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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劃接續 105 年度「利用斑馬魚模式進行科普推廣活動及科普種
子教師 培育」的主軸，藉由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器材，來推廣
內容具趣味性、容易 觀察及動手做之科普活動，來將生物科技知識
的普及化，使民眾真正了解到生物 科技的應用及未來。除承續主軸
，針對以教師為主要對象之種子教師培育外，和 對象為一般社會人
士及曾參加種子教師培育之學員之「工作坊」活動，提供更詳 盡的
培訓及演練，期使參加者能夠將所學做實際的應用。此外，因應過
往活動中 參加者給予的回饋反映，加強以偏鄉地區為主要的推廣對
象，期以一年時間，利 用本實驗室在斑馬魚實驗的專業優勢，和過
往兩年多的活動經驗，持續進行科普 教育素材的推廣活動，以加廣
及加深活動之影響力及成效;其執行重點如下，
1. 增加種子教師的培訓區域:去年度安排的種子教師培訓區域包括
:花蓮、 嘉義、桃園、基隆、宜蘭、澎湖，金門等地。本年度將安
排前往新的縣市(台東、 屏東、台南)進行活動，會與該地區的教師
或輔導團進行合作，期許能夠培養更多 的種子教師，以帶動地方上
的民眾與學生參與活動，以擴展計劃的成果與影響力。
2.增加工作坊的活動地區:兩年計畫中已研發出多種科普素材，其廣
度及精 緻度已達一定水平，然而從學員的回饋中得知，部分素材的
執行仍需更詳細的解 說與演練，將針對有興趣於所在地推廣科普活
動的人士及曾參與種子教師培育的 學員，進行工作坊的活動。對難
度較高的素材 如: 「繁殖及幼魚之飼育」、「行 為箱製作及行為
軟體的使用」、「胚胎的觀察及縮時攝影」、「簡易的電生理觀 察
」、及「胃腸道的觀察」等進行更具深度的培訓，並增加較趣味性
的素材「透 明魚骨骼標本的製作」，以吸引更多學員參與，來深植
計劃成果及延續本計劃之影響力。
3.加強對偏鄉地區的科普推廣活動:兩年多的計畫中，均曾主動及受
邀前往偏鄉進行活動，爾後收到多位校長或是輔導團的回饋，希望
能增加前往偏鄉的次數，故今年度計畫直接針對偏鄉，試著將過去
成果與今年計畫內容與國中課程相 結合，讓偏鄉學童增加參與機會
，動手做實驗，進行活動，以深化生物學所學知 識。目前已分別與
宜蘭縣輔導團，以及台中市、嘉義縣及台南市(山上區，南化區 等
)多所偏鄉國中聯絡，目前鎖定至少五個國中，計畫針對上下學期不
同課程，各 去至少一次(共十次，參加人次至少可達250人)，進行
科普推廣，以照顧偏鄉學子之需求。
承續過往的模式，本計畫各項開發之素材及軟體，均會彙整上傳至
網路(科技大觀園與臉書粉絲頁面)，並以數位資料方式保存，提供
社會人士及教師自行索取作為課外補充資料，使計劃成果得以延續
。本計劃之執行目的除了能實質幫 助生物科技之科普推廣外，更希
望能結合與帶動其他科研人員共同參與，以提昇國內科普推廣的參
與風氣。

中文關鍵詞： 科普推廣、斑馬魚、工作坊、偏鄉地區、種子教師、標本製作

英 文 摘 要 ： Our long term goal is enhanc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biotechnology knowledge by using zebrafish model. This
proposed project is a nice extension of our ongoing
project, we developed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by using
zebrafish combined with smart phone and tablet computer for



promoting popularization of biotechnology and established
the seed teachers training program. Biotechnology
applic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our daily lives, but
the content of biotechnology is difficult for the publics
to comprehend that leads to unnecessary misunderstanding
and repelling. Therefore, biotechnology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is essential for helping the publics for
understanding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nology.

There are three aims of the proposed project, which
summarized below
1. Add new seed teacher training district. In our ongoing
project, we selected
several districts including Hualien, Chiayi, Taoyuan,
Keelung, Ilan, Kaohsiung, Nantou, Kinmen for training seed
teacher. We arrange new districts such as Taitung,
Pingtung, Tainan etc. for continuing the see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We shall collaborate with the national
Teaching Advisory Teams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Science
Education for cultivating more seed teacher nation wide.
2. Provide advanced course for the seed teachers via
workshop. Based on feedback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till require fine-tun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such as equipment setting is being demand. W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eries of workshop for providing the
trainees and seed teachers for practicing their skill. It
will be helpful for them to set up their own equipment in
their school even at home. Workshop activities will include
(a) breeding and rearing of zebrafish.(b)handmade
behavioral chamber and the usage of monitoring
software.(c)Observation of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by
time-lapse photography. (d) Electrophysiological recording
and monitoring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ctivities etc.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participants to join the workshop,
we increase a course about transparent fish skeleton
specimen production.
3. Develop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vent for the students of
rural and islet areas. We will focus on developing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hol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at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he rural,
aboriginal, or islet areas, so that an additional effect of
lessening the science learning discrepancy in these areas
can be achiev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has following benefits,
the educational materials will make accessible through
internet, facilitating the use by school teachers and self-



learners at home, and the participated graduate students
and seed teach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experience
on running a popular science promotion project. We also
hope to drive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academic institu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zebrafish, workshops, rural
areas, seed teachers, specimen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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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科普推廣、斑馬魚、工作坊、偏鄉地區、種子教師、標本製作 

