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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演講主題

★★★★★★★★ 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探索如何建立優質科技博物館

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加強博物館之人文社會關懷

33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壹壹、世界科技博物館簡介、世界科技博物館簡介

貳、科技博物館與人文關懷貳、科技博物館與人文關懷

((一一))科技之美盡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技之美盡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二二))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三三))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

參、結論參、結論

44

••第一幕：兔子輸了第一幕：兔子輸了

龜兔賽跑續集龜兔賽跑續集

55

第二幕：兔子痛定思痛第二幕：兔子痛定思痛

起點
終點

66

第三幕：烏龜思索致勝之道第三幕：烏龜思索致勝之道

起點 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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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第四幕：龜兔賽跑表演賽第四幕：龜兔賽跑表演賽

起點 終點

88

歇後語歇後語 ( Afterthought( Afterthought ))

••在人生旅途中在人生旅途中 常會因時空轉換而扮常會因時空轉換而扮
演不同角色演不同角色

••當扮演兔子時除了信心更需要虛心當扮演兔子時除了信心更需要虛心

••當扮演烏龜時雖處於劣勢仍需思考當扮演烏龜時雖處於劣勢仍需思考
敗中求勝策略敗中求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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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育部施政四大主軸配合教育部施政四大主軸

◆◆培養現代國民（學科技的懷有人文思維、培養現代國民（學科技的懷有人文思維、

學人文的具備科技素養）學人文的具備科技素養）

◆◆建立台灣主體建立台灣主體（（of Taiwan, by Taiwan, of Taiwan, by Taiwan, 

for Taiwanfor Taiwan））

◆◆拓展全球視野拓展全球視野（（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ization, village of earthglobalization, village of earth））

◆◆強化社會關懷強化社會關懷

★★高雄工博館之人文關懷高雄工博館之人文關懷

1010

壹壹壹壹壹壹壹壹、、、、、、、、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世界科技櫥窗世界科技櫥窗世界科技櫥窗世界科技櫥窗世界科技櫥窗世界科技櫥窗世界科技櫥窗世界科技櫥窗

★★ 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

★★ 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

★★ 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

★★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

★★法國工業科技城法國工業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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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

The ExploratoriumThe Exploratorium

★★位於舊金山景點藝術宮，位於舊金山景點藝術宮，19691969年成立年成立。。

★★ 800800多件互動式展示，內容以物理為多件互動式展示，內容以物理為

主，涵蓋生物、化學、及數學等主，涵蓋生物、化學、及數學等。。

★★ 製作與維修部門，提供另類的展示製作與維修部門，提供另類的展示 。。

★★多樣化的教育推廣多樣化的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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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探索館外觀舊金山探索館外觀舊金山探索館外觀舊金山探索館外觀舊金山探索館外觀舊金山探索館外觀舊金山探索館外觀舊金山探索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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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展品互動展品互動展品互動展品：：：：實際體會騎腳踏車時肌肉的配合情形實際體會騎腳踏車時肌肉的配合情形實際體會騎腳踏車時肌肉的配合情形實際體會騎腳踏車時肌肉的配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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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繩子演示繩子演示繩子演示繩子演示繩子演示繩子演示繩子演示繩子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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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舊金山探索館維修工場以透明圍籬區隔維修工場以透明圍籬區隔維修工場以透明圍籬區隔維修工場以透明圍籬區隔

1616

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MeSci, National MeSci, National 
Museum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Museum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Innovation））））））））

★★ 位於東京都江東區，位於東京都江東區，20012001年年77月月1010日成立。日成立。

★★ 以尖端科學技術資訊傳達為宗旨，標榜參以尖端科學技術資訊傳達為宗旨，標榜參

與體驗型的展示型態與體驗型的展示型態，，與觀眾充分互動。與觀眾充分互動。

★★ 展示規劃以人類未來的走向為中心主旨，展示規劃以人類未來的走向為中心主旨，

分為「地球環境和國境」「技術革新和未分為「地球環境和國境」「技術革新和未

來」、「信息技術和社會」「生命的科學來」、「信息技術和社會」「生命的科學

和人」四個領域。和人」四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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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寛寛寛寛敞的大廳敞的大廳敞的大廳敞的大廳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日本科學未來館明亮寛寛寛寛敞的大廳敞的大廳敞的大廳敞的大廳

1818
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RealRealRealReal----timetimetimetime的呈現全球的氣象與溫度變化的呈現全球的氣象與溫度變化的呈現全球的氣象與溫度變化的呈現全球的氣象與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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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環境共生共榮的住屋模型

2020
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最受觀眾喜愛的機械人AsimoAsimoAsimoAsimoAsimoAsimoAsimoAsimo表演表演表演表演表演表演表演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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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超導磁浮列車超導磁浮列車超導磁浮列車超導磁浮列車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超導磁浮列車超導磁浮列車超導磁浮列車超導磁浮列車

2222
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未來的節能汽車未來的節能汽車未來的節能汽車未來的節能汽車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日本科學未來館－－－－未來的節能汽車未來的節能汽車未來的節能汽車未來的節能汽車

2323

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
Deutsches MuseumDeutsches Museum

★★★★★★★★ 位於德國慕尼黑位於德國慕尼黑位於德國慕尼黑位於德國慕尼黑，，，，位於德國慕尼黑位於德國慕尼黑位於德國慕尼黑位於德國慕尼黑，，，，19251925年成立年成立年成立年成立年成立年成立年成立年成立 。。。。。。。。

