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愛科學嘉年華_第一梯回饋建議: 

1221 

第一梯 

(朴子體

育館) 

清桔 

1. 背板海報固定，容易脫落。 

2. 活動人數多，等待時間太長。 

3. 學生容易因地面不平跌倒。 

4. 活動空間大，音效不佳，不容易聽清楚。 

5. 開場緊湊，關卡介紹錯誤。 

稚薇 

1. 主持人關卡名稱介紹錯誤。 

2. 人數太多，AB 分組動線規劃讓等待時間太長。 

3. 學生用餐沒有桌椅，容易翻倒。 

4. 海報容易脫落，且廠商海報印製少一張，應點收確實。 

5. 工作人員人數過多，工作分配不均。 

6. 回饋單填寫協助與提示少，等待時間很長。 

純瑛 

1. 化學組熱水補充及水桶倒水人員巡場次數不足。後兩場有

改善無此問題。 

2. 關卡排隊不明確，可能是椅子不足，無法明確分出闖關與

排隊的學生。後兩場椅子充足後有改善。 

3. 關主應變 A.B 組學生程度做加速或簡化的能力，雖然行前

有訓練，但實際遇到需要一對一教學的學生會無法應對。 

4. 服務台協助填寫回饋單人員不足，後兩場有改善。 

5. 有獎徵答的時間拖太長，學生注意力不夠。 

思嬍 

1. 在ＰＯＥ階段，高組與低組差異不大，應加強更多區分。 

2. 多增加學生回答問題的機會。 

3. 糖水與鹽水皆是中性，但加入蝶豆花顏色卻不一樣，可以

多加說明：「因為糖水是黃色的，顏色會比較深」 

4. 學生聞溶液時宜用搧聞法。 

5. 大學生態度積極，值得鼓勵！ 

閎君 

1. 魔術的魅力： 魔術是大家都喜愛的表演，特殊學生也好

喜歡，大家專注看一州老師精湛的魔術表演，對於魔術感

到好奇且不斷想往前面看，以及老師教導孩子變「神奇的

鐵環」，孩子能自己變出來獲得掌聲，充滿了成就感，是

非常有有趣與感動的表演。 

2. 魔術串場好處多：專為特殊需求孩子準備的魔術，讓在闖

關排隊等待、闖關完成的孩子都可以來觀賞，整個活動每

個孩子都有事情做，且在活動過程非常投入與喜愛，贈送

小禮物可以讓孩子回去變給父母、同學、老師看，增加孩

子成就感。 

3. 魔術師也不簡單：在我以往參與的特教活動，魔術表演是

少見的，要當魔術師需多方尋找適合的媒材、多次練習，



還有如何表達能讓觀眾嘖嘖稱奇、如何又能讓觀眾覺得詼

諧有趣，都是需要精心準備的。 

4. 魔術做中學：很幸運這次可以來協助變魔術，一邊看魔

術，也一邊看學生學習「神奇的鐵環」的魔術，學生充滿

興趣的學習，學會的小朋友還會教其他同學，上台表演充

滿自信。 

5. 下次換我做做看：，一邊學習，一邊思考下次我是魔術師

應該怎麼做才能讓孩子這麼開心呢？魔術師這麼多材

料，希望可以很快上手，此外學了魔術也可以在平常上課

時，變給孩子看，讓這次的魔術活動，具生命力的延續下

去。 

昀蒨 

1. 由於人數較多，建議在等待區域安排座位，讓排隊中的隊

伍能稍微喘息。 

2. 報名此梯次的Ａ組學生比較多，建議各關可以隨時視學生

的組別，轉換闖關的內容。或是多準備一份Ａ組的教具。

不一定要是，一邊都Ａ、一邊都是Ｂ，疏散排隊的人潮，

活動能更順利。 

3. 「自動充氣的氣球」關卡，建議在準備的材料上多幾雙塑

膠手套，關主在清理器材時，雙手比較不會被檸檬酸水咬

手。 

綉惠 

1. 魔術表演時間密集比分散佳：這次魔術表演等學生闖關一

段時間再進行，半個小時一場，如 10 點、10 點半....，但

是會來觀賞的人數不多。如果等大部分學生闖關完沒事

