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 6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物理科評語 

國小組 

今年國小組作品 22件，主題多元豐富，探究認真。藉著網路資訊發達之

便，有許多主題源自網路，雖然與舊主題重複居多，也有少數創新的探究。有關

於現實生活或周遭環境的主題相形較少，這可能是「鄉土」主題愈來愈難產的原

因之一。少部分作品在基本科學術語的引用或運用需要注意其正確性。 

國中組 

國中組作品 20件，除少部分與先前科展作品相似，大部分作品具有創意。

第一名作品從新聞報導卡車保麗龍問題，運用物理概念，經由設計新型實驗來印

證報導結果，是優良物理作品。第二名及其他多件作品，有運用新的方法或實

驗，得到新結果，具有物理研究精神。今年有兩件具有鄉土特色之作品，是較往

年進步之一點。 

高級中等學校組 

本年度高中物理科，整體作品探究完整，除少部分與先前科展作品相似，大

部分作品具有創意，作者們都能發揮創意設計，實驗作品能自製簡單實驗設備，

達到實作的功效，也有不少佐品能夠利用高端軟硬體，更精準的控制變因，增加

實驗的準確性，使物理主題現象顯示的清晰度上有明顯提昇。作品研究實驗完

整，能依科學實驗及分析方法，以簡潔清析的器材及方法，提出新穎概念並展現

軟硬體的高度協調能力。惟多數作品尚應留意實驗數據誤差分析及有效數字的科

學表示方法，以及作圖呈現中，作數據回歸分析尚待加強。學校指導老師可再加

強對學生指導，分析實驗設計差異，進一步設計創新實驗或分析方法，以獲得具

進步性創新結果或創新應用。雖是透過視訊，作者的臨場口頭演釋，解說的深入

程度也有顯着提昇。本屆物理與天文學科作品的特色在於實驗內容豐富，但實驗

數的解讀與瞭解仍有加強空間。  



 
 

中華民國第 6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化學科評語 

本屆化學科國小組 15隊、國中組 16隊、高中組 15隊參展，共有 46件作

品。 

國小組 

本屆科展國小化學組，參賽作品共 21件。主題與過去科展接近如海藻酸鈣

球、藍晒、布染、電池茶葉、澱粉、鹽、果凍、防曬等題材。但學生的投入度

高，工作認真，在參考資料收集上多以網路資料為主，文獻較少。 

一些給各團隊的建議： 

1. 在研究題材上應多用巧思，避免與之前的科展過於相似。以海藻酸鈣球

的工作為例，為何海藻酸鈣的成品一定是球嗎？相同原理下可否延申到

其他不同的結構如管狀，網狀等？內涵物可否有其他改變等。 

2. 學生的數據多以原始數據居多，經整理後的數據處理部分與推論較薄

弱，科學是依靠論証，科學學生應多培養創新，數據整理與論証能力，

在技術面應上，許多團隊使用自製工具去進行量測，但只有少數團隊有

對工具進行校正。 

3. 本次科展改線上面談，感覺上投影片的內容較為簡單，但同學們面對鏡

頭的表現非常自然，值得嘉許。 

4. 有許多報告將各用品等資料放在前面，跟著就是實驗結果與實驗數據，

缺法研究方法的介紹，也將重要的成果埋在一些無關重要的資料中。其

實各用品等資料可放在後面實驗部分，前面應在前言，研究目的，研究

方法的介紹後，便進入成果報告與討論，及結論，最後才是實驗部分與



 
 

原始數據。 

國中組 

關於這次國中組的科展，普遍說來在升學的壓力下，能夠保持對研究的興趣

和熱情，非常值得鼓勵。這次的作品，比較多延續性的作品，有些是和課程有相

關，有些是開發對環境永續發展有幫助的新材料，不管如何，作品都有一些新結

果的呈現。對於參展的作品，評審們有以下的建議： 

1. 深刻而有思考過的研究，對初步研究結果進行分析研究，再進行深入的

研究，比一開始就設計所有實驗，而單純地累積許多研究數據更重要。 

2. 對於數據的處理還有統計的原理，要能夠確實地掌握。 

3. 得到結果後，能夠深入地去探討背後的科學原理，並進行假設和解釋，

有些作品做得非常好，值得鼓勵。 

4. 許多作品有自製儀器，解決問題，值得嘉許。但是要了解自製儀器的限

制，以增加實驗數據的可信度。 

5. 第一次線上科展，大部分的參賽者都口齒清晰，簡報清楚，但須注意圖

的大小。 

高級中等學校組 

第 61屆全國科展高中組化學科參展件數共 15件分兩階段評審初審淘汰 1/3

件，共 5件，剩下 10件作品進入複審，由作品的作者線上說明整件作品再由四

位評審員提問，並作出最後名次的決定。 

今年參展的作品雖不多，但品質優異。大致可區分成數類 1.材料化學含奈米

銀螢光增強機構之氣體感測等共四件 2.電化學感測器含修飾奈米金屬之氧化銅電

極催化亞硝酸鹽之定量檢測等共三件，3.化學震盪現象含化學反應於振動空間之



 
 

