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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於培養資優學生對人類

及其他物種的生存所在環境—地球之關懷

態度，進而引起深入研究地球系統的動機。

藉由與專家交流合作的機會，實際參與問題

解決，最後獨立或合作完成某研究計畫。在

此過程中，除了充實專業知識的機會外，本

計畫也希望能塑造一師徒學習情境，讓學員

能緊密與正式研究人員合作，學習研究方法

及知識應用，拉近專家與生手間的差距。並

藉一對一及一對多的討論，激發思考創造力

及發展後設認知技巧。 

 

關鍵詞：地球系統科學、創造力、思考能力、

專家與生手、問題解決。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冷戰結束後，各國不再為疆土或意識形

態而戰，起而代之的是資訊多樣快速交流之

衝擊及全球環境變遷的保衛戰。潮流的轉變

促使教育理念及制度改變。目前，從個人乃

至社會全體發展的角度來看，『使全民都能

具備「科學素養」』無庸置疑地是當前國內

外科學教育的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及共識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1993; 教育部，1999)。

儘管如此，我們可以看到，為因應二十一世

紀資訊時代，及解決文明發展伴隨的種種問

題，世界各國於科學與科技發展研究上方向

改變，努力卻有增無減，因為，科學教育主

要目標之一的「培養科學研究人才」依舊是

達到國家整體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台灣的科學教育目標長久以來即著重

於培養科學科技研究發展人才，形式上似屬

所謂精英制。我們在世界上聞名的經濟奇蹟

及科技發展成果事實上即受利於這樣的教

育體系。然而可預想的是，這樣的科學教育

結果是一般大眾在科學素養上的陶冶不

足。世界潮流加上社會變遷，相信便是直接

促使台灣教育當局目前發起九年一貫教育

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們必須了解的

是，全民科學教育絕非以犧牲培養科學研究

人才為代價。我們必須思考的是未來社會及

科學科技發展走向、培養相關需要的研究人

員，這樣國家整體的發展才能持續不斷。 

前已提到，資訊過度膨脹以及全球環境

變遷是當前的兩項世界性議題。而地球科學

正好反映此二議題。從本質來看，地球科學

本身：從地心到外太空，即是一個涵蓋地球

大小尺度的學門。學門內各科研究看似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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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實際上卻是整個地球系統的一部份。近

年來，學者們便以「地球系統」來描述和解

釋所有物種與生存環境間之動態平衡 

(Silver and Defries, 1990)。而此學門內各專

業人士的合作或學科整合便成為解決全球

環境問題的希望。 

依據上述理念，本計劃希望能創造一個

含資訊交流與全球環境關懷的地球科學研

究學習環境，提供具研究潛能的資優學生發

現與地球系統相關的研究問題、發展問題解

決方法、培養自我擴充專業知識能力、進而

能獨立或合作完成專業研究之機會。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計劃的目的在於提供具研究潛能的

資優學生發現與地球系統相關的研究問

題、發展問題解決方法、培養自我擴充專業

知識能力、進而增進能獨立或合作完成專業

研究之機會。要設計這樣的學習環境，我們

將從「地球系統科學」的特性及其在解決全

球環境變遷的重要性談起；接者探討專家

(科學家)與生手(學生科學家)間的不同，藉

以了解專家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所經歷的心

智歷程，以便幫助學生了解並學習科學問題

解決之程序，並培養其自我擴展專業知識能

力。 

另外，「創造力」應是成功研究者的重

要特性之一，因為創造力經常是重要發現的

原始動力。因此，續接於專家生手差異的是

創造力的文獻探討。最後將討論的是「後設

認知」能力的培養。「後設認知」能力是高

階思考的根本，許多研究指出，專家與生手

的根本不同即在此能力的展現程度上，因此

訓練未來研究人員也應考量此一能力的展

現。 

 

地球系統科學 

西 元 1989 年 五 月 美 國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及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等研究機構在 Washington, D. C. 共

同舉辦了名為 “Forum on Global Change and 

Our Common Future” 聽證會。與會學者們一

致體認現今的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活動息

息相關。研究指出，全球環境變遷的因素複

雜廣泛，雖然自然界的回饋機制能使環境變

遷達動態平衡，人類活動卻經常促使整個地

球系統，包含：大氣、海洋、陸地、生態及

其互動，變化加速甚至高過回饋機制所能補

償之限度  (Ausubel and Sladovich, 1989; 

Defries and Malone, 1989; Wilson, 1988)。最

明顯的影響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酸

雨問題、土地過度開發、森林過度砍筏。尚

有其他未偵測到的改變。長期下來，後果無

法預期。為能了解人類活動在整個地球系統

所扮演的角色，科學家們開始致力於研究大

氣、海洋、陸地、植物、動物間在時間軸上

縱向及橫向之交互關係。如此一種研究我們

所生存的地球之方式便稱作「地球系統科

學」(earth system science)，誠如 Silver 及

Defries 所言： 

“Practitioners [of earth system science] 

strive to understand how the world works on a 

global scale by describing how its part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evolved, how they function 

today, and how they may be expected to 

function in both the near and distant future. In 

this light, the earth system is seen as a set of 

interacting subsystems characterized by 

processes that vary on spatial scales from 

millimeters to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earth, 

and on time scales from seconds to billions of 

years. It has become ever more clea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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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wide separations in distance or time, 

many processes are connected and that a 

change in one component can propagate 

through the entire system.” (p. 16) 

