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湖口高中清華科學營」參與心得和建議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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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科主任
湖口高中清華科學營

一、 教師對活動之建議或感想

二、 學員對活動之建議或感想
女性學員的意見
1.
2.
3.
4.
5.

參與本活動後，對活動的主題有了初步的認識
本活動辦理內容有達到您預期參加的目的和期望
講員的講解清楚易懂
此活動有助於物理原理與科技應用的了解
會向其他人推薦此活動

男性學員的意見
1.
2.
3.
4.
5.

參與本活動後，對活動的主題有了初步的認識
本活動辦理內容有達到您預期參加的目的和期望
講員的講解清楚易懂
此活動有助於物理原理與科技應用的了解
會向其他人推薦此活動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21
12
10
19
15

19
21
23
19
19

0
7
6
2
5

0
0
1
0
1

0
0
0
0
0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6
4
5
7
3

12
12
11
10
13

0
2
2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同意
比例
100%
82.5%
82.5%
95%
85%
同意
比例
100%
88.89%
88.89%
94.44%
88.89%

三、 請提供我們，您對參與本活動後的寶貴心得和建議。
女生:
1.

今天一整天活動真的很充實有多的實驗都十分有趣，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利用共振把玻
璃杯震碎，還有畫圖運用光折射在水中就能看見自己所畫的密碼，真的很酷我下次一定會再
來的。

2.

今天來到清大物理系普物實驗室因為時間來不及所以沒看到介紹影片，第一堂教聲波有看到
富蘭克林音樂水杯，藉由水杯大小以及水的高度讓我們聽到明顯的差異之後，則請台下同學
上台實驗讓我們比較管子高度如何發出聲。原理是管內有皺褶管徑因此不同，而氣流流阻也
有差別而發出聲音，其實比較有趣的是震碎玻璃杯低頻就可以，震碎不一定要高頻的聲音。

3.

一進到普物實驗室時覺得既有趣又新鮮裡面充滿許多好玩的東西讓我忍不住想要動手玩一
玩!我以為教授上課會很無趣，結果出乎意料的好玩!教授不但會跟我們互動也會讓我們動手
做一做，下課時也不介意我們到處參觀，也讓我們可以玩，讓我開始期待下次了。

4.

其實一開始對物理沒太大興趣，但是今天的課程加入了很多手動的課程，從親手操作中了解
到物理的知識比較不會枯燥，而能更有趣雖然以後不會走理科方面，但能增加一些這方面的
知識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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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第一次的科學營中看到了許多學校沒教過的物理現象或實驗，教授除了在台上講說外也讓
我們親自動手做，跟在學校相比，親自動手做多了幾分新鮮感也讓印象更深刻!

6.

對於光和聲有進一步了解，各種聲音的製造學習到如何利用頻率振幅等，感謝教授用心指導，
也希望公式的計算和推導可以講得更詳細一點，親自做實驗會更有印象。

7.

很好玩而且實驗淺顯易懂跟平常學校教的不一樣，希望除了這次活動以後還可以參加其他活
動試試不一樣的實驗、學學深奧的知識、提升自我內涵為未來的路做預備!很感謝老師在假日
辛苦地在學校陪我們一整天也讓我們知道還有很多簡單好玩的小實驗。

8.

今天上完課，讓我對物理有了不一樣的看法!雖然我還未確定未來我要選哪一類組，但我漸漸
對物理有興趣不在那麼排斥。我覺得老師上課很有趣，能讓人專心上課比較不容易分心，希
望以後還有這種活動有空我一定來參加。

9.

