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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陵 女 中

學 年 度 校 內 創 意 科 學 競 賽 實 施 辦 法

一、活動宗旨：
(一)寓科學知能於遊戲之中，以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二)鼓勵學生「動手做」，激發學生創造思考能力
(三)促進團體合作，培養溝通表達能力。
二、辦理單位：教務處設備組主辦，自然科教學研究會協辦
三、實施對象：本校國二、國三直升班、高一及高二學生。
四、競賽項目：所有項目一律在比賽當天現場製作
(一)倫敦紙橋垮下來：內容、規則及計分方式如附件一。
(二)會排隊的浮沉子：內容、規則及計分方式如式附件二。
五、報名人數：
(一)國中部：每隊 4 人，由各班理化老師於班級進行初賽後，各推派一隊參加決賽。
(初賽成績併入自然科平時考核)
(二)高中部：每隊 4 人，採自由報名，每班每項目最多 3 隊報名參加決賽。
六、報名時間：高中部：2 月 11 日前；國中部：2 月 11 日前, 將報名表交至教務處設備組。
七、競賽時間及地點:108 年 2 月 15 日下午 3 時。（1：50～2:10 pm 報到，逾時視同棄權）
時間
1:50~2:10 pm

內容

地點

備註

報到

厚生 1 樓體育館(倫敦紙橋垮下來)
綜合 1 樓生科教室(會排隊的浮沉子)

逾時視同棄權

2:10~2:50 pm

現場製作競賽作品

慈愛堂

3:00~3:50pm

競賽評分

慈愛堂

八、當天比賽自行攜帶物品：
倫敦紙橋垮下來競賽：剪刀、原子筆。
會排隊的浮沉子競賽：寶特瓶（無色透明，約 600mL 共 2 個）、鉗子、尺、剪刀、美工刀、簽
字筆（油性）、透明膠帶、浮沉勾。
九、獎勵：依本校校內競賽敘獎辦法辦理(名次前百分之二十者敘嘉獎乙支，名次前百分之十

者敘嘉獎二支)
十、本辦法經陳 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金陵女中 107 學年度校內創意科學競賽報名表】
__________中部。
隊

班
名

【導師簽名：
姓名（座號）

姓名（座號）

姓名（座號）

】
姓名（座
號）

第一組
第二組
候補一

※1.請於報名截止前交至設備組，若無人報名，麻煩拿給導師簽名後交回空白報名

2.本辦法及附件已公告於金陵首頁「競賽與研習公告」
【附件一】

懸崖勒馬
一、 目的
依據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可知：運動中的物體若所受的外力合為零，則此物體維持等速度
運動。但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各種的摩擦力、阻力，運動中的物體若受與運動方向相反之摩擦力
作用，可能會減速而停止。
本活動利用重物產生拉力使物體加速，同時藉由摩擦力使物體減速，透過活動操作的過
程中，以不同的作用力之效果，了解力的效應與原理，並分析運動與平衡的條件。
二、 原理
利用保特瓶小馬在垂直於水平面上的作用力變化，達到懸崖勒馬的效果。原理如下：

1.保特瓶小馬放置於水平軌道上，前端繫上一繩，繩的另一端繫上重物，並將繩靠在軌道邊
緣，使重物端下垂，保特瓶小馬放置與軌道邊緣相隔一段距離，如圖2-1(a)所示。
2.保特瓶小馬的受力情形如圖2-1(c)所示。其中，W 為保特瓶小馬的總重量，N 為正向力，F 為繩
張力，F1 為F 之水平分量，F2 為F 之垂直分量，f 則為保特瓶小馬所受到的摩擦力。此時
繫繩與水平方向夾角為θ。
3.保特瓶小馬受到 F1 作用前進，受到 f 作用而減速。隨著保特瓶小馬向軌道邊緣前進，夾角θ
逐漸增加，如圖2-1(a) → (b)所示。
4.沿水平方向x 軸上，隨著夾角θ 增加，F1 逐漸減小，保特瓶小馬向前的加速效果隨之減小。
5.沿垂直方向z 軸上，隨著夾角θ 增加，F2 逐漸增加，使得N 增加，f 亦隨之增加，故保特
瓶小馬的運動狀態從向前加速逐漸變成減速，最後漸趨停止。
三、 活動
(一) 場地需求：每一組場地需要長條桌一張，垂直高度至少 70cm。
(二) 使用器材：PP 塑膠瓦楞板（厚度3mm，寬50cm，長90cm）1 片、細線（手縫線或車縫
線）長度若干、六角螺帽（5/16"，重量介於0.3gw~0.4gw）20 個、保特瓶（容量500~700 毫
升）1 個、竹籤（直徑小於3mm，長度小於8 吋）數支、載重容器（試飲杯、紙杯、小型容
器或置物袋）1 個。
(三) 保特瓶小馬製作方式：
1.取一隻竹籤，從瓶身的上半部適當位置插入，作為保特瓶小馬的前腳。竹籤插入的位置
與瓶口距離需小於10cm，竹籤的鈍端朝下。
2.取兩隻竹籤，從瓶身的下半部適當位置插入，作為保特瓶小馬的後腳。保特瓶不需瓶
蓋，欲增加重量之螺帽可直接投入瓶中，或套在竹籤上。

