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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麼？
例子一例子一例子一例子一 沈括《夢溪筆談》 海陸變遷

例子二例子二例子二例子二 戴更基《愛咪咪的異想世界》

例子三例子三例子三例子三 張婉雯《我跟流浪貓學到的16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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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例子一例子一例子一 令人驚異的事實令人驚異的事實令人驚異的事實令人驚異的事實

� 滄海桑田？

� 積土成地。

� 水流不息，變改不息。

� 說明個人對科學現象的觀察(科學事實)。

� 古代中國人的科學知識，其實很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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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例子二例子二例子二 令人欣賞的語文令人欣賞的語文令人欣賞的語文令人欣賞的語文

� 科普文字並非只是平鋪直敘的科學說明。

� 引人入勝地說明科學事實或促使人反思文
明課題，才是良好的科普文字。

� 主題清晰 – 氣味傳訊，人貓互動。

� 簡明易懂 – 一語中的，語言生動。

� 導引用心 – 製造懸念，曲折深入。

� 鋪排緊密 – 層次明確，呼應及銜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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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例子三例子三例子三 令人感動的理念令人感動的理念令人感動的理念令人感動的理念

� 介紹科學知識不是科普的唯一內容。

� 科普一樣可以讓人感動。

� 香港經濟急速發展，五光十色的城巿建設
標誌社會文明的進步，但這種對生命的不
尊重、對行善者的迫逼昭示了香港社會劣
質、落後的一面，推廣生命教育的迫切性
不言而喻。

� 引起反思

� 反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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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麼？
這是科普作品常有的特徵這是科普作品常有的特徵這是科普作品常有的特徵這是科普作品常有的特徵：：：：

�令人驚異的事實令人驚異的事實令人驚異的事實令人驚異的事實

�令人欣賞的語文令人欣賞的語文令人欣賞的語文令人欣賞的語文

�令人感動的理念令人感動的理念令人感動的理念令人感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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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科普作品的思考
1. 科普就是教科學科普就是教科學科普就是教科學科普就是教科學？？？？

2. 科普的定義科普的定義科普的定義科普的定義？？？？

3. 科普作品與其他作品有何不同科普作品與其他作品有何不同科普作品與其他作品有何不同科普作品與其他作品有何不同？？？？

4. 有哪些種類的科普作品有哪些種類的科普作品有哪些種類的科普作品有哪些種類的科普作品？？？？

5. 在中國語文科教授科普作品在中國語文科教授科普作品在中國語文科教授科普作品在中國語文科教授科普作品，，，，要注意哪要注意哪要注意哪要注意哪

些地方些地方些地方些地方？？？？

6. 哪裏可以找到更多科普作品的資料哪裏可以找到更多科普作品的資料哪裏可以找到更多科普作品的資料哪裏可以找到更多科普作品的資料？？？？



何謂科普
� 科普即科普即科普即科普即Science Popularization或或或或 Popular 

Science

� 楊文志《科普是一門學問》(見周孟璞、松鷹
主編《科普學》，頁4)指出科普活動應有如下
三個特點：

1. 以一般大眾為對象一般大眾為對象一般大眾為對象一般大眾為對象，

2. 以改善對象的科學文化素質為目的改善對象的科學文化素質為目的改善對象的科學文化素質為目的改善對象的科學文化素質為目的，及

3. 以不同體裁或媒體為傳播形式不同體裁或媒體為傳播形式不同體裁或媒體為傳播形式不同體裁或媒體為傳播形式。

� 科普作品不是理科教本科普作品不是理科教本科普作品不是理科教本科普作品不是理科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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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品的辨認和思考
試分析例子四和例子五試分析例子四和例子五試分析例子四和例子五試分析例子四和例子五，，，，指出這兩個例子指出這兩個例子指出這兩個例子指出這兩個例子，，，，是是是是
科普作品科普作品科普作品科普作品，，，，還是文學作品還是文學作品還是文學作品還是文學作品。。。。

�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四四四四

安伯托安伯托安伯托安伯托‧‧‧‧艾柯艾柯艾柯艾柯《《《《我人生的第一夜我人生的第一夜我人生的第一夜我人生的第一夜》》》》

� 例子五例子五例子五例子五

R.卡卡卡卡森森森森《《《《寂靜的春天寂靜的春天寂靜的春天寂靜的春天》》》》（（（（首章首章首章首章‧‧‧‧節選節選節選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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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 例子四是例子四是例子四是例子四是博學型的散文博學型的散文博學型的散文博學型的散文

� 作者艾柯是著名的符號學者作者艾柯是著名的符號學者作者艾柯是著名的符號學者作者艾柯是著名的符號學者、、、、作家作家作家作家、、、、文學批評文學批評文學批評文學批評

研究者與中世紀歷史學者研究者與中世紀歷史學者研究者與中世紀歷史學者研究者與中世紀歷史學者。。。。

� 借科學現象抒發個人感受借科學現象抒發個人感受借科學現象抒發個人感受借科學現象抒發個人感受

� 例子五是例子五是例子五是例子五是科普文章科普文章科普文章科普文章

� 這是極著名的科普專著這是極著名的科普專著這是極著名的科普專著這是極著名的科普專著《《《《寂靜的春天寂靜的春天寂靜的春天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首章的節選首章的節選首章的節選首章的節選。。。。此書揭發了殺蟲劑此書揭發了殺蟲劑此書揭發了殺蟲劑此書揭發了殺蟲劑 (DDT)

對人類及環境的禍害對人類及環境的禍害對人類及環境的禍害對人類及環境的禍害，，，，啟動了日後的環保潮流啟動了日後的環保潮流啟動了日後的環保潮流啟動了日後的環保潮流。。。。