做，就可以集中在一個小時內密集表演給學生看，可能效

果更好。 

2. 魔術結合科學活動效果佳：神奇魔力環運用小磁鐵道具既

可以讓學生認識磁力又能讓學生實作，符合本次科學園遊

會的活動精神.唯獨學生精細動作不佳，容易失敗，需要老

師在旁協助。 

3. 魔術表演組需 2 人以上合作：一位在前面講解，另一人可

在台下協助指導學生操作或是炒熱氣氛。由於本次表演未

先演練，有點默契不佳，不知如何協助台上的人。 

4. 結束後可以說明魔術原理：在魔術表演結束後，可以向學

生提問操作的原理，讓他們思考科學相關的知識如何應用

於魔術表演上，如果能力好的學生，可以讓學生口頭發

表，若是能力不佳者，亦可提供線索提示，協助其解釋。

在本次表演過程中少了引導學生思考，有點可惜。 

5. 表演與科學相關的魔術更符合主題：本次表演非闖關活動



之一，故較偏向娛樂性質，若能加入更多與科學相關的魔

術，可讓學生透過操作魔術過程中獲得科學知識與能力，

獲益匪淺！ 

承憲 

1. 需要裝水、倒水的關卡，可以把它們安排到離廁所最近的

地方，更有效率。 

2. 魔術攤位建議擺設至中央位置，比較顯眼。 

3. 參與學生人數多，建議可安排 1-3 位人員，引導正在排隊

的隊伍，至空缺的關卡進行闖關。 

姿儀 

1. 回饋單區人員分配至少需要 4+1 位(基本資料 2 位、關卡勾

選 2 位、維持排隊秩序 1 位) 

2. 有獎徵答部分常會出現有學生不斷舉手答題，但有些學生

卻沒有機會回答，因此可以跟帶隊老師事先提醒，把機會

優先給未曾答題的學生。 

3. 留言區可以請主持人在開場時也一併介紹，讓闖完關的學

生可以前往填寫，並在留言區旁置放一個小桌子，上面有

便條紙與筆，減少人力資源效益會更大。 

婷珊 

1. 晶靈傳奇、遇水則發等需要水的關卡可以安排在離水最近

之處，較方便取水，且可縮短取水距離。 

2. 回饋單區須增派人手協助及維持排隊秩序。 

3. 回饋單及領贈品同區，且人員不足，在 11:30 學生人數暴

增，建議可增加回饋單及領贈品區同時進行填寫回饋單。 

翊瑄 

1. 填寫回饋單時，因為學生人數較多，因此要再多安排人手

加入幫忙，幫忙引導學生到正確位置排隊、協助問卷填寫。 

2. 回饋單的填寫區只有一組並不太夠，會造成回饋單填寫不

及，而排隊隊伍太長，因此可以再多增加幾組的回饋單填

寫區。 

3. 在有獎徵答時，有些學生會重複答題，應該盡量把機會讓

給還沒有達過題的學生。 

潔怡 

1. 建議在遊覽車出發與回程時，有一名負責人點名與清點器

材。 

2. 因學生人數多，可再多設置一桌問卷填答區，製作兩份選

項版（數學、物理、化學區關卡版）來進行分流也提高活

動流程效率。 

3. 建議 Q&A 的時間可以再縮短，時間太長，學生專注力會

下降且易產生情緒行為。 

萬澤 

1. 面具效果很棒，但有點緊，下次應準備不同尺寸。 

2. 留言區的部分沒有非常熱絡，需要靠工作人員主動遞便條

紙。 



3. 打卡拍照沒有人知道，要靠工作人員主動詢問。 

明玄 

1. 當天人數較多，可減少拍照人員拍照，協助較長隊伍的關  

卡或服務台。 

2. 需要盛水的關卡可接近廁所。 

3. 可在地上加上指示，方便排隊。 

 

 

 

 

 

 

 

 

 

 

 

 

 

 

 

 

 

 

 

 

 

 

 

 

 

 

 

 

 

 

 

 

 



特愛科學嘉年華_第二梯回饋建議: 