 

從全球的角度來思考人類與環境間之

互動已漸成一思考人類存在價值的形式。然

而，對於地球系統中，子系統間的作用機

制，人類雖然已略有所知，卻有更多問題需

要了解。因此，也只有透過不同專業背景科

學家齊心貢獻，才有可能解開全球環境變遷

謎底。所以，未來的地球科學研究相信將以

此為標的，而地球科學教育理應朝此方向發

展。 

實際上，國外學者 Mayer(1991, 1995) 業

已提出以地球系統來統整中等學校科學課

程的想法。他認為既然科學與人類社會、地

球環境息息相關，科學課程應可架構在地球

系統與次系統的主題上作一統整，而此想法

已引起國內外科學教育界許多的回響(如

National Center for Earth Science Education, 

[NCESE], 1991; 李春生，1997)。 

 

專家與生手 

要培養出色的研究人才，首先必須了解

專家之所以稱為專家之要素。根據認知學者

的看法，「專業」在定義上指的是對‘大量

知識本體及程序技巧的擁有’ (the possession 

of a large body of knowledge and procedural 

skills)。由此看來，專家與生手的不同點主

要在於知識與技能的架構。Chase 及 Simon 

(1973) 發現，圍棋專家與生手間的不同在於

專家的知識網狀架構(chunk)遠大於生手的

網狀架構；也就是說，在相同的時間裏，圍

棋專家思考的是幾個連續相關連的棋路，即

棋譜，而生手想到的棋路卻是片面分散，不

相關連。事實上，其他領域的研究也發現專

家 確 實 具 有 較 高 階 的 知 識 網 狀 架 構

(higher-order chunks) (eg. Sloboda, 1991; 

Jeffries etc. 1977; Egan and Schwartz, 1979)。

所以，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專家所呈現出

的是知識的深度而非廣度。此外，專家能有

效的選擇問題解決步驟是因為在長期的練

習下，他們已具備分辨問題型式及相關解決

步驟之能力(Bruer,1995)。 

從物理專家與生手間差異之研究中，學

者們發現，專家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會經歷

「質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的階段，

也就是在問題解決的初期即開始分析建構

問題的物理表徵，然後才選用合適的數學方

程。而生手卻跳過質性分析的階段，直接套

用方程式來找出相關變數之值(Larkin etc., 

1980; McDermott and Larken, 1978; Paige and 

Simon, 1966)。與生手比起來，物理專家對

問題解決過程的「後設看法」(metastatement) 

(即問題解決的正確性、誤差、方程式的物

理意義、解決計劃步驟、及自我衡量等) 較

少。換句話說，專家似乎具備結構完整的問

題表徵，以致能快速檢視問題解決結果，並

對結果具較高信心  (Simon and Simon, 

1978)。另一個重要的專家生手間差異是專

家能從問題的變數中分析問題的類別，進而

推演出相關方程式–working forward。相反

的，生手經常均由方程式出發來找出問題的

未知變數– working backward (Simon and 

Simon, 1978)。認知學家認為此現象表示專

家對不同問題形式及相關解決路徑已瞭若

指掌。由此而言，問題解決便成了「分析問

題類型及運用相關解決路徑」之工作。 

統整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專家與生

手間的不同主要在於： 

使 用 不 同問 題 解決策 略  (forward 

vs.backward) 

具不同的知識技能網路結構 (chu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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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質性分析」與否  (qualitative 

analysis) 

問題解決速度快慢 

經由專家生手相異點之分析，我們就可以

於設計領域特定之學習活動時，強調這些特性。 

 

創造力 

創造力的定義非常廣泛。在針對專業領

域而言，創造力的研究討論主要針對的是問

題 的 創 造 性 解 決 (creative solutions to 

problems)。學者指出，專業領域，如科學，

的創造力與統整大量訊息或連結先前看似

分離的知識體有關 (Garnham and Oakhill, 

1994; Perkins, 1981; Mednick, 1962)。從分析

具創造力人士的自傳，Wallas(1926) 提出創

造思考的四個階段：準備期(preparation)、醞

釀期(incubation)、啟發期(inspiration)，及確

認期(verification)。在準備期，吸收背景知

識是主要活動；於醞釀期，思考者在會將問

題暫時擱置，從事其他不相干活動；啟發期

發生於問題解決的方法本身初次呈現於問

題解決者的腦海中。此呈現可能是突然的領

悟或強烈的直覺。確認期則是將想法付諸行

動的階段。而具創造力人士的特質則包含：

發現問題、發散性思考、創新意願、不與世

俗妥協、立法式的思考風格等等 (Getzels and 

Csikszentmihalyi, 1976; Guilford, 1986; 