� 以文學手法介紹科學現象以文學手法介紹科學現象以文學手法介紹科學現象以文學手法介紹科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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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
1. 說環保的文章說環保的文章說環保的文章說環保的文章，，，，一定是科普寫作嗎一定是科普寫作嗎一定是科普寫作嗎一定是科普寫作嗎？？？？

2.說生離死別的文章說生離死別的文章說生離死別的文章說生離死別的文章，，，，一定是抒情式的文學一定是抒情式的文學一定是抒情式的文學一定是抒情式的文學

作品嗎作品嗎作品嗎作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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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為可以只是借環保作題材來抒因為可以只是借環保作題材來抒因為可以只是借環保作題材來抒因為可以只是借環保作題材來抒
情說理情說理情說理情說理，，，，而不是真的介紹環保的科學原而不是真的介紹環保的科學原而不是真的介紹環保的科學原而不是真的介紹環保的科學原
理理理理、、、、知識或執行方法知識或執行方法知識或執行方法知識或執行方法。。。。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為文章可以用科學角度解釋生因為文章可以用科學角度解釋生因為文章可以用科學角度解釋生因為文章可以用科學角度解釋生
死離合現象死離合現象死離合現象死離合現象，，，，例如探討興奮與傷感的生例如探討興奮與傷感的生例如探討興奮與傷感的生例如探討興奮與傷感的生
理及化學反應理及化學反應理及化學反應理及化學反應，，，，而不一定意圖寫作借事而不一定意圖寫作借事而不一定意圖寫作借事而不一定意圖寫作借事
感人感人感人感人、、、、詠物寄意的抒情篇章詠物寄意的抒情篇章詠物寄意的抒情篇章詠物寄意的抒情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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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起來歸納起來歸納起來歸納起來，，，，凡是採用通俗易懂凡是採用通俗易懂凡是採用通俗易懂凡是採用通俗易懂，，，，生動形象的生動形象的生動形象的生動形象的

創作方法反映客觀而又豐富的科學技術事實創作方法反映客觀而又豐富的科學技術事實創作方法反映客觀而又豐富的科學技術事實創作方法反映客觀而又豐富的科學技術事實，，，，

包括科學思想包括科學思想包括科學思想包括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以及科學科學精神以及科學科學精神以及科學科學精神以及科學

發展觀都屬於科普創作範疇發展觀都屬於科普創作範疇發展觀都屬於科普創作範疇發展觀都屬於科普創作範疇。」。」。」。」

（（（（周孟璞周孟璞周孟璞周孟璞、、、、松鷹主編松鷹主編松鷹主編松鷹主編《《《《科普學科普學科普學科普學》》》》，，，，頁頁頁頁214。。。。成都成都成都成都：：：：四川四川四川四川

科技出版社科技出版社科技出版社科技出版社，，，，2008。。。。））））

科普創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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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品的特點
� 科普作品所具備的對象科普作品所具備的對象科普作品所具備的對象科普作品所具備的對象、、、、目的及傳播形式目的及傳播形式目的及傳播形式目的及傳播形式，，，，

令科普作品應該令科普作品應該令科普作品應該令科普作品應該同時隸屬三個範疇同時隸屬三個範疇同時隸屬三個範疇同時隸屬三個範疇：：：：

1. 科學範疇科學範疇科學範疇科學範疇—–科學標準科學標準科學標準科學標準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2. 教育範疇教育範疇教育範疇教育範疇 –—教育標準教育標準教育標準教育標準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3. 創作範疇創作範疇創作範疇創作範疇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15

科普作品的特點
� 科普作品就是運用包括文學手法在內的科普作品就是運用包括文學手法在內的科普作品就是運用包括文學手法在內的科普作品就是運用包括文學手法在內的

創作技巧創作技巧創作技巧創作技巧，，，，有效地教育讀者科學概念有效地教育讀者科學概念有效地教育讀者科學概念有效地教育讀者科學概念、、、、

科學知識或科學原理的作品科學知識或科學原理的作品科學知識或科學原理的作品科學知識或科學原理的作品。。。。

� 這種作品應具備四個性質這種作品應具備四個性質這種作品應具備四個性質這種作品應具備四個性質：：：：

科學性科學性科學性科學性、、、、文學性文學性文學性文學性、、、、通俗性通俗性通俗性通俗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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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六分析
� 科普範疇科普範疇科普範疇科普範疇：：：：天文學天文學天文學天文學——蟲洞蟲洞蟲洞蟲洞

� 教育範疇教育範疇教育範疇教育範疇：：：：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由淺入深由淺入深由淺入深由淺入深

� 創作範疇創作範疇創作範疇創作範疇：：：：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記敘記敘記敘記敘(善於鋪排善於鋪排善於鋪排善於鋪排)

用語淺近用語淺近用語淺近用語淺近，，，，形象具體形象具體形象具體形象具體

� 這一篇作品以通俗及有趣的語言這一篇作品以通俗及有趣的語言這一篇作品以通俗及有趣的語言這一篇作品以通俗及有趣的語言，，，，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了何謂蟲洞及蟲洞在物理學上的重要性了何謂蟲洞及蟲洞在物理學上的重要性了何謂蟲洞及蟲洞在物理學上的重要性了何謂蟲洞及蟲洞在物理學上的重要性，，，，

是一個典型的科普寫作是一個典型的科普寫作是一個典型的科普寫作是一個典型的科普寫作。。。。



科普作品的範圍與類型
�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詩詩詩詩

�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小品小品小品小品（（（（科普專題書籍科普專題書籍科普專題書籍科普專題書籍））））

�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小說小說小說小說

�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戲劇戲劇戲劇戲劇

� 影視影視影視影視類科普類科普類科普類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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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詩