顏色分布探討等 2件，另有正逆微胞的型態香皂製作改進滴定實驗，食用油氧化

等。作品內容多元化，例如獲得很高名次的化學反應於振動空間之顏色分布探討

並不曾在以往的全國或國際科展出現過類似的作品。 

總評：高中化學科的作品多元化，充滿創意，具科展動手、動頭的成果具有

可塑性，大多作品已經跳脫高中化學書籍的束縛，雖量不多但質高堪稱品質優異

的一屆科展。 

  



 
 

中華民國第 6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生物類科評語 

國小組 

今年「國小生物組」之作品共有 18件，充分地展現出孩子們對於生物的熱

愛及敏銳的觀察力。多項作品皆是由長時間觀察或是跨時域現象的統整，呈現出

生物與環境的互動及改變之外，也帶出人類活動對於生態的影響，極具有啟發

性。再者，同學們除了細心觀察生物行為，並嘗試結合機械、物理、光學等來探

討作用機制，更加顯示出同學們結合跨域知識與技能來回應生物現象。許多成果

也與人類生活進行結合，如生活行為、仿生科技應用、公共衛生政策或是蟲害防

治等等，同學們將自我學習能力及應用力做了良善連結，這就是當代素養教育的

完整呈現。 

國中組 

「國中生物組」之作品共有 17件，研究主題豐富多元，其中有不少值得鼓

勵嘉獎的作品。雖然在疫情的限制之下可能影響學生取材的方便性，但也正因此

激發學生在研究題目有更高度的思考及辯證，因此整體而言學生對生物科學探究

的熱情不受疫情影響，甚至科展研究的深度有所提升。今年有幾件作品達到針對

單一主題有持續性的研究熱情（數年），或是取材於生活領域之內的特有動植物

探索（台灣特有或是區域性特有），或是針對研究題材進行大膽的假設及小規模

的觀察驗證，顯示今年國中生物的入選同學們在研究題材上的熱誠與用心。 

高級中等學校組 

「高中生物科農業與食品學組」本年度作品共有 11件，本年度參展作品之

創意與設計均較往年進步，在題目與研究主題選擇上，亦頗具創新性或具有商業

應用價值，優秀的作品並已具有專利申請之潛力。部分作品若能再深入瞭解實驗



 
 

設計與數據分析的理論基礎，並且善用統計方法分析實驗結果，做出更符合科學

證據的論述，則成果將更為精進。 

「高中生物科動物與醫學組」本年度作品共有 15件，其中探討癌症的治療

與機轉仍是熱門，有幾件作品都是從事此研究。與時事有關，也有作品探討

COVID-19的快篩。另外的作品用人工智慧判讀病理結果、探討奈米水膠細胞的

應用、麵包蟲腸道菌中篩檢出消化塑膠的菌種，都是順應社會發展、切合科技進

步的題材。只是仍有同學們未能恰當區分前人的作品與自己的作品，給人將前人

的成果據為己有的想像或誤解，殊為可惜。實驗數據表達也常未注意到有效數

字，亦常忽略了標準差、誤差的分析和表達。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不夠完整，建

議可多參考文獻回顧的論文(review article)。 

綜上，本年度科展之題目及內容，具創新性、學術性及應用價值，將可提升

我國在世界上的學術地位，也可增加獲得專利的機會，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高中生物科植物組」8件，植物學的作品內容十分多元也很有創意，不僅

對植物生理、生化的理論基礎做科學性探討，也兼顧實際應用的濳力。很多作品

著力於瞭解植物如何因應環境變遷，為如何確保農業的永續經營提供有趣的解決

方案。學生表達能力都很好，更重要的，對評審的提問學生對答都頗具深度，可

見學生對研究主題都有深入的了解。可以加強的是實驗日誌的落實，還有對實驗

材料來源的說明。 

「高中生物科行為與社會科學組」本年度作品共有 9件，算是近年科展中較

新的一個組別。經過前兩三年的運作，今年的作品探討議題多元，且都已經達到

一定的水準。主要的缺失會發生在：工具沒有信效度化、沒有選擇合宜的資料處

理方式，’以及忽略提供支持研究假設或結果的相關科學證據。另外，本組參賽

作品大多須提供 IRB倫理審查證明，未來如研究需要也需附上。 

  