Sternberg, 1988)，在此無法盡述。事實上，

創造力與整個大環境的價值觀亦有關連。

Csikszentmihalyi (1988) 及 Perkins (1988) 指

出，除個人特質外，一些環境因素會影響創

造力的展現。例如，社會價值決定值得追求

的想法，而文化則保留此想法。 

至於「創造過程」，Johnson-Laird (1993) 

認為有必要與歸納過程分開。歸納的結果只

是增加問題或現象之前提訊息，而創造思考

的結果則是從前提所提供的概念發展出新

的論點。Johnson-Laird (1993) 提出三種產生

創造性思考的邏輯法則： “neo-Dawinian,” 

“neo-Lamarckian,” “mixed”。Neo-Dawinian

邏輯會將就訊息或知識元素作隨機排列而

製造未決定(indeterminism)情境，促使思考

本身發生選擇歷程來找出最合適的組合。

Neo-Lamarckian 邏輯則是有一定規則地排

列舊元素，直到合適或重要的組合出現。在

組合結果不只一種的狀況下，「未決定情境」

產生，進而使上述選擇歷程發生。Mixed 則

介於 neo-Dawinian 及 neo-Lamarckian 之間。

由 Johnson-Laird 所提的看法，我們可以了

解，專業領域上的創造思考必須立於對專業

知識的深度了解。事實上，一個明顯的例子

就是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他的看法絕非天

馬行空而來，而是對牛頓學說論點及其適用

範圍的透徹了解才能近一步發展出新的學

理。 

 

後設認知 

認知學者們認為，要成功地進行問題解

決及決策，背後控制因子就是所謂的高階認

知 技 巧 (higher-order cognitive skills) 

(Chipman, 1991). Chipman 指出，不同知識領

域的高階認知技巧不儘相同，然而適用最普

遍 、 不 受 領 域 限 制 的 是 認 知 控 制

(cognitive-control)技巧，也就是後設認知技

巧(metacognitive skills)。認知學者普遍相信

後設認知力是控制所有高階思考的主要機

制  (Flavell, 1979; Bruer, 1995; Chipman, 

1991； Kuhn, 1999)。它的重要性會被廣泛

地提出是因為這樣的能力能使思考者清楚

地知道自我的認知狀態，並能幫助思考者計

劃行動與衡量行動結果。事實上，後設認知

能力與批判思考力的養成有深切之關聯。雖

然批判思考的定義眾說紛紜，大部分的學者

同意：一個批判思考者不但能掌握基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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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技巧，並且是理性的、自我反省及自我

監督的、有紀律的、具世界觀的思考及行動

者(Ennis, 1987; McPeck, 1981; Paul, 1990; 

Talaska, 1992)。如果沒有自我控制與監督的

後設認知能力，就無法產出批判的精神。許

多研究也發現，專家的後設認知力遠強於生

手(Bruer, 1995)。很明顯的，前所提到的「質

性分析」就必須借重此能力才可進行。 

 

統合以上論點，我們認為，一個培養未

來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人才的學習環境必須

提供以下基本要素：充分多樣資訊來源、全

球環境關懷、專家諮詢及交流、師徒學習型

態、腦力激盪機會、自我充實反省契機、專

業討論等等。 

 

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及成果及成果及成果及成果 

 

