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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程 序 表   

循環週次 學習目標 活動程序／活動內容 節數 教學資源／教材、備註 

 
(一) 

船的種類 
(理論講解) 

和 
船身設計 

(繪圖練習) 

 依據船身的外形來把船隻分類 
 了解單體船和雙體船各自的優

點與缺點 
 掌握徒手繪畫立體圖的技巧 

1. 要求學生描述平日所見船的類型。

2. 然後協助學生從船身外形和推動裝

置這兩方面，來把船隻分類。 
3. 當學生掌握一定的理論知識後，便

可以進行船身的設計。 
4. 繪畫三個立體設計草圖作為家課／

課業。 

 
2 

(70 分鐘)

 學習資料／學生筆記／工作紙 
 老師展示相關的模型船來協助

講解 
 重點放於船身設計，船身大概

可分為單體式和雙體式兩種 
 鼓勵學生到圖書館搜集更多相

關的資料 
 

(二) 
風洞測試 

(理論講解、   
操作示範) 

及 
船身設計 

 明瞭風洞測試的原理 
 了解物件的空氣動力特性 
 認識獲取和分析由測試所得的

數據之重要性 
 掌握設計立體造型(船身)的技巧

1. 展示風洞測試儀器並加以講解。 
2. 若時間許可的話，讓學生(抽選)依照

指示來進行風洞測試。 
3. 繼續發展及改進船身的初步設計，

使之綜合成多個設計提案。 

 
2 

(70 分鐘)

 學習資料／學生筆記／工作紙 
 風洞測試儀器 
 一些用來作測試樣本的玩具模

型，如船、車和公仔等 
 繪圖用具 

 
(三) 

最後設計 
及 

模型製作 

 學習因應現有的資源及定下的

設計準則來作出決定，選取合適

的設計方案 
 掌握製作立體模型的技巧 
 認識選取材料時要注意的地方 
 利用工具及機器把材料加工 

 

1. 老師協助學生從多個設計提案中選

出較佳的一個，並把它發展及改進為

最後的設計方案。 
2. 依據設計方案，運用合適的材料及技

巧來製造船身模型。 
3. 老師可示範工具、機器的使用或材料

的切削方法。 

 
2 

(70 分鐘)

 最後設計圖必須清楚顯示主要

尺寸及組合方法 
 繪圖用具 
 模型製作用具 

(四) 
動力設計／ 
力學與設計 

(理論講解) 及
模型製作 

 了解牛頓的三條定律 
 應用力學知識於實際設計上 
 設計排氣口的形狀及其安放的

位置 

1. 老師列舉例子來解說有關的力學定

律。 
2. 學生解答與力學相關的問題。 
3. 學生繼續去完成氣動船的習作。 

 
2 

(70 分鐘)

 學習資料／學生筆記／工作紙 
 有關力學與設計的生活實例 
 模型製作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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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風洞測試 
及 

裝嵌製作／工序

示範 

 透過客觀和科學的方法去檢視

和改良自己的設計 
 於測試中，學習分工合作 
 學習固定不同組件的方法與技

巧 

1. 學生在老師協助下，分組進行風洞測

試，從而不斷改良船身的設計。 
2. 老師示範船身的裝嵌和氣管安裝的

方法。 
3. 於引導下，探討可調較氣口位置的製

作方法。氣口的設計將會影響船隻航

行的整體表現。 
4. 學生繼續去完成氣動船的習作。 

 
2 

(70 分鐘)

 必須保存測試紀錄 
 基於時間和資源的分配，每組

學生的測試次數應受到限制 
 可用雙面膠紙把船身固定於風

洞內 
 安裝排氣口時，應考慮到盡量

減少渦流 (turbulence?) 的產

生 
 模型製作用具 

 
(六) 

風洞測試 
及 

發泡膠切割機的

操作示範 

 透過客觀和科學的方法去檢視

和改良自己的設計 
 於測試中，學習分工合作 
 學習如何合適及安全地使用發

泡膠切割機來製作模型 

1. 學生可繼續進行測試、評估和改良設

計的活動。 
2. 老師解說及示範，應於何時、何地和

遵從那些安全守則來使用發泡膠切

割機。 
3. 在老師協的助下，使用發泡膠切割機

來製作船身模型。 
4. 學生繼續去完成氣動船的習作。 

 
2 

(70 分鐘)

 發泡膠溶解時會發出有害的氣

體，所以學生只可在特殊(其他

工序不能替代)的情況下，才可

以使用發泡膠切割機 
 不應長時間地使用切割機，還

須要載上口罩及安全眼罩 
 模型製作用具 

 
(七) 

風洞測試 
及 

修飾工序示範 

 透過客觀和科學的方法去檢視

和改良自己的設計 
 於測試中，學習分工合作 
 學習修飾模型外觀的方法和認

識可選用的物料 

1. 學生可繼續進行測試、評估和改良設

計的活動。 
2. 於指導下，把船身修飾得更加吸引美

觀。 
3. 學生繼續去完成氣動船的習作。 

 
2 

(70 分鐘)

 必須保存測試紀錄 
 一些修飾模型用的物料，如顏

料、膠貼紙等 
 模型製作用具 

 
(八) 

水池測試 
及 

模型製作 
(最後工序) 

 明白於設計過程中，實地測試製

成品這程序的重要性 
 於測試中，學習分工合作 
 掌握一般組合方法與技巧來完

成整個船身模型 

1. 學生可在水池中進行實地測試，從而

對自己的設計作出最後的改良。 
2. 於指導下，把各組件(例：船身、氣球

和排氣口)裝嵌在一起。 
3. 學生繼續完成氣動船的習作。 

 
2 

(70 分鐘)

 預備一長約 2m 的水池 
 必須保存測試紀錄 
 因衛生原故，不應讓學生用口

吹脹氣球，而應用空氣壓縮機

來代替之 

 
(九) 

 學習如何公開地展示自己的設

計品 
1. 老師向同學講解比賽的細則及製成

品的評分標準。 
 
2 

 老師可安排器材來拍攝各同學

的作品和比賽過程。有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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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比賽 
及 

評估／總結 

 掌握客觀的設計評審技巧 
 培養正確的比賽精神 
 認識準確測量賽果的重要性 
 於比賽中，學習分工合作 

2. 學生分成若干小組，輪流擔任比賽評

判的工作。 
3. 依學號的先後次序先進行初賽，勝出

的會再作複賽，如此類推。 
4. 若時間許可的話，安排學生自我展示

本身設計的船隻。 
5. 學生必須將風洞測試紀錄連同整份

設計檔案一併交予老師評分。 

(70 分鐘) 可儲存於學校內聯網的科目文

件夾內 
 每艘參賽船隻必須貼上印有班

別和學號的標纖 
 老師可在每班中挑選出分數最

高(highest)、中間 (middle) 及
最低 (lowest) 的習作，來進行

評分調適(Modulation) 
 
 

設備與材料  

 風洞測試機及電腦。 
 材料：高密度發泡膠 (約 135 x 75 x 50mm)、瓦通膠板、飲管、雙面膠紙、水喉膠布、水溶性顏料、廣告膠貼和氣球等。 
 製作器具：箱頭筆、間尺、刀、發泡膠切割機、各式銼刀、砂紙／布、氣泵／氣體壓縮機等。 
 安全設備：口罩、眼罩及抽風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