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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和資料

TK – 八年級 



菲利蒙聯合學區 

2019 科學和工程展 

此手冊的發行目的是幫助學生和家長了解一個科學或工程項目的必要規則。這些指導方針將幫助學生

依據科學性的探討來完成一個科學項目或以工程設計程序完成一個工程項目。 

• 時間：2019 年 5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 1：00－3：30 。

• 地點：Centerville 初中多功能廳，37720 Fremont Blvd。

• 各校個別截止日期：請和您學校老師，學校通訊，或校長確定這些重要日期。

• 將項目展示送到 Centerville：將展示項目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4：30 - 6：30 之間送到 

Centerville 初中多功能廳是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的責任。這段時間之後送到的展示項目將喪失參加

資格。(請勿在下午 4：30 之前進入多功能廳)

• 頒獎典禮 : 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3：00。各年級及各類別（科學研究或工程項目）的

一，二，三名都將獲得校區的優勝絲帶。所有其他參賽項目都將獲得參與絲帶。

請務必和您的老師或學校的科學展負責人確認您學校的各項截止日期。 

本校的科學項目截止日期是 . 

本校的科學展日期是 . 

學校優勝者名單／報名表繳交學區的截止時間是 4 月 11 月，4：30 

如有疑問，請聯絡 Nicole Bryant，小學教育部，(510) 657-2350 分機 12-605。 

重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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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和指南 

所有學生 

• 學生可以個別或二至三人組合參加。

• 每所學校可以送到 FUSD 科學展參賽的作品數量:

o 每所小學的過渡性幼兒園至五年級的每個年級可以送交一件科學研究作品(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Project)，和一件工程設計作品(Engineering Design Project)。

o 每所學校的六年級可以送交最多二件科學研究作品和二件工程設計作品。

o 初中各校可以選擇最多五件科學研究作品和五件工程設計作品。

• 參展作品必須包括科學方法或工程設計程序的所有步驟。

• 科學研究項目有一個控制組（control）（作為實驗的『標準』）與所有測試組做比較。

• 項目記錄簿是必須的，並應反映學生的能力。允許及鼓勵低年級的學生加上圖片。請查看

LINK
• 項目摘要(Project Abstract): 學生應寫一段項目步驟的簡介，並記錄在他們的科學紀錄本裡和項目展示板

上。學生的摘要應該符合學生年齡。請查看 LINK

六至八年級 

 參展項目包括 3-5 本參考書籍顯示學生閱讀了與項目主題相關的書籍。

 對於科學研究項目:

o 每個測試組都應包括至少五個測試物件。

o 項目必須有重複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幾套實驗 (比如三個管制組，三套 A，3 套 B 等等)

科學展組 TK 幼兒園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初中

工程項目組 TK 幼兒園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初中

項目建構 

參展項目必須由學生（們）自己進行。家長可以提供指導和建議，但項目應反映學生的能力。我們鼓勵幼稚園-五年級

學生的家長給予協助；但這不是家長的實驗。在進行過程中需要使用電動工具或危險工具的時候，家長可以幫忙。 

家長注意：你如何在參賽項目上幫助子女? 

1. 給予精神上的支援和鼓勵，尤其是子女遭遇困難的時候。

https://www.sciencebuddies.org/science-fair-projects/science-fair/laboratory-notebooks-stem
https://www.sciencebuddies.org/science-fair-projects/science-fair/how-to-write-a-science-fair-project-abstract


2. 幫忙鋸木塊，弄彎鐵絲，剪厚紙板；和幫忙串字。

3. 幫忙在圖書館或網上找相關資料。

4. 最重要的，請不要替子女做實驗。年齡適當性將是評審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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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個實驗項目: 

1. 選擇一個有趣的項目。

2. 選擇一個有明確及可測試問題的項目，並以實驗或工程找出答案。設計和建造一個樣板去解答有關問
題。

3. 選擇一個可以在規定時間內充分研究的項目。

4. 選擇一個你能取得材料的項目。

5. 選擇一個難度適當的項目。

6. 從如何以原創的方法處理來考慮你的項目。

7. 開始之前，請用此網站查看你選擇的項目是否在『應避免的項目』上。

LINK.

好項目展示的學生清單 

1. 作品的大小可以是一個三面展示板。不得大於 36” 高，48” 寬，而且必須能單獨站立，否則將會被取消資格。

2. 展示應該色彩豐富（用顏料，色紙等等）。

3. 題目應用清楚的大字體，並形容你的項目（大約 2”高的字體）。

4. 將項目參展資料表格（Project Entry Information Form）附貼在項目展示板背後中間的部份。請確定清楚標

明學生的名字，學校和年級。

5. 可幫助解說您參展項目的照片或圖表應整齊的展示在項目上。

6. 帶有危險物品的實驗項目將會被取消資格!

保護項目展示的建議 – 家長注意! 