0121 

第二梯 

（水上

國小） 

 

清桔 

1. 海報拖落，黏貼狀況不佳。 

2. 場地小，聲音效果佳。 

3. 主持人慣用學生立場說明，學生易懂。 

4. 抽獎節奏不明，倉促收尾。 

5. 廁所安排較遠，不易移動，動線不佳。 

稚薇 

1. AB 分組調整，且有工作人員引導闖關，動線及等待時間適

當。 

2. 廁所及飲水機距離較遠，僅有說明，缺少指標。 

3. 只有學生可參與摸彩(老師，家長，司機，志工不參與) 

4. 填寫回饋單多了關卡照片，可以協助學生理解回饋單內容。 

純瑛 

1. 視障生的闖關調整，需專人協助。 

2. 午餐分配到其他教室用餐，摸彩時感覺較其他兩場混亂。 

3. 有獎徵答與摸彩的時間點分配不均。大獎抽完後有剩餘題 

   目未答完。 

4. 此場的參加人數適中，可以在差不多在預定時間內剛好完  

成闖關，不會太快結束或來不及。 

5. 現場雖然有準備礦泉水，一開始也有說明，但還是有不少

學生詢問飲水機的位置。 

思嬍 

1. 許多學生已有先備知識，多留一兩分鐘請學生分享自身經

驗。 

2. 大學生在ＰＯＥ階段，高組與低組差異不大， 

應加強更多區分。 

3. 多增加學生回答問題的機會。 

4. 每一組的時間與人數流程順暢，控場很棒！ 

5. 在聞溶液時請學生說說看味道聞起來如何。 

閎君 

1. 首次化身魔術師：第一次擔任魔術師，發現小朋友非常喜

愛看魔術，很專心的看，且身為魔術師當看到小朋友的反

應，有很大的成就感，心想如果平常上課能像變魔術一

樣，學生極專心有多好呢！ 

2. 視障生熱於參與：在「消失的水」魔術過程，邀請視障小

朋友到前面協助變魔術，另一小朋友陪同一起示範給大家

看，我給視障生摸瓶裝水，請他拿杯子我倒水，最後陪同

的小朋友幫他把杯子扶在頭上，大家一起喊咒語，然後我

把水倒過來，視障生沒有淋濕笑得非常開心，這次所有的

活動，視障生能樂於和大家一起參與，非常感動。 

3. 從魔術學探索：魔術除了讓大家開心外，更重要的可以增

進孩子的互動，「神奇的鐵環」先讓小朋友猜猜看如何可



以將兩鐵環相連在一起，小朋友也非常認真嘗試方法，思

索可能的答案，發揮科學探究的精神。 

4. 小朋友也能變成魔術師：教導小朋友「神奇的鐵環」，有

的小朋友很快就成功，有的小朋友在部份協助下(協助學生

拿上方或下方鐵環)，瞪大眼睛，因為成功了非常興奮！ 

5. 下次魔術更精彩：第一次當魔術師不免有些緊張，但越變

會越熟練，透過這次的機會，未來變魔術會更精采。 

昀蒨 

1. 場地較小，每個關卡之間距離比較近，有些關卡容易被其

他關卡的海報擋住。每個關卡之間的擺設，要再規劃一下，

會更好。 

2. Ａ組的學生在有獎徵答時，回答較踴躍。Ｂ組學生建議多

給予機會回應搶答。 

3. 在抽獎開始前，建議集合各校隊伍再開始。 

4. 報名此梯次的Ａ組學生比較多，建議各關可以隨時視學生

的組別，轉換闖關的內容。或是多準備一份Ａ組的教具。