本計劃接續 105 年度「利用斑馬魚模式進行科普推廣活動及科普種子教師 培育」的主

軸，藉由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器材，來推廣內容具趣味性、容易 觀察及動手做之科普活

動，來將生物科技知識的普及化，使民眾真正了解到生物 科技的應用及未來。除承續主軸，

針對以教師為主要對象之種子教師培育外，和 對象為一般社會人士及曾參加種子教師培育之

學員之「工作坊」活動，提供更詳 盡的培訓及演練，期使參加者能夠將所學做實際的應用。

此外，因應過往活動中 參加者給予的回饋反映，加強以偏鄉地區為主要的推廣對象，期以一

年時間，利 用本實驗室在斑馬魚實驗的專業優勢，和過往兩年多的活動經驗，持續進行科普 

教育素材的推廣活動，以加廣及加深活動之影響力及成效;其執行重點如下， 

1. 增加種子教師的培訓區域:去年度安排的種子教師培訓區域包括:花蓮、 嘉義、桃園、基

隆、宜蘭、澎湖，金門等地。本年度安排前往新的縣市(台東、 屏東、台南)進行活動，與該

地區的教師或輔導團進行合作，培養更多的種子教師，以帶動地方上的民眾與學生參與活動，

以擴展計劃的成果與影響力。 

2.增加工作坊的活動地區:兩年計畫中已研發出多種科普素材，其廣度及精緻度已達一定水

平，然而從學員的回饋中得知，部分素材的執行仍需更詳細的解說與演練，將針對有興趣於所

在地推廣科普活動的人士及曾參與種子教師培育的學員，進行工作坊的活動。對難度較高的素

材 如: 「繁殖及幼魚之飼育」、「行 為箱製作及行為軟體的使用」、「胚胎的觀察及縮時攝

影」、「簡易的電生理觀察」、及「胃腸道的觀察」等進行更具深度的培訓，並增加較趣味性的

素材「透明魚骨骼標本的製作」，以吸引更多學員參與，來深植計劃成果及延續本計劃之影響

力。 

3.加強對偏鄉地區的科普推廣活動:兩年多的計畫中，均曾主動及受邀前往偏鄉進行活動，爾

後收到多位校長或是輔導團的回饋，希望能增加前往偏鄉的次數，故今年度計畫直接針對偏

鄉，將過去成果與今年計畫內容與國中課程相結合，增加偏鄉學童參與機會，動手做實驗，進

行活動，以深化生物學所學知識。本計畫目前已分別到多所偏鄉國中小，參加人次至少達 250

人，進行科普推廣，以照顧偏鄉學子之需求。 



承續過往的模式，本計畫各項開發之素材及軟體，均會彙整上傳至網路(科技大觀園與臉

書粉絲頁面)，並以數位資料方式保存，提供社會人士及教師自行索取作為課外補充資料，使

計劃成果得以延續。本計劃之執行目的除了能實質幫 助生物科技之科普推廣外，更希望能結

合與帶動其他科研人員共同參與，以提昇國內科普推廣的參與風氣。 



（一） 計劃英文摘要。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zebrafish, workshops, rural areas, seed teachers, 

specimen preparation 

Our long term goal is enhanc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biotechnology knowledge by 

using zebrafish model. This proposed project is a nice extension of our ongoing project, we 

developed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by using zebrafish combined with smart phone and tablet 

computer for promoting popularization of biotechnology and established the seed teachers 

training program. Biotechnology applic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our daily lives, but the 

content of biotechnology is difficult for the publics to comprehend that leads to unnecessary 

misunderstanding and repelling. Therefore, biotechnology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is 

essential for helping the publics for understanding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nology. 

 

There are three aims of the proposed project, which summarized below 

1. Add new seed teacher training district. In our ongoing project, we selected 

several districts including Hualien, Chiayi, Taoyuan, Keelung, Ilan, Kaohsiung, Nantou, 

Kinmen for training seed teacher. We arrange new districts such as Taitung, Pingtung, Tainan 

etc. for continuing the see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We shall collaborate with the national 

Teaching Advisory Teams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Science Education for cultivating more 

seed teacher nation wide. 

2. Provide advanced course for the seed teachers via workshop. Based on feedback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till require fine-tun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such 

as equipment setting is being demand. W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eries of workshop for 

providing the trainees and seed teachers for practicing their skill. It will be helpful for them to 

set up their own equipment in their school even at home. Workshop activities will include (a) 

breeding and rearing of zebrafish.(b)handmade behavioral chamber and the usage of 

monitoring software.(c)Observation of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by time-lapse photography. 