通常是指以新詩的形式通常是指以新詩的形式通常是指以新詩的形式通常是指以新詩的形式、、、、形象化的語言技形象化的語言技形象化的語言技形象化的語言技

巧表達科學事實及原理的作品巧表達科學事實及原理的作品巧表達科學事實及原理的作品巧表達科學事實及原理的作品，，，，著名的作著名的作著名的作著名的作

品有品有品有品有《《《《我們的土壤媽媽我們的土壤媽媽我們的土壤媽媽我們的土壤媽媽》》》》（（（（見例子七見例子七見例子七見例子七））））、、、、

《《《《圓規圓規圓規圓規》》》》、、、、《《《《太陽的工作太陽的工作太陽的工作太陽的工作》》》》和和和和《《《《棉花棉花棉花棉花》》》》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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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小品/科學散文/科普專書
「「「「科學小品又名知識小品科學小品又名知識小品科學小品又名知識小品科學小品又名知識小品，，，，它利用文學筆法它利用文學筆法它利用文學筆法它利用文學筆法，，，，將將將將

科學內容生動科學內容生動科學內容生動科學內容生動，，，，形象地表達出來形象地表達出來形象地表達出來形象地表達出來，，，，寓科學性寓科學性寓科學性寓科學性、、、、知知知知

識性識性識性識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娛樂性為一體娛樂性為一體娛樂性為一體娛樂性為一體，，，，內容短小精悍內容短小精悍內容短小精悍內容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通俗易懂通俗易懂通俗易懂，，，，語言豐富多彩語言豐富多彩語言豐富多彩語言豐富多彩，，，，形式生動活潑形式生動活潑形式生動活潑形式生動活潑，，，，使讀使讀使讀使讀

者在閱讀中能活躍思維者在閱讀中能活躍思維者在閱讀中能活躍思維者在閱讀中能活躍思維，，，，開闊視野開闊視野開闊視野開闊視野，，，，獲得科學知獲得科學知獲得科學知獲得科學知

識識識識。」。」。」。」

(林昆勇林昆勇林昆勇林昆勇《《《《科學小品成功科學小品成功科學小品成功科學小品成功「「「「聯姻聯姻聯姻聯姻」」」」科學與文學科學與文學科學與文學科學與文學》》》》載載載載《《《《科技報導科技報導科技報導科技報導》》》》，，，，

28(8) ，，，，頁頁頁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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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小品文科學小品文科學小品文科學小品文，，，，本來是指三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本來是指三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本來是指三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本來是指三十年代開始出現的，，，，一一一一

些短篇寫作些短篇寫作些短篇寫作些短篇寫作，，，，這些作品以文學手法推廣科學內容這些作品以文學手法推廣科學內容這些作品以文學手法推廣科學內容這些作品以文學手法推廣科學內容，，，，

周作人周作人周作人周作人、、、、周健人周健人周健人周健人、、、、賈祖璋及高士其等都是著名的賈祖璋及高士其等都是著名的賈祖璋及高士其等都是著名的賈祖璋及高士其等都是著名的

作家作家作家作家。。。。發展至今日發展至今日發展至今日發展至今日，，，，不少科普小品文不少科普小品文不少科普小品文不少科普小品文，，，，已不已不已不已不「「「「小小小小

品品品品」，」，」，」，採用的文學手法也日新月異採用的文學手法也日新月異採用的文學手法也日新月異採用的文學手法也日新月異，，，，這些作品並這些作品並這些作品並這些作品並

不局限於使用三十年代常見的抒情記敘式寫法不局限於使用三十年代常見的抒情記敘式寫法不局限於使用三十年代常見的抒情記敘式寫法不局限於使用三十年代常見的抒情記敘式寫法，，，，

篇幅也明顯不再受小品的形式局限篇幅也明顯不再受小品的形式局限篇幅也明顯不再受小品的形式局限篇幅也明顯不再受小品的形式局限，，，，題目則更見題目則更見題目則更見題目則更見

多樣多樣多樣多樣，，，，例如羅永烈例如羅永烈例如羅永烈例如羅永烈「「「「鏡子小史鏡子小史鏡子小史鏡子小史」、」、」、」、蘇明德蘇明德蘇明德蘇明德「「「「鉑的鉑的鉑的鉑的

自述自述自述自述」」」」和思果和思果和思果和思果「「「「眾寡懸殊眾寡懸殊眾寡懸殊眾寡懸殊——昆蟲和我們昆蟲和我們昆蟲和我們昆蟲和我們」」」」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這些作品如今又稱這些作品如今又稱這些作品如今又稱這些作品如今又稱「「「「科學散文科學散文科學散文科學散文」，」，」，」，不少當代不少當代不少當代不少當代

的科學家的科學家的科學家的科學家，，，，例如沈致遠例如沈致遠例如沈致遠例如沈致遠、、、、李遠哲等都有寫作李遠哲等都有寫作李遠哲等都有寫作李遠哲等都有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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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有時一個科普專題或以科普角度探有時一個科普專題或以科普角度探有時一個科普專題或以科普角度探有時一個科普專題或以科普角度探

索事物現象的研究可以延展成書索事物現象的研究可以延展成書索事物現象的研究可以延展成書索事物現象的研究可以延展成書，，，，例如著名物理例如著名物理例如著名物理例如著名物理

學家霍金的學家霍金的學家霍金的學家霍金的《《《《時間簡史時間簡史時間簡史時間簡史》》》》、、、、班班班班‧‧‧‧高達可的高達可的高達可的高達可的《《《《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壞科學壞科學壞科學壞科學》》》》及金兌豪及金兌豪及金兌豪及金兌豪、、、、李庭模的李庭模的李庭模的李庭模的《《《《赤兔馬有幾匹馬赤兔馬有幾匹馬赤兔馬有幾匹馬赤兔馬有幾匹馬

力力力力？？？？三個演義的科學三個演義的科學三個演義的科學三個演義的科學》》》》等等等等，，，，這些科普專題書籍這些科普專題書籍這些科普專題書籍這些科普專題書籍，，，，