不一定要是，一邊都Ａ、一邊都是Ｂ，疏散排隊的人潮，

活動能更順利。 

5. 給予Ｂ組的教學除了固定的ＤＯＥ模式，關主要能應因

學生的需求，給予更具體的示範、引導。 

綉惠 

1. 場地空間狹小，易受影響：場地周圍皆是闖關的關卡，魔

術表演只能找前面小小的空間進行，聲音容易彼此干擾，

不易聽清楚。 

2. 魔術表演時間可視狀況彈性調整：原則上為半小時一場表   

演，但學生忙著闖關，師生皆無心觀賞，故可調整作法為

先詢問學生闖了幾關，若剩下 1~2 關，可與學生多一點互

動，若是剩很多關，可進行簡單的魔術，讓學生欣賞完就

能馬上離開去闖關。 

3. 讓學生有參與的機會：現場點到視障學生要上台表演，當 

下我想要跳過去選另一位學生，但閎君還是請他上台，我

反省到雖然魔術需要用眼觀賞才能領略其奧妙之處，視障

者看不見難道就無法同樂嗎?他們還是可以透過觸摸的方

式，經由旁人解說物品的性質讓他體驗與感受，這不也是

一種學習嗎?所以在教學過程中，老師不應侷限於學生的

障礙處，應設法找出其優勢能力，以對其有利的方式來教

學，不放棄任何機會才是！ 

4. 魔術過程亦能 DOE 與 POE：魔術師在介紹完材料，其實可 

讓學生傳閱，更認識物品的特性，再藉由觀察魔術師的表

演找出相關變因，並讓學生預測可能的變因，以及發表自



己的答案，最後讓魔術師解說其原理，整個過程就是探究

實作能力的學習。 

5. 運用隨手可得的材料：利用生活化、隨手可得的材料來進 

行魔術表演，更讓學生覺得魔術簡單好玩，回家也能自己

嘗試做道具、玩魔術。 

承憲 

1. 在第 2、3 梯有觀察到，有肢體障礙或視障學生參加時，

可以安排一位隨行老師 1 對 1 進行輔導闖關，關主也需要

注意調整關卡解說、進行方式等，讓肢、視障學生經由觸

摸或近距離聆聽清楚闖關。 

柔萱 

1. 我認為本場地用來舉辦本次的活動蠻適合的，但我認為

廁所距離本場地的距離稍遠，對於學生如廁可能會較不

方便，建議之後協調場地時可以安排離廁所較近的場地。 

2. 當天的工作人員都辛苦了，每個人都有自己負責的工

作，但在部份的時間工作人員的主動性及積極性可以再

加強，當覺得自己這段時間沒事做或該做的事都做完

時，可以主動詢問是否有其他人員需要協助，如此一來

可以協助整個活動進行地更順利。 

3. 我當天是負責回饋單區的工作，在學生填答時因須一題

一題問學生回饋單中的問題，每一位學生都需要花一些

時間才可以填寫完一份問卷，而學生們結束闖關的時間

也差不多，很容易擠在同一時間一起在回饋單區填寫問

卷，造成學生排隊等待的狀況，若之後辦理的場次人數

更多的話，這樣的狀況也更容易發生，可以好好討論出

一個解決方法以解決這個問題。 

姿儀 

1. 因有重度學生參與，可事先安排些人員負責帶領障學生的

闖關。 

2. 由於在回饋區的人員沒有弄清楚發放的規則，才會造成隨

身碟短缺的狀況，下次可以統一由一人負責收師長回饋單

與發隨身碟，才不會再次造成此狀況。 