這一次的招生採甄選方式，條件為 

(1) 在地球科學方面有特殊表現者。（例

如縣市級以上科展、全國地科能力競

賽…入選者或得獎者）（20%） 

(2) 國中基本學測成績（40%），附影本。

成績在前百分之十五者，優先錄取。 

(3) 筆試成績（20%）。試題如附件，或

至網頁下載。 

(4) 自傳（20%），顯示具備主動求知意

願、好奇心、研究興趣及勇於表達個

人想法……。（附錄一） 

共錄取 34 位同學，實際報到人數為 32

人，分部於台北縣市各公、私立高中，一位

新竹女中、一位武陵高中。 

到 93 學年度為止，進行了兩學期的加

深加廣（附錄二、附錄四）研習活動，介紹

地球系統各領域值得探討的題材。 

另外，特別安排一次單擺活動實驗，介

紹誤差原理、實驗數據處理，以及在電腦教

室使用微軟公司試算表（Excel）進行數據

處理與繪圖技巧。也使用CLEA計畫（Project 

CLEA - Contemporary Laboratory 

Experiences in Astronomy）之虛擬軟體，進

行昴宿星團光度觀測與數據處理。 

93 學年寒假期間舉辦三天兩夜驚嘆

花、東野外考察教學活動（附錄三），並攜

帶天文望遠鏡同行，白天進行地質考察，晚

上則進行觀星活動。同學多有收穫，尤其透

過望遠鏡觀賞木星與土星環，更是令同學難

忘。考察活動結束後，並邀請兩位同學自願

上台報告考察活動心得，報告同學並製作成

簡報檔案（Power Point，可參考下列網址

http://ese.geos.ntnu.edu.tw/essr/act/act_05020

3.files/frame.ht） 

93 學年清明節假期，舉辦「東北角海洋

實地觀測教學活動」，參觀國立海洋科技博

物館與海研二號探測船（碧砂漁港），並赴

碧砂公園與南口龍洞海洋公園，認識我國海

洋研究硬體與軟體，以及兩處公園海岸地質

與生態環境（附錄五）。 

93 學年暑假一開始舉辦墾丁野外實地

考察的教學活動，在台灣的南部實地體驗了

出火奇觀、採集四溝化石、觀測戶外星象，

並走訪龍磐特別景觀區、青蛙石地質生態景

觀區等（附錄六）。 

93 學年暑假結束前舉辦暑期輔導營，再

針對同學補充地球系統科學近年來的熱門

議題，提供同學未來分組前的知識補給、研

究興趣方向（附錄七）。 

上述活動皆為本計畫的準備期工作，其

目的在於充實專業知識及發現研究興趣方

向。自 94 年上學期起，我們將讓學生分為

在地球系統中的各個不同次系統組，並請學

生尋找相關專長的教授指導，此階段即為本

培育計畫之醞釀期，此期之目的為發現問題

及精練問題並開始實施實驗研究方法之訓



 7 

練，主要活動為：研究方法訓練、腦力激盪、

專題演講、專題討論、個別指導等。 

因此，執行計畫的第二年開始，共計

26 名學生依照其一年來學習的興趣及優先

志願分成六組，分別為地質一、地質二、大

氣一、大氣二、海洋組、天文組，接續著

94 學年進行兩學期的通識課程及分組研

討，借著專家個別指導、研究方法訓練、腦

力激盪、專題演講、專題討論等，加深加強

同學的專攻領域（附錄八、附錄十）。 

94 學年寒假活動營所安排的課程已經

開始引導同學進行選擇專題、選定工具、研

擬方法、數據取得、分析統計等進一步的階

段了（附錄九）。 

在 94 學年當中，同學的課業及課外活

動漸漸增多達到一個顛峰，但培訓計畫仍配

合兩個地質分組的教學需求，舉辦了四個當

天來回的野外實地考察，分別為「921 地震

教育園區及車龍埔斷層」、「風中奇岩、礦

城拜金」、「陽明山及北海岸」、「汶水溪、

油礦陳列館」野外實地觀測活動，並廣邀其

他分組的同學一同參與、增長見聞。 

綜合以上，此計畫共兩個學年的培訓期

間，有的學生選擇放棄研究全心投入學校課

業或課外補習；有的學生體認興趣不在地球

系統科學領域，因此學員的流失在所難免。

但可喜可賀的是，仍有一位唯一特例以高二

身份進入計畫的鄧乃誠同學，憑藉著自己對

地球系統科學濃厚的興趣與參與培訓的付

出及努力，仍然在培訓結束前即透過大學入

學考試考取台灣大學大氣系，成為大氣專業

領域的一員以及未來研究人才了；而另外

16 名升上高三的同學則是在兼顧高中課業

的情況下，順利交出專題研究或是小論文，

並學習使用簡報軟體 Power Point 發表其專

題研究，呈現兩年多來的培訓成果（附錄十

一）。 

誠如同學的回饋與反應，參與計畫對他

們而言，不論是平常的興趣轉變為永遠的志

趣、甚或是順利接續大學從地科的常識轉變

為專業的知識，不可穢言的，他們所獲得的

寶貴知識及經歷，都足以讓他們學會如何運

用科學的、研究的方法來瞭解地球，進而體

認珍惜地球的資源、實踐愛護地球的行動。 

本計畫詳細的內容、所有活動、以及聯

絡方式皆以網際網路的方式進行，網址為 

http://ese.geos.ntnu.edu.tw/es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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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人員培育計畫未來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人員培育計畫未來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人員培育計畫未來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人員培育計畫    

                                                        高中地球科學人才培育計畫高中地球科學人才培育計畫高中地球科學人才培育計畫高中地球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2004200420042004 聯合招生簡章聯合招生簡章聯合招生簡章聯合招生簡章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培養對地球科學有興趣、具有基本程度的高中學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地球上各種生態、海洋、大氣與人類活動形成一個系統，稱為

地球體系。了解地球系統並維持微妙的平衡以利萬物共存共榮是未來重要的議題之

一。 

本計畫在國科會科教處支持下，藉著教學、實驗與野外考察的方式，培養進行實驗的態

度、操作的技術與數據處理的能力。同時，藉著小組教學與討論，激發學生思考、表達及

運用參考文獻的能力。期望參與的學生，經過本計畫兩年的培育，能激發部分對地球科學

有興趣或具有潛能的學生，在將來成為「未來地球系統學」相關之研究人員。 

本計畫將維持兩年。因此，參與學生須能全程參與。全程參與且表現優異之學生，在申

請或推甄大學入學時，由本計畫主持單位出具學生優良學習證明，或可由本計畫之教授撰

寫推薦信函。 

第一年：（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至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以加廣地球科學各領域專業知識與基本素養為主，小主題論文（small term 

paper）探討與研究為輔。 

所有學生在九十四年九月必須參加「地球系統學力測驗」，通過者進入

第二年計畫。 

第二年（民國九十四年九月至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進一步加深、加廣，並以興趣分組（地質、地物、氣象、海洋、天文），