在近二十年如雨後春筍在近二十年如雨後春筍在近二十年如雨後春筍在近二十年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大量出現大量出現大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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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小說
「「「「在我們的現代漢語中在我們的現代漢語中在我們的現代漢語中在我們的現代漢語中，，，，科學是符合科學的科學是符合科學的科學是符合科學的科學是符合科學的，，，，及反映自然及反映自然及反映自然及反映自然、、、、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思維客觀規律的東西思維客觀規律的東西思維客觀規律的東西思維客觀規律的東西。。。。幻想是指以社會或個人的理想和幻想是指以社會或個人的理想和幻想是指以社會或個人的理想和幻想是指以社會或個人的理想和

願望為依據對還沒有實現的東西有所現象願望為依據對還沒有實現的東西有所現象願望為依據對還沒有實現的東西有所現象願望為依據對還沒有實現的東西有所現象。。。。因此因此因此因此，，，，科學和科學科學和科學科學和科學科學和科學

幻想決不可能畫等號幻想決不可能畫等號幻想決不可能畫等號幻想決不可能畫等號，，，，『『『『科學小說科學小說科學小說科學小說』』』』也不應等同於也不應等同於也不應等同於也不應等同於『『『『科學幻想科學幻想科學幻想科學幻想

小說小說小說小說』』』』 …… …… …… …… 在科普創作的學習和寫作過程中在科普創作的學習和寫作過程中在科普創作的學習和寫作過程中在科普創作的學習和寫作過程中，，，，我把這樣一種我把這樣一種我把這樣一種我把這樣一種

小說形式小說形式小說形式小說形式，，，，就是根據主題的需要就是根據主題的需要就是根據主題的需要就是根據主題的需要，，，，將有關的科學知識將有關的科學知識將有關的科學知識將有關的科學知識（（（（它是目它是目它是目它是目

前實實在在的科學原理與學問前實實在在的科學原理與學問前實實在在的科學原理與學問前實實在在的科學原理與學問，，，，而不是幻想而不是幻想而不是幻想而不是幻想，，，，當然有科學依據當然有科學依據當然有科學依據當然有科學依據

的推測和科學設想包括在內的推測和科學設想包括在內的推測和科學設想包括在內的推測和科學設想包括在內。）。）。）。）也恰如其份的描述出來也恰如其份的描述出來也恰如其份的描述出來也恰如其份的描述出來，，，，即深即深即深即深

化了主題化了主題化了主題化了主題，，，，又傳播了科學文化知識又傳播了科學文化知識又傳播了科學文化知識又傳播了科學文化知識，，，，稱之為科學小說稱之為科學小說稱之為科學小說稱之為科學小說。。。。它是小它是小它是小它是小

說說說說，，，，就符合小說的一切要求就符合小說的一切要求就符合小說的一切要求就符合小說的一切要求，，，，又稱又稱又稱又稱『『『『科學科學科學科學』』』』就有科學的依據就有科學的依據就有科學的依據就有科學的依據。」。」。」。」

（（（（汪志汪志汪志汪志《《《《論科小說論科小說論科小說論科小說》》》》引自科學小說網引自科學小說網引自科學小說網引自科學小說網。）。）。）。）

綱址綱址綱址綱址：：：：www.chinasnw.com/lunkexue/lunkexue-1.htm.8.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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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小說不是以傳播科學知識為主要功能科幻小說不是以傳播科學知識為主要功能科幻小說不是以傳播科學知識為主要功能科幻小說不是以傳播科學知識為主要功能，，，，而而而而

科學小說則是科學小說則是科學小說則是科學小說則是。。。。科幻小說着重信息的傳播科幻小說着重信息的傳播科幻小說着重信息的傳播科幻小說着重信息的傳播、、、、美美美美

感經驗的感經驗的感經驗的感經驗的締造締造締造締造，，，，而科學小而科學小而科學小而科學小說則着重發說則着重發說則着重發說則着重發揮揮揮揮本本本本身身身身的的的的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 科學小說一科學小說一科學小說一科學小說一詞早詞早詞早詞早在在在在晚清晚清晚清晚清已出現已出現已出現已出現，，，，當當當當時時時時是是是是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

諸公諸公諸公諸公用以指用以指用以指用以指諸諸諸諸如如如如《《《《月月月月界旅行界旅行界旅行界旅行》》》》、、、、《《《《地地地地底旅行底旅行底旅行底旅行》》》》

（（（（地地地地心探險心探險心探險心探險記記記記））））等等等等，，，，今日或今日或今日或今日或會會會會歸為科幻歸為科幻歸為科幻歸為科幻類類類類的小的小的小的小

說說說說，，，，而而而而時時時時至今日至今日至今日至今日，，，，科學小說科學小說科學小說科學小說與與與與科幻小說兩科幻小說兩科幻小說兩科幻小說兩詞仍詞仍詞仍詞仍

見見見見互互互互指指指指混混混混用用用用。。。。

http://www.chinasnw.com/Main.asp

http://www.chinasnw.com/display.asp?id=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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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戲劇
通常是指以科學現象通常是指以科學現象通常是指以科學現象通常是指以科學現象、、、、故故故故事為題事為題事為題事為題材材材材的的的的舞台劇舞台劇舞台劇舞台劇，，，，

表現形式表現形式表現形式表現形式注注注注重重重重呈呈呈呈現科現象或現科現象或現科現象或現科現象或故故故故事中事中事中事中蘊含蘊含蘊含蘊含的人性的人性的人性的人性

衝突衝突衝突衝突、、、、價值問價值問價值問價值問題題題題，，，，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哥哥哥哥本本本本哈根哈根哈根哈根》》》》、、、、《《《《證證證證