3.完成的保特瓶小馬放置於水平面時，前腳朝向前端，保特瓶瓶身不可與軌道面接觸，如
圖3-4 所示。
4.保特瓶小馬的結構只限使用三支竹籤，除螺帽、保特瓶和細線外，竹籤上不可加上異
物，造成接觸面性質改變。
5.取適當長度之細線，一端綑綁於保特瓶的撐環與瓶身之間，另一端繫上一個載重容器，
載重容器內可投入螺帽以增加拉力。
6.細線長度之限制：當保特瓶小馬位於出發區時，載重容器須完全垂落於軌道之外；當保
特瓶小馬的前腳置於軌道終點時，載重容器不可與地面接觸，避免活動過程中，當小馬尚
未抵達軌道末端時，重物已經落地。

(四) 計分軌道製作方式：(由設備組提供)
(1)如圖3-1 所示，取一寬50cm，長90cm 之塑膠瓦楞板，瓦楞板裁切時須使瓦楞板上紋
路與長邊平行，使得瓦楞板側面的縫隙開口朝向寬邊。
(2)裁切14 支長5cm 之竹籤，從瓦楞板側邊的縫隙插入，若竹籤太粗，插入後造成軌道表
面凸起，則須適當地削細竹籤，使竹籤恰能嵌入細縫而不會掉出來。竹籤2cm 的長度凸
出板的邊緣，此部分稱為A 區，不列入計分範圍。
(3)間隔9 個縫隙插入一根竹籤，共插入14 支竹籤，使得A 區形成15 個間隔。
(4)瓦楞板上標示得分區，數字代表得分，如圖3-2 所示。B 區每0.5cm 標示為一個區塊，
C 區每1cm 標示為一個區塊，D 區為5.5cm 之區塊，E 區為20cm 之區塊，F 區為30cm
之區塊。各區塊之配分如圖3-2 所示。

(5)G 區為30cm 之區塊，保特瓶小馬由此區出發，出發時除了細線和懸掛之重物外，保特
瓶小馬的前腳和瓶口不可超過出發區。
(五) 競賽說明：
1.如圖3-5 所示，保特瓶小馬和載重容器內放置數量若干的螺帽，保特瓶小馬放置於出
發區，調整細線位置，細線靠在軌道邊緣，使細線懸掛重物端自然下垂，讓細線呈
繃緊狀態，待載重容器靜止不晃動後，才可鬆手使保特瓶小馬出發。調整過程可與
隊員合作，出發前的調整時間為30 秒，時間結束時須立刻鬆手讓小馬自由滑動。
2.懸崖勒馬總共分三次闖關：
(1)第一次闖關時，保特瓶小馬不添加螺帽，放手之後，待保特瓶小馬完全停止運動，
記錄最前端的竹籤所在位置區塊之分數為A。
(2)第二次闖關時，添加三個螺帽於保特瓶小馬上，其餘同步驟2，記錄分數為A2。
(3)第三次闖關時，再添加三個螺帽，使保特瓶小馬上有六個螺帽，其餘同步驟2，記錄
分數為A3。
3.每次闖關前皆可自由調整小馬的結構、載重容器內的螺帽數目，亦可改變細線與軌道
的接觸位置。
4.若停止時前腳壓線，則以低分計算。例如：若前腳停在20 分與16 分的交界線上，則
記為16 分。
5.