並進行一些專題探討（term paper）或研究。 

活動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起每周六上午 9：00 至 12:00（8：30 報到） 

（以錯開高中段考時段為原則）。 

民國九十四年寒假活動營（預定辦理，細節待訂） 

民國九十四年暑假活動營（預定辦理，細節待訂） 

活動費用：活動課程之費用全額補助，唯野外教學所需之門票及食宿自理外，交通及保險

等費用亦全額補助。 

對象︰凡對地球科學有興趣之高中生。 

甄選條件：(1) 在地球科學方面有特殊表現者。（例如縣市級以上科展、全國地科能力競賽…

入選者或得獎者）（20%） 

(2) 國中基本學測成績（40%），附影本。 

成績在前百分之十五者，優先錄取。 

(3) 筆試成績（20%）。試題如附件，或至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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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傳（20%），顯示具備主動求知意願、好奇心、研究興趣及勇於表達個人

想法……。 

(5) 原計畫之高二、三之學生有意願繼續參加者，保留資格。科展、全國地科能

力競賽…進入全國競賽或國外參賽者，不分名次優先錄取。 

名額：共六十名，以新進高一新生為主。（原計畫之高二、三學生歡迎踴躍報名） 

報名人數超過名額，依總分順序錄取為原則；分數未達最低要求，得不足額錄取。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網路線上報名，其他方式恕不受理。網路報名填寫資料後，將學測成

績掃描檔案、筆試答卷檔案、自傳一篇，以及個人作品（例如科展、讀書報

告…），以電子信件方式傳至 sophia@ese.geos.ntnu.edu.tw。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畫」網址：http://www.geos.ntnu.edu.tw/essr 

報名截止日期︰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八點，逾時不予受理。 

錄取通知︰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上午八點，在本計劃網站公佈錄取名

單，並以 e-mail 寄發錄取通知（含家長同意書），另將錄取名單郵寄至錄取學

生學校。 

＊ 收到錄取通知後三天內（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八點前），將家長同意書傳真

至 02-29347120 轉 70（正本報到時繳交），未按時傳真者，喪失參加資格。 

聯 絡 人： 王淑文 

聯絡電話： 02-29347120 轉 11 

聯絡 Email：sophia@ese.geos.ntnu.edu.tw 

傳真電話： (02)2933-3315  

 

培育方式 

－ 基礎課程：兩週一次課堂講習及習題討論。 

－ 加深加廣：以專題演講方式，介紹新的科學發現。 

－ 實驗、觀測：訓練學生動手的能力。 

－ 個別輔導：對特殊有潛力的學生加以定期討論的輔導。 

－ 研討與書報討論：針對一專題，收集資料，分組討論，撰寫，上台報告。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畫 2004 年試題 

（一）敘述太陽型恆星的一生。 

（二）試從板塊與熱點(hot spot)間的關係，討論夏威夷群島形成的可能原因。 

（三）從人類活動對地球上大氣、海洋、生態的影響，探討一百年後的地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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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 

93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表 

日期 時間/師資 課程主題 地點 

8：30-9：00 

張俊彥 
開幕式 

9：00-10：30 

張俊彥 

1. 我們的環境越來越糟糕了嗎? 

2. 恐龍真相與恐龍幻象 

10：40-12：10 

93年 12月 11日 

許瑛玿 

1.”人定勝天？: 談颱風改造 ” 

2.颱風個案剖析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演講廳 

9：00-10：30 

李通藝 

1. 大滅絕 

2. 韋格纳與大陸漂移 

10：40-12：10 
93年 12月 18日 

鄒治華 
脆弱的氣候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八樓

(801) 

9：00-10：30 

傅學海 
恆星的一生 

10：40-12：10 

陳正鵬 

台北市立天文協會 

理事長 

搜尋外星高智科技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八樓

(801) 

13：00-15：00 

楊芳瑩 

1. 海嘯的震撼 

2. 地球結構的故事 

15：10-16：40 

94 年 1 月 8 日 

吳朝榮 

1. 海洋台灣 

2. 你所不知道的海洋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八樓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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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寒假教學營） 

驚嘆花驚嘆花驚嘆花驚嘆花、、、、東野外考察教學活動東野外考察教學活動東野外考察教學活動東野外考察教學活動 

日期︰2005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 

 

第一日(2/3) 7:00～～～～ 7:20 台北車站台北車站台北車站台北車站北一出口處北一出口處北一出口處北一出口處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搭乘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 069 班次       07:45 出發     10:43 抵達花蓮車站 

花蓮車站     七星潭    團體午餐     太管處      九曲洞   

天祥青年活動中心(下行李, 換泳衣)     文山溫泉     活動中心晚餐     

戶外集合觀測星象 

 

宿宿宿宿: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中心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中心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中心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中心http://www.cyh.org.tw/html/center/TS/INDEX.HTML 