(d) Electrophysiological recording and monitoring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ctivities etc.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participants to join the workshop, we increase a course about transparent 

fish skeleton specimen production. 

3. Develop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vent for the students of rural and islet areas. We 

will focus on developing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hol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at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he rural, aboriginal, or islet areas, so that an additional effect of 

lessening the science learning discrepancy in these areas can be achiev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has following benefits, the educational materials will 

make accessible through internet, facilitating the use by school teachers and self-learners at 

home, and the participated graduate students and seed teacher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experience on running a popular science promotion project. We also hope to drive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academic institu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Taiwan. 

 

 

 



請概述執行本計畫可能產生對社會、經濟、學術發展等面向的預期影響性

(一百五十字內)。 

本計畫主要以斑馬魚為素材，並利用手機顯微鏡等新穎教學元素，進行科普推廣活

動。本年度更計畫前進偏鄉中小學，讓偏鄉學童得以親手操作，燃起對生物學之興趣。

本計畫之執行不僅會讓國中小學生、一般社會人士了解生理系統之運作外，更希望可藉

由本計畫之執行，讓偏鄉學童及民眾可實地操作生物實驗器材，縮短城鄉差距。 

 

 

  



研究計劃內容： 

(一) 研究計劃之背景及目的。 

A. 計劃背景： 

1. 降低城鄉學習落差 

「2013 台灣偏鄉弱勢學童學習貧窮分析報告」發現，偏鄉弱勢孩子學習貧窮的

狀況更令人擔心，包括(1)學習資源的貧窮：偏鄉弱勢學童家中的教育資源不足比例

71.5%，與優勢學童相比相差 16倍以上；(2)學習能力的貧窮：教育資源的落差也實

際反映在孩子的學習能力上，僅半數偏鄉弱勢學童能答對基本學力題目，與優勢學

童相差近三成，也有近二成的偏鄉弱勢學童反應平常上課大多聽不懂。申請人之團

隊多次參加彰師大科教中心所舉辦之偏鄉國中小生物科教學活動，主持人簡一治教

授，林忠毅教授耕耘偏鄉生物科教學多年，發現偏鄉國中小受限於經費，實驗設備

更付之闕如，或是損壞不堪使用。申請人近期前往嘉義縣偏遠國中之科普推廣活動，

新任校長非常具有熱忱，願意花時間與精力來帶動該校科學教育。然殘酷的現實是

整個學校沒有一台複式顯微鏡，對該校學童而言，所謂顯微鏡之操作只是按照書本

所言，努力背誦，根本毫無概念。來參加的學童看到申請人準備的顯微鏡觀察細胞

及手機顯微鏡觀察斑馬魚血液流動時所顯露之熱情時，令人振奮。校長並指出對國

中學童而言，生理系統之理解本就不易，但透過如這類活動實地的實驗，讓他們清

楚循環系統，神經系統的構造及功能，具有一定的知識承載度，協助他們更容易瞭

解學習上的疑惑。此外，依照教育部「103 學年度各級教育統計概況分析」指出，

偏遠地區的國中小代理教師比率為 19.8%，高於全國的 14.1%；教學年資未滿 5 年

者有 28.4%，高於全國的 18.7%；年齡未滿 30 歲有 13.5%，高於全國的 9.4%。顯

示偏遠地區教師多屬代理、資淺、年輕教師，師資流動率極大。主持人有多年之教

學經驗，而計畫團隊中更具有縣市生物輔導團或資深高中生物老師，希望可藉由本

計畫成立一個生物教學平台，不僅在設備上支援偏鄉生物教師，更希望能不只是一

次前往分享，而甚至可作為偏鄉生物科教師的後盾。 

2. 斑馬魚的簡介及其在生物醫學研究上的應用 

斑馬魚（Danio rerio），屬輻鰭亞綱鯉科，是小型淡水魚，卵生，體表有藍黑色



條紋。由於飼養容易，只需要常溫 (最佳溫度為 28.5 ℃)，一天餵食一至四次，且繁

殖週期短，自 1970 年代開始，被 Streisinger 選為實驗動物（G. Streisinger, 1927-1984）

（Grunwald and Eisen., 2002）。今日，斑馬魚已成為探討脊椎動物胚胎發育過程的重

要動物模式。至 2012 年開始已被列入人類疾病模型(human disease research model)

及藥物篩選(drug screening)的模式動物，與傳統齧齒類動物相比。其優點整理如(表

一)。 

表一、斑馬魚與齧齒類於生物醫學研究上的比較表 

項目 斑馬魚 齧齒類 

1. 繁殖 

容易及數量龐大，每週可交配兩

次，每次可產下約二至五百顆卵。 

有懷孕與育幼期，大約兩

個多月，每次只可產下

8~12 隻幼鼠 

2. 觀察胚胎的發育 

體外受精、孵化時間短，過程中胚

體及卵殼呈半透明狀態，易於連續

觀察胚胎發育過程中，各階段的形

態變化。 

體內受精，孕期約 20 

天，因在子宮內因此不易

觀察各階段的變化 

3. 胚胎毒理學及 

環境毒理學的實

驗 

易於同一批次的胚胎分成不同組

別，來觀察毒物活環境刺激對胚胎

發育之影響。 

無法進行同一胎次的胚胎

做不同毒物濃度的影響觀

察 

4. 進行基因轉殖實

驗 

卵徑大且透明，利用基因轉殖進入

的「螢光蛋白」，做初期的篩選，

可對發育過程中基因表現的變化，

於活體動物上進行非侵入式、非傷

害性、連續及動態性的觀察。

(Halpern, Liang, & Gamse, 2003) 