 
 

中華民國第 6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數學科評語 

數學科今年整體作品水平與往年有所提升，作品的主題多元而豐富，在數

論、幾何、代數、組合、最佳化、機率、應用數學、人工智慧、數學建模等領域

皆有優秀的作品，內容展現了學生高度的研究精神與熱情。不少作品為已知結果

的推廣或改良，這一類作品多分析細緻且全面，值得肯定；但另一類作品能從簡

單的問題出發，發展出自己的理論，有更多原創的驚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的幾何類作品水準甚高，令評審團相當驚喜。由於投影片的頁數與報告時間的限

制，學生表達與統整能力比起往年亦有明顯的提升，是意外的收穫。期待未來同

學保持對數學的熱情，在研究選材的原創和研究深度上精益求精、更進一步。 

 

  



 
 

中華民國第 6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地球科學及地球與行星學科評語 

國小組 

本年度共 9件作品參展，於 7月 21日初審， 8月 4日終審，共計選出第一

名 1位、第二名 1位、第三名 1位、佳作 2位、團體合作獎 1 位、鄉土教材獎 1

位、與探究精神獎 1 位。第一名作品為：離家五百哩–臺灣海漂垃圾與洋流關係

動態模擬；所有評審皆認為研究主題具鄉土性及與環境相關，研究構想具體，實

驗有趣且完整。研究結果與現在的環境觀測相符(兩大海廢熱區為北部海岸、西南

海岸)。簡報流利，回答精簡、切合主題。第二名研究土磚對揚塵抑制之效力，第

三名探討山上尋找古海灘-碎屑化石密集層與油氣環境，都是相當活潑的身邊環境

發展的題目，整體水準良好，感覺並沒有受疫情影響。對於全體參展者而言，數

據精確度、不確定性的討論，量化呈現與量測設計等，此方面基礎訓練可以在再

加強。整體投影片製作都清楚，但是圖形設計與顏色表達等，有改進空間。 

國中組 

本年度共 11件作品參展，於 7月 21日初審， 8月 5日終審，共計選出第一

名 1位、第二名 1位、第三名 2位、佳作 2位、團體合作獎 1 位、鄉土教材獎 1

位、與探究精神獎 1 位。第一名作品為：旋風登台，引領流「型」—探討台灣島

嶼地勢對颱風流型變化之影響與模擬；所有評審皆認為此研究主題具防災性與氣

候相關，研究構想具體，日誌詳盡，並與前人研究成果比較。研究結果搭配詳盡

的討論，簡報流利，回答精簡、切合主題。第二名研究阻震裝置，第三名研究塑

膠微粒汙染等等，也是非常高品質作品。今年整體參展多從身邊環境發掘問題，

考慮過去前人成果，開創新研究且水準非常好。對於全體參展者而言，數據精確

度、不確定性的討論，量化呈現與量測設計等，此方面基礎訓練可以在再加強。



 
 

由實驗結果依比例外推至實際狀況的討論，整體而言還可以再加強。整體投影片

製作都清楚，但是圖形設計與顏色表達等，有改進空間。 

高中組 

110全國科展高中地科組今年共有 9件作品參展，進入複審有 6件。經過以

網路視訊報告與問題答詢，共計選出第一名 1位、第二名 1位、第三名 1位、佳

作 2位、團體合作獎 1 位、鄉土教材獎 1位、與探究精神獎 1 位。第一名作品

分析數值高程模型找出彰化斷層可能出露位置及斷層地形，並實地測量地形高度

進而推算斷層一次錯動的抬升量與地震規模，研究結果與文獻推估的震矩規模一

致，極具科展實作探究精神，作品完整，口頭報告清晰，問題回答明確。第二名

作品為：以大數據分析方法探討印度洋偶極震盪 IOD與熱帶氣旋生成與發展之影

響，並以印度洋東西兩側 IOD相位變化連結熱帶氣旋活動的空間變化，透過數據

科學探究了解 IOD變動與熱帶氣旋活動之關係，研究分析完整，研究結果明確。

第三名以利用置放在高鐵上的微機電感測器記錄分析高鐵經過地點的振動頻率變

化去推估當地地下水位之高低變化，具實作探究精神，結果相當良好，值得進一

步去分析其應用性。其他作品包括探討聖嬰現象與起霧的關係，嘗試以紅外線溫

度計測量雲底高度的誤差探討，或是對月球隕石坑成因之實驗探討，都頗具探究

與實驗精神，很值得鼓勵。對於全體參展者而言，數據精確度、實驗或分析的不

確定性討論，量化呈現與量測設計以及由實驗結果依比例外推至實際狀況的討

論，整體而言還可以再加強。                          

全國科展總評 

今年高國中小的地球科學作品共有 29件，整體作品品質良好，有不少作品

很有創意，並具實作探究精神，例如旋風登台，引領流「型」—探討台灣島嶼地

勢對颱風流型變化之影響與模擬；離家五百哩–臺灣海漂垃圾與洋流關係動態模

擬；利用置放在高鐵上的微機電感測器記錄分析高鐵經過地點的振動頻率變化去



 
 