花蓮縣秀村鄉天祥路花蓮縣秀村鄉天祥路花蓮縣秀村鄉天祥路花蓮縣秀村鄉天祥路 30 號號號號 TEL :038-691111 

早：X          午：花蓮當地團體午餐            晚：活動中心團體晚餐 

 

第二日(2/4 ) 6:30 MORNING CALL 

08:00      砂卡礑歩道       石門、石梯坪      八仙洞午餐    

三仙台         小野柳          利吉層(小黃山)         知本東台溫泉飯店 

飯店晚餐     自由活動 

宿宿宿宿:東台溫泉飯店東台溫泉飯店東台溫泉飯店東台溫泉飯店http://dongtair-spa.com.tw/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 147 號號號號  TEL : 089-512-918 

早：活動中心早餐        午：:團體午餐                晚：飯店晚餐    

第三日(2/5) 6:30 morning call      (沿花東縱谷而行) 

07:30      卑南文化工園      關山自行車乘風駕馭       午餐     

光復糖廠         花蓮車站  

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 068 班次           17:40 台東出發     20:39 抵達台北，解散 

早：飯店早餐            午：團體午餐                 晚：鐵路便當 

 

附註: 1.活動中心的住宿以 8 人一房，知本東台溫泉飯店以 4 人一房為考量 

  2.自備游泳器具、禦寒衣物、望遠鏡、盥洗用具 

3.盡量以小組為單位活動，若有臨時事故應立即告知同行的老師或輔導員，切忌

單獨行動。 

  4.各小組應選出一名小組長 

             5.出門在外應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及團體的秩序 

             6.活動結束，徵求 2 位自願者分享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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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 

93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表 

日期 時間/師資 課程主題 地點 

9：00-12：00 
師大分部—理

學院 C009 94 年 3 月 12 日 

傅學海 

實驗數據處理分析與繪圖 

—以單擺為例 
電算教室 

14：00-17：00 
94 年 3 月 12 日 

傅學海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探索之旅 

國立台灣科學

教育館 

9：00-12：00 
94 年 3 月 26 日 

楊芳瑩 
地心之旅 

師大分部—理

學院 C403 

9：00-12：00 
94 年 4 月 2 日 

吳朝榮 

海洋探測儀器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八樓

(801) 

09:00-12:00 
94 年 4 月 23 日 

許瑛玿 

『明天過後』之氣候變遷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八樓

(803) 

94 年 4 月 23 日 14:00-17:00 

教育部「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

科普講座-- 

高中生學習迷思（註）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 5 樓-

演講廳 

09:00-12:00 

94 年 5 月 14 日 

李通藝 

地球形狀和板塊構造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八樓

(801) 

9：00-10：30 

許晃雄 

台大大氣系教授 

水的循環 

10：40-12：10 

94 年 5 月 28 日 

傅學海 

遠端遙控天文台 

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八樓

(801) 

註：為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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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期中教學營一） 

東北角海洋實地觀測教學活動東北角海洋實地觀測教學活動東北角海洋實地觀測教學活動東北角海洋實地觀測教學活動 

 

活動時間：94 年 4 月 5 日 

集合時間：7：30AM 

出發時間：8：00AM（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師大分部中正堂前 

參觀地點：1.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潮境工作站）  http://www.nmmst.gov.tw/ 

2.海研二號（碧砂漁港）

http://www.tacocity.com.tw/keelung/k3/k32/k32_f.htm  

3.碧砂漁港、 公園。 

4.南口龍洞海洋公園

http://www.necoast-nsa.gov.tw/main.php?id=92  

注意事項：1.請盡量著防風保暖衣物,  

                    2.輕便、止滑、抓地力較好的鞋子，風大危險女生切忌穿裙子 

     3.門票及餐費於當天繳交約 200.- 

        4.自備雨具 

                    5.活動結束仍須繳交報告 

                    6.徵求兩位自願者上台報告 

   7.報名以收到家長同意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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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暑假教學營） 

墾丁野外實地考察教學活動墾丁野外實地考察教學活動墾丁野外實地考察教學活動墾丁野外實地考察教學活動 

日期︰2005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 

 

第一日【 7/5( 二 ) 】 7:00 7:00 7:00 7:00 ～～～～ 7:20  7:20  7:20  7:20 台北車站北一出口處集合台北車站北一出口處集合台北車站北一出口處集合台北車站北一出口處集合     

搭乘 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 001 班次 07:40 出發 12:23 抵達高雄車站  

高雄車站→團體午餐 →龍鑾潭 →南灣 →關山夕照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團體晚餐 →出火體驗 →戶外星象觀測  

宿宿宿宿 : 小墾丁牛仔度假村小墾丁牛仔度假村小墾丁牛仔度假村小墾丁牛仔度假村 http://www.kentington.com.tw/weather.php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 205 號號號號 TEL ：：：： 08-880-2880  

午：團體午餐  

晚：團體晚餐  

 

 