據據據據》》》》、、、、《《《《氧氧氧氧》》》》和和和和《《《《無窮無窮無窮無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sAf2fdoF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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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戲劇
「「「「發達國家中發達國家中發達國家中發達國家中，，，，科學題材入戲已經不新鮮了科學題材入戲已經不新鮮了科學題材入戲已經不新鮮了科學題材入戲已經不新鮮了。。。。既然科學技術已經影既然科學技術已經影既然科學技術已經影既然科學技術已經影

響到人們生產響到人們生產響到人們生產響到人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方方面面，，，，則劇作家不會對科學技術的題材則劇作家不會對科學技術的題材則劇作家不會對科學技術的題材則劇作家不會對科學技術的題材

置若罔聞置若罔聞置若罔聞置若罔聞。《。《。《。《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是很出名的一齣戲是很出名的一齣戲是很出名的一齣戲是很出名的一齣戲，，，，由英國著名戲劇家由英國著名戲劇家由英國著名戲劇家由英國著名戲劇家

MICHAEL FRAYN創作創作創作創作。。。。他生於他生於他生於他生於1933年年年年，，，，從小就表現出了音樂和從小就表現出了音樂和從小就表現出了音樂和從小就表現出了音樂和

詩歌才能詩歌才能詩歌才能詩歌才能。。。。他的第一部戲很不成功他的第一部戲很不成功他的第一部戲很不成功他的第一部戲很不成功，，，，甚至有不滿的觀眾在街上對他甚至有不滿的觀眾在街上對他甚至有不滿的觀眾在街上對他甚至有不滿的觀眾在街上對他

吐吐沫吐吐沫吐吐沫吐吐沫。。。。但他不屈不撓地繼續寫下去但他不屈不撓地繼續寫下去但他不屈不撓地繼續寫下去但他不屈不撓地繼續寫下去，，，，後來的劇本連連獲獎後來的劇本連連獲獎後來的劇本連連獲獎後來的劇本連連獲獎。。。。1998

年他寫了年他寫了年他寫了年他寫了《《《《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描寫了量子力學兩大先驅人物海森堡與玻描寫了量子力學兩大先驅人物海森堡與玻描寫了量子力學兩大先驅人物海森堡與玻描寫了量子力學兩大先驅人物海森堡與玻

爾在爾在爾在爾在1941年的會見年的會見年的會見年的會見。。。。該劇獲該劇獲該劇獲該劇獲1998年年年年「「「「晚場標準獎晚場標準獎晚場標準獎晚場標準獎」」」」中的最佳話劇中的最佳話劇中的最佳話劇中的最佳話劇

獎獎獎獎…… 《《《《證據證據證據證據》》》》（（（（Proof））））這齣戲探索了愛情的不可知性和數學的這齣戲探索了愛情的不可知性和數學的這齣戲探索了愛情的不可知性和數學的這齣戲探索了愛情的不可知性和數學的

神秘性神秘性神秘性神秘性。。。。該劇該劇該劇該劇2000年在紐約曼哈頓戲劇俱樂部首演年在紐約曼哈頓戲劇俱樂部首演年在紐約曼哈頓戲劇俱樂部首演年在紐約曼哈頓戲劇俱樂部首演，，，，立刻好評如潮立刻好評如潮立刻好評如潮立刻好評如潮，，，，

2001年就獲得了普利策戲劇獎年就獲得了普利策戲劇獎年就獲得了普利策戲劇獎年就獲得了普利策戲劇獎、、、、托尼最佳戲劇獎等多個獎項托尼最佳戲劇獎等多個獎項托尼最佳戲劇獎等多個獎項托尼最佳戲劇獎等多個獎項。」。」。」。」

（（（（武夷山武夷山武夷山武夷山《《《《新華書目報新華書目報新華書目報新華書目報‧‧‧‧科技新書目科技新書目科技新書目科技新書目》》》》2009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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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類科普
影視類科普主是要以影像或錄音形式傳影視類科普主是要以影像或錄音形式傳影視類科普主是要以影像或錄音形式傳影視類科普主是要以影像或錄音形式傳

遞科普信息遞科普信息遞科普信息遞科普信息，，，，這類作品這類作品這類作品這類作品，，，，可以融合影像可以融合影像可以融合影像可以融合影像、、、、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語言與文字語言與文字語言與文字語言與文字，，，，具體化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抽象的概念，，，，提高學習動提高學習動提高學習動提高學習動

機機機機，，，，對推廣科普有很大的助力對推廣科普有很大的助力對推廣科普有很大的助力對推廣科普有很大的助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MmS4NBE9s

http://www.animalplanet.com/tv-shows/other/videos/dragons-were-dragons-real/



科普閱讀的趣味：貓星人教科普
一次演說經驗的分享一次演說經驗的分享一次演說經驗的分享一次演說經驗的分享：

� 對象：高小學生(真鐸學校)

� 地點：學校禮堂

� 題目：貓星人教科普

� 時間：20-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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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經驗的總結
� 清晰具體的教學指標清晰具體的教學指標清晰具體的教學指標清晰具體的教學指標

� 容易理解的內容詮釋容易理解的內容詮釋容易理解的內容詮釋容易理解的內容詮釋

� 功能清楚的語文分析功能清楚的語文分析功能清楚的語文分析功能清楚的語文分析

� 關聯有用的科普材料關聯有用的科普材料關聯有用的科普材料關聯有用的科普材料

� 留下思考留下思考留下思考留下思考、、、、反省的空間反省的空間反省的空間反省的空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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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學重點與文章示析
三個範疇三個範疇三個範疇三個範疇：：：：

1.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之之之之美美美美（（（（令令令令人人人人驚驚驚驚異的事實異的事實異的事實異的事實））））

2. 語文語文語文語文之之之之美美美美（（（（令令令令人人人人欣賞欣賞欣賞欣賞的語文的語文的語文的語文））））

3.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之之之之美美美美（（（（令令令令人感動的理人感動的理人感動的理人感動的理念念念念））））

