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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郁

臺北市立新興園中

flU牙科展獲獎與杏，對於升學有 If面幫助，
這些年來， I科展」似于成為tilIJ tl~之間的

故歷來有訐多同學捨本逐末，不僅以大量作
熱門話題。追本溯源，因為科展的參加、得

IIIl投入，甚至找人捉刀。表面 l二他們獲得了名，對同學的生注視劃有幫助，無任于各校

司是頂，但也相對地抹煞掉自己科學研究潛
師生，都汲汲投身於科展，帥一[數載研究無

能，相當可惜。
人問 J '只求「方日獲獎眾人知」了。

參加科展的好處，除了有獲得獎項的機

會以外，個人覺得在參加科展的過程，你可本文從個人幾年來指導巾學中的 -ι料

以學到很多的東西，包括可以把課本之中片驗出發，將「科展」這個事情的進行方式說

片段段的之事給整合運用起來、學習與其他個仔細，期盼讓大家對科腿打個概括的，jQ，

同學分1'.合作，完成-項研究，甚至在比賽識，目的除協助有意從事科展的師乍能夠時

進行常中，你會認識到訐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出歷史的第;多外，也是希望幫助同學在科

友(雖然在比賽現場，可以視之為「可敬的展會場 l-， '有著傑11:\的表現， ~)、完成參與科

敵人 J) 。林良不是說嗎:朋友就像是一本書
展研究的白我期望。

1輩。相信這 A些「新書 J '不僅對於你現階

段的近程日標一考取理想學校有幫助，甚至

日後到大學、研究所，這些朋友可能在最意

想不到的時候，給你最適當的幫助也說不定

呢

什麼是科展?

所謂科展，其實是「科學展覽會」的簡

稱。基本土就是有好t學作，將他們年~ (或

多年)內對於種種大自然;或科學現象進行研

究後，將所得結果在→共同場合發表、展覽。 因此在介紹如何進行科展之前，先強調

」個觀念:參加科展，應該是出自本身對科為鼓勵同學多多進行研究，也希望藉此為國

學研究的興趣，若僅為得獎而參加科展，你

← 31 一

家發現優秀人才，因此科展設 \'T.獎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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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事件，其影響 r~J能是永恆的，針對所失去的，不是獲獎所能彌補的。

特殊議題仔細研究，仍叫發現對科學有貢以卡就開始介紹如何完成一件優秀的科

獻的事物。例如要是當年伏打沒有注意到

賈ll(尼所發表，那篇關於「掛在架上的青

自T腿，會無故向動抽惰」的1、乎其現象報導，

那他對於電學的貢獻，就必須晚了訐久。

因此從常年度的特殊著于進行研究，也是

-{間相當不錯的起步。

3.改進(推翻)的人研究的結果:自然科學

ι過a峙。。周~呵呵呵E祖]1 00

'可有柯:自治

…
(

I fI? I
L .JI./ J

Ir -I Jζ行

展作品吧!

的研究的本質，就是在改進前人實驗與推

翻前人研究的過程巾，求取發現與進步。

朽的(能針對前人的研究進行深入探討，甚
如何找到好題目?

至將之推翻，不僅對於相關學科領域頗具
題 H 士是科展進行的靈魂。11:開始研究

;貞獻，也可讓自己名留科展的金榜。
前，要先知道你想研究的是什麼。因為沒有

4 從教科書(課本)去延伸:同學也訐會認
題 B' 就像是在知識大海駛著-艘沒有舵的

悶，身為卑微的中學中，對於相關學科知
汁叫、心叮能就失去了白我。因此決定船

識學得又不夠透徹，不僅雙眼末開，所有

的白然現象都看不清楚，也不敢巴望推翻

|題日」這個「標竿J' 將有助於1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向著標竿往前跑」。

的人的研究結果，那怎樣去找個題日呢?

事實仁，從你手邊有的「科學操作于冊」

教科書 裡出去找線索，說不定會有些新

找題目既然這樣重要，同學或許會想:

身為令個小小的中學生，如何去跨出這第

鮮事情發生呢!