藉由侵入性的手術進行取

卵與置胚，需要犧牲動

物，且耗費昂貴的器材，

並無法進行連續性觀察。 

5. 基因密碼已完全

解讀 

現有大量藉由基因工程產生的基因

轉殖斑馬魚並應用在生物醫學研究

上（Ninkovic et al., 2005）。其胚胎

並非全部齧齒類品系均已

解碼 



不同發生階段之基因調控，已具備

完整之資料庫，可隨時利用線上資

料庫做搜尋比對(Westerfield, 

1995)。 

總和上述的各項優點，斑馬魚在多類生物醫學研究上被廣泛應用，於 2012年已

正式被美國聯邦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將斑馬魚列入可用於進行臨床前藥物實驗

(pre-clinical)之模式動物。我們過去三年的計畫，為國內首度將斑馬魚模式應用於科

普知識的推廣，並進行種子教師的培育，持續地將斑馬魚模式，從研究領域推向科

學推廣活動，已讓更多人藉由對斑馬魚之認識進而了解生物醫學之研究。 

3. 利用斑馬魚模式從事科普活動推廣之優點 

儘管斑馬魚已成為生命科學研究上重要的模式動物，我國利用斑馬魚從事研究之

人員在過去十年內，亦以倍數的方式增長；在國內，已分別在中研院(TZCAS)及國衛

院(TZeTH)設置斑馬魚的研究資源中心，近年來，國家衛生院等單位雖利用舉辦營隊

方式推廣斑馬魚此種動物模式。然而，若是偏鄉之國中小學生即使得到營隊資訊，卻

常因各種因素而相對較無法前往參與營隊，但若是可利用斑馬魚在操作使用的優勢，

藉由我們設計的模組結合科教活動，不僅可透過工作坊性質培育高中國中小教師為

種子教師，更可以直接進入偏鄉學校之校園，可大幅降低社會大眾或學生了解與學習

生物科技的門檻。根據過去多年的經驗，驗證了與其他常見的模式動物相比，斑馬魚

十分適合用於從事科普推廣活動，其優點茲分別列舉如下表二： 

表二、使用斑馬魚進行科普活動之優點 

項目 說明 

安全性 1. 無人畜共同傳染疾病的風險(如狂犬病、鉤端螺旋體病等) 

2. 不會發生民眾被動物咬傷或抓傷之危險 

3. 不用顧慮因動物逃逸，可能會造成之公共危險(如啃咬電線導致

失火) 

適用性廣 1. 方便活體觀察生理反應，如消化、心跳、微血管血液流動等，過

程中大多不需要特別或是輕度的麻醉。 



2. 幼魚的卵殼透明，可在不傷害動物的情況下進行胚胎發育的觀

察，配合基因轉殖螢光之斑馬魚，可觀察到舉凡神經、心血管及消

化系統的發育與運作情況。 

便利性 1. 斑馬魚的體型小可輕易攜帶，且較不易殘留特殊氣味，在運送過

程較為方便。 

2. 斑馬魚對於環境適應能力佳，即使經過長途運送，只需要數小時

的休息與適應，即可進行觀察使用。 

3. 其卵徑與幼魚較大，且更容易取得，可清楚且方便觀察。 

經濟性 1. 所需的飼養空間較小，若是偏鄉的教師想要使用斑馬魚作為教學

素材，可更易於在學校有限的空間內設置斑馬魚的養殖區。 

2. 只需要一般的小型淡水魚缸即可飼養，不需要特製的籠具及飼養

設施，甚至平常可作為觀賞使用，飼養費用相對低廉。 

親民性 斑馬魚為小型觀賞魚，民眾不易產生負面的反應，將有助於提升民

眾參與活動的意願。 

新穎性 使用活體進行觀察，可讓參與者親手操作，並進行科學知識的學習，

讓其產生對科學的好奇與熱情。 

 

