能的迷思」的課程中，你學習到了日常生活中可以如何

節能減碳嗎？請寫下你的想法。 

 

 

 

 

 

 

 

 

5.在「白雪公主的疑問－破除節能的迷思」的課程中，是否幫你澄清了一些使用能源的

錯誤觀念呢？請列舉並寫下你的想法。 

 

 

 

 

 

 

 

 

 

 

上面的題目寫完了以後，請將本問卷交給你的小隊輔導員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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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2009 節能減碳科技體驗營』營隊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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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營隊活動相片 

 

 

 

 

 

 

 

 

 

 

 

 

 

 

 

 

 

 

 

 

 

 

 

 

 

 

 

 

 

 

 

 

 

小熊維尼的家－綠色建築上課情形 風力創意應用－大雄的竹蜻蜓

手搖發電手電筒製作情形

手搖發電手電筒作品 風力發電機上課情形 

學生製作風力發電機 風力發電機競賽情形 

手搖發電手電筒原理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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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力發電機成品 

節能小偵探上課情形 節能小偵探上課情形 

節能小偵探影片欣賞 節能小偵探能源使用體驗活動

生活中的節能減碳上課情形

營隊結業式合影留念 活動中小組成員合影留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