以上四點僅是原則。要提醒大家的是:

步?老師在這建議﹒

老師在這建議:

I.從生活周遭的現象進行觀察:許多科學I·.

J戈題口時，不要好自驚遠，必須考量到時間
的發明或發現，乃是人類在觀察常見現象

個優秀的題日，應是可讓你在課及資源。
後，因為好奇，所以夙在匪懈地進行研究，

程之餘，運用身邊的器材、資訊等去完成。
而恍然大悟的。例如白古令:今，被蘋果k

當然尋找題目的過程，除和相關領域老師談
到的人不計其數，但是當這顆蘋果k 到有

丘克外，應多利用學校的圖書館資源，甚至是
·k 意義就不同了，躲瘟疫的牛頓時，這

制際網路，不要閉門造車。為何要找尋這樣
在他仔細研究1'.，偉大的萬有引力被發明

多的資訊呢?事實上從事科展，最怕的是自
出來。故找尋科展題Fl ," 9N熟能詳」的現

己想要做的點子，已經被他人先做過了。若

透過資料的搜尋，不僅可避免事倍功半，且

32

象是我們口Jt:，z卡-于的第-現場。

2.從當年度的特殊事件著于:發生在 A瞬間



給有意從事科展的青年學子 如何完成一件侵秀的科展作品

資源與時程的規劃

在研究方向大致底定後，便開始尋求實

可激發完成實驗的新點 fa

驗資源、規劃研究進度了心

資源意指實驗過程所需的各項器材、藥

品等有形資源，及屆時支援實驗進行的無形

資源。有形資源方面，在研究內容所擬定研

究步驟、所需的各項材料等，最好能使用學

校現有的器材來操作，萬不得已需要用到比

較特殊的設備，也應向鄰近公私立大學洽研究內容的規劃

研究題目僅是方向的規劃;定好方向 E旬，不要浪費有限資源投資在僅會使用

兩次的儀器設備 I·. 。無形資源方面，應考量:

吋fJ在校內(或校外)找到相關領域的老師、

後，便是規劃如何將這研究的大船，駛向知

識的彼岸了。

放慢協助你的研究。

時間規劃方面，同學應孩仔細規劃在多

少時間內應該完成多少實驗進度。通常所規

劃的每半個實驗，應該預留充分的時間，因

要提醒大家的是﹒題目僅是個大方向，

這個大方向裡面包括的問題可能是青草佳。

在時間與資源有限的前提|寸，勢必無法針對

所有問題進行仔細的盤查， [村此切勿被這

每次實驗過程，可能會發生研究設計 I·.的錯譚偉的問題給迷惑了。在研究進行過程，的:

誤等不;在預期刊1的因素，這些都會導致實驗應該好好掌握自己的大方向，就像希臘神話

進度的延右，所以預留充分的時間，等於是中的雅典勇士鐵修斯 (Theseus)

鐵修斯在克里特島的迷宮(如在知識迷宮般)

-樣:

為自己的實驗進行找到可以轉圓的時間，這

對實驗的完整性，將有莫大的助益。

當然除了保留時間來重新設計實驗之

外，也要保留時間以證明實驗的「再現性 J '

此外具潛在危險性的實驗，須保留徵得相關

市位同意實驗進行的時間。另外要保留撰寫

行走，為的是殺死食人的人頂牛身默

( Minotaur) ( ;J<J!要解決的研究 E題) ，但他

在行走過程，仍不忘阿麗亞德妮 (Ariadne)