4. 利用手機顯微鏡、傳統顯微鏡及手機軟體配合斑馬魚進行科普推廣活動之優點 

如前所述，顯微鏡微生物科教學之必備工具，但受限於國中小經費有限，即使都

會區國中，也並非都具有堪用之顯微鏡。然而過去近十年間，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

的普及，不只提升了網路應用的便利性，更造就了獲取知識的新管道，既可同時進行

聲音與影像的紀錄，也能隨時隨地上網尋找資料，再加上其處理器已達可分析數據的

效能，相關應用程式的多元化與容易取得，現幾乎已達人手一台的地步。因此，如能

將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應用於科普活動，這會對於推廣上有莫大的裨益。近來國內

已有相關社群，製造出廉價、可靠與便於攜帶的手機顯微鏡。過往我們在執行科普計

劃中，礙於器材儀器不易攜帶，而限制可進行的項目，例如是生物構造及生理反應的

觀察，可用手機顯微鏡解決了此項困難。 



我們也據此發展出多種適用於手機顯微鏡的科普素材，例如：結合斑馬魚的血液系

統構造觀察（如：心跳、血液流動），胚胎發育觀察（如：細胞分裂），神經系統構造觀

察，骨骼系統的觀察，消化系統的觀察等，再結合了本實驗室在斑馬魚實驗上的優勢，

也設計出一系列可攜帶、適合於國高中使用的實驗設備，並配合可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上操作的行為分析 app，可用以量化分析數據。此外，亦配合開發了微生物及植物

的相關素材。在手機已成為隨身不可少的設備的現代社會，與科普推廣活動適度的結合，

能使任何人達到無時無地均能進行科學活動的目標。 

本實驗室不僅從事斑馬魚的學術研究，並發展出多套斑馬魚在基礎生物學之實驗器

材及方法，更於 103 年度開始，本於「取之社會用於社會」的精神，首次應用於科普推

廣活動以回饋社會，目前已獲初步的成果(請參閱初期成果的相關介紹)。而為了回應過

去參與學生與老師對於更多進一步或是多次前往舉行不同活動的需求，故希望能藉由本

次計劃的執行，整合過去開發過的各類斑馬魚知識與實驗應用，此外，本計畫除了繼續

進行種子教師培育外，並延續去年持續開設斑馬魚科普推廣工作坊，希望可讓有興趣利

用斑馬魚進行實驗的一般民眾、教師或學生於參加之後，在家中或校內建立小型斑馬魚

實驗室並設計相關實驗，進而達到真正向下扎根，向外擴大其影響；此外，今年更將拓

展偏鄉國中之生物教學，讓偏鄉學童藉由實地動手操作實驗，不僅了解生物學的知識，

更能發掘有趣之處，不再只是無趣的填鴨。 

 

B. 計劃目的 

本計畫延續過往科普素材研發及種子教師培育的初步成果，進一步呼應徵求書所

列之兩項主題：第一為透過實驗認識科學；第二為創意科普活動設計與推廣；第三為

科學學習落差。藉由擴大種子教師培育區域、加深種子教師實務經驗、擴展偏鄉學童

作為科普推廣對象等三個方向，達到增加廣度(更多縣市及年齡層)，增加深度(吸引在

所居地延續科普推廣工作的種子教師及社會人士)，來加廣加深計畫的成效，總和以

上，希望可以使斑馬魚動物模式成為全民都能親近且容易瞭解的科學常識，提升國人

生物科技科普知識之素養。 

 



C. 計劃重要性 

繼 2012年正式被美國聯邦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列入可用於進行臨床前藥物

實驗(pre-clinical)的模式動物之外，鄰近的中國大陸亦已計畫用 3至 5年的時間，將

斑馬魚每一個染色體上的基因進行逐個剔除的資料庫；在臺灣，亦在 2010年，由中

研院、清華大學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別成立斑馬魚種源中心以及 2015 年開始進行