★★★★★★★★ 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科學技術展示區分為5050個個個個，，，，達達達達個個個個，，，，達達達達11萬萬萬萬萬萬萬萬8 8 千餘千餘千餘千餘千餘千餘千餘千餘

件件件件，，，，分別為原物分別為原物分別為原物分別為原物、、、、複製品或模型複製品或模型複製品或模型複製品或模型。。。。件件件件，，，，分別為原物分別為原物分別為原物分別為原物、、、、複製品或模型複製品或模型複製品或模型複製品或模型。。。。

★★★★★★★★ 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及科及科及科及科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展示方法重視最新的科學和技術，，，，及科及科及科及科

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和演變。。。。

2424
德意志博物館外觀德意志博物館外觀德意志博物館外觀德意志博物館外觀德意志博物館外觀德意志博物館外觀德意志博物館外觀德意志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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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
車輛與腳踏車展示單元車輛與腳踏車展示單元車輛與腳踏車展示單元車輛與腳踏車展示單元

2626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 鐘塔鐘塔鐘塔鐘塔

2727

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德意志博物館
展出第一次廿界大展出第一次廿界大展出第一次廿界大展出第一次廿界大展出第一次廿界大展出第一次廿界大展出第一次廿界大展出第一次廿界大
單時期客貨飛機單時期客貨飛機單時期客貨飛機單時期客貨飛機單時期客貨飛機單時期客貨飛機單時期客貨飛機單時期客貨飛機

2828

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Chicago)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Chicago)

★★★★★★★★ 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位於世界哥倫布博覽會遺址，，，，19331933年成年成年成年成年成年成年成年成

立立立立，，，，佔地佔地佔地佔地立立立立，，，，佔地佔地佔地佔地6767萬平方英尺萬平方英尺萬平方英尺萬平方英尺。。。。萬平方英尺萬平方英尺萬平方英尺萬平方英尺。。。。

★★★★★★★★ 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展覽多以貼近民眾生活的科學與技術為

主主主主，，，，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主主主主，，，，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多以娛樂手法傳播科學和工藝技術

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2929

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外觀

3030

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魔法城堡展示魔法城堡展示魔法城堡展示魔法城堡展示魔法城堡展示魔法城堡展示魔法城堡展示魔法城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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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
火車的故事展示單元火車的故事展示單元火車的故事展示單元火車的故事展示單元

3232
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U-505 潛水艇潛水艇潛水艇潛水艇

3333

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
((CitCit ’’ e des Sciences et de le des Sciences et de l’’ Industrie)Industrie)

★★★★★★★★ 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位於巴黎東北部維雷特園區( la Villette)( la Villette)

19861986年開幕館區年開幕館區年開幕館區年開幕館區。。。。年開幕館區年開幕館區年開幕館區年開幕館區。。。。

★★★★★★★★ 包含天文館包含天文館包含天文館包含天文館、、、、水族館水族館水族館水族館、、、、包含天文館包含天文館包含天文館包含天文館、、、、水族館水族館水族館水族館、、、、3D3D電影院電影院電影院電影院、、、、全天全天全天全天電影院電影院電影院電影院、、、、全天全天全天全天

幕電影院及幕電影院及幕電影院及幕電影院及幕電影院及幕電影院及幕電影院及幕電影院及CinaxeCinaxe動感電影院動感電影院動感電影院動感電影院。。。。動感電影院動感電影院動感電影院動感電影院。。。。

★★★★★★★★ 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太空太空太空太空、、、、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展示內容包含數學、、、、太空太空太空太空、、、、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醫學等醫學等醫學等醫學等。。。。、、、、醫學等醫學等醫學等醫學等。。。。

3434

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3535

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法國科學工業城館區全景

3636
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天文館天文館天文館天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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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7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五五五五0 年代的法國潛水艇年代的法國潛水艇年代的法國潛水艇年代的法國潛水艇 3838

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頭髮頭髮頭髮頭髮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法國科學工業城－－－－頭髮頭髮頭髮頭髮

密碼展示密碼展示密碼展示密碼展示密碼展示密碼展示密碼展示密碼展示，，，，，，，，帶領觀眾探帶領觀眾探帶領觀眾探帶領觀眾探
頭髮世界中所蘊藏的科頭髮世界中所蘊藏的科頭髮世界中所蘊藏的科頭髮世界中所蘊藏的科
學原理和學原理和學原理和學原理和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3939

““““““““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

★★ LOREALLOREAL的科學家和法國的科學家和法國
科學工業城科學工業城 博物館學家合博物館學家合
作的成果，耗時兩年。作的成果，耗時兩年。

★★本展自本展自20012001年年66月首次展月首次展
出，展覽先後於荷蘭、葡出，展覽先後於荷蘭、葡
萄牙、德國、芬蘭、英國萄牙、德國、芬蘭、英國
和墨西哥、香港和大陸北和墨西哥、香港和大陸北
京。京。

4040

““““““““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頭髮密碼””””””””

★★ 參與創造過程包括生物學參與創造過程包括生物學
、計量學、美容測量學、、計量學、美容測量學、
物理計算、分子模型、應物理計算、分子模型、應
用物理、顯微術、機器工用物理、顯微術、機器工
作坊以及感觀分作坊以及感觀分 析等析等10 10 個個
LOREALLOREAL實驗室，約有實驗室，約有4040
位研究人員位研究人員 根據法國科學工業城根據法國科學工業城 設計隊伍的要求設計隊伍的要求
，利用電子及光，利用電子及光 學顯學顯 微鏡及錄像顯微微鏡及錄像顯微 鏡等實驗器鏡等實驗器
材，將研究人員專業成果展現出來。材，將研究人員專業成果展現出來。