老師說的活潑雖有些快但仍可接受，雖然不是自然組的但還是能聽懂蠻好玩的，只是希望 DIY
的部分能再多一些一開始有點想睡。

10. 透過今天的活動我更加了解一年級物理時老師所教的內容，親自動手做實驗操作器具能參加
到這活動真的很開心。
11. 今天的課程後了解到很多從一般高中物理裡更深入的解析，也知道其實物理不是只能死板板
地照著課本裡的文字學習，透過老師的示範與講解和親自動手操作用另一種不同於普通上課
的方法學習我覺得非常新鮮好玩。
12. 這真是個特別的經驗講員介紹實驗後，就丟出問題讓我們思考，過程中不斷和學生互動使課
程更生動有趣，只是報告感覺有點困難。
13. 老師講話太快筆記來不及抄，沒有路標自己來的人找不到路而校門口警衛室的人也不知道在
哪，有些實驗坐後面的人看不清楚，有的時候因為老師剛好擋到希望下次講師別講太快，筆
記寫的亂亂的連題目都來不及寫叫我們怎麼寫報告。
14. 這次課程都是我第一次學習到的，今天上了一整天課覺得很好玩，今天做實驗每一個都很特
別有趣，對這次活動讓我非常期待!從實驗中我們都可以了解到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這次
的課程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今天一天下來還蠻開心的教授的講課也相幫易懂。
15. 這次的演講及手動操作十分有趣，雖然我不是理工組的但我相信在未來一定會有用處，因為
這次的實驗我想到一個點子，好讓我用在聖誕禮物裡!一開始的下雨天大壞了一天的心情但看
到老師同學的熱情不禁激起了我的興致，希望下次可以有更多 DIY 的部分這樣比較有趣。
16. 今天體驗了許多有趣的實驗讓我對物理這個科目有不同的看法。我心中物理是要花很多心力
去理解，所以我對她總是懼怕，但今天我在這裡學習到物理可以變得如此簡單有趣可理解，
可用日常生活中的工具去推導原理並運用在生活之中，希望教授講話能再清楚一點。
17. 今天上完課讓我對物理收穫很多，雖然也體驗了許多有趣的實驗，親自動手做實驗印象更深
刻，實驗也很有趣是之前沒做過的，所以會把有趣的實驗給弟弟妹妹玩一玩，實驗很貼近生
活希望明年也可以辦。
18. 除了老師的講解外更讓我實地操作觸摸，平常在學校認真上課是老師在講，但今天到這可以
自己動手做真的實驗後，再聽老師講解原理藉由好奇心的驅使，也會更認真聽講，經由活動
得知我們日常生活中原來也處處應用到這些總讓我感覺深奧的原理。
19. 這次的活動十分有趣，平常都是從課本中獲得知識，親自動手做實驗也讓我印象更深刻以前
總覺得物理很難，但今天的課程中我充滿這好奇心，讓我有深刻的學習經驗，這也讓我對物
理這個科目不同的看法希望以後還可以參加其他活動。
20. 今天能參加到這活動真的很開心，雖然我對理化方面沒把握，但今天的課程中讓我發現物理
這個科目也可以如此好玩有趣奇妙，波的流動原來是這麼多原因造成的，看似簡單的聽筒運
用了這麼多原理，上完課後我發現平常想都想不到的事及獲得許多不一樣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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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今天體驗了許多有趣的實驗，親自動手做實驗學習到許多課本中沒有的知識，平常想都想不
到的地方從波的課程中體驗到波的震動可以有很多花樣呢!
22. 平常上物理課都是從課本中習得公式和計算，比較少做一些實驗或有趣的應用，真的很開心
能參加到這活動讓我體驗了有趣的物理。
23. 這次的活動讓我對物理這個科目有更深入的了解，平常上課只是聽老師說很容易睡著，可是
今天老師說的都能深刻入腦海，能參加到這活動真的很開心希望以後還可以參加其他活動。
24. 這活動跟平常上課很不一樣，能更深入的了解到一些原理 DIY 的部分，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而且比較不容易睡著很感謝老師今天的教導。
25. 我喜歡許多有趣的實驗，比較不容易睡著親自動手做實驗多了幾分新鮮感也讓我印象更深
刻，平常上課只是聽老師說很容易睡成一片，其實物理化學很有趣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今天的實驗都十分有趣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參加。
26. 老師和學生有相當多的互動，把物理解釋得更有趣，親手操作器具也讓大家對實驗印象更深
刻，有相當多完善的設施比學校教得更能吸收。
27. 互動加演講充實內容有趣，不白來這一次了解到需多物理的知識，DIY 的部分活潑好玩願物
理都如此好玩。