生技類核心設施平台的建立，足證斑馬魚在生物醫學研究上之重要性與日遽增。過

去的推廣計畫中，每次均引發非常多民眾的興趣與詢問，大多數回饋均認為此動物

模式之便利與容易操作比起他們原本的想像還要簡單許多，但是在使用斑馬魚模式

進行科普知識的推廣上，仍有極大的努力發展空間，故繼續將斑馬魚模式從研究領

域推向科學教育及培植相關人才實有其必要性。此外，過去的計畫中，有幾次從事

偏鄉生物教學之推廣，發現學生反應相當踴躍，所以本年度不僅會持續前往離島推

廣外，更會增加多所偏鄉國中，進行生物教學之推廣。 



(二)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A. 活動方式： 

共安排三類活動，分別為「教學素材製作工作坊」、「種子教師培訓」及「偏鄉行

動工作坊」。 

玆分述各類活動內容如下： 

1. 斑馬魚飼養與教學素材製作工作坊： 

施行對象：根據過去計畫執行經驗以及參與群眾之回饋，規劃工作坊的活動，

由於斑馬魚雖然容易取得，成魚飼養亦較一般觀賞魚簡單，但是由於操作流程以及

實驗動物規範等因素，在實驗室外進行有一定難度，故為了提供沒有經驗或是有興

趣想學習的人，可以有接觸管道並進行部分在實驗室較容易進行之實驗如人工受精、

電生理、行為實驗操作與透明魚骨骼標本製作，希望藉由工作坊的方式，讓一般社

會人士、以及曾參加本計劃科普活動的學生及教師等，進入實驗室，以提供更詳細

完整的活動、操作介紹及演練，並提供後續的疑問解答、材料及技術的資源。 

施行場次：為了方便不同地區的民眾參與，工作坊預計在台北、台東及嘉義地

區各至少一次，總計共四到五梯次。進行的場地除了使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

學系之空間外，預計會借用另外地區之高中及大學的實驗室與教室，包括國立台東

大學與國立嘉義大學，進行工作坊講授與操作活動。 

施行方式：目前規劃工作坊辦理一梯次均為一天，內容可視情況與規劃進行調

整，一天共可包含六個項目，內容將會包括基礎飼養、繁殖技巧、動物行為觀察與

數據收集，以及骨骼標本製作。課程模組項目分別如下，由於每一模組項目均以 1

小時為單位進行設計，故部分模組（如交配）會分為 1~3 項目，但不同項目可獨立

進行，沒有連續操作的需要，實際運作會再依照計畫執行現場情況進行內容與時間

的最佳化調整。 

a. 斑馬魚概論 

介紹斑馬魚的背景知識 

介紹斑馬魚在實驗室的應用及常見的實驗項目 

b. 斑馬魚的交配– 產卵箱製作 



瞭解斑馬魚的交配方式與相關習性 

每人一組，供參與人員攜回使用 

動手做 – 製作產卵箱 

c. 斑馬魚的交配– 人工受精與卵的收集 

說明斑馬魚的受精卵發育過程與環境需求 

內部與外部生殖結構 

說明如何判別卵受精前後的健康程度 

說明人工取卵與精子的操作方式 

動手做 – 人工受精實做 

d. 斑馬魚受精卵細胞分裂觀察 

講解受精卵分裂過程 

說明縮時攝影原理與安裝手機相關 app， 

動手做 – 進行縮時攝影拍攝 

成果交流 

e. 斑馬魚的心血管觀察 

說明斑馬魚的循環系統 

比較與人及其他動物的差異 

動手做 – 利用顯微鏡觀察斑馬魚幼魚或成魚的心臟跳動或血液流動 

f. 斑馬魚的內部構造觀察 

說明斑馬魚的內臟位置 

解說如何進行解剖與相關教學 

動手做 – 實際進行解剖觀察斑馬魚的內部器官 

g. 斑馬魚的骨骼構造觀察 

斑馬魚骨骼介紹 

與其他動物之比較 

透明魚骨骼標本原理介紹 

動手做 – 利用顯微鏡觀察透明魚骨骼標本 



動手做 – 透明魚骨骼標本製作 

h. 其他相關微生物觀察與介紹 

草履蟲的採集、飼養與濃縮使用 

水蚤與豐年蝦的飼養與使用 

動手做 – 利用顯微鏡觀察草履蟲食泡，草履蟲食泡變色實驗 

動手做 – 水蚤與豐年蝦之心跳觀察 

下表（表三）為單次活動流程範例，其中的各不同模組項目可再根據不同需求

或是設計，進行不同的安排。 

表三、教學素材製作工作坊活動流程範例 

開始時間 活動項目 

08:30 集合 

09:00~10:00 斑馬魚概論 

10:00~11:00 斑馬魚的交配– 產卵箱製作 

11:00~12:00 斑馬魚的交配– 人工受精 

午餐時間（不提供餐點） 

13:30~14:30 斑馬魚的心血管觀察 

14:30~15:30 水蚤與豐年蝦之心跳觀察 

15:30~16:30 斑馬魚的骨骼構造觀察–透明魚骨骼標本製作 

16:30 賦歸 

 

2. 種子教師培訓： 

施行對象：延續前三年之計畫，開放一般社會人士、國小教師、國高中教師等，

以教師研習方式，前往各校進行推廣活動。 

施行場次：先前已分別在九個縣市舉辦種子教師培訓(台北、宜蘭、金門、南投、

桃園、台中、花蓮、嘉義、澎湖等)進行活動，得到廣泛迴響，向隅者眾，接到許多

希望能前往再度舉辦的邀請與要求，故在本年度計畫仍安排可接受此類活動邀請，

以擴展過去計劃的成果與影響力，本年度規劃希望除了繼續在花蓮、嘉義、金門、



澎湖舉辦種子教師培訓外，亦規劃增加台中、台南、屏東及台東等縣市。 

施行方式：主要為可攜帶出實驗室進行操作與展示的部分。目前預估每次種子

教師培訓活動中包括以下單元： 

a. 口頭報告：針對下列主題各自做一個投影片檔案與海報(上課及供網路下載

用) 