4141

探索頭髮的密碼探索頭髮的密碼探索頭髮的密碼探索頭髮的密碼探索頭髮的密碼探索頭髮的密碼探索頭髮的密碼探索頭髮的密碼

★★★★★★★★一般人平均有一般人平均有1010萬萬--1515萬萬
根頭髮根頭髮，，每根頭髮可承每根頭髮可承
受受100100克重量，克重量， 整頭頭髮整頭頭髮
可承受可承受 1212公噸的重量，公噸的重量，
相當每隻非洲象的體重。相當每隻非洲象的體重。

★★★★★★★★頭髮生長每天頭髮生長每天0.30.3--0.50.5毫米，每月毫米，每月11--1.51.5厘，每厘，每 年年1212--1515厘米。厘米。

★★★★★★★★ ““ shampooshampoo來自印度語來自印度語““ chmpmchmpm””，意思是按摩或揉捏。，意思是按摩或揉捏。

★★★★★★★★孩子每天的脫發數量為孩子每天的脫發數量為9090根，成長以後會增至根，成長以後會增至120120根。根。

★★★★★★★★非洲和歐洲人較亞洲人容易禿頭。非洲和歐洲人較亞洲人容易禿頭。

★★★★★★★★頭髮是身體生長第頭髮是身體生長第22快的組織，僅次於骨髓。快的組織，僅次於骨髓。

★★★★★★★★11厘米長頭髮足以記錄人過去厘米長頭髮足以記錄人過去11個月的飲食及生活習慣。個月的飲食及生活習慣。
4242

貳、科技博物館與人文關懷貳、科技博物館與人文關懷

((一一))科技之美盡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技之美盡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二二))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三三))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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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科技之美盡在科技之美盡在科技之美盡在科技之美盡在科技之美盡在科技之美盡在科技之美盡在科技之美盡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二世界第二世界第二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展示面積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二世界第二世界第二

★★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 科技展品之美科技展品之美科技展品之美科技展品之美科技展品之美科技展品之美科技展品之美科技展品之美

★★ 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

4444

歷史的軌跡歷史的軌跡

••七十五年七月成立籌備處。七十五年七月成立籌備處。

••七十七年十一月行政院核定建館整體計畫。七十七年十一月行政院核定建館整體計畫。

••七十八年十月二日動工興建。七十八年十月二日動工興建。

••八十六年一月一日奉行政院及教育部核定改制八十六年一月一日奉行政院及教育部核定改制

正式成立。正式成立。

••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南區啟用。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南區啟用。

••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基地公園開放。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基地公園開放。

••八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正式開館。八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正式開館。

••九十一年十月圖書室、視聽室由北館搬遷至南館，配合統九十一年十月圖書室、視聽室由北館搬遷至南館，配合統
整成立圖書、研究中心。整成立圖書、研究中心。

4545

創造歷史的掌舵手創造歷史的掌舵手

•• 7373年年~85~85年年88月：籌備處周肇基主任月：籌備處周肇基主任

•• 8585年年88月月~87~87年年77月：王清波館長月：王清波館長

•• 8787年年77月月~91~91年年33月：謝義勇館長月：謝義勇館長

•• 9191年年55月月~93~93年年55月：顏鴻森館長月：顏鴻森館長

•• 9494年年11月月~               ~               ：王駿發館長：王駿發館長

4646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北館北館
1818個常設廳個常設廳個常設廳個常設廳個常設廳個常設廳個常設廳個常設廳
33個臨展廳個臨展廳個臨展廳個臨展廳個臨展廳個臨展廳個臨展廳個臨展廳

4747

常設展示廳常設展示廳

★★航空與太空航空與太空展示廳展示廳 ★★服裝與紡織展示廳服裝與紡織展示廳

★★交通與文明交通與文明展示廳展示廳 ★★中華科技中華科技展示廳展示廳

★★水資源利用水資源利用展示廳展示廳 ★★生物與科技生物與科技展示廳展示廳

★★科學開門科學開門展示廳展示廳 ★★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展示廳展示廳

★★食品工業食品工業展示廳展示廳 ★★動力與機械動力與機械展示廳展示廳

★★電子世界電子世界展示廳展示廳 ★★電腦與通訊展示廳電腦與通訊展示廳

4848

臨特展臨特展
★★台灣工業史蹟館台灣工業史蹟館

★★台灣電信百年風華台灣電信百年風華__電信文物展電信文物展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生物多樣性與人類

★★多樣性台灣多樣性台灣 特展特展

~~熱門展廳活動熱門展廳活動~~

★★災害防治新體驗災害防治新體驗~921~921地震體驗屋地震體驗屋

★★戰機飛行體驗模擬機戰機飛行體驗模擬機

★★IMAX IMAX 大銀幕電影院大銀幕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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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9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南館南館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蒐藏庫蒐藏庫蒐藏庫蒐藏庫蒐藏庫蒐藏庫蒐藏庫蒐藏庫
專業圖書室專業圖書室專業圖書室專業圖書室專業圖書室專業圖書室專業圖書室專業圖書室
出版中心出版中心出版中心出版中心出版中心出版中心出版中心出版中心
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資訊中心
會議中心會議中心會議中心會議中心會議中心會議中心會議中心會議中心