三次分數加總為懸崖勒馬之總分。

(六) 注意事項：
1.自備的保特瓶上不可做記號，表面包裝請移除，經大會檢查之後，方可進行製作。
2.瓶身與軌道面不可接觸，違者該次不計分。
3.出發前，保特瓶小馬之前、後腳和瓶口不可超過出發位置，違者不計分。
4.出發時只能有一個隊員手握保特瓶小馬，其他隊員可在軌道末端適當距離處待命，若
保特瓶小馬衝出軌道時，可適時地接住，以免結構損壞。三次闖關須由三位組員分別
上場持小馬進行闖關。
5.手握小馬的隊員只能鬆手讓小馬自由滑動，不可推動小馬，或施力拉扯載重容器。
6.保特瓶小馬在運動過程中傾倒者，該次記為零分。
7.保特瓶小馬完全停止時，前腳超出的軌道範圍(50cm×90cm)者，該次記為零分。
8.因竹籤的尖端較為尖銳，參賽者可以自行決定，在竹籤末端黏貼膠帶，以策安全。
四、 競賽時間：
(一) 製作：製作懸崖勒馬的時間為 20 分鐘，包含測試保特瓶小馬裡面載重情形。
(二) 評審：懸崖勒馬，同組依序進行，每次闖關前有 2 分鐘的時間調整裝置和準備，時間結束
即不可再調整，並立刻放手進行闖關。每次闖關時間為 20 秒，待評審紀錄分數後，統一下
達指示，方可在進行下一次闖關前的調整動作。
(三) 注意事項：本項競賽必須在 30 分鐘內完成。
五、 活動成績：
(一) 記分：
1.懸崖勒馬分三次闖關，記錄 A1、A2、A3，得分為 A=A1+A2+A3
(二) 記分總表
活動

懸崖

闖關

寶特瓶
小馬內
螺帽數

計分區

第一次

0

A1=

第二次

3

A2=

得分與等第

A＝A1＋A2＋A3＝

總分

勒馬

第三次

6

A3=

六、 參考資料：
影片：

【附件二】

衝鋒飛車
一、 目的：
你知道現在的汽車，能在我們不施力的狀況下往前移動，它是如何往前移動的呢？它是怎
麼動的？現在我們要來做一台車子。
二、 原理：
(一) 橡皮筋具有彈力，能藉由伸長量來累積彈力位能。一條橡皮筋伸長的越長，它所累積的位
能就越多。所釋放出的位能轉換為動能使車子前進。
(二) 兩個物體接觸面滑動或即將滑動才會產生摩擦力，而車子前進必須要有足夠的摩擦力才會
行走。
三、 活動：
(一) 使用器材：500 磅，A4 紙 1 張、竹筷(直徑 0.5cm，長約 19.5cm)1 支、牙籤(約 6.5 公分)1
根、30 號橡皮筋 1 條、黏土(100 克重)1 塊、吸管(直徑約 1cm)一根、雙面膠(1 公分寬)不
限、圓規 1 把、尺不限、各種剪裁工具數個。
(二) 製作說明：
1.用學校提供的材料做出柱狀，將橡皮筋穿過柱狀中心，橡皮筋的一端用牙籤固定，另一端
則先穿過吸管在套上竹筷，即可完成。(柱內可用黏土增加配重)。
2.一張紙做一台車，該活動使用一台車子。

3.下方為示意圖(不一定要”圓”柱)。
(三) 競賽說明：我們此活動要比距離。
1.採計車子起跑至停止的距離，比賽誰的車
子跑得遠。
2.不得提前進行活動測量。
(四) 注意事項
1.不得攜帶手冊及手冊未允許的材料，違者
該此活動不予計分。
2.真正測試前可以先試跑一次(不計算成
績)。如需直接競賽請跟評審說要直接比
賽，否則不予計分。
3.與地面接觸不可使用黏著劑或任何非學校提供之物品。
4.比賽場地為平滑石製地面，由學校指定。
5.請尊重裁判的判決，成績以裁判為準，參賽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四、 競賽時間：
(一)製作：製作時間為 25 分鐘，包含在自己做作品區測試看看。
(二)評審：衝鋒飛車，同組依序進行，每次闖關前有 1 分鐘的時間調整裝置和準備，時間結束
即不可再調整，並立刻放手進行闖關。每次闖關完，待評審紀錄分數後，統一下達指示，
方可在進行下一次闖關前的調整動作。
(三)注意事項：本項競賽必須在 40 分鐘內完成。
五、 活動成績：
(一)由裁判判定車子的行走距離，測量起跑線與車子停止的垂直距離即為本活動成績。
(二)往後跑或不動則 0 分。
(三)製作時間結束時，若未停止製作，第一次先警告，第二次警告則該項目成績乘以 0.8。
(四)製作結束後，各選手在評分區外排隊，以不影響裁判評分為主，違者第一次先警告，第二次
警告則該項成績乘以 0.8。
(五)可以有 4 次機會，但每次讓車子去跑的需為不同人，4 次成績取最好的一次作為該活動成
績。
六、 參考資料：

衝鋒飛車 示範影片

衝鋒飛車 新聞片段

衝鋒飛車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