三個範疇三個範疇三個範疇三個範疇針針針針對對對對了了了了科普作品科普作品科普作品科普作品：：：：

1. 區別特徵區別特徵區別特徵區別特徵

2. 教教教教育育育育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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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品的科學之美
� 科學作品以介紹科學概念科學作品以介紹科學概念科學作品以介紹科學概念科學作品以介紹科學概念、、、、原則原則原則原則、、、、知知知知

識及認知方法等為主要目的識及認知方法等為主要目的識及認知方法等為主要目的識及認知方法等為主要目的，，，，所以要所以要所以要所以要

欣賞和教授科普作品欣賞和教授科普作品欣賞和教授科普作品欣賞和教授科普作品，，，，必須注意作品必須注意作品必須注意作品必須注意作品

如何介紹如何介紹如何介紹如何介紹「「「「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 好的科普作品能展示科學之美好的科普作品能展示科學之美好的科普作品能展示科學之美好的科普作品能展示科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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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品的科學之美
� 根據克里斯根據克里斯根據克里斯根據克里斯在在在在《《《《史史史史上最上最上最上最美的十個科學實驗美的十個科學實驗美的十個科學實驗美的十個科學實驗》》》》

的說法的說法的說法的說法，，，，科學科學科學科學之之之之美美美美，，，，是指一個科學現象是指一個科學現象是指一個科學現象是指一個科學現象、、、、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原原原原理或理或理或理或認認認認知方法知方法知方法知方法，，，，能展能展能展能展示示示示：：：：

1. 深入深入深入深入的的的的道道道道理理理理：：：：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重要的，，，，或或或或具示具示具示具示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原原原原

則或發現則或發現則或發現則或發現

2.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的的的的過程過程過程過程：：：：清晰清晰清晰清晰的的的的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或觀或觀或觀或觀察過程察過程察過程察過程

3. 簡簡簡簡明的明的明的明的原原原原則則則則/總結總結總結總結：：：：簡單簡單簡單簡單明明明明確確確確的的的的研究結研究結研究結研究結

果或果或果或果或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4. 深深深深遠的遠的遠的遠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對個人對個人對個人對個人、、、、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某界別某界別某界別某界別或或或或

時時時時代的代的代的代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人文人文人文人文之之之之美美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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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之美的賞析及教學考慮：
� 根據科學之根據科學之根據科學之根據科學之美美美美的的的的特點特點特點特點找出找出找出找出「「「「賞賞賞賞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

� 按按按按「「「「賞賞賞賞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擬訂擬訂擬訂擬訂「「「「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問問問問題題題題」」」」。。。。

� 按按按按「「「「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問問問問題題題題」」」」製製製製作作作作「「「「個人的教學個人的教學個人的教學個人的教學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直述直述直述直述、、、、討討討討論論論論、、、、混混混混合合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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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示範
試試試試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賞賞賞賞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截取截取截取截取例例例例子九子九子九子九中中中中相相相相關關關關部部部部分來分來分來分來

回回回回應應應應「「「「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問問問問題題題題」」」」，，，，再再再再考考考考慮自己慮自己慮自己慮自己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針針針針對篇章的內容對篇章的內容對篇章的內容對篇章的內容 /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層面層面層面層面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的教學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科學之美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九九九九

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1)：：：：

銀銀銀銀螞如何利用沙漠的特點覓食螞如何利用沙漠的特點覓食螞如何利用沙漠的特點覓食螞如何利用沙漠的特點覓食？？？？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策略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策略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策略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策略？？？？

為什麼會成功為什麼會成功為什麼會成功為什麼會成功？？？？

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

1. 利用沙漠的高温利用沙漠的高温利用沙漠的高温利用沙漠的高温

2. 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不被掠食不被掠食不被掠食不被掠食

3. 因為沙漠的掠食者都會被高温癱瘓因為沙漠的掠食者都會被高温癱瘓因為沙漠的掠食者都會被高温癱瘓因為沙漠的掠食者都會被高温癱瘓

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

1. 沙漠的高温是對所有沙漠動物的挑戰沙漠的高温是對所有沙漠動物的挑戰沙漠的高温是對所有沙漠動物的挑戰沙漠的高温是對所有沙漠動物的挑戰

2. 靈靈靈靈活利用天時和地利活利用天時和地利活利用天時和地利活利用天時和地利，，，，適者生存適者生存適者生存適者生存

3. 認知對方的認知對方的認知對方的認知對方的弱點弱點弱點弱點（（（（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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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之美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九九九九

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2)：：：：

銀蟻如何避免被熱力傷害銀蟻如何避免被熱力傷害銀蟻如何避免被熱力傷害銀蟻如何避免被熱力傷害？？？？

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

銀蟻採用特殊的步行方法銀蟻採用特殊的步行方法銀蟻採用特殊的步行方法銀蟻採用特殊的步行方法。。。。

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

1. 減少接觸面減少接觸面減少接觸面減少接觸面，，，，減低傳熱範圍減低傳熱範圍減低傳熱範圍減低傳熱範圍。。。。

2. 減少接解觸時間減少接解觸時間減少接解觸時間減少接解觸時間，，，，減少高温直接傳遞的時間減少高温直接傳遞的時間減少高温直接傳遞的時間減少高温直接傳遞的時間。。。。

3. 舞動肢動舞動肢動舞動肢動舞動肢動，，，，利用空氣散熱利用空氣散熱利用空氣散熱利用空氣散熱。。。。（（（（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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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之美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九九九九