5050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希望之塔完成於希望之塔完成於希望之塔完成於希望之塔完成於希望之塔完成於希望之塔完成於希望之塔完成於希望之塔完成於8989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212月月月月月月月月44日日日日，，，，以水以水以水以水日日日日，，，，以水以水以水以水
鐘為展示主軸鐘為展示主軸鐘為展示主軸鐘為展示主軸，，，，以以以以鐘為展示主軸鐘為展示主軸鐘為展示主軸鐘為展示主軸，，，，以以以以
燈光燈光燈光燈光、、、、顏色及聲音顏色及聲音顏色及聲音顏色及聲音燈光燈光燈光燈光、、、、顏色及聲音顏色及聲音顏色及聲音顏色及聲音
表示不同時間表示不同時間表示不同時間表示不同時間。。。。表示不同時間表示不同時間表示不同時間表示不同時間。。。。

5151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渾天儀含避雷針渾天儀含避雷針渾天儀含避雷針渾天儀含避雷針渾天儀含避雷針渾天儀含避雷針渾天儀含避雷針渾天儀含避雷針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6.276.27米米米米米米米米((含避雷含避雷含避雷含避雷含避雷含避雷含避雷含避雷

針針針針針針針針4747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總重總重總重總重，，，，總重總重總重總重

量為量為量為量為量為量為量為量為58005800公斤公斤公斤公斤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5252

科技大道景觀科技大道景觀科技大道景觀科技大道景觀科技大道景觀科技大道景觀科技大道景觀科技大道景觀

定期更換草花定期更換草花定期更換草花定期更換草花定期更換草花定期更換草花定期更換草花定期更換草花

，，，，足夠容納樂足夠容納樂足夠容納樂足夠容納樂，，，，足夠容納樂足夠容納樂足夠容納樂足夠容納樂

儀隊整齊操演儀隊整齊操演儀隊整齊操演儀隊整齊操演儀隊整齊操演儀隊整齊操演儀隊整齊操演儀隊整齊操演

進場進場進場進場，，，，為重要為重要為重要為重要進場進場進場進場，，，，為重要為重要為重要為重要

的迎賓大道的迎賓大道的迎賓大道的迎賓大道的迎賓大道的迎賓大道的迎賓大道的迎賓大道。。。。。。。。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5353

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追風廣場為本館大型

戶外活動場所戶外活動場所戶外活動場所戶外活動場所，，，，內設內設內設內設戶外活動場所戶外活動場所戶外活動場所戶外活動場所，，，，內設內設內設內設

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環形水泥步道及廣大

草皮草皮草皮草皮，，，，最受民眾喜愛最受民眾喜愛最受民眾喜愛最受民眾喜愛草皮草皮草皮草皮，，，，最受民眾喜愛最受民眾喜愛最受民眾喜愛最受民眾喜愛

的遊憩場所之一的遊憩場所之一的遊憩場所之一的遊憩場所之一的遊憩場所之一的遊憩場所之一的遊憩場所之一的遊憩場所之一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5454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二樓咖啡藝廊視野極佳



NSTM 10

5555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IMAXIMAX 立體電影立體電影立體電影立體電影立體電影立體電影立體電影立體電影

院從玻璃外即可院從玻璃外即可院從玻璃外即可院從玻璃外即可院從玻璃外即可院從玻璃外即可院從玻璃外即可院從玻璃外即可

看到機器操作情看到機器操作情看到機器操作情看到機器操作情看到機器操作情看到機器操作情看到機器操作情看到機器操作情

形形形形，，，，提供觀眾另提供觀眾另提供觀眾另提供觀眾另形形形形，，，，提供觀眾另提供觀眾另提供觀眾另提供觀眾另

類展示的樂趣類展示的樂趣類展示的樂趣類展示的樂趣。。。。類展示的樂趣類展示的樂趣類展示的樂趣類展示的樂趣。。。。

5656

�IMAX 3D立體
鯊魚
L5：第一個太空城市
南非大冒險
純屬3D意外

�IMAX 2D廣角
神祕南極

�台灣生命的呼喚
黑神駒前傳
聖母峰

電影大不同電影大不同電影大不同電影大不同～～～～大銀幕電影大銀幕電影大銀幕電影大銀幕電影

5757 5858

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建築景觀之美

園區綠蔭小徑園區綠蔭小徑園區綠蔭小徑園區綠蔭小徑園區綠蔭小徑園區綠蔭小徑園區綠蔭小徑園區綠蔭小徑

5959

科技展品示之美科技展品示之美科技展品示之美科技展品示之美科技展品示之美科技展品示之美科技展品示之美科技展品示之美

風箏展風箏展風箏展風箏展

6060
運動科學展運動科學展運動科學展運動科學展



NSTM 11

6161
老房子變新店舖老房子變新店舖老房子變新店舖老房子變新店舖-袖珍藝術展袖珍藝術展袖珍藝術展袖珍藝術展

6262
「「「「神探再現神探再現神探再現神探再現-科學辦案科學辦案科學辦案科學辦案」」」」特特特特展展展展

6363

2003飛行季復原萊特兄弟飛行者一號飛行季復原萊特兄弟飛行者一號飛行季復原萊特兄弟飛行者一號飛行季復原萊特兄弟飛行者一號1/2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中華航空公司捐贈中華航空公司捐贈中華航空公司捐贈中華航空公司捐贈））））