交給他的線團(研究方向) ，最後終能在殺死

實驗報:IJ 、製作科展海報的時間。

既然資源與時間的規劃是如此重要，您

可以在進行實驗之前，表列出弓長清單，針

對您所能獲得(或所需)的資源、您的實驗

怪獸後，順利走出迷宮(完成研究)。

因此定好題目之後，您應先技:鞋、

I~ 所包括的可能內容，且可有跟學校老師討論

H直

看看，規劃研究 1-.1午，如何開始進行，以免被

進行時間等進行規劃。資源方面，應表列所

需的器材、所能尋求到的協助等方向:時間

研究過程的雜訊給迷惑了。同學們不應太過

貪心，集中力量解決-j'1j兩個問題，如此J

能把該問題解決得更加透徹，讓研究結果眨

規劃方面，您可以使用 }j 持來進行實驗時程

勻
、
〕

、
3

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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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如此整整齊齊的列出，不僅方便自

己的杏詢，事到臨頭也不會慌了于腳了。

研究工作的進行

在研究過程， fai得仔細考量每個叫能影

響fE實驗結果的因于。影響實驗結果的諸多

因 F裡，您得學會去控制與操縱這些f;kJ于 υ

基本上，每個實驗都應要有對照組;實驗組

與對照組之間，應該只有一個因 F是彼此羔

異的，否則您將不知就竟那個因于讓您的實

驗有了重大的突破了。

除了學會去控制與操縱變因以外，您應

為自己準備一本專門記錄科展實驗的紀錄

本。畢竟人腦有限，在實驗過程，或訐您能

記憶猶新，可是等到整個實驗做完，您可能

早已忘記第余個實驗到底做了什麼。因此在

實驗操縱過程， fE以這本記錄本，記錄在實

驗過程究竟做了啥事，包括實驗裝置的種類

與安裝、實驗的詳細操作步驟、實驗之後所

觀測到的現象、實驗之後所得到的數據等，

甚至您可以輔以影音資料，以錄像、錄音的

方式，紀錄實驗結果，這不僅是實驗過程的

記錄，甚至日後需要回想當初如何進行實

驗，才有書面資料可供查詢。

34

實驗結果的處理

實驗完成後，須檢核實驗結果是否與預

期相符。若實驗結果與預期內容不符，就應

拿出實驗記錄，重新檢視實驗步驟是否出現

瑕疵、遺漏，或是有部分結果漏了觀察 n 實

驗記錄做得越詳細，這時候的幫助就越大

]' 0 因在設計實驗時，已考量所有的可能因

T土，則實驗結果應該是八九不離十才是，故

國首檢查研究過程，第 3步應是從實驗是否

漏了什麼東西開始。

萬 A實驗過程沒有遺漏、瑕疵，接下來

就是看看是否有哪些變數被忽略了。在找出

這些被忽略的因于後，重新進行實驗，看看

的實驗結果與您的實驗預期是否相互符合。

另外不重狀況是:已經考慮到所有的變

因，但實驗結果與預期仍不符合，此時，您

應從您的實驗解釋進行著手，看看對於實驗

結果的解釋，是否完整;竭盡可能的搜尋相

關資料、文獻，用以解釋、佐證自己的研究

結果，將可以有效說服人:您的研究真的是

有效的。

總的來講，若實驗結果與預期不相符

合， fE應該從頭到尾地尋找，是否係理論設

計階段就有偏誤，抑或實驗過程出了差錯，

甚至是實驗結果不夠完備。這些都是對你實

驗結果重新檢核的重點。萬一真的很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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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 n 次、使用 n 種方法檢核後，發現實

驗假設真的與實驗結果無法符合，那也不要

太失望。萬萬不可因為實驗結果與預期不

符，便大筆寸軍，更改起研究結果，泣不僅

不合研究倫理，且說不定把 1再重大的發現

給潭滅掉了呢!

俟實驗預期與實驗結果相符合，或荷是

fE重新將fE整個假設推翻、重新進行實驗而

符合假設後，緊接 F來，便是研究結果的呈

現了。如何呈現出您的實驗結果呢?軒諺

說﹒「一張圓可以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 J '因

此，您不該將原始實驗的數據整個放到實驗

報告之中;最好的方法，便是將統計、分析

後的結果，以圓、表來fT訴別人:您的實驗

結果，真的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實驗結論的提出

在經過實驗方向擬定、實驗設計、實驗

操作、結果討論後，最後便是針對研究結果

下個簡潔有力的結論 { "

在撰寫實驗結論的過程，您需告訴實驗

報告閱讀者:究竟實驗結果支持了哪些假

設、實驗究竟獲得了什麼東西等，實際 ~lJ由

數據看出的部分。切勿做出研究數據外的推

論，因為研究結論僅用於呈現結果，無法用

於過度延伸。任何高見與想法，請放到研究

討論的地方去H巴!