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3)：：：：

銀蟻如何在沙漠找路銀蟻如何在沙漠找路銀蟻如何在沙漠找路銀蟻如何在沙漠找路？？？？

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

利用正午時的兩極光弧利用正午時的兩極光弧利用正午時的兩極光弧利用正午時的兩極光弧，，，，確定遊走方向確定遊走方向確定遊走方向確定遊走方向。。。。

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

1. 昆蟲能依靠光定位昆蟲能依靠光定位昆蟲能依靠光定位昆蟲能依靠光定位

2. 昆蟲的頭動能認知昆蟲的頭動能認知昆蟲的頭動能認知昆蟲的頭動能認知、、、、計算計算計算計算、、、、分辦方位分辦方位分辦方位分辦方位

3. 獨立的個體能互相合作獨立的個體能互相合作獨立的個體能互相合作獨立的個體能互相合作（（（（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深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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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品的人文之美
� 科普作品不是硬銷科學科普作品不是硬銷科學科普作品不是硬銷科學科普作品不是硬銷科學。。。。

� 科普作品是介紹影響人類發展的各種科學科普作品是介紹影響人類發展的各種科學科普作品是介紹影響人類發展的各種科學科普作品是介紹影響人類發展的各種科學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技術或認知方法的篇章技術或認知方法的篇章技術或認知方法的篇章技術或認知方法的篇章，，，，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好的科普篇章必定蘊含一定程度的人文好的科普篇章必定蘊含一定程度的人文好的科普篇章必定蘊含一定程度的人文好的科普篇章必定蘊含一定程度的人文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對人類的文化或個人的價值觀念有對人類的文化或個人的價值觀念有對人類的文化或個人的價值觀念有對人類的文化或個人的價值觀念有

一定的啟發性一定的啟發性一定的啟發性一定的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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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品的人文之美
� 著名的科普著名的科普著名的科普著名的科普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及作家及作家及作家及作家湯壽根先湯壽根先湯壽根先湯壽根先生生生生曾謂曾謂曾謂曾謂：：：：「「「「科科科科

普讀普讀普讀普讀物物物物要要要要具備具備具備具備三性三性三性三性，，，，這三性是科學性這三性是科學性這三性是科學性這三性是科學性、、、、思想性思想性思想性思想性、、、、

藝藝藝藝術性術性術性術性。」（。」（。」（。」（專專專專家家家家談談談談科普經科普經科普經科普經典典典典‧‧‧‧中中中中國圖書評論國圖書評論國圖書評論國圖書評論））））

科普作品的思想性科普作品的思想性科普作品的思想性科普作品的思想性，，，，不不不不單單單單是指是指是指是指邏輯邏輯邏輯邏輯思維思維思維思維，，，，而是而是而是而是

包包包包含了含了含了含了哲思哲思哲思哲思層面層面層面層面，，，，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了了了了對人對人對人對人類類類類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現在及現在及現在及現在及未未未未來的思來的思來的思來的思考考考考。。。。

� 簡簡簡簡言言言言之之之之，，，，在科普的篇章在科普的篇章在科普的篇章在科普的篇章，，，，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可注意可注意可注意可注意以以以以下下下下的的的的

人文範疇人文範疇人文範疇人文範疇：：：：

歷歷歷歷史文化史文化史文化史文化、、、、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發展發展發展發展、、、、倫倫倫倫理理理理/德性德性德性德性

（（（（不一不一不一不一定定定定三者三者三者三者兼備兼備兼備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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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美的賞析及教學的考慮：
� 根據人文之根據人文之根據人文之根據人文之美美美美的範疇找出的範疇找出的範疇找出的範疇找出「「「「賞賞賞賞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

� 按按按按「「「「賞賞賞賞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析重心」」」」，，，，擬訂擬訂擬訂擬訂「「「「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問問問問題題題題」」」」。。。。

� 按按按按「「「「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問問問問題題題題」」」」製製製製作作作作「「「「個人的教學個人的教學個人的教學個人的教學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直述直述直述直述、、、、討討討討論論論論、、、、混混混混合合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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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美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九九九九

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1)：：：：

銀蟻的覓食方法為何值得驚異銀蟻的覓食方法為何值得驚異銀蟻的覓食方法為何值得驚異銀蟻的覓食方法為何值得驚異？？？？

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

1. 挑戰極限挑戰極限挑戰極限挑戰極限

2. 克服困難克服困難克服困難克服困難

3. 展示優秀的認知及組織能力展示優秀的認知及組織能力展示優秀的認知及組織能力展示優秀的認知及組織能力

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

1. 值得尊敬的生存能力值得尊敬的生存能力值得尊敬的生存能力值得尊敬的生存能力

2. 值得尊敬的生存智慧值得尊敬的生存智慧值得尊敬的生存智慧值得尊敬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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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美 例子九例子九例子九例子九

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2)：：：：

銀蟻值得學習嗎銀蟻值得學習嗎銀蟻值得學習嗎銀蟻值得學習嗎？？？？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1. 轉危為機的處理轉危為機的處理轉危為機的處理轉危為機的處理（（（（逆境智商逆境智商逆境智商逆境智商））））

2. 充分利熱力的本領充分利熱力的本領充分利熱力的本領充分利熱力的本領

3. 不放過任何資源的生存態度不放過任何資源的生存態度不放過任何資源的生存態度不放過任何資源的生存態度

教學角度教學角度教學角度教學角度：：：：

1. 做人的態度做人的態度做人的態度做人的態度

2. 謙卑謙卑謙卑謙卑，，，，再小的生物都可以有過人的本領再小的生物都可以有過人的本領再小的生物都可以有過人的本領再小的生物都可以有過人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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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品的語文之美
� 科普作品的表達手法科普作品的表達手法科普作品的表達手法科普作品的表達手法，，，，雖以說明為主雖以說明為主雖以說明為主雖以說明為主，，，，但議論但議論但議論但議論、、、、記敘記敘記敘記敘

