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學校/單位名稱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教務處化工科 

活動名稱 『科學檢驗一把罩』 

活動性質 
結合實務應用與科學理論，以科技檢驗實作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 

活動開始日期 104年 6月 26日 

活動結束日期 104年 10月 16日 

活動天數 7天 

活動內容簡介 科學檢驗之活動內容以科技儀器應用與生活檢驗技術的專業

學習層面為目標。以擴充學生科技新知，活絡學習知識城理

念，結合實務應用與科學理論，以科技檢驗技術激發學生學

習動機。 

參加對象 以本校高中職學生為主 

活動地點 萬能科技大學材料科學實驗教室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 150人 

預估經費 7萬元 

活動聯絡人 化工科主任 

聯絡電話 03-4981464-215 

郵件信箱 mu_hsun@gish.tyc.edu.tw  

學校/單位首頁 http://www.gish.tyc.edu.tw/bin/home.php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104年度「善用縣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科學檢驗一把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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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大學專業資源，激發高中職學習發展，強化技術能力建立學習信心。 

(二)引進大學特色專長課程，提供社區產業與學生專業技術教材與諮詢服務。 

(三)運用大學專業師資，開拓大學資源分享之廣度與深度，積極打造學習知識城。 

(四)透過各項科學實際操作活動，培養學生基本研究能力與動手實作的技能。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萬能科技大學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高中職部學生自由報名參加，計 150人。                                   

五、活動性質：  

    科學檢驗之活動內容以科技儀器應用與生活檢驗技術的專業學習層面為目

標。以擴充學生科技新知，活絡學習知識城理念，再結合實務應用與科學理論，以

科技檢驗技術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六、辦理方式： 

『科學檢驗』計畫 

計畫活動: ｢科學檢驗一把罩｣ 

(一)活動特色： 

   1.導入大學專業儀器資源、提升專業技能及分析檢驗應用能力 

   2.以分組進行主題教學，提高學習成效。 

       活動地點：萬能科技大學 

       課程主題：儀器分析應用、科學檢驗實作、技術專題製作           

(二)預計效益： 

   1.以科學檢驗實作課程印證科學原理學習。 

   2.結合產業技術、大學專業儀器設備資源，強化檢驗技術。 

   3.深化學生的學習動機，學校特色課程和科學創意。 

   4.轉化學校課程和教師的創新教學的能量，促進高中職特色發展。 

 



七、活動流程： 

  (一)『科學檢驗』計畫 

項

目 
日期 課程主體 時間及活動內容 課程提綱 

1 104/07/04(六) 
科學檢驗原理

介紹與操作 

08:00-17:00 

檢驗原理 

(全程實驗操作分成 16 組在兩間 

實驗室由 2位老師同時進行指導) 

1. 檢驗原理說明 

2. 操作技巧與整

體應用說明 

2 104/07/05(日) 生活檢察官 

08:00-17:00 

生活檢驗應用 

 (全程實驗操作分成 16 組在兩間實

驗室由 2 位老師同時進行指

導) 

1. 神奇的漂白水  

2. 抗老 C傳說 

3 104/07/06(一) 

科學檢驗原理

介紹與操作

(I) 

08:00-17:00 

分析儀器與設備原理 

(全程實驗操作分成 16 組在兩間 

實驗室由 2位老師同時進行指導) 

1.分析設備介紹 

2.儀器使用說明與

教導 

3. 儀器檢驗原理說

明 

4. 操作技巧說明 

4 104/09/13(日) 

科學檢驗原理

介紹與操作

(Ⅱ) 

08:00-17:00 

分析儀器與設備原理 

(全程實驗操作分成 16 組在兩間 

實驗室由 2位老師同時進行指導) 

1.分析設備介紹 

2.儀器使用說明與

教導 

3. 儀器檢驗原理

說明 

4. 操作技巧說明 

5 104/09/20(日) 
生活檢察官

(I) 

08:00-17:00 

專題實作-生活檢驗 

(全程實驗操作分成 16 組在兩間實

驗室由 2 位老師同時進行指

導) 

1.Ca2+離子分析  

2.SO4
2-離子分析  

6 104/10/04(日) 
生活檢察官

(Ⅱ) 

08:00-17:00 

專題實作-生活檢驗 

 (全程實驗操作分成 16組在兩間實

驗室由 2 位老師同時進行指

1. Fe2+離子檢驗  

2. Fe3+離子檢驗 



導) 

7 104/10/11(日) 
科學檢驗-科

學辦案(I) 

08:00-17:00 

專題實作 

 (全程實驗操作分成 16組在兩間實

驗室由 2 位老師同時進行指

導) 

