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計畫摘要(20150825修正) 

 

學校名稱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活動名稱 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活動性質 自然與科技領域學生學習活動 

活動開始日期 2015/09/09 

活動結束日期 2015/09/16 

活動天數 2個半天 

活動內容簡介 透過環境議題介紹及空氣動力科學實驗操作，開發

學生創造思考潛能，培育航空城所需基礎科學認知

能力。 

參加對象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3-6年級學生 

活動地點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 30人 

預估經費 新台幣 15000元整 

活動聯絡人 黃慶化主任 

聯絡電話 03-3270501#210 

郵件信箱 frog@mail.dhes.tyc.edu.tw 

學校首頁 http://www.dhes.tyc.edu.tw/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環保飛機火箭科學週末營實施計畫(20150325修正) 

 

一、依據：桃園市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實現本市「桃園領航、教育飛揚-營造優質教育環境」願景。 

（二）打造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國際航空城」，培育學生航空科技的認知能力。 

（三）透過各項科學實際操作活動，開發學生創造思考潛能，培養學生基本研究能

力與動手實作的技能。 

（四）發展學生相互觀摩、合作學習的精神，促進經驗交流。探索科學的奧秘，激

發研究科學及科學創作的興趣。 

（五）藉由認識地球環境及能源議題，培養具有世界觀的未來公民。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開南大學、開南大學空運管理系暨研究所、開南大學綠色永續環

境志工團、開南大學飛翔學術服務社、開南大學祥和志工團、開南志工校園

獅子會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3～6年級學生 30名以上(包含弱勢學童 6名) 

五、活動性質：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飛機火箭科學週末營。 

六、辦理方式： 

（一）透過開南大學空運管理系支援之講師，介紹航空科學基本知識與架構。 

（二）藉由學員實際操作與分組討論，領略科學與航空動力原理原則。 

（三）發揮創意製作符合空氣及水動力原理之玩具，連結並深化學校內課程。 

（四）飛行器飛行原理海報展示，以圖像展示航空動力學，增進學童航空科學概

念。 

（五）由學員利用資源回收之環保材質親手製作玩具，建立資源回收及環境教育

之基礎。 



七、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2015/09/09 12:30~12:50 工作準備 工作小組 

12:50~13:00 報到(飛行原理海報展示) 工作小組 

13:00~13:10 始業式 大湖國小校長及工
作團隊 

13:20~14:10 航空概論：流體力學小實驗 開南大學孫國勛教
授及科普教育團隊 

14:10~16:00 紙飛機實作 開南大學孫國勛教
授及科普教育團隊 

16:10~17:00 環境恢復與整理 工作小組 

16:00~16:30 場地整理 
大湖國小校長及工

作團隊 

2015/09/16 12:30~12:50 工作準備 工作小組 

12:50~13:00 報到(飛行原理海報展示) 工作小組 

13:00~14:00 火箭發射原理 開南大學孫國勛教
授及科普教育團隊 

14:00~14:10 中場休息  

14:10~16:00 水動力火箭車實作 開南大學孫國勛教
授及科普教育團隊 

16:00~16:10 結業式 大湖國小校長及工
作團隊 

16:10~17:00 環境恢復與整理 工作小組 

 紙飛機實作 

 
1. 紙飛機飛行的基本物理現象是牛頓的運動三定律，在飛行物體上的作用力有重力、

升力、阻力、推進力等四種力量之作用，一切飛行現象都是由這些力的組合而成。

紙飛機由於飛行容易引出好奇心，促進學生探究相關概念的課題。若同學們能以萬

能的手，展現摺紙技巧、配置理想重心和精準微調舵翼，必定讓紙飛機如紅鶯豔麗

的迴旋飛行、如白路鷥絲夢幻的滯空滑翔。 

2. 一般飛行機的機翼翼弦線與機身基準線設有一架翼角，水平飛行時架翼角等於衝

角，爬升飛行時機身基準線與水平線的交角加上架翼角就是衝角。 



 

 水動力火箭車製作 

 
1. 以 1300c.c.容量以下之寶特瓶（測量時以滿水位至瓶口之容量計之）為基礎，進

行水動力火箭車本體製作，車輪需以廢棄光碟片製作，利用水為動力。 

2. 盡量使用創意性材料，避免使用非環保材料。 

3. 使用打氣筒充氣，水動力火箭車以裝有水及空氣壓力的氣瓶作為車體內的推進引

擎，結合動力車的簡易輪軸與底盤製作技巧，藉由牛頓的三運動定律產生的動力

向前疾行，不僅提高了製作技術的難度，也增加了機械原理的應用，不失為一種

寓教於樂的科學遊戲。 

4. 以回收的寶特瓶為車體引擎，並以廢棄的光碟片(或木輪)來製作車輪，教育同學

環保及資源回收的概念！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4 年 9 月 9 日及 16 日(星期三)下午於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

小學。 

九、組織與職掌：  

單位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校長 陳瑞宮 營主任 

開南大學 教授 孫國勛 講師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教師兼主任 黃慶化 執行長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教師兼組長 張劉素綾 行政組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教師兼組長 蔡育昇 行政組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教師兼組長 李天琴 行政組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志工 栢至人 行政組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 教師 陳仙姿 課程組 

開南大學科普教育志工群 教師 待聘 課程組 

開南大學綠色永續環境志工團 學生志工 學生 服務組 

開南大學飛翔學術服務社 學生志工 學生 服務組 

開南大學祥和志工團 學生志工 學生 服務組 

開南志工校園獅子會 學生志工 學生 服務組 

嘉義大學 學生志工 孫慈雅 行政助理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學生志工 孫煜桓 行政助理 

 

 



十、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市政府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十一、獎勵及補假： 

（一）承辦本活動之學校及工作人員，依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教職

員獎勵要點」標準，核敘嘉獎乙次 4名。 

（二）聯盟學校（即大專院校）之協辦單位，核頒獎狀乙幀以茲鼓勵。 

（三）非市屬學校之工作人員，由本府頒贈獎狀乙幀，並請相關學校依權責辦理敘獎，

以茲獎勵。 

（四）本活動於例假日進行，承辦本活動之學校工作人員，在不影響課務、不核支代

課鐘點費下，於六個月內補假一日。 

十二、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9月 9日（星期三）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學員簽到 
 

校長介紹教授 
 

  

開南大學孫教授 
 

教授示範教學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9月 9日（星期三）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學員反應熱烈 
 

學員反應熱烈 
 

  

孫教授親自指導 
 

孫教授講述原理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9月 16日（星期三）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教授指導、學員操作 
 

開南大學學生協助學員 
 

  

教授指導、學員操作 教授指導、學員操作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9月 16日（星期三）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孫教授指導成品測試 孫教授指導成品測試 
 

  

學員測試自己作品 
 

活動心得寫作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心得 

時間：104年 9月 9日及 16日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心得 

時間：104年 9月 9日及 16日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心得 

時間：104年 9月 9日及 16日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心得 

時間：104年 9月 9日及 16日 

活動名稱：環保飛機火箭科學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