3. 魔術師因怕使用麥克風會影響闖關學生，但反變成講解魔

術的音量不夠，因此下次可考慮配置耳麥，以方便講解與

操作。 

4. 當日場地溼冷，廁所又有一定的距離，不太方便。 

婷珊 

1. 場地空間較擁擠，可以在各關卡之間安排工作人員維持秩 

序及協助學生們排隊。 

2. 回饋單及贈品區分為兩區，其中一邊的桌子只放一張，給 

學生填寫回饋單的空間狹小，建議可以再增加一張桌子，

使各領域(數學、物理、化學)關卡圖示板不需要交疊在一



起，也讓學生更有空間填寫回饋單。 

3. 回饋單及贈品區分成兩邊，但抽獎箱只有一個及換贈品只 

  有一邊，建議同時兩邊都進行獎品兌換，而沒有抽獎箱的 

    一邊可以先收回學生的回饋單及闖關卡，最後再統一丟 

    入抽獎箱。 

4. 各領域(數學、物理、化學)分別用不同的相機或手機拍攝， 

方便事後各關卡找照片。 

翊瑄 

1. 因為此次場地比較小，所以有一、兩個關卡的位置在比

較裡面的地方，造成闖關時的活動空間較為狹小，如果

可以的話，建議可以將它們移出來一點，使得更好進行

關卡。 

2. 在填寫回饋單的區域，建議可以再安排一位專門引導排

隊的人員。 

3. 因為場地較小的關係，所以留言板擺放的位置在較裡面

的地方，因此較不方便讓學生黏貼，如果可以的話，可

以盡量把留言區擺放到空曠的區域，這樣較好進行活動。 

潔怡 

1. 對於老師的問卷回收，另設置一個明確的回收處，或一

位指定的人員負責，可能能使問卷處的動線更加流暢。 

2. 建議能在桌上貼有 A 組與 B 組的標示，能使帶隊老師清

楚排隊方向，如 B 組區沒人而 A 組人數過多時，可開放

給 A 組學生使用。 

3. 建議能在打卡拍照時，一並詢問學生或帶隊老師寫留言

便條紙。 

萬澤 

1. 打卡拍照主持人有幫忙介紹宣傳，所以有一些家長有主

動來參與 還不錯。 

2. 活動場地略小，空間不夠大 有些關卡的位置被遮擋住，

不容易被發現。 

3. 場地沒有廁所，需要到別棟大樓做使用，活動上會造成

不方便(當天風大又下毛毛雨) 也可能增加帶隊老師的困

擾。 

明玄 

1. 廁所指示不太明確 

2. 魔術表演需要麥克風 

3. 投影片時使用延長線，建議將延長線凸起的地方貼上膠

帶，以免師生走動絆到。 

佩吟 

1. 場地過小。 

2. 魔術表演者可配戴麥克風。 

3. 有些程度較低的小朋友無法理解較艱深的科學知識，在

幫他們填寫回饋時，他們的回答容易模稜兩可，影響回



饋真正結果。 

4. 這次的活動讓很多孩子體驗到科學實驗的有趣，有看到

好多孩子在闖關還有有獎徵答的時候相當認真。 

5. 可多鼓勵帶隊老師們填寫回饋。 

 

 

 

 

 

 

 

 

 

 

 

 

 

 

 

 

 

 

 

 

 

 

 

 

 

 

 

 

 

 

 

 

 

 



特愛科學嘉年華_第三梯回饋建議: 

0122 

第三梯 

(竹崎 

高中) 

