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仁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前夕，有一項已經行之多年的優質傳統 ― 就是在畢業

學年度的上學期寒假前，會辦理一場學術研討發表會。 

    在研討會中，每一個孩子都必須擬定一個自己喜愛或關注的主題，進行自主探究學

習。如同課綱的改革不斷強調孩子的學習應該與生活聯結，並且跨域統整，習得

知識的全貌，而非僅是片段零散的記憶性知識。 

    透過學術研討會發表的學習任務，孩子自己設定主題，擬訂研究架構，包含

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研究心得等，統整

運用六年來習得的學科知識，建構屬於自己學習意義的架構。在這場學習旅程

中，孩子自己去發現問題、探究問題，解決問題，尋找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策略，老師

則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其實這個任務比扮演教學者更難!)  

    尚仁本屆應屆畢業班共有一班二十五位學生，每一位學生都要參加本研討會，透過

特教老師的支援協助，即使是特教生也沒有例外。 

    本屆研討會已於上學期末辦理完畢，當日共分成 A、B二個場地進行，除了邀請一

到五年級的學弟妹到場觀摩，也邀請全校師長及參與研討會發表學生的家長到場聆聽

並於研討會後給予回饋。 

    經過多年的傳承，透過歷屆師長專業與耐心的引導，應屆畢業生的學術研討會絕對

是尚仁國小最珍貴的亮點，我想對尚仁歷屆參與過學術研討會發表的畢業校友來說應

該也是一個彌足珍貴且難忘的回憶! 

基隆市尚仁國民小學                                               校長:楊金芳 

基隆市七堵區八德路二十號                                         主編:紀宣寗 

E-mail: srps@ms1.srps.kl.edu.tw                                     

學校網頁: https://srps.kl.edu.tw/  

FB:尚仁國小 - 首頁 |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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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仁幸福學園一月份活動剪影 

六年級學術發表 

 

🎓發 表 人：呂丞杰 

研究主題：最好吃的魚－斑馬魚 

🎓發 表 人：陳銘忞  

研究主題：圓滾滾的倉鼠-倉鼠飲食 

🎓發 表 人：張庭佑 

研究主題：活化石-恐龍魚 

🎓發 表 人：王子雍  

研究主題：虛擬世界-元宇宙 

🎓發 表 人：王駿洋  

研究主題：踏出網紅第一步-youtuber 

🎓發 表 人：洪士恩  

研究主題：水中的飛魚-游泳 



 

  

🎓發 表 人：陳昶宏 

研究主題：看不見的大力士-氣壓 

🎓發 表 人：曾柏溰  

研究主題：勇猛的大貓-老虎 

🎓發 表 人：陳昱儒 

研究主題：像黑白人的圍棋 

🎓發 表 人：蘇泓霖  

研究主題：我的世界 Minecraft 

🎓發 表 人：劉秉閎  

研究主題：乒乒乓乓的球-桌球 

🎓發 表 人：賴丞暘  

研究主題：夜裡的忍者-貓 

🎓發 表 人：柯品辰  

研究主題：解壓神器-史萊姆 

🎓發 表 人：江喜樂  

研究主題：我想要長大-甲蟲幼蟲的飼育方法 



 

  

🎓發 表 人：張義詳 

研究主題：一杯咖啡背後的故事-咖啡的製作過程 

🎓發 表 人：陳衍丰  

研究主題：毛茸茸的動物-兔子 

🎓發 表 人：王愛甯 

研究主題：生活中的便利-便利貼 

🎓發 表 人：林柔安 

研究主題：裝飾的幫手-貼紙 

🎓發 表 人：黃柔瑄  

研究主題：腦的奧妙 

🎓發 表 人：蔡孟汝  

研究主題：在天空飛的球-棒球 

🎓發 表 人：趙苡晴  

研究主題：波濤洶湧的海浪 

🎓發 表 人：洪若瑛  

研究主題：神奇的潮汐現象 



   

 

 

 

 

 

 

 

 

 

 

   

                  

 