和描寫的技巧都可能用上和描寫的技巧都可能用上和描寫的技巧都可能用上和描寫的技巧都可能用上。。。。

� 說明應具備三大特性說明應具備三大特性說明應具備三大特性說明應具備三大特性：：：：

1. 針對性強針對性強針對性強針對性強

2. 高度客觀高度客觀高度客觀高度客觀 / 能將事物對象化能將事物對象化能將事物對象化能將事物對象化

3. 具體具體具體具體 /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 科普作品的語言應科普作品的語言應科普作品的語言應科普作品的語言應側重科學內容側重科學內容側重科學內容側重科學內容、、、、簡明易懂簡明易懂簡明易懂簡明易懂，，，，引人入引人入引人入引人入

勝及引起思考勝及引起思考勝及引起思考勝及引起思考。。。。



語文之美 例子九例子九例子九例子九

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1)：：：：

這篇文章說明了銀蟻的那些特徵這篇文章說明了銀蟻的那些特徵這篇文章說明了銀蟻的那些特徵這篇文章說明了銀蟻的那些特徵？？？？（（（（欣賞欣賞欣賞欣賞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內容的說明內容的說明內容的說明內容的說明））））

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

1. 作為沙漠生物的特徵作為沙漠生物的特徵作為沙漠生物的特徵作為沙漠生物的特徵，，，，面對環境及生存挑戰的面對環境及生存挑戰的面對環境及生存挑戰的面對環境及生存挑戰的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

1. 以科學知識作焦點的說明以科學知識作焦點的說明以科學知識作焦點的說明以科學知識作焦點的說明，，，，指出銀蟻及其他生指出銀蟻及其他生指出銀蟻及其他生指出銀蟻及其他生

物面對的挑戰物面對的挑戰物面對的挑戰物面對的挑戰

2. 科學知識支持議論科學知識支持議論科學知識支持議論科學知識支持議論/評論評論評論評論，，，，指出各項應對方法指出各項應對方法指出各項應對方法指出各項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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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之美 例子九例子九例子九例子九

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賞析重心(2)：：：：

這是一篇良好的科普文章嗎這是一篇良好的科普文章嗎這是一篇良好的科普文章嗎這是一篇良好的科普文章嗎？？？？文章用了那些寫作技巧文章用了那些寫作技巧文章用了那些寫作技巧文章用了那些寫作技巧？？？？

（（（（創作創作創作創作 –科普寫作的應用技巧科普寫作的應用技巧科普寫作的應用技巧科普寫作的應用技巧））））

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教授內容：：：：

1. 文章的主題清晰文章的主題清晰文章的主題清晰文章的主題清晰，，，，有說服力有說服力有說服力有說服力，，，，知識充實及說明生動知識充實及說明生動知識充實及說明生動知識充實及說明生動

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教授角度：：：：

1. 針對對象針對對象針對對象針對對象，，，，逐步說明逐步說明逐步說明逐步說明，，，，層次分明層次分明層次分明層次分明

2. 轉述得體轉述得體轉述得體轉述得體，，，，加強了說服力加強了說服力加強了說服力加強了說服力

3. 以背景及問題以背景及問題以背景及問題以背景及問題，，，，引出重點引出重點引出重點引出重點，，，，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4. 加入形象加入形象加入形象加入形象化的描述及插入簡短的個人感受化的描述及插入簡短的個人感受化的描述及插入簡短的個人感受化的描述及插入簡短的個人感受，，，，增加趣增加趣增加趣增加趣

味味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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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示範（例子十）

語文之美
賞賞賞賞析重析重析重析重心心心心(1)：：：：

要要要要讓讓讓讓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說明的說明的說明的說明變變變變得客觀得客觀得客觀得客觀，，，，那就那就那就那就要要要要讓讓讓讓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

說明有一說明有一說明有一說明有一定定定定的理性的理性的理性的理性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教教教教授授授授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作者指出作者指出作者指出作者指出貓玩弄獵物時間貓玩弄獵物時間貓玩弄獵物時間貓玩弄獵物時間和和和和捕獵時間捕獵時間捕獵時間捕獵時間的的的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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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示範（例子十）

語文之美
賞賞賞賞析重析重析重析重心心心心(2)：：：：

要將說明的事要將說明的事要將說明的事要將說明的事物物物物或或或或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對象化對象化對象化對象化，，，，一般來說一般來說一般來說一般來說，，，，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時宜時宜時宜時宜多使用第三多使用第三多使用第三多使用第三身身身身的的的的角度角度角度角度及中性代稱及中性代稱及中性代稱及中性代稱。。。。

教教教教授授授授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全段全段全段全段文文文文字提字提字提字提及動作的主要發出者及動作的主要發出者及動作的主要發出者及動作的主要發出者（（（（貓貓貓貓、、、、人們人們人們人們））））

及及及及接接接接受者受者受者受者（（（（獵物獵物獵物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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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示範（例子十）

語文之美
賞賞賞賞析重析重析重析重心心心心(3)：：：：

說明不用說明不用說明不用說明不用迴避迴避迴避迴避感受感受感受感受，，，，但必須但必須但必須但必須能理性分析或能理性分析或能理性分析或能理性分析或陳陳陳陳

述述述述各種各種各種各種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教教教教授授授授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內容及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看似殘忍看似殘忍看似殘忍看似殘忍的的的的玩弄獵物行玩弄獵物行玩弄獵物行玩弄獵物行為為為為，，，，對對對對貓貓貓貓來說其實是來說其實是來說其實是來說其實是

放鬆行放鬆行放鬆行放鬆行為為為為。。。。



學地球學地球學地球學地球，，，，讀科普讀科普讀科普讀科普

� 科普作品介紹科學知識、現象及文明發展，
引領讀者深入瞭解或多作反思。

� 優秀的科普作品示範良好的寫作技巧：運用
各種技巧(說明、議論、描寫或記敘)及修辭
令主題清晰、內容生動，令文章簡明易懂。

� 科普作品可以培養仁民愛物的品德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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