6464
2003飛行季飛行季飛行季飛行季JT-9D引擎引擎引擎引擎（（（（中華航空公司捐贈中華航空公司捐贈中華航空公司捐贈中華航空公司捐贈））））

6565

科學開門特科學開門特科學開門特科學開門特展展展展

6666

科學開門小故事科學開門小故事



NSTM 12

6767

科學開門留言板科學開門留言板

6868

奈米特展奈米特展奈米特展奈米特展－－－－金雕螞蟻金雕螞蟻金雕螞蟻金雕螞蟻
呈現手工雕刻的精密度呈現手工雕刻的精密度呈現手工雕刻的精密度呈現手工雕刻的精密度

6969

戰機飛行體驗模擬機戰機飛行體驗模擬機

7070

地震體驗屋地震體驗屋

7171科學開門海報科學開門海報

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

7272風箏展海報風箏展海報風箏展海報風箏展海報風箏展海報風箏展海報風箏展海報風箏展海報



NSTM 13

7373奈米特展海報奈米特展海報奈米特展海報奈米特展海報奈米特展海報奈米特展海報奈米特展海報奈米特展海報 7474

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文宣出版品之美

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海報

7575紙的紙的紙的紙的紙的紙的紙的紙的DNADNA特展海報特展海報特展海報特展海報特展海報特展海報特展海報特展海報 7676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產業文化資產特展海報

7777運動科學展海報運動科學展海報運動科學展海報運動科學展海報運動科學展海報運動科學展海報運動科學展海報運動科學展海報 7878羅浮宮埃及展海報羅浮宮埃及展海報羅浮宮埃及展海報羅浮宮埃及展海報羅浮宮埃及展海報羅浮宮埃及展海報羅浮宮埃及展海報羅浮宮埃及展海報



NSTM 14

7979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戀戀煙塵火車特展海報 8080魔法森林特展海報魔法森林特展海報魔法森林特展海報魔法森林特展海報魔法森林特展海報魔法森林特展海報魔法森林特展海報魔法森林特展海報

818120052005年電影節海報年電影節海報年電影節海報年電影節海報年電影節海報年電影節海報年電影節海報年電影節海報 8282

大有看頭—工博館2004大銀幕電影節

2004/06/212004/06/21

簡介：簡介：

去年短短七天時間的工博館電影週，創下上萬人次的觀賞人潮，立體電影的逼真精彩效果以及廣角電影所捕捉到的難得鏡頭，讓觀眾直呼過癮，好去年短短七天時間的工博館電影週，創下上萬人次的觀賞人潮，立體電影的逼真精彩效果以及廣角電影所捕捉到的難得鏡頭，讓觀眾直呼過癮，好評不斷評不斷

。今年大銀幕電影節再度推出精彩影片，千萬別錯過。今年大銀幕電影節再度推出精彩影片，千萬別錯過……。。

神秘埃及神秘埃及昆蟲世界昆蟲世界麥可喬登麥可喬登

肆、電影節目表：肆、電影節目表：

參、觀賞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參、觀賞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IMAXIMAX大銀幕電影院大銀幕電影院

貳、活動內容：有立體電影貳、活動內容：有立體電影44部、廣角電影部、廣角電影77部供民眾選擇觀賞。部供民眾選擇觀賞。

壹、活動日期：壹、活動日期：93/07/0393/07/03（六）（六）-- 93/07/1893/07/18（六）（六） 7/57/5、、7/127/12週一休館週一休館

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 Electronic News

8383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 非制式非制式非制式非制式非制式非制式非制式非制式（（（（（（（（InformalInformal ））））））））教育場所教育場所教育場所教育場所教育場所教育場所教育場所教育場所

★★ 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即所謂即所謂即所謂即所謂「「「「三三三三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博物館的最終理想目標，，，，即所謂即所謂即所謂即所謂「「「「三三三三 EE」」」」」」」」

▲▲Educate  Educate  ：：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

▲▲Enrich    Enrich    ：：充實人生充實人生充實人生充實人生充實人生充實人生充實人生充實人生

▲▲EntertainEntertain：：供給娛樂供給娛樂供給娛樂供給娛樂供給娛樂供給娛樂供給娛樂供給娛樂

8484

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科學工藝博物館與科學工藝博物館與科學工藝博物館與科學工藝博物館與STS (NSTM & STS)STS (NSTM & STS)STS (NSTM & STS)STS (NSTM & STS)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Science)(Science)(Science)(Science)：：：：創立基礎科教之環境創立基礎科教之環境創立基礎科教之環境創立基礎科教之環境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s for Learning    

Primary Science Education)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Technology)(Technology)(Technology)(Technology)：：：：提供科技新知之場域提供科技新知之場域提供科技新知之場域提供科技新知之場域
(Offer a Field for the Newly-InnovativeTechnology)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Society)(Society)(Society)(Society)：：：：提供自由探索之機會提供自由探索之機會提供自由探索之機會提供自由探索之機會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elf-Oriented 
Explor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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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

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科學教育目標科學教育目標科學教育目標科學教育目標::::
科學的理論知識科學的理論知識科學的理論知識科學的理論知識

(Theoretic Knowledge of Science)(Theoretic Knowledge of Science)(Theoretic Knowledge of Science)(Theoretic Knowledge of Science)

科學的推理探索科學的推理探索科學的推理探索科學的推理探索
(Inferable Exploration of Science)(Inferable Exploration of Science)(Inferable Exploration of Science)(Inferable Exploration of Science)

科學的實驗探究科學的實驗探究科學的實驗探究科學的實驗探究
(Trial Exploration of  Science(Trial Exploration of  Science(Trial Exploration of  Science(Trial Exploration of  Science

科學的學習態度科學的學習態度科學的學習態度科學的學習態度
(Learning Attitude of Science)(Learning Attitude of Science)(Learning Attitude of Science)(Learning Attitude of Science)