上等人學園第十三屆學術 

研討會 學生感言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陳衍丰 

我在這次的研究中學到關於兔子的飲食和如何挑選健康

的兔子，而我在研究中我遇到一些困難，像是我沒有關於兔

子的書和 PPT整理的不好，幸虧老師可以幫我借書，否則就沒

有書籍資料。由於我的 PPT 用的沒有太好,所以有好心的同學

幫我整理我的 PPT。謝謝老師幫我借書，還有張庭佑、郭和洺

和林柔安幫我整理我的 PPT和張庭佑借我兔子拍照。 

🎓發 表 人：葉亭妘 

研究主題：兔子遊樂園 

🎓發 表 人：黃于芹 

研究主題：水中的可愛生物-黑殼蝦 

🎓發 表 人：郭和洺 

研究主題：排球洺星 

🎓上等人學園第十三屆學術 

研討會園滿成功！！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洪若瑛 

我覺得專題研究難的在找書籍資料，因為我去圖書館、

官網都找不到相關資料，直接去圖書館也找不到，那時我已

瀕臨崩潰，幸好網路也能找資料，雖然找了很久，但我最終還

是找到了。其次是第二研究法，第二研究法是我嘔心瀝血，不

斷訪問及統整最終得出的結果。最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們以及

紀老師、宜蓁老師、杜老師協助我完成這個專題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洪士恩 

從這次的研究中，我發現了做一項專題研究其實不簡單，

因為需要花很多時間找資料，最困難的是研究問題，要一直

給老師修修改改，但也因為做了這次的專題報告，讓我知道

了我在游泳時該記得的注意哪些事項，這些事項也能讓我游

得更快，我也要謝謝鴻傑老師在我有困難時幫助我，讓我能

夠順利完成了這次的專題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曾柏溰  

我在這次的研究中，學到許多關於老虎的知識，在研究

中遇到的困難有：問卷調查、PPT一直不斷的被退件，甚至走

遍圖書館都沒有找到我要的書籍，差點完成不了我的專題研

究，還好鴻傑老師在我遇到困難時幫助我，也幫我借書，讓我

有書籍資料；庭佑也幫我糾正錯誤資料，我去仔細驗證之後

發現我原本的資料是錯的，感謝鴻傑老師和庭佑的協助，讓

我成功完成這次的專題報告。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賴丞暘 

這次的專題研究讓我了瞭解貓的飲食、貓的疾病和貓的習

性。在研究的途中遇到很多的問題，像是找主題時猶豫不決，

但是我突然想起家裡有養一隻貓，所以我才想到貓這個主題。

最後也謝謝爸爸帶我去圖書館借書。這次研究讓我瞭解報告

除了網路、書籍還要使用第二研究法來確定這些資料是否正

確。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江喜樂 

我在這次專題研究中途遇到很多困難，像是一直買不到

幼蟲，而且我把公蟲、母蟲放在一起還會產生「家暴」。我要

感謝我的家人和老師，因為他們不僅提供我很多資源。還容

忍我把甲蟲幼蟲放在家裡面，把家裡用髒了，還幫我打掃。謝

謝家人和老師幫助我完成了這次的專題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王愛甯 

這次的專題研究是從暑假到現在。這段期間使我學到許

多有關便利貼的知識，像在做第二研究法時，便利貼要由左

往右，不可以由上往下，因為如果由上往下尾端就會像捲髮

翹起來，但若按照「由左往右」或「由右至左」的側面撕法，

就會發現便利貼能平貼在文件上。但我也常常會遇到困難，

例如:沒有計畫好就開始做實驗，導致還要再做一次同樣的步

驟，好險有老師和媽媽的幫忙才能讓我順利完成這次的專題

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張義詳 

在研究過程中，我也遇到了許多不順心的事，例如：安排

不到實驗時間、找不到資料或資料相衝突等問題。但幸好我

也找到對應的方法，沒有實驗時間就先做其他研究。找不到

資料就更換查詢項目。最後終於完成一份精心製作的專題研

究。同時也要感謝在過程中幫助我的師長，若少了這些人我

絕對無法完成。也感謝大家願意聽到最後。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蔡孟汝 

我覺得這次的自主研究讓我學到了很多關於「棒球」的知

識，在研究的過程中我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難，例如:我不知道

怎麼做長條圖，或者是我發的問卷數量和收到的問卷數量不

一樣。 我要感謝老師，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幫助我，我才能

