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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實驗課程在科學教育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因為科學本身就是一種實驗的歷程。

但大學教育有時因為經費及人力資源的限制，並非所有課程都同時開設實驗

課。在某些科學領域中，實驗課設置的必要性與其教學方式也成為熱烈討論的

議題。因此，在脊椎動物學這一門課，我們想藉此探討實驗課程對於學生在學

習成效及學習態度的影響。我們學生歸為兩群：(1)同時修習正課及實驗的同學

和(2)只修正課的同學，然後將兩群學生做一個比較。比較分析時，採用訪談與

成績比較兩種方式。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學生修實驗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藉

由實際操作、親身體驗加強學習。成績分析結果顯示有修實驗課的同學在學期

總成績及小型研究計畫書的寫作練習上表現比只修正課的同學要好 。修實驗課

的同學對於科學研究的困難以及實驗設計的實作可行性，也有比較深刻的認

識。另外，修實驗課後，原本對生態類型實驗較不感興趣的同學，也改變了一

些想法，重新建立對於這方面研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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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科學的進展ㄧ日千里，近二十年來，不僅本學門各分支的串聯逐漸緊密，

更與化學、物理、資訊等學門交集，蓬勃發展。在這樣的趨勢下，大學的生命

科學教育爲了能追上生命科學的進展，教授應努力嘗詴教育學者提出的嶄新方

法，將它們應用在課程設計與教學上，以期提昇大學生命科學教育，與生物研

究的進展並駕齊驅。科學教育之建構主義論(constructivism)者強調學生的科學知

識與能力應經由學生主動的建構與組織而獲得，而非被動的接受教授的知識傳

授(Von Glasserfield, 1989)。在大學的生命科學相關課程(學生所謂的”正課”)中，

若能有以學生為中心、以探索建構為主軸的實驗課程搭配，將提供學生們對’正

課’內容的’主動建構與組織’的機會。 

[脊椎動物學]是生命科學領域的基礎科學，在國立台灣大學雖有開[脊椎動物學

實驗]課程，然而[脊椎動物學實驗]傳統的授課方式乃是’正課’的部份延伸，以

型態辨識分類為主。教授及助教將各脊椎動物標本陳列在實驗室中，指導學生

物種外表特徵；同時輔以解剖，指導學生內部器官構造及功能。在過程中，學

生大多是被動的接受教授及助教傳授的知識，雖然能親眼看到許多’正課’提到

的物種及構造，但一直缺乏讓學生們有主動建構與組織等深入學習的機會。 

我們在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獲得國立台灣大學的經費支持，進行[脊椎動物

學實驗]教學改進研究計畫，主要目的是要在[脊椎動物學實驗]課程中注入新的

教學方法，讓學生們能有許多”主動建構與組織”脊椎動物學知識的機會。課程

的設計原則如下：維持涵蓋所有的脊椎動物分類種群；實驗內容多樣化，不僅

是構造及功能；強調標本的觀察與運用；經營野外實習課程；要求實驗報告深

入撰寫；強調實際問題研究等。我們嘗詴引入了教育學者提出的嶄新方法，例

如 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同儕教學(peer instruction)、主動學習(active 

engagement)、概念圖(concept mapping)等(Mintzes and Leonard 2006)，將它們應

用在課程設計上。課程內容與活動，可參考附件(一)。 

我們設想脊椎動物實驗課程對同學會在學習上會產生幾個衝擊，包括學習態

度、對脊椎動物學的興趣、或對科學研究的態度。在學習評量上，我們用多重

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尤其是多次書面報告的撰寫，部份取代較僵化的測驗形

式，更可以引導學生將所學的知識片段整理消化，然後邏輯化的推理運用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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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工作之上。為了想瞭解[脊椎動物學實驗]的教學改進，對[脊椎動物學]正課的

學習成效之效應，因此統計分析的設計是把學生歸為兩群：(1)同時修習正課及

實驗的同學和(2)只修正課的同學，然後將兩群學生做學習成果的比較。 

 

研究參與者 

參與的學生是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選修[脊椎動物學]的 77 位同學。其中多數是大

二和大三的學生（詳見表一），但是有少數是大四。因為[脊椎動物學實驗]有

人數限制，只有 22 位同學同時修習[脊椎動物學]與[脊椎動物學實驗]。因此 56

位僅修習[脊椎動物學]的同學就成為對照組。 

表一：修課學生就讀各年級人數 （以 96 年第二學期為準） 

 大一人數 大二人數 大三人數 大四人數 

有修實驗課同學 0 12 7 3 

僅修正課 0 33 22 1 

總人數 0 45 29 4 

 

資料收集與分析 

我們收集了三組資料做為分析的材料。(1) 學生評量成績 (2) 學生研究計畫成績 

(3) 學生訪談內容。訪談方式容許我們了解學生選修[脊椎動物學實驗]的動機，

以及對課程內容的觀感和意見。 

 