推估當地地下水位之高低變化等。也有以大數據分析探討印度洋偶及震盪與熱帶

氣旋活動之關係，很符合資料科學發展之趨勢。也有不少關懷鄉土環境變化之作

品，例如臺灣海漂垃圾與洋流關係; 彰化斷層與地震關係之實地測量與斷層一次

錯動抬升量的推估計算;金門起霧日之探討等。都是相當活潑的身邊環境發展的題

目，整體水準良好，感覺並沒有受疫情影響。不少參展多從身邊環境發掘問題，

考慮過去前人成果，開創新研究且水準非常好。對於全體參展者而言，數據精確

度、不確定性的討論，量化呈現與量測設計以及由實驗結果依比例外推至實際狀

況的討論，整體而言還可以再加強。整體投影片製作都清楚，但是圖形設計與顏

色表達等，有改進空間。 

  



 
 

中華民國第 6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國小組、國中組生活與應用科學科評語 

今年雖有疫情的影響，但無損於參賽同學的熱情參與，線上簡報流暢，問答

也感受得到學生對科學研究的熱誠．本屆的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一）國小組有不

少作品整合許多套件，例如 3D列印、感測器、軟體實作等，契合近來科技整合

的進展，值得肯定。而國中組則著重在訊號影像辨識處理與控制系統應用．關於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的作品範圍一如往年的豐富，可發現作品反映了現今時

代環境所需趨勢，國小組的作品從豆芽菜的培植到環境中塑膠微粒的探討、廢棄

物再利用等、防疫技術等，國中組則以綠能應用、環保製程、防疫技術以及以分

析數據為主軸的研究比例開始增多，顯示政府的政策方向確實對青少年之科學研

究愛好者有著一定的影響。整體而言，學生在理論性模型推導與原理的理論分析

探討較弱, 系統實作整合與實驗能力較強。在評審過程期間可以發現科學相關學

科於中小學教育講授的減縮，直接對國中學生在科學基礎確實有著負面影響。例

如一些基本的定律與學理知識在中小學來不及學習，而大學端的教授又因為這些

定律過於簡單而未在大學時教授，造成知識銜接的落差，可能影響台灣的科學發

展，建議可針對上述現象作一個全面性的討論，並提出對策。此外今年的主辦單

位科教館面對疫情有得宜的處理，在此也給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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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組應用類科評語 

高中應用組包含有: 環境學科、電腦與資訊、工程科(一)及工程科(二) 。本

年度環境學科共有九件作品，包括廢水處理與水質監測、塑膠微粒減少與降解、

太陽能光電儲能、病媒控制及防曬抗氧化，獲獎的作品均兼具科學創新研究與實

務應用價值，但有些作品在文獻收集與研究緣起說明、環境條件影響或干擾因子

探討等，仍待加強與努力。電腦與資訊科的作品主題多元，有多件機器學習應用

的作品，也有一些資訊科學或工程相關作品，題目多從現實生活中取材，透過實

驗方法進行驗證，整體而言，作品的完整性佳；然各作品在資訊科學理論方面的

著墨可再更為深入，對於相關文獻與該主題當前最新發展狀態的掌握度仍有加強

空間，同時在實驗日誌的撰寫上，可更詳實記錄研究的過程。 

工程科(一)本年度作品，團隊們由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出發，定義出探究範

圍和策略，並能有效利用各類型理論或新興科學技術，來建構系統原型和進行科

學化測試，以解決問題，科研探究精神值得嘉許，成果值得高度肯定。工程科

(二)本屆作品符合當今時代趨勢，多以綠能應用、二氧化碳還原、環保製程、永

續循環相關課題作為研究焦點。例如，以廢棄稻殼、窯燒失敗的素燒坯、三棘鱟

稚鱟自然脫下的鱟殼等作為原物料等等都是很好的構想。於評審問答過程也發

現，雖然有一些同學在基本定律與學理知識已相當成熟，但仍有一些同學有不小

的落差，或許是近年來高中於理化學科授課時數大幅降低，學生尚未打好學理基

礎之故，值得我們在科學教育的未來予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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