完成這次的自主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趙苡晴 

這次的專題研究讓我學到了關於海浪的知識，像是海浪

是如何形成的、為何會產生白色泡沬等等...。我認為這次研究

過程很辛苦，因為在第二研究法的時候要錄影片，錄影片時

遇到種種困難，像是咖啡的消泡時間太久，泡沫消完時沒錄

到，還有好不容易剪好的影片無法撥放。幸好在這次的專題

研究中陳銘忞幫了我很多忙，像是她教我、協助我做流程圖，

還有設計 PPT，也要感謝老師協助檢查 PPT，及協助我查第二研

究法網路資料，還有要感謝郭和洺贊助我海水讓我做實驗。 

我從這次的專題研究中學到，原來第一研究法不只是複製貼

上，還要整理資料以及反覆檢查資料。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陳昶宏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學到了什麼是氣壓，像是為什麼有

氣壓，我一開始只有找到關於氣壓的網路資料，並沒有找到

有關氣壓的書籍資料，就當我束手無策的時候老師幫我找到

了一本有關於氣壓的書，所以我想謝謝老師和家人還有同學。

如果我沒有注意周遭物體的變化，就不會知道它背後的原理

及原因。所以這次最大的收穫就要養成隨時觀察環境的變化

的好習慣。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劉秉閎 

我在做這次的自主研究途中，我遇到許多困難，但有老師

和同學的幫助，讓我從不會做到會做，我遇到印象最深刻的

困難是:我每次在反手拉的時候,都沒有旋轉，透過這次的專題

研究讓我學會了反手拉球，另外從錄影當中，也發現反手拉

球的問題。這次的專題研究我要謝謝老師,在我有困難的時候

來幫助我,這次的自主研究也讓我更了解桌球這項運動。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黃柔瑄 

我覺得這次做專題報告很新鮮也很有趣，我在研究過程

中，學到了不少關於「腦」的知識，透過這種學習法來學習，

吸收知識的速度也快多了。在研究過程中，要找很多資料，也

要做實驗，其中也遇到許多麻煩，但完成了整個研究後，也帶

給我不少研究經驗與成就感!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林柔安 

這次的專題研究，過程相當漫長，進行一個步驟就要好

幾天，像是在尋找書籍資料時，關於主題的書比較少，跑了好

幾個圖書館，幸好家人有帶我到台北的圖書館找到我需要的

書。在專題研究中我學到了關於貼紙的知識，也學會了如何

做研究，像是在第二研究法和擷取資料的部分。從開始做研

究到現在，我要感謝家人千里迢迢到台北幫我借書、老師在

我遇到困難時指導我，3-5 年級的學生和其他老師們協助我填

問卷，讓我完成這次的自主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陳銘忞 

我覺得研究資料難的地方在書籍資料，因為我為了找書跑

了兩間圖書館,而且中途還把樂學卡用不見，導致無法借書不

過好險我爸爸用他的身分證辦了一張借書證讓我可以借書，

但是到了下一個圖書館時卻剛好到了不能借書的時間，於是

爸爸幫我求情讓他借我們書,而且保證會很快就還書，至於我

覺得做報告最難的是要去訪問專家因為我覺得很尷尬。 這次

報告我要感謝的人是我的爸爸跟魚中魚的店員，因為我爸爸

帶我去借書還有帶我去魚中魚找店員訪問，而感謝店員的原

因是他為我解惑，還有我也很感謝我的老師教導我如何做報

告。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王駿洋 

這次的研究中，我對 youtuber的瞭解又更深了，例如:當 youtuber

不是只有優點，其實也有許多缺點和挑戰。在這次的專題中，

我遇到了許多挑戰，例如:進度太慢 簡報版面文字問題 一直

被老師退件等......在這次研究，我也學到許多研究的方法，例

如:提問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讓我在之後的研究更加順

利。感謝老師幫我順利完成研究，感謝家人支持我並配合我，

感謝同學願意給我許多修改建議。希望我在國中的專題報告

或更多之後的報告中，也可以用到我現在學到的東西。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陳昱儒 

我從自主研究中學到了更多的圍棋知識,像是知道圍棋的

起源 圍棋的別名,在做研究問題時，我也要謝謝老師和同學在

我遇到困難時幫助我，像是不會用圖表、查不到資料等，這次

的自主研究讓我更了解圍棋。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郭和洺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學到排球的知識，同時我也在這次研