社會的密切關切社會的密切關切社會的密切關切社會的密切關切
(Close Concern of Society)(Close Concern of Society)(Close Concern of Society)(Close Concern of Society) 4

8686

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1) 
(Real Examples in NSTM)

. 馬蓋先科學求生營馬蓋先科學求生營馬蓋先科學求生營馬蓋先科學求生營：：：：遭遇困難遭遇困難遭遇困難遭遇困難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問問問問
題題題題 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 獲得知識獲得知識獲得知識獲得知識
(Macgyver Science Survival Camp: Encounter 

Problem, Discuss problem,  Solve Problem, Get 
Knowledges)

See Attached PowerPoint file  # 1 
and Video file # 2

6

8787

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2) 
(Real Examples in NSTM)

. 陀螺儀在陀螺儀在陀螺儀在陀螺儀在SEGWAY上的應用上的應用上的應用上的應用：：：：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童玩童玩童玩童玩，，，，陀螺定位陀螺定位陀螺定位陀螺定位、、、、智慧延伸智慧延伸智慧延伸智慧延伸、、、、現代現代現代現代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7 8888

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工博館之創意科教活動實例(3) 
(Real Examples in NSTM)

. 高溫超導磁浮競賽高溫超導磁浮競賽高溫超導磁浮競賽高溫超導磁浮競賽
(High Temperature Super Conductor Magnetic 
Floating  Contest) 

8

8989

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科技社會 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創意生活
七七七七、、、、創意謝讓詞創意謝讓詞創意謝讓詞創意謝讓詞:
創意科教活動比賽創意科教活動比賽創意科教活動比賽創意科教活動比賽，，，，優勝隊上臺領獎並口頌一段順口溜優勝隊上臺領獎並口頌一段順口溜優勝隊上臺領獎並口頌一段順口溜優勝隊上臺領獎並口頌一段順口溜：：：：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你輸我贏沒關係你輸我贏沒關係你輸我贏沒關係你輸我贏沒關係、、、、下次下次下次下次
機機機機會讓給你會讓給你會讓給你會讓給你，，，，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三二一、、、、有本事有本事有本事有本事、、、、再再再再
來比來比來比來比 一比一比一比一比，，，，((((雙手放在膝蓋上雙手放在膝蓋上雙手放在膝蓋上雙手放在膝蓋上，，，，90909090度深深度深深度深深度深深
一鞠躬一鞠躬一鞠躬一鞠躬))))，，，，

謝謝各位的承讓謝謝各位的承讓謝謝各位的承讓謝謝各位的承讓」」」」
如此一段謝讓詞如此一段謝讓詞如此一段謝讓詞如此一段謝讓詞，，，，讓學員間彼此禮讓與受尊崇讓學員間彼此禮讓與受尊崇讓學員間彼此禮讓與受尊崇讓學員間彼此禮讓與受尊崇，，，，
遠遠比一些優勝劣敗要來得有意義許多遠遠比一些優勝劣敗要來得有意義許多遠遠比一些優勝劣敗要來得有意義許多遠遠比一些優勝劣敗要來得有意義許多

9
909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本館設施舉辦之科教活動

小火車活動小火車活動小火車活動小火車活動小火車活動小火車活動小火車活動小火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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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1
復古蒸汽小火車復古蒸汽小火車復古蒸汽小火車復古蒸汽小火車復古蒸汽小火車復古蒸汽小火車復古蒸汽小火車復古蒸汽小火車

9292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配合展示舉辦之科教活動

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百變塑膠百變塑膠百變塑膠百變塑膠百變塑膠百變塑膠百變塑膠百變塑膠

9393運動展運動展運動展運動展運動展運動展運動展運動展--挑戰體能活動挑戰體能活動挑戰體能活動挑戰體能活動挑戰體能活動挑戰體能活動挑戰體能活動挑戰體能活動 9494
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兒童科學園--表情機器人表情機器人表情機器人表情機器人表情機器人表情機器人表情機器人表情機器人

9595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闖關活動闖關活動闖關活動闖關活動、、、、闖關活動闖關活動闖關活動闖關活動

街頭物理活動街頭物理活動街頭物理活動街頭物理活動街頭物理活動街頭物理活動街頭物理活動街頭物理活動
9696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桃花源季系列活動桃花源季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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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7

四四四四、、、、科技講座科技講座科技講座科技講座四四四四、、、、科技講座科技講座科技講座科技講座

神探再現講座神探再現講座神探再現講座神探再現講座神探再現講座神探再現講座神探再現講座神探再現講座

（（（（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國際知名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 9898

藝術與科學講座藝術與科學講座藝術與科學講座藝術與科學講座藝術與科學講座藝術與科學講座藝術與科學講座藝術與科學講座

（（（（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國家太空計畫室吳作樂主任））））

9999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全國性科技競賽全國性科技競賽全國性科技競賽全國性科技競賽全國性科技競賽全國性科技競賽全國性科技競賽全國性科技競賽

思源科技創意競賽思源科技創意競賽思源科技創意競賽思源科技創意競賽思源科技創意競賽思源科技創意競賽思源科技創意競賽思源科技創意競賽 100100
高溫超導競賽高溫超導競賽高溫超導競賽高溫超導競賽高溫超導競賽高溫超導競賽高溫超導競賽高溫超導競賽

101101機器人大賽機器人大賽機器人大賽機器人大賽機器人大賽機器人大賽機器人大賽機器人大賽 102102

六六六六、、、、冬冬冬冬、、、、六六六六、、、、冬冬冬冬、、、、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