作品說明書的撰寫與比賽看板的製作

書面報告撰寫應屬將您研究結果完整呈

現出來的收尾步驟。就像我們在學校 1-，進行

實驗課程後，需撰寫實驗報告才葉，一份完

整的科展作品說明書，便是將您研究過程白

頭至尾，完整地寫 F來。

q首要( Abstract) :將整個研究的主要精神，

以簡短三百五E 百字來加以表達。

2 研究動機(Motivation) :將進行此 4研究

的動機寫 F 。不必過長，→、:二段即可O

3 研究設備與器材(Material) :將實驗過程

所使用到的主要設備、器材清單，一一列

出。

4.研究過程與方法 (Procedure & Method) :

將進行本項研究的整個操作過程，鉅細靡

j重地寫\" "

5 研究結果與討論( Results & Discussion) :

將研究結果以圖表方式列出，並且針對研

究假設、各項參考資料等，進行實驗結果

的探討。研究結果與討論可分開撰寫。

6.結論與建議 (Conclusion & Suggestion):

針對實驗結果，提出主要結論。若對後續

實驗或相關單位等有任何建議，可另外獨

Ii:主-~c_H 0

7 謝詞( Acknowledgement) :若在實驗過程

曾接受其他單位的協助，則在此作簡單的

故J射。

8.參考文獻(Reference) :將所使用到的各項

中英文參考資料，清楚地條列在此。

9.附錄( Appendix) :可附仁覺得需要附給評

審參考的資訊。

- 3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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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采!基本 t ，審查教授會措著您作品說明書

的書面說明，來徹底瞭解您的作品，因此作

品說明書桌是佔;有舉足輕重的地悅，故撰寫

時，應注意:

1.須符合論文寫作的架構與基本格式。

2.用句遣詞應力求文句通II頃，讀來淺顯易懂。

3.再用圖表表達研究結果，輔以失;宇進行說

H
几

rflr

f.士至五
III口口口

4.討論內容須豐自，不應無病帥的。

科展研究是屬於-{出連續性的過程 c 除
5.分析應符合邏輯 'I笠，所 F結論應充誓。

重視研究過程的真實性外，學生與老師應不
6.參考文獻內容 J1ft、求權威、[I:確。

斷地改進、創造，讓白己的作品更臻完美。
另外，看板製作也是科展卡分重要的

據統計，科展作品的製作時間，多長達半年
環。誡如前述，科學展覽乃是將研究結果公

以仁，而指導老師與學魚的討論指導時間，

開展示，在這展爪的過程中，看板 riJ說是科

平均為何週丘小時，顯示科展進行是 fj二繁重
展的門面，若布置良好，不僅吋以吸引他人

的 r作，這更需同學們耐心、時間、體力的

目光，且在比賽現場評審的過程中，能吸引

投學校與家長的支持，自Ij] "t".之間創造力
評審的青睞，進而願意多花時間與 fE討論作

的激發。
品，進而增添加分效果 c 因此看板製作|涂

一件作晶是白:能夠得獎，二主要乃取

決於評審大人的青睞。但是最重要的因素，

當狀

般美工外，要注意:

l 盡量門顯白己研究的)~題(

2 讓你看板的內容轄齊美觀。
應是同學對於這柯:作品的投入。倘若您能夠

以科學研究的精神，依循科學方法，循序漸
3.看板的字體適中便於閱讀。

另外，美工但並非是必要條件，因此切
進的研究，不抄襲、不仿冒、不請人捉刀，

我想科展得獎應是件唾于叫得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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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做出過份渲染的美T' j市奪走了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