在科學和工程展公開期間，展示品的磨損是正常的。提醒每一個參展者儘量保護他/她們的作品。注意:  提防使

用昂貴和／或可移動的儀器。確定項目記錄簿牢牢地固定在實驗項目上。你應該保留一份記錄簿的副本以防正

本遺失。科學和工程展委員將不會對遺失的物件負責。參展者必須對他們的作品或零件的任何損壞自行負責。

我們將提供有限度的安全措施。 

以下物品不允許用在實驗項目中: 

 人類測試題材（包括調查），脊椎動物測試題材(有脊骨的動物)

https://fremontusd.com/forward/district/2019/elementary/Picking-a-Project.pdf


 脊椎動物的身體組織

 微生物 (細菌，病毒，真菌類)

 在大學或專業實驗室已開始或進行中的研究

 可能電擊，灼傷或傷害學生的實驗室等級的化學品或裝置

 處方藥

 酒精和煙草

 包括超出學生年齡可應付的危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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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展示板樣本 

Project Entry Information Form(放在背面)

PURPOSE - 目的 PROJECT TITLE - 項目標題 RESULTS －結果 

HYPOTHESIS - 假設 ABSTRACT － 簡介 DISCUSSION－討論 

48” 



BACKGROUND - 背景 MATERIALS and PROCEDURES －材料和步驟 CONCLUSION－結論 

RESEARCH - 研究 DATA －數據 ACKNOWLEDGEMENTS－鳴謝 

Tables －表 （if necessary）－（如需要） 

Graphs －圖表 

Pics－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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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展示板樣本 

MATERIALS－材料 TITLE－標題  RESULTS & INTERPRETATION－結果及解釋 

SOLUTION CRITERIA－解決方法的標準 PROBLEM－問題 GRAPHS－圖表 

DATA／LOG BOOK－數據／記錄簿 PROPOSED SOLUTION CONCLUSION－結論 

－建議的解決方法 

PICTURES－相片 

BACKGROUND  

SOLUTION CRITERIA 

項目參展資料表格 (放在背面) 



RESEARCH－研究背景 

DESIGN－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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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展示的材料可以是一個大紙盒的三面，硬紙板，1/2” 或 1/4” 的 Masonite, 插孔板，夾板， Scholar 科學展示

板（二層有摺痕可展開的硬紙板），或牆壁嵌板。 

參展者必須確保展示板側邊和背面是牢固的。項目展示必須能自行站立，且不能固定在桌上或牆上。不能單獨站

立或過大（指當完全展開時超過 36” 高 x 48” 寬）的展示品將被取消資格。 

需要電力的實驗要自行提供合適的電池。主辦單位將不提供電源插座。   

項目可以接受觀眾參與（按鈕,槓桿等等），但是必須簡單直接，並不需要觀眾的操作或參展者的解說。所有東西

必須牢牢的固定住，而不會輕易地被觀眾拿起或帶走。  

嚴禁危險的化學品，藥品，火燄，爆炸物，高壓電，強酸，強鹼，揮發性化學物或危害生物的物質， 比如血液，

瓊脂，霉和黴菌。你的項目展示不可有注射針，針筒等等。如有任何以上物品出現在展示中，該項目將被取消資

格。有危險物品的參賽項目將被取消資格。 

• 請查看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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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iencebuddies.org/science-fair-projects/science-fair


 
 
 
 

 

科學研究步驟 :  

利用這些步驟學生將會: 寫出一個問題; 設定一個假設; 計畫一個實驗；收集需要的材料；進行實驗；分析數據檢

查結果；寫下結論，敘述學到的知識及如何應用到現實情況中。 

 

避免已成模範的科學項目：只顯示如何在真實世界中運作卻沒有實際實驗性質的模型，展示或彙集。展示或收集

項目的例子包括 “太陽系” 或 “電動機如何運作” 

 
 
 

 

科學研究項目準則 

評分：1－起步階段 2－幾乎熟練 3－熟練 4－高級程度 

 

 

研究題目  

 

_____ 摘要 

_____ 目的或問題 

_____ 研究/背景資料 

_____ 假設 

 

(16 分) 

 

實驗設計 

 

_____ 方法／步驟- 反映科學方法的使用，邏輯性，處理的技巧 

_____ 材料 

_____ 紀錄觀察和結果 

_____ 分析結果 

_____ 結論（使用根據，證據，推論的形式）和討論 – 清楚展示，列出強弱論點，準確性 

_____ 紀錄簿－整潔，有組織，反映學生的能力程度 

 

(24 分) 

展示 

_____ 年齡適當，獨立，整潔和別出心裁 

 

(4 分) 



 

總分 

 

 
_____/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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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過程：  

利用這些步驟學生將會：設定產品的需求；連繫需求和設計目標；設立發展產品所需的必要條件； 寫出初步設

計的步驟；收集所需的材料；依照設計造一個樣板（產品的模型）；測試樣板；如有需要，重新設計以達成說明

的設計目標；並連繫樣板和現實生活的應用。 

 

工程設計的結果必須實用，並能應用在現實情況，問題或想法中。  

樣品不可以用成套的配件組合而成，必須由學生自己創作。 

 
 

工程項目準則 
 

評分：1－起步階段 2－幾乎熟練 3－熟練 4－高級程度 

 

 

研究題目 

 

_____ 描述一個實際的需要或解決的一個問題 

_____ 設定建議解決方案的要求或條件 

 

(8 分) 

 

 

設計和方法 

_____ 探索解決需求或問題的替代方案 

_____ 初步設計方案 

_____ 建立一個樣板／模型 

_____ 測試樣板，如果需要，重新設計 

(16 分) 

執行: 建造和測試 

_____ 樣板顯示了預期的設計 

_____ 樣板經歷多種情況/多重試驗 

_____ 樣板顯示了工程技術和完整性 

_____ 紀錄薄- 整潔，有組織，反映學生的能力程度 

 

(16 分) 



展示 

_____年齡適當，獨立，整潔和別出心裁 

 

(4 分) 

 

總分 
 

 
_____/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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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mont 聯合學區 

2019 科學和工程展 
 
 

將此表格黏在你的展示板背面 
 

項目參展資料表格（Project Entry Information Form） 

 

學生姓名:  

 

學校:   

 

年級:   

 

班級老師:  

 

科學老師:   
 

組別: 

           科學研究 (Science Investigation) 

           工程項目(Engineering Project) 

 

項目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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