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環境親善大使冬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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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生物科技夏令營生物科技夏令營生物科技夏令營生物科技夏令營生物科技夏令營生物科技夏令營生物科技夏令營生物科技夏令營 104104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96/02/1696/02/16頭髮吊大象活動報導頭髮吊大象活動報導

地點：頑皮世界動物園地點：頑皮世界動物園

挑戰世界紀錄挑戰世界紀錄

105105

終於完成壯舉終於完成壯舉~~YEI~~YEI

106106

所有工作人員所有工作人員~~~~辛苦ㄌ辛苦ㄌ

107107

王館長、觀眾見證人與蘇縣長表示王館長、觀眾見證人與蘇縣長表示

~~~~成功成功

108108

現場六位見證人齊喊現場六位見證人齊喊~~~~成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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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9

記者問小朋友記者問小朋友~~~~您覺得如何您覺得如何??

為何不為何不為何不為何不為何不為何不為何不為何不
吊大象吊大象吊大象吊大象吊大象吊大象吊大象吊大象

抗
議
人 110110

縣長結語縣長結語~~挑戰成功啦挑戰成功啦

111111

總載總載重重7.87.8噸噸

現在還不到8噸已經~~離地ㄌ

112112

一定要好好檢查一定要好好檢查~~真的是真的是””坨坨””髮ㄝ髮ㄝ

113113

記者訪問大象心得記者訪問大象心得~~~~~~

有點怕又想玩

114114

館長與馴象師對話館長與馴象師對話

二十年來就
怕洩漏體重

大象在
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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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15

馴象師與愛麗美對話馴象師與愛麗美對話

~~｢涼快舒服ㄌ，可以告訴
我感想嗎？」

WHY

116116

ㄞㄞ~~等等好久好久~~~~

被鬧的心情都不好ㄌ被鬧的心情都不好ㄌ

117117

抗議意見我們一定會尊重抗議意見我們一定會尊重
~~~~~~更考慮大象愛麗美的意願更考慮大象愛麗美的意願

唉~夾心餅乾

118118

動物園說動物園說︰︰不不要來亂ㄌ要來亂ㄌ~~~~

保育我專業
要作秀鬧場
別到動物園

終於生
氣啦~~

119119

現場抗議事件現場抗議事件~~~~~~ㄟㄟ~~~~ㄟㄟ

我找名片~~
記得給我們記者
抗議文件的電子檔

給各位我們準
備的抗議書信

120120

為何抗議為何抗議??

我要
抗議

大家看看~~
那有什麼問題ㄋ

該出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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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1

眾人期待著眾人期待著~~~~~~吊大象活動開始吊大象活動開始

122122

大象就定位大象就定位~~~~頭髮也就定位ㄌ頭髮也就定位ㄌ

123123

有點奇怪的布索有點奇怪的布索~~~~我看看我看看

親戚朋友都來助陣ㄛ~~~加油 124124

現場八台現場八台SNGSNG採訪車採訪車~~~~今天最熱鬧今天最熱鬧

用麥克風才能說明更清楚一點

125125

大家看那坨髮繩大家看那坨髮繩~~~~~~

12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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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27

不是我怕他不是我怕他~~~~~~老黃那個鼻子比我長老黃那個鼻子比我長
~~~~很討厭ㄟ很討厭ㄟ

128128

英雄兩合作一定會成功英雄兩合作一定會成功

129129

告訴妳告訴妳~~~~~~今天是大場面ㄛ今天是大場面ㄛ
~~~~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130130

髮繩製作步驟圖髮繩製作步驟圖((ㄧㄧ))

1000根髮(約3cm寬)成小髮辮小髮辮小髮辮小髮辮

四組小髮辮(4000根髪)成為髮束髮束髮束髮束

接長-伸縮結

131131

髮繩製作步驟圖髮繩製作步驟圖((二二))

四組大髮辮(64000根髪)成為髮串髮串髮串髮串

四組髮束(16000根髪)成為大髮辮大髮辮大髮辮大髮辮

132132

五條髮五條髮繩構合圖繩構合圖
與繩結交叉編織成為髮繩髮繩髮繩髮繩

實際調整--力量均佈

規劃-環扣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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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33

載具載具33噸噸

134134

96/02/0396/02/03試吊試吊1010噸噸~~~~成功成功

135135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輔助偏遠地區中小學科教活教動

★★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

★★★★★★★★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

★★★★★★★★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校科技紮根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136136

「「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

••9494年工博館規劃辦理偏遠地區原住民學校年工博館規劃辦理偏遠地區原住民學校
「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活動「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活動

••對象為南投縣仁愛鄉平靜、合作、廬山國對象為南投縣仁愛鄉平靜、合作、廬山國
小、信義鄉新鄉、久美、東埔、愛國、羅小、信義鄉新鄉、久美、東埔、愛國、羅
娜國小等學校師生娜國小等學校師生

137137南投縣原住民學校學生排隊參與「天外飛仙」的遊戲 (94/12/21)

「「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

138138

「「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

南投縣原住民學校學生排隊參與「我是神槍手」的遊戲 (9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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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39

「「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

原住民小朋友對「念力棒」的原理感到興趣 (94/12/21) 140140

「「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

原住民小朋友正操作竹筷槍射擊 (94/12/21)

141141

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

••9494年工博館規劃辦理中區兒童創意學習營年工博館規劃辦理中區兒童創意學習營

••自然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為活動主軸，多元自然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為活動主軸，多元
民族與文化課程安排，增進原住民兒童對民族與文化課程安排，增進原住民兒童對
自然科學的興趣、建立自信及激發潛能。自然科學的興趣、建立自信及激發潛能。