28. 今天有多的實驗都十分有趣，日常生活中的小東西只要動動小手就變成一個好玩的小實驗，
今天收穫好多有些消化不良，可能是因為之前沒上過所以有一點點深奧需回家消化，其中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竊聽器，那時我們拿來聽地板的腳步聲以及拍打牆壁的聲音但聽到的卻是
亂打東西和小鼓的聲音很特別。
29. 折射率那邊不太懂，其餘大略了解比起學校來說由教授循序漸進地帶著我們做，簡單且低成
本的實驗反而能激起我對物理的一大波瀾改變了，再也不是一堆天文符號的繁雜計算，隨意
留意隨處是物理在教室外的小東西讓我很感興趣。
30. 認識了許多關於現代科技的原理與簡單物理的應用，像是新出現的無葉風扇、童玩中的竹蟬、
家中實用的棉被收納袋都是運用擠壓或集中空氣的原理使生活更加便利有趣。
31. 這次的活動讓我了解到很多平常學習不到的知識，像是光纖，我一直以為只是一種名詞沒想
到他真的是以光做一些轉換作為傳輸的工具，還有用火去加熱鋁管竟然可以發出聲音，但前
提是鋁管內必須要放置鐵絲網，真的很神奇!多接收有關物理的事情並加以應用在生活中。
32. 平常在課本上看到的實驗勝不過真真實實地作用己的手做實驗，了解原理雖然有一些地方還
沒學到但聽起來卻不會無趣凡反而能夠勾起大家的興趣。我最喜歡光這個單元了它的實驗真
是太神奇了!能從生活中的物品找尋物理的原理又實用又方便拿取也很省錢呢!要是在日常生
活中能多注意細心一點就能發現以往看不到的大智慧。
33. 經過今天的活動了解到許多物理現象，也使我學到做實驗不一定要用昂貴的器材，可能只需
花費普通的價錢，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實驗室使鐵管發出聲音用了我意想不到的方法，並且
發出渾厚的聲音，當它發出聲音時我的精神為之一振，對於波的物理現象原本對他沒有太大
的興趣，但上完教授的課後發現物理很好玩，雖然商科的物理不是重要課程但我會持續學習。
34. 我覺得課堂很豐富，最重要的是可以親手製作親自體驗實驗過程，更加能夠思考其中的原理
是因為甚麼原因而造成這種現象，也知道原來一些簡單的物品可以用不同原理和功用做一些
實驗，也可運用在生活中無須花費大量金錢去證明一個理論，仔細想想也可舉一反三，很開
心能參加這次的科學營教授很用心也讓我們自己有思考的空間。
35. 在第一次的科學營中看到了許多學校沒教過的科學主題及實驗，我們親自動手做也讓我們印
象更深刻也比較不會枯燥而能更有趣!老師也教導我們親手做實驗無須花費大量金錢，其實仔
細想想用些小巧思就可以自己動手做，能參加到這活動真的很開心學習到許多課本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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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天下來老師除了有講解物理原理及為什麼外，也讓我們親自動手操作，而不僅僅只是作筆
記，對波的實驗印象相當深刻，實驗後就丟出問題讓我們思考讓我發現物理這個科目也可以
如此好玩。
37. 今天能參加到這次的科學營真的很開心，雖然我不是理組方面的但今天的課程中都還聽得
懂，我發現平常想都想不到的事，及獲得許多不一樣的知識也才驚覺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原
來也處處應用到這些奇妙的原理經過解說真覺得神奇。像玻璃杯被震碎的壯觀景象真是令人
震驚，還可以親自動手做實驗其實物理真的很有趣的。
38. 親手做實驗真的是很有趣，但因為我自己是初次接觸覺得有些乏味，但今天所教的東西真的
非常好玩，又活用用生活中簡易可得的物品，不必耗費大量金錢與心思就可以自己做實驗，
真是大開眼界!自己就讀高職商科所以講解時很多時候是呈現茫然的狀態，甚至有幾度打瞌睡
所以在這部分是覺得有些枯燥的。
39. 在第一次的科學營中看到了許多新鮮的實驗因為我自己是商科的所以覺得有些乏味聽不太
懂，不像一般課堂上的教學，我們可以親自動手做也讓我們印象更深刻，也比較不會枯燥希
望下次趕快進入狀況，不要傻傻的不知道要做甚麼真的很浪費時間和學校的用心。
40. 今天的學習相當有趣，戴教授使用生動活潑的方式令我們了解物理，例如實驗影片分享，其
中今日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愛在心裡口難開之善用光學知識，原本一張紙看似有著亂塗鴉在
一泡到水中經過光卻可以看見圖片上的文字實在是非常有趣，而且這種巧思也可以利用在生
活上例如贈送卡片親友時，這樣特別的定能吸引更多的目光實在是非常有趣!經過學習我得到
相當多的收穫不論是在光和波的部分都是珍貴的物理知識，很期待下一次的課程能學習到更
多有趣的知識和實驗。
男生：
1.