第二日【 7/6 ( 三 ) 】 6:30 MORNING CALL  

08:00 砂島 →龍磐特別景觀區 →佳樂水 →團體午餐  

→四溝化石採集 →團體晚餐 →戶外星象觀測 →自由活動  

宿宿宿宿 : 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http://www.cyh.org.tw/KD/index.php?loginno=1493074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 17 號號號號 TEL ：：：： 07-5351067  

早：活動中心早餐  

午：團體午餐  

晚：團體晚餐  

 

 

第三日【 7/7 ( 四 ) 】 6:30 morning call  

07:30 青蛙石地質生態景觀區 →團體午餐 →高雄車站  

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台鐵莒光號 002 班次 15:34 台東出發 20:21 抵達台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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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飯店早餐  

午：團體午餐  

晚：鐵路便當  

 

 

附註 :  

1. 活動中心的住宿以 4 人一房  

2. 自備採集工具、防曬用品、盥洗用具、膠鞋，服裝以輕便為主。  

3. 盡量以小組為單位活動，若有臨時事故應立即告知同行的老師或輔導員，切忌單獨行動。 

4. 各小組應選出一名小組長  

5. 出門在外應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及團體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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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 

93 學年度暑期輔導課程表 

日 期  時間與授課者 內容  地 點  

9:00-12:00 

吳朝榮  
海洋與台灣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14:00-15:00  94 年 8 月 22 日 

( 一 ) 
葉孟宛 博士  

師大地科系博士後

研究員  

金子，金子你在哪裡？？？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9:00-12:00 

傅學海  

•  從星團光度談演化  

•  實驗數據處理（一）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14:00-15:30  
94 年 8 月 23 日  

( 二 ) 

許晃雄 

台大大氣系教授 

聖嬰與辣妞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09:00-12:00 

傅學海  

•  疏散星團的結構與運動  

•  實驗數據處理（二）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14:00 -17:000 

94 年 8 月 24 日  

( 三 ) 

鄒治華  
20e 世紀末颱風強度會變強嗎？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9:00-12:00  

傅學海  

•  銀河系的結構與運動 

•  實驗數據處理（三）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14:00-17:00  94 年 8 月 25 日 

( 四 ) 
林大裕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  

海生系研究員  

珊瑚礁生態與生物行為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9:00-12:00 

傅學海  
天文望遠鏡操作實習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12:00-14:00  

94 年 8 月 26 日 

( 五 ) 

學員 
同樂會：當我們同在一起  

師大分部 — 理學院 

B413 天文實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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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 

94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 師資  課程主題  地點  

9:00-11:00  

傅學海  

銀河系的結構與運動  天文實習室  

11:10-14:00  

94 年 10 月 22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94 年 11 月 5 日  921 地震教育園區及車龍埔斷層野外實地活動（李通藝）  

09:00-11:00  

吳朝榮  

探索海洋  地質實習室 C403  

11:10-14:00  

94 年 11 月 12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09:00-11:00  

許瑛玿  

氣象觀測  氣象實習室 C409  

11:10-14:00  

94 年 12 月 10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09:00-11:00  

楊芳瑩  

伽利略的故事  地質實習室 C403  

11:10-14:00  

94 年 12 月 31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09:00-11:00  

張俊彥  

地球自然資源的過去與未來 

以化石燃料為例  
地質實習室 C403  

11:10-14:00  

95 年 1 月 7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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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 

94 學年度寒假活動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 師資  課程主題  地點  

9:00-10:20  

張俊彥 教授  

『 環境議題的複雜與兩難 』  
B413 

天文實習室  

10:40-12:00  

傅學海 教授  

『變星光度觀測與分析』  
B413 

天文實習室  

13:00-16:00  

95 年 1 月 23 日 (一) 

各組老師  

分組教學及研究  各組老師決定  

09:00-10:20  

鄒治華 教授  

『風的故事』  
C403 

地質實習室  

10:40-12:00  

吳朝榮 教授  

『 小魚兒歷險記 』  
C403 

地質實習室  

13:00-16:00  

95 年 1 月 24 日 (二) 

各組老師  

分組教學及研究  各組老師決定  

95 年 1 月 25 日 (三) 『 風中奇岩、礦城拜金 』 實地觀測教學活動  

 

領隊：劉德慶教授＆張俊彥教授  

時間  行程  活動  備註  

0845~0900  集合報到        

0900~1000  出發前往南雅里        

1000~1040  ( 一 ) 南雅里  沉積岩 + 化石觀察  2 位輔導員攜帶地質鎚  

1040~1100  前往基隆山        

1100~1130  ( 二 ) 基隆山  安山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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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50  前往員山子分洪道        