1.科學檢驗的應用 

2.科學檢驗儀器說

明 

3.生活檢驗應用 

＊課程內容得依活動執行情況做適當調整。 

(二)內外聘講師授課時間表 

時間 
分組分班(每班 40

人) 
授課教師 地點 時間 備註 

7/4 
105班(40)人 校外講師 教室 5hr/天 

 
106班(20人一組) 校內講師*2 實驗室 7hr/天 

7/5 
106班(40)人 校外講師 教室 5hr/天 

 
105班(20人一組) 校內講師*2 實驗室 7hr/天 

7/6 
105班(40)人 校外講師 教室 5hr/天 

 
106班(20人一組) 校內講師*2 實驗室 7hr/天 

9/13 
205班(36人) 校外講師 教室 5hr/天 

 
206班(16人一組) 校內講師*2 實驗室 7hr/天 

9/20 
206班(32人) 校外講師 教室 5hr/天 

 
205班(18人一組) 校內講師*2 實驗室 7hr/天 

10/4 
205班(36人) 校外講師 教室 5hr/天 

 
206班(16人一組) 校內講師*2 實驗室 7hr/天 

10/11 

206班(32人) 校外講師 教室 5hr/天 
因課程連貫

性與人數安

排，故此次

課程取消 
205班(18人一組) 校內講師*2 實驗室 7hr/天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 

    『科學檢驗』－學生科學檢驗技術專業學習。 

     104年 6月 27日至 10月 18日、萬能科技大學材料科學實驗教室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計畫督導 校長：王炎川 督導整體計畫執行運作 



執行秘書 教務處主任：郭宗裕 統籌計畫執行與安排 

執行組長 教學組長：張謙尹 協助計畫執行與安排 

執行副組長 化工科主任：謝牧勳 計畫執行與安排及成果呈報 

課務組長 課務組長：謝曉玲 連絡學生及安排教室 

科學檢驗講師 萬能科技大學教師 計畫執行教師 

 

十、其他：  

補充說明: 

(一)結合大學專業資源，強化高中職學習發展，技術能力建立學習信心。 

      本校屬社區學校，鄰近觀音工業區，產業發展需要提供更多的技能學習環境，培

養專業技能與創意的技術人才，連結鄰近大學及科技大學形成策略聯盟學校，科

技化、多元化及注重環境教育，培育在地學子的「軟實力」，使之成為「桃園知

識城」的在地利基，未來能立足桃園、發展全國、放眼國際。 

(二)運用大學專業師資，資源分享之廣度與深度，積極打造學習知識城。 

      機場捷運線即將於 104年度全面通車，將串連內湖科學園區、南港經貿園區、桃

園科技工業園區、環保科技園區以及新竹科學園區形成產業樞紐，結合整體產業

科技發展及社區特有資源，發展特色課程，在「桃園知識城」的願景下帶動教育

的希望工程。 

(三)透過各項科學實際操作活動，培養學生基本研究能力與動手實作的技能。 

      本校屬經濟較為弱勢學區家長大都忙於生計，較無暇關切子女的學業表現，因此

學校教育功能則更顯得為重要，如何結合實務應用與科學理論，以科技檢驗技術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不止學生能受惠，更可利用學校規劃的整合課程開發學生創

造思考潛能，達到提昇整體社區學習風氣，活絡學習知識城理念。 

十一、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十二、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市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縣立觀音高中學校化工科 

103年度「善用縣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7月 4日（星期六）至 104年 7月 6日（星期一） 

活動名稱：科學檢驗原理介紹與操作與生活檢察官 

  

（萬能科技大學林麗惠老師講解活動流程） 
(萬能科技大學林麗惠教授講授檢驗科技應

用原理） 

  

(參加學生實際操作實驗) （萬能科技大學賴羽靖老師檢查實驗） 



縣立觀音高中學校化工科 

103 年度「善用縣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9月 13日（星期六）至 104年 10月 04日（星期六） 

活動名稱：生活檢察官 

  

（學生實際操作實驗） （學生實際操作實驗） 

  

（參加研習學生在萬能科技大學材料分析

實驗室進行實驗） 
（參加研習學生在萬能科技大學材料分析

實驗室進行實驗-老師們在一旁指導） 
 

 

 



 

縣立觀音高中學校化工科 

104年度「善用縣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心得感想 

 

承辦單位名稱： 縣立觀音高中教務處   協辦單位： 萬能科技大學   

活動名稱： 

活動期程：                         (共   天) 

活動地點 : 萬能科技大學妝品系 

參加科學檢驗一把罩研習活動心得 

 

                                                                                                       

 

                                                                         

 

                                                                       

 

                                                                                    

 

                                                                      

 

                                                                      

 

                                                                      

 

                                                                      

 

                                                                      

 

                                                                      

 

                                                                      

 

                                                                      

 

                                                                     



 

縣立觀音高中學校化工科 

103年度「善用縣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心得感想 

 

承辦單位名稱： 縣立觀音高中教務處   協辦單位： 萬能科技大學   

活動名稱：科學檢驗原理介紹與操作(I) 
活動期程：6 月 28 日至 6 月 30 日(共 3 天) 

活動地點 : 萬能科技大學妝品系 

參加科學檢驗一把罩研習活動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