究中學到書籍資料和網路資料都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我們必

須做實驗必須訪問才能問到正確的答案。時間管理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在時間期限內完成就沒辦法展示成果。在這次

研究中我要特別謝謝老師、孟芬老師、佳倪老師和爸爸願意

花時間幫我忙。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黃于芹 

在做研究中我遇到了許多困難，最讓我印想深刻的是我的

第二研究法原本要用觀察法，但黑殼蝦通常都在夏秋季節生

育，所以才改成訪談法，詢問宜蓁老師有關於黑殼蝦生育的

問題。我也學到了如何做研究。我也要感謝我的家長和老師

在我遇到困難時幫助我。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柯品辰 

經過這次的研究，讓我了解了關於史萊姆的更多資訊，

學會了做專題的方法，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例如:實驗

器材一直沒送到，讓實驗大大延遲，網路的資料也一直查不

到，幸好到最後有老師以及家長幫助，才能完成這次的專題

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張庭佑 

在這次專題研究的過程中，我了解了更多關於恐龍魚的

知識，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原本我定的主題—動物的繁殖很

難使用第二研究法研究，於是我把專題研究的主題改成我有

飼養的恐龍魚；第二個遇到的困難是 PPT要呈現的資料很多，

但是製作時間又不夠，所以我利用很多零碎的時間，最後才

好不容易趕上，我最要感謝的人是老師，因為老師在我遇到

困難時幫助我，並且指導我解決各種問題，才讓我完成了這

次的專題研究。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呂丞杰 

這次的研究從暑假到現在，每天都花費心思去建構這次的

研究，雖然常常遇到困難，例如:沒有找到有關斑馬魚的書籍

或是沒有時間去拍第二研究法的影片以及資料衝突等等……

但始終老師都和我一起解決這些問題。從這次的研究中我體

會到了原來做研究並不容易，要下標題和找資料以及截取資

料裡的重點還要花時間拍第二研究法的影片等……最後我要

感謝鴻傑老師在我遇到困難時幫助我解決問題以及同學幫我

借書，讓我有書籍資料!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王子雍 

在這次的專題研究中，我更加的瞭解了元宇宙,之前我從

不知道區塊鏈是什麼 ? 這次的研究讓我了解區塊鏈，也統計

到了尚仁國小學生對元宇宙的看法，在研究期間也有發生過

許多困難像是因為資料很稀少難找,而內容不完整,但在途中

有熱心的同學幫助我,讓我能順利的把內容建構完整,讓我能

完成這次的研究報告。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葉亭妘 

我發現專題研究很不容易，因為要先瞭解自己的興趣，

找出適合的主題，還要上網蒐集資料、去圖書館找書籍，接

著要彙整資料和摘要重點，找出研究問題，最後製作簡報，

專題研究很花時間和精神。從這一次專題研究中，我遇到的

困難是：我沒有飼養過兔子，無法直接做觀察記錄；去圖書

館找書，但發現兔子的書很少。我的研究心得是，如果學會

蒐集資料，思考研究問題，我就可以學到飼養兔子的知識和

照顧兔子的正確方法。 

                           六年級統合綜效班 蘇泓霖 

在做專題的途中，我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幸好有老師還

有同學的幫助和鼓勵，讓我從絕境中爬上來。這期間我最印

象深刻的困難是:要用 minecraft 蓋尚仁國小時一直想不到好的靈

感，而且蓋尚仁國小需要的時間很長，差不多需要兩個月，而

我每天都要打桌球和補英文。幸好媽媽每個晚上都讓我蓋，

不然後果不堪設想。我從這個研究上學到了一些空間的理念，

讓我激發出蓋尚仁國小的靈感，另外還有一些 minecraft的技術，

讓我收穫非常多，是一次很有幫助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