i. 斑馬魚模式背景及在生物醫學研究上的應用。 

ii. 四大主題（生殖、胚胎發育、循環系統、行為實驗）之內容、原理、操

作方法。 

iii. 動物之取得與飼養方式。 

b. 推廣小冊的提供與介紹：介紹斑馬魚的基本資料如棲地、如何判別性別、生

殖方式、養殖方法及現階段在科學研究上之應用等。 

c. 現場實物的製作：包括斑馬魚成魚與幼魚的麻醉或固定方式、發育中的斑馬

魚胚胎活體玻片製備、相關實驗儀器的組裝。 

d. 實際演練：包括讓種子教師們分組自行操作實驗器材，學習如何指導他人進

行生理實驗及行為實驗的操作及觀察。 

e. 分組討論與腦力激盪：討論過程中可改進的缺失，及斑馬魚在科普推廣上進

一步的推廣及應用。 

f. 問卷與回饋：讓種子教師們在參與活動後填寫問卷及意見回饋表，以做為素

材與培訓活動改進之依據；問卷的結果也作為活動績效之評鑑。 

下表（表四）為單次活動流程範例，其中的各不同模組項目可再根據不同需求

或是設計，進行不同的安排。 

表四、斑馬魚種子教師研習活動參考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13:00 集合 

13:30~14:30 斑馬魚概論與飼養方式 

14:30~15:30 斑馬魚的循環系統（含現場動手做） 

15:30~16:30 斑馬魚的神經系統（含現場動手做） 



16:30 賦歸 

3. 偏鄉行動工作坊： 

施行對象：由於過去計畫均有受到邀請前往偏鄉進行活動，活動之後收到許多

校長或是輔導團的回饋，均希望可以增加前往偏鄉的次數，故今年度計畫直接針對

偏鄉，試著將過去成果與今年計畫內容與國中課程相結合，讓偏鄉學童增加參與機

會，動手做實驗，進行活動，以深化生物學所學知識。 

施行場次：安排在宜蘭、台中、嘉義、台南等四個縣市，五個國中舉辦。 

施行方式：  

a. 前測: 測試學生對本次所講解內容之了解程度。 

b. 斑馬魚概論及目前在生物醫學之應用。 

c. 推廣小冊：介紹斑馬魚的基本資料如棲地、如何判別性別、生殖方式、養殖

方法。 

d. 課程講授：針對課程內容，系統性講授(但不宜過長，學生無法專注太久) 

e. 現場實物展示：包括成體斑馬魚、發育中的斑馬魚胚胎、器官及組織切片標

本、相關實驗儀器。 

f. 動手做做看：在現場人員的指導下，自行組裝實驗器材、並進行實驗的操作

及觀察。 

g. 後測 

h. 問卷與回饋：讓民眾在參與活動前後填寫問卷及意見回饋表，以做為素材與

活動修改及精緻化之依據；問卷的結果也作為活動績效之評鑑。 

  



下表（表五）為單次活動流程範例，其中不同生理系統(此處以循環系統為粒)

可再根據不同需求或是設計，進行不同的安排。 

表五、偏鄉學校斑馬魚推廣活動參考流程 

時間 活動項目 

08:00 活動準備 

8:10-8:40 課程講授 

08:45~09:15 循環系統: 斑馬魚與哺乳類心臟構造之比較 

09:15~10:00 斑馬魚的血管分布及血液流動方向觀察 

10:00~11:00 血液抹片之操作 

11:15~11:30 填寫問卷及回饋 

11:30 活動結束 

B. 活動時程規劃： 

本計劃預計以一年時間進行 (自 106 年 8 日 1 日~107 年 9 月 30 日止)，共分為

三個階段， 

兹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科普活動素材準備及前置作業（106 年 8 月 1 日 106 年 10 月 31 日） 

1. 模組內容更新與調整：針對工作坊的各個模組項目進行內容更新，蒐集相關之文

獻，讓前來參與之人員得到的資訊均為新版。 

2. 科普活動素材準備：由工作團隊包含計劃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均

為資深的國高中生物科老師，部份成員曾參與生物科中央輔導團及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輔導團）、實驗室研究生、實驗室助理組成的研發小隊，針對各項模組項目，

進行準備與調整作業，如準備前測，後測之題目，各系統之組成及位置，標本的製

作與保存條件並進行活動試做。 

3. 活動場地及相關器材的聯絡與相關事宜 

 

  



第二階段：科普活動之施行(106 年 11 月 1 日~107 年 4 月 30 日) 

1. 工作坊進行 

2. 教材調整後之第一次試做 

3. 針對工作坊活動的回饋表，進行素材及活動的微調工作 

4. 進行種子教師之培訓 

5. 針對種子教師培訓的回饋表，進行素材及活動的微調工作 

6. 進行偏鄉國中之生物教學推廣活動 

7. 根據回饋表及前後測表現，進行素材及活動的微調 

8. 期中報告 

 