1150~1210  ( 三 ) 員山子分洪道  分洪道觀察     

1210~1240  前往瑞芳鎮金瓜石     車上用餐 ＄  

1240~1310  ( 四 ) 黃金博物園區 ＄ 本山五坑坑道體驗     

1310~1325  休息  遊客服務中心     

1325~1430  園區預約導覽  黃金博物館、環境館、

太子賓館  

園區解說員  

1430~1600  返回師大        

其他注意事項：  

★門票及午餐 ( ＄ 表示 ) 需自費約 200 元並於當日繳交，交通及保險等費用則由本計畫全

額補助。  

★門票 (20 人以上團體票 ) ：一般 70 元；學生 50 元 ( 學生請攜證明文件 ) 。  

★體驗活動：本山五坑坑道體驗 50 元。  

★餐費：約 80~100 元餐盒  

★請 自備雨具或防曬用品，服裝以輕便、適宜行走山路為主。 

★盡量以小組為單位活動，若有臨時事故應立即告知同行的老師或輔導員，切忌單獨行動。  

★ 各小組應選出一名小組長。  

★ 出門在外應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及團體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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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未來地球系統學研究人員培育計劃 II 

94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 師資  課程主題  地點  

9:00-11:00  

張俊彥  

甚麼是有創意的研究？  B103  

11:10-14:00  

95 年 4 月 15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09:00-11:00  

楊芳瑩  

Mission Mars — 當科學家遇見工

程師  
C403  

11:10-14:00  
95 年 4 月 29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天文、大氣一組 

暫停一次）  

各組自行決定  

09:00-11:00  

傅學海  

數位相機天文觀測  
B413 

天文實習室  

11:10-14:00  
95 年 5 月 20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 大氣二、地質構造組 

暫停一次）  

各組自行決定  

09:00-11:00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形與地質論述 陽明山  

95 年 5 月 24 日 

11:10-14:00  北海岸地形與地質論述  金山  

09:00-11:00  

吳朝榮  

黑潮  C403  

11:10-14:00  

95 年 6 月 3 日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09:00-11:00  95 年 6 月 17 日  

傅學海  

哲學•藝術•科學  B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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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4:00   

各組老師  

分組討論及研究  各組自行決定  

95 年 7 月 5 日  『汶水 •泰安』 野外實地觀測活動（一天）  

  

領隊：李通藝教授＆解說：葉孟宛老師 

時間 行程 備註 

0800 分部中正堂集合 報到、領取資料 

0800-0940 師大-苗栗縣大湖鄉  

0900-1000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管理處 區域地質、地形說明、生態影片 

1000-1200 遊客中心-汶水溪溪谷 汶水剖面 

石底層之背斜構造與馬凹溪斷層 

碧靈頁岩之褶皺 

1200-1230 汶水溪溪谷-苗栗縣泰安鄉  

1230~1400 騰龍山莊 午餐、泡湯 

1400-1430 騰龍山莊-出磺坑  

1430~1500 苗栗縣公館鄉出磺坑 參觀油礦陳列館 

1500~1700 出磺坑-師大 賦歸、旅途愉快 

 

其他注意事項： 

★ 報名以收到家長同意書為準 

★ 午餐、交通及保險等費用由本計畫全額補助，同學也可自備飲料、零食。 

★ 請自備雨具或防曬用品，服裝以輕便、適宜行走山路為主。 

★ 泡湯需自費 200 元或現場洽詢 (男女分池全裸入池，有大眾池跟家庭包廂兩種)。 

★ 泡湯細節請參考騰龍溫泉山莊網站http://www.tenglong.com.tw  

★ 盡量以小組為單位活動，若有臨時事故應立即告知同行的老師或輔導員，切忌單獨行

動。 

★ 出門在外應隨時注意自身的安全，及團體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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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2006 2006 2006 2006 『『『『高中地球科學資優學生培育計畫高中地球科學資優學生培育計畫高中地球科學資優學生培育計畫高中地球科學資優學生培育計畫』』』』    專題發表暨結業式專題發表暨結業式專題發表暨結業式專題發表暨結業式     

會議時間： 95 年 11 月 5 日（週日）上午 9 點～ 12 點  

會議地點：立德台大尊賢會館 B1 會議室（ 捷運公館站 銘傳國小出口 ）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指導教授：張俊彥教授、鄒治華教授、李通藝教授、傅學海副教授、許瑛玿副教授、吳朝

榮副教授、楊芳瑩副教授  

指導研究群：吳偉智博士、徐邦琪、李岱螢、許瑋真、蕭翔耀、黃冠夫、李奇欣、黃晟庭  

時間  內容  人員  備註  

09:00-09:10  報到        

09:10-09:15  師長致詞  張俊彥教授   

09:15-09:40  研究專題發表 

【石油地質組】  
戚雅筑 、 林泓瑀 、 王君薇 、 鄭學澤  

   

09:40-10:00  研究專題發表  

【大氣一組】  
林子翔 、 鄭元翔 、 徐代偉  

   

10:00-10:15  休息  

10:15-10:30  研究專題發表  

【大氣二組】  
佟艾珊 、 李奕儒  

   

10:30-10:45  研究專題發表  

【海洋組】  
劉育呈 、 祝珮芳  

   

10:45-11:15  研究專題發表  

【天文組】  
陳泓碩 、 張德齡 、 李佳恬 、 王為  

   

11:15-11:35  頒發結業證書  同學、指導教授     

11:35-11:40  大合照  同學、指導教授     

11:40  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