清桔 

1. 音響環境佳，但音響控制需注意，時大時小。 

2. 第三梯次報到處未設置入口處，動線有問題。 

3. 人數較少，活動空間適合。 

4. 極重度學生需要各別安排老師引導快速通關避免卡關或

拉長等候時間。 

5. 留言板適用性可以再考量。 

稚薇 

1. 只有學生可參與摸彩(老師，家長，司機，志工不參與)，

要給帶隊老師隨身碟應提早告知主辦單位，方便他們提

供帶隊老師正確名單，也可以控制隨身碟數量。 

2. 海報，隨身碟，活動器材數量都應該有清單，活動前與

結束都應該點收確實。 

3. 提早告知活動時間，家長和學校參與的意願更高(訪問十

字國小帶隊老師)。 

4. 主持人在第一和三梯次介紹關卡時名稱有錯誤卻沒更

正。 

5. 活動應該要有時間場控(例如:快要摸彩了，但是負責假設

單槍的老師卻沒有動作)。 

6. 飲水機位置只有口述沒有指示海報，難找。 

7. 設醫護站，考量周到。 

8. 有極重度學生，講師能夠立即調整關卡，帶學生闖關，

讓極重度學生也能參與科學活動。 

純瑛 

1. 嘉義服務台與高師大服務台的協調溝通會有出入。ex:摸

彩卷發放、教師回饋單。 

2. 腦麻生、無口語的學生，雖有原校老師帶領，但需有專

人引導闖關。 

3. 連兩天闖關活動，關主略顯疲勞。 

4. 學生參加人數少，較多學生提早闖關結束，有魔術表演

可以看很好。 

5. 此場地大小適中，不會像第一場太大，大二場太小，之

後可參考此場地大小。 

思嬍 

1. 小蘇打用途可以多加說明。 

2. 學生看到提示而非觀察實驗結果，做擋板將提示遮起來。 

3. 依學生能力程度做教學修正，大學生反應快。 

4. 老師設計關卡皆有與生活結合，引導時可以多加舉例補

充！ 

5. 可使用口訣：「鹼性綠，酸性紅」方便記憶。 

閎君 1. 大嘆魔術好驚奇：竹崎場次的小朋友大多覺得魔術太神奇



了，可能是平常比較少看到魔術，或是魔術師真的變得魔

術太驚奇了，人少的時候大家都很專心和好奇，也很配合

一起大聲喊神奇的「咒語」，非常可愛！ 

2. 魔術看個夠：這次活動剛開始小朋友大多還在闖關，有幾

次看魔術表演的小朋友比較少，但人少有好處小朋友都可

以看的到，教導「神奇的鐵環」魔術，每個人都能在獨立

或部份協助下成功。 

3. 個別化魔術表演與教學：人數少除了小組魔術表演外，本

次活動也能提供身障的小朋友個別化的服務，表演「雞蛋

杯」，協助小朋友碰觸材料，讓學生感受摸球和沒有球的

觸感，個別化服務也重複多變幾次給小朋友看，讓身障孩

子能有獨自操作的機會。 

4. 多次嘗試我也行：「神奇的鐵環」魔術中，由於學生仔細

觀察我有摩擦，因此非常努力的摩擦手、腳、地板等，而

且若無法連接，會更努力再摩擦一次，非常投入，後來公

布答案是裡面藏神秘的小磁鐵後，幾乎每個人都想嘗試，

動機之高，令人感動。 

5. 未來我表演魔術之調整：魔術雖順利，但仍有幾點可改善

如下 

(1) 部分魔術道具若能更大，人多時後面的小朋友更能看清

楚。 

(2) 增加能動手操作的魔術，讓更多身障孩子能操作。 

(3) 未來我會更熟練魔術技巧和幽默的表達能力，讓魔術更

驚奇有趣！ 

昀蒨 

1. 建議活動結束前 15 分鐘，可以透過廣播預告，提醒還在闖

關的隊伍，闖關活動即將結束。 

2. 有老師反應關主講得太細，學生吸收成效有限，每個關卡

都要闖很久才能過關。 

3. 魔術表演素材的選擇，可以選用較大型的物品表演，學生

比較能看得清楚、操作上也比較容易。 

4. 發現此梯次的Ｂ組學生，需要較多的教師協助。印象深刻

有位坐輪椅的學生，認知方面也似乎屬中重度缺損。在每

個關卡活動設計上，可以更有彈性的調整，讓該生能部分

參與。 

5. 報名此梯次的Ａ組學生比較多，建議各關可以隨時視學

生的組別，轉換闖關的內容。或是多準備一份Ａ組的教

具。不一定要是，一邊都Ａ、一邊都是Ｂ，疏散排隊的

人潮，活動能更順利。 



綉惠 

1. 學生反應不佳，需透過話術與學生互動：本場次學生對

老師的提問較冷淡，需要老師透過一些話術來引起互

動，例如需要咒語，請學生回答、我是誰?我有什麼魔力? 