第三階段：107 年 5 月 1 日~107 年 9 月 30 日 

1. 進行工作坊與種子教師培訓相關的活動內容公開上網，讓最後定稿的課程相關資

訊可做為公開資訊提供給全民共享。 

2. 持續進行偏鄉國中之生物教學推廣活動 

3. 就歷次活動設計相對應的問卷回饋表，進行總整理及意見分析：以蒐集參與的民

眾與學生的意見，也會設定評鑑測驗包括前測及後測，以評估參與者是否自推廣

活動中獲得生物科技背景知識的提升 

4. 集結工作坊與種子教師培訓過程中所得之意見，進行科普素材的精緻化和調整。 

5. 將素材及活動的成果資料數位化，以非線性方式數位化提供學生主動探索，或以

簡報或影片等方式上傳至臺師大生科系網站與國科會的科技大觀園上網提供有

興趣的民眾與學生使用，以延續及提升計劃的成效。 



(三) 完成之工作項目： 

A. 實際舉行活動次數 

活動類別 活動區域 預期活動次數 實際活動場次 

工作坊 

（共 4-5 梯次）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 梯次     1  *1 

台東，國立台東大學 1-2 梯次     1  *1 

嘉義，國立嘉義大學 1-2 梯次     1  *1 

種子教師培訓 

（共 10 場次） 

台中 1 場次 3 

台南 1 場次 1 

金門 1 場次 1 

屏東 1 場次     0  *2 

台東 1 場次 1   

花蓮 1 場次     0  *2 

嘉義 1 場次     0  *2 

澎湖 1 場次     0  *2 

基隆 0 場次     1  *3 

宜蘭 0 場次     1  *3 

台北 0 場次     3  *3 

偏鄉科普活動 

（共 10 場次） 

宜蘭 2-3 場次 0 

南投 2-3 場次 1 

嘉義 2-3 場次 2 

台南 2-3 場次 1 

金門 0 場次     1  *3 

苗栗 0 場次     1  *3 

新竹 0 場次     1  *3 

總場次  19-26 21 

*1 因舉辦時間配合調整與邀約，故台北改至大同高中、台東改至台東高中、嘉義則

改至北港國中舉辦。 



*2 花蓮、屏東與澎湖等地區由於時間無法配合，故無法前往。 

*3 基隆、宜蘭、台北、金門、苗栗與新竹五地區原本不在計畫範圍內，但因當地教

師或輔導團邀約，故前往舉辦活動。 

 

B. 對於教學應用及其他應用方面之貢獻 

3 教學應用方面 

本計劃所開發之教育素材及教學模組，可作為教育上的推廣，並可以增進中學生對

於生物科技的瞭解，有利於提升國民科技素養，促進經濟活動。 

（2）參與工作人員之經驗學習 

對參與本計劃之種子教師而言，我們期望種子教師可共同設計教學素材，進而增進

其對生物科技的理解、興趣以及教育素材及教材之開發。對參與研究計劃的教師而言，

經由行動研究的過程，可以累積「生物科技」的課程融入與教學實施的經驗，以豐富教

學內容，提升教學品質。 

 

C. 實際參與活動人次 

活動類別 活動區域 舉辦場次 預期人次 實際參與人數 

工作坊 

台北 大同高中 1 約 50~100 人 32 

台東 台東高中 1 約 50~100 人 23 

嘉義 嘉義北港國中 1 約 50~100 人 20 

小計 150-300 75 

種子教師

培訓 

台中 3 約 25~50 人 92 

台南 1 約 25~50 人 24 

金門 (偏鄉) 1 約 25~50 人 16 

屏東 0 約 25~50 人 0 

台東 0 約 25~50 人 0 

花蓮 0 約 25~50 人 0 

嘉義 0 約 25~50 人 0 



澎湖 0 約 25~50 人 0 

基隆 1 應邀約前往 53 

宜蘭 (輔導團研習) 1 應邀約前往 19 

台北 3 應邀約前往 47 

小計 200-400     251  *1 

偏鄉與科

普活動 

宜蘭 0 約 20~50 人 0 

南投 (偏鄉) 1 約 20~50 人 90 

嘉義 1 約 20~50 人 39 

台南 1 約 20~50 人 11 

金門 (偏鄉) 1 應邀約前往 125 

苗栗 (偏鄉) 1 應邀約前往 29 

新竹 (偏鄉) 1 應邀約前往 33 

小計 80-200     327  *2 

總場次與總人數 17 430-900 653 

*1 種子教師培訓常因時間因素，且需要協調時間，故常發生參加人數較預期少，

或是無法舉辦的情況，故在有限之經費許可範圍內，有邀約且不會太遠（不需住宿）的

研習均盡力接下舉辦，試圖盡力達成預期目標。 

*2 同上，故在允許範圍下，我們將主要時間與經費盡可能直接進入偏鄉與離島，

使偏鄉與科普活動部分的接觸人數還可以達到目標人數。 

 

D. 具體成效 

1. 建立穩定的斑馬魚專用透明魚骨骼製作流程，並改寫為教案，提供有興趣及有需

要的老師作為參考。 



 









 



2. 配合 108 課綱的設計理念，將過去四年計畫成果，轉化成中學生物課程中可使

用的跨章節活動，除可作為前期實驗課程外，亦可作為學生在不同章節學習時

的引導實驗與經驗。 

 







 

 



 

3. 持續總結過去四年計畫成果，完整將斑馬魚相關實驗以及飼養方式完整建立，

讓教師有需要時，可供參考。 

  

  

  

 

 

 



E. 部分活動記錄 

1. 台中科博館之科學儀器探究教學工作坊 （2017 年 9 月 30 日） 

   

     

2. 南投北梅國中推廣活動 （2017 年 11 月 25 日） 

    



   

3. 台北科普社團推廣活動 （2018 年 1 月 8 日） 

   

4. 嘉義民生國中推廣活動 （2018 年 1 月 25 日） 

   

5. 金門科學日系列之推廣活動 （2018 年 1 月 30 日） 

   



6. 台東高中推廣活動 （2018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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