本對物理沒太大興趣，但今過今天後學習到很多有趣的東西，一直不知道原來科學也可以這
麼好玩希望下一次能夠再來參加一定會很有趣的。

2.

我覺得用頻率把玻璃杯震碎的地方很刺激，也知道用鐵絲放在鋁管裡發出聲音很酷。

3.

第一次的科學營中看到了許多新鮮的實驗，發現日常生活中好多好玩的科學，聲波震碎玻璃
是我最愛的，以前老師有做過只是它是用人聲去震碎的，我今天來這真是收穫滿滿學到許多
東西很期待下次的主題也希望明年學校也可以辦這個活動。

4.

第一次上這種課程有些不習慣，但我覺得十分有趣，所以我希望如果老師都用實際操作來取
代講解會更好，雖然是不太懂的科目，但老師說出來卻淺顯易懂，在走廊上有許多教具可以
讓我們玩，下課時間也不會閒著沒事做，真該推崇一下這個活動。

5.

依以前的知識都來自課本講義，但這次教授用實驗讓我們親自取體驗這些有趣的實驗，讓我
們跟之前學的做了連結，雖非全然了解不過萬事起頭難，慢慢地回去想再深入相信也能成為
像教授一樣偉大的神人吧。

6.

經過今天的活動我對物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這許多應用，而我們
在證明一些問題時，不必用昂貴的器具用些普通的材料，其實就可以，這樣在證明當下會覺
得原來物理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情啊。

7.

希望可以一起推公式，我覺得學生要多尊重老師，不要自己講自己的，多聽老師上課實驗真
的十分有趣又好玩又讓人驚奇，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可以來參加相關的活動。

8.

這些實驗都相當有趣，像是竊聽器等，我對鋁管敲地時發出高頻的聲音及橡皮筋的實驗感的
十分印象深刻。

9.

科學不是只有好奇心而我們來是滿足求知慾的，尤其是親手做實驗讓大家對實驗印象深刻，
讓我們知道做一個實驗不必花費大把金錢，只需些普遍的材料即可，老實說我原本以為做實
驗一定會很嚴肅但在互動過程中卻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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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加這次活動不僅讓我對物理有所改觀，也能親手做那課本上有趣的實驗，也讓我自己知道
原來在日常生活中充斥著許多物理的現象，這些實驗不僅簡單又好玩讓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空閒之時可以做些簡單的實驗，探討這些原因並加以運用。
11. 燒鋁管發出很大的聲音很有趣，因為原本外表沒甚麼改變經過燃燒之後在直立就發出很大的
聲音真是太神奇了。
12. 今天真的很有趣和老師有許多的互動也比高中物理好玩多了。
13. 我對早上的鋁管加熱和另一種含鐵絲網的實驗比較發現鋁管中含有鐵網的會發出較大的聲音
像雷一樣。
14. 鋁管加熱發出很大聲響讓我恍然大悟，管內溫度高產生熱對流發出巨大的聲響沒想到鋁管可
以發出如此大的聲響。
15. 今天的講解十分深入，常常自以為懂物理卻沒不知其原理，雖然原理有些還沒學過但也知道
了無葉扇的新奇，不只是其原理其實物理對我們生活都很有幫助。
16. 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次的科學營，講師活潑課程生動還能自己動手做實驗，體驗了許多簡
易的小實驗且包含深奧的原理。
17. 今天的活動讓我感受到物理是那麼的廣泛，在日常生活中或新興的科技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
位，光可以創造出許多令我驚訝的小幽默讓平常令我不解的物理現象解答了。
18. 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極常見的物品，在今天的課程裡才知道原來它運用了許多物理的原理，
例如聽診器竟是帕斯卡原理的運用，是完全出乎意料地；以及杯子與水產生反射折射能產生
這麼多有趣的現象彷彿人人都成了魔術師，在這麼多實驗操作下不僅能讓那些課文的冰冷解
說真實地呈現在我面前，也能讓我多複習一些重要的原理，雖然有些過程我不完全了解但一
天下來還算值得。

四、建議本單位未來增辦活動的主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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