2. 多障者提供多感官體驗：有一位多障者坐嬰兒車來，雖

然眼睛無法注視，我便將道具拿到她面前，逐一解釋眼

前物品的特性，並握著她的手操作道具，如此可刺激她

的身體觸覺，認識這個世界。 

3. 提醒學生操作的注意事項：當場發放神奇魔力環給學

生，需提醒學生不可以誤食與互丟。 

4. 鼓勵學生上台表演：向學生解釋完魔術原理後，可鼓勵

學生上台表演，展現其自信。 

5. 請工作人員幫忙宣傳魔術表演時間：旁邊工作人員可以

協助管控每關闖關人數，若排隊太長時，可引導至魔術

表演場地觀賞。 

大學生 

承憲 

1. 在第 2、3 梯有觀察到，有肢體障礙或視障學生參加時，

可以安排一位隨行老師 1 對 1 進行輔導闖關，關主也需

要注意調整關卡解說、進行方式等，讓肢、視障學生經

由觸摸或近距離聆聽清楚闖關。 

柔萱 

1. 工作人員之間需有互相補位的概念，當自己的工作做完

且看到有其他人員需要協助時可以主動前去協助。 

2. 我有看到稚薇老師和純瑛老師協助帶隊老師帶領學生闖

關，我認為這樣可以幫助帶隊老師同時也能協助學生獲

得更多的學習，因為帶隊老師一個人帶領許多學生，能

有一些機動的人員協助帶領需要幫助的學生闖關也是一

個很棒的服務。 

3. 這一梯的學生人數較少，因此在闖關過程中會有部分關

卡是空關，而部分關卡卻有人在排隊，當天加良學長和

煒婷學姊看到這個狀況就主動協助引導學生到空的關

卡，這非常值得大學生們學習，之後若有繼續辦理類似

活動也可以將此典範告知未來的工作人員，以給予學生

更好的協助。 

姿儀 

1. 嘉義人員也不清楚當天前來人員中何些為老師何些不

是，因此可以索取名單後再去與在場的各校老師一一核

對，直接又省時。 

2. 發放隨身碟的規準可以變成「依照老師用心填答程度及

先後順序換取」，一來讓老師們知道非隨便勾選就有回

報，二來也不怕因老師人數太多而有人拿不到。 

3. 這次發放隨身碟以核實姓名再發，可以確實知道誰拿了



誰未拿，也可以避免重複領取的狀況。 

婷珊 

1. 志工背心回收可以在最後有獎徵答活動環節時，安排 1

至 2 人找教師進行回收，以及計算教師及大學生背心數

量。 

2. 在關卡上的桌子上可以分別貼上 A、B 組讓學生及其教師

知道應排哪一區，如果 B 組區沒人時則可開放給 A 組學

生進行闖關。 

3. 廁所在關卡後方，可以規劃一條較寬的走道讓學生方便

去上廁所。 

翊瑄 

1. 在填寫回饋單的區域，建議可以再安排一位專門在外面

引導排隊的人員，並且協助幫忙分散人流，才不會造成

混亂。 

2. 可以將兩組填寫回饋單的人員，像第二梯次那樣分布成

兩個區域，這樣就可以分散人流，才不會擠在同個地方。 

3. 在活動一剛開始時，可以請主持人先宣傳一下接下來會

有魔術表演的活動、打卡活動以及留言板的活動，如此

一來，可以增加每個活動的參與率。 

潔怡 

1. 對於老師的問卷回收，另設置一個明確的回收處，或一

位指定的人員負責，可能能使問卷處的動線更加流暢。 

2. 問卷填答雖已分成兩桌進行，但獎品兌換卻只有一桌能

進行兌換，建議闖關卡兌換的禮物能兩桌都有，讓兩邊

皆能進行兌換禮物，提高分流效率。 

3. 此梯次可能參與人數不多，因此留言板可考慮縮減為兩

張，能使留言區看起來較不空虛，也增加了人員活動空

間。 

萬澤 

1. 工作人員的聖誕帽不用戴，因為時間不合時宜(聖誕節已

過)也不統一(不是全部人都有)和活動也沒有相關性。 

2. 學生活動回饋單填寫的區域動線有點亂加上又有帶隊老

師要繳交學生的檢核表領隨身碟，感覺人手有點不足。 

3. 留言區的設置感覺效益不大 參與活動的學生多半不會

想要寫會想先專注與闖關 而且也少有人去看留言區的

內容。 

明玄 

1. 場地音樂有些大聲。 

2. 魔術師可以使用耳麥，方便操作。 

3. 有高中生協助，很棒。 

佩吟 

1. 魔術表演者可在身上配戴麥克風。 

2. 如有餘力，可發展對於各類障礙學生的教法，例如上一

梯有視障生，這一梯有輪椅生。 



3. 有些程度較低的小朋友無法理解科學知識內容。 

4. 許多科學名詞可用較淺白的語句替代。 

5. 有看到關主們幾乎費盡精神服務學生們，非常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