••對象為中部地區對象為中部地區((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苗栗、台中、南投、彰化))
之原住民國小五、六年級學生。之原住民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142142

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

營隊團體照(94/8/22~94/8/26)

143143

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

參觀保育教育館(94/8/22~94/8/26) 144144

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

DNA—生命密碼戰 (94/8/22~9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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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45

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原住民兒童自然科學創意學習營

溪頭採集植物並製作植物標本(94/8/22~94/8/26) 146146

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

校科技紮根活動校科技紮根活動

••將科技教育推廣主動深入偏遠地區服務，將科技教育推廣主動深入偏遠地區服務，
兼顧社會關懷與文化素養的提升，平衡城兼顧社會關懷與文化素養的提升，平衡城
鄉教育落差，達成全民科技素養的目標。鄉教育落差，達成全民科技素養的目標。

••9494、、9595年度年度88場，對象為屏東瑪家鄉佳義、場，對象為屏東瑪家鄉佳義、
北葉、萬安、三地國小，高雄縣桃源、興北葉、萬安、三地國小，高雄縣桃源、興
中、建山、民生國小，及台南縣市、澎湖中、建山、民生國小，及台南縣市、澎湖
縣市等南部八縣市偏遠地區及原住民族國縣市等南部八縣市偏遠地區及原住民族國
小師生小師生

••9696年度年度 預計預計1010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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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
校科技紮根活動校科技紮根活動

屏東佳義國小原住民小朋友玩「永遠裝不滿的水杯」(94/10/25) 148148

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
校科技紮根活動校科技紮根活動

桃園縣國小原住民小朋友玩「念力電梯」(94/11/01)

149149

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
校科技紮根活動校科技紮根活動

高縣民生國小原住民小朋友玩「倒立的小丑」(94/11/11) 150150

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輔助南部偏遠地區及原住民中小學
校科技紮根活動校科技紮根活動

桃園國小原住民小朋友玩「不平衡的平衡」(9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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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希望老師成為工博館智庫希望老師成為工博館智庫、、學生成為智工學生成為智工

��發揮創新發揮創新、打拼與人文社會關懷的精神、打拼與人文社會關懷的精神

並作為人生之座右銘並作為人生之座右銘

152152

成立導覽科技智工成立導覽科技智工
★★成立過程成立過程

◆◆擬定計畫擬定計畫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大專院校教授合作成立展示廳諮「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大專院校教授合作成立展示廳諮

詢顧問團計畫」詢顧問團計畫」。。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成立智庫群：依據教授專業領域選擇展示廳擔任顧問成立智庫群：依據教授專業領域選擇展示廳擔任顧問。。

˙̇成立智工群：由教授推薦旗下優秀研究生擔任導覽成立智工群：由教授推薦旗下優秀研究生擔任導覽。。

153153

★★一般規定一般規定

◆◆每週每週((週二至週日週二至週日))選定一個固定時段到館服務一選定一個固定時段到館服務一

次。次。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上午上午 8:50 8:50 -- 12:20    12:20    或下午或下午1:20 1:20 -- 4:504:50如如

有請假，可則日補班。有請假，可則日補班。

��實習期間實習期間((尚未考核通過尚未考核通過))發給導覽實習證，考核發給導覽實習證，考核

通過發給志工證。通過發給志工證。

��服務時數達服務時數達7777小時以上，本館可核發服務證明。小時以上，本館可核發服務證明。

導覽科技智工導覽科技智工

154154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團體導覽團體導覽::預約及臨時預約及臨時

到館參觀之團體到館參觀之團體。。

★★★★★★★★定時導覽定時導覽::本館常設或本館常設或

特展之定時導覽特展之定時導覽。。

★★★★★★★★本館其他支援活動。本館其他支援活動。

展示廳導覽紀實展示廳導覽紀實展示廳導覽紀實展示廳導覽紀實

協助活動帶領協助活動帶領協助活動帶領協助活動帶領

155155

★★本館提供三堂導覽解說相關之教育本館提供三堂導覽解說相關之教育

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導覽演練考核。導覽演練考核。

★★實際帶團驗收。實際帶團驗收。

教育訓練及導覽考核教育訓練及導覽考核

156156

導覽養成三部曲導覽養成三部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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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 通過考核成為本館正式導覽智通過考核成為本館正式導覽智

工，出勤狀況正常者，本館每工，出勤狀況正常者，本館每

月致贈四張展示廳招待券及兩月致贈四張展示廳招待券及兩

張電影院招待券。張電影院招待券。

★★ 導覽學生智工為不支薪的服務導覽學生智工為不支薪的服務

工作，請抱持歡心、熱心與耐工作，請抱持歡心、熱心與耐

心的態度來參與。心的態度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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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致贈展示廳與電影院招每月致贈展示廳與電影院招

待券待券

��服務期滿畢離時服務期滿畢離時，，本館核本館核 發發
中英對照之服務証明中英對照之服務証明。。

��通過展示廳考核通過展示廳考核，致贈相關，致贈相關
徽章與專刊。徽章與專刊。

服務回饋與學習收穫服務回饋與學習收穫--實質性實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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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練膽識磨練膽識、訓練口才、訓練口才

★★★★★★★★跨領域學習跨領域學習

★★★★★★★★結交校園精英結交校園精英

★★★★★★★★博物館資源利用博物館資源利用

服務回饋與學習收穫服務回饋與學習收穫--非實質性非實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