評量成績資料 

成績項目包括兩群學生的[脊椎動物學]期中筆詴分數、期末筆詴分數、和學期

總成績。此外我們收集了同學們過去的成績(95 學年的上下學期成績、96 學年

第一學期的學期成績)作為比較分析時的參考基準。 

 

我們利用兩項多變值統計法，區別分析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DFA)和共

變數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比較理解兩組學生在成績上的差

異。DFA 讓我們辨別哪些因子是兩群學生的主要差異。以 ANCOVA 分析成績

時我們加入過去的成績做分析。 

 

學生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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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修[脊椎動物學]同學，包括實驗組和對照組，都必頇繳交一份研究計畫

書。講演課堂上先舉例講解研究設計的原則，和撰寫計畫書的技巧與方法。計

畫書的內容必頇針對某項脊椎動物生態學的研究議題，提出簡短的研究計畫，

包涵研究議題的起源動機、研究的議題、方法和步驟、預期的結果等 4 項。報

告可以引述有助於解說內容的其他資料。修[脊椎動物學實驗]的同學並沒有在

計畫書撰寫得到任何額外說明。 

 

評分的原則由三位專家(一位教師與二位助教)共同制定，包括 15 個要素：有無

研究動機、問題與脊椎動物的關連性、問題陳述的清晰程度、是否問了多層問

題?、多層問題聚焦程度、有無假說的陳述、問題與方法的關連、方法是否清

晰、說明實驗地點、方法可行性、是否陳述取樣方法、取樣方法的完整性、提

出預期結果、和提出參考資料。最後並給一個整體觀感(holistic score)。為了達

到客觀，評分者不知道報告的作者身分，報告上的姓名、學號等予以遮掩。每

份報告由兩位評分者獨立評分。當分數有差距時，兩位評分者一起討論嘗詴達

到共識，給予一樣的分數。若共識不成，則由第三者評分。我們採用 MD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去判別兩組學生的異同。 

 

學生訪談 

我們在實驗課的最後一天進行小組訪談。修習的同學以每組 6-8 人為原則，分

成 3 組。訪談由一位從未參與課程的專家進行。訪談焦點包括以下問題 

 

1. 選修實驗課的動機是什麼？ 

2. 從實驗課中學到什麼？ 

3. 依你的看法，在研究脊椎動物時，哪些事屬於必要的考量條件？ 

4. 你對本學期實驗課的建議是什麼？ 

 

訪談過程錄音紀錄，然後逐字謄成文字稿，成為訪談的結果資料。我們將問題

的答案，詴加分類，然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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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學習成果 

以 95 年第一學期的成績作為共變數進行 ANCOVA 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有無去

除 95上學期的影響，「只修正課」和「有修實驗」學生的脊椎正課成績均無顯

著差異(去除 95上學期的影響：P = 0.734；無去除 95上學期的影響：P = 

0.393)。然而，若去除 95上學期的影響，有修實驗課同學的脊椎動物正課學期

總分的平均值，較有修正課的學生高 （見圖一）。 

圖一：兩組學生的平均成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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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期中考、期末考考題內容和過去的成績紀錄中選了 23 個因子1做分析。兩

項分析(DFA 和 Wilk’s Lamdba test)皆顯示 4 個變數對學生的成績表現有重大關

聯（見表二及表三）。這四個因子是期中考第四題、期末考題目 D、期末考題

目 E 的得分、以及 96 學年第一學期成績。 

 

表二：使用逐步區別分析（stepwise discrimination analysis）最後進入區

別模式中的 4個變數(期末 D、95上學期、期中 4和期末 E123)  

 

                                                 
1 23 個區別變數分別為：95上學期、95下學期、96上學期的學期總平均；期中考 1~8題的各

題得分；期末考 A~E大題的得分，其中 B大題再細分為 2 部份、E大題再細分為 5部份；期末

報告成績，以及期中考繳交考卷的順序。期中與期末考題詳見附錄（二）及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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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s Ente red/Removeda,b ,c,d

期末D .924 1 1 63.000 5.165 1 63.000 .026
95上學期 .791 2 1 63.000 8.195 2 62.000 .001
期中4 .738 3 1 63.000 7.229 3 61.000 .000
期末E123 .689 4 1 63.000 6.759 4 60.000 .000

Step
1
2
3
4

Entered Statistic df1 df2 df3 Statistic df1 df2 Sig.
Exact F

Wilks' Lambda

At each step, the variable that minimizes the overall Wilks' Lambda is entered.

Maximum number of steps is 46.a. 

Minimum partial F to enter is 3.84.b. 

Maximum partial F to remove is 2.71.c. 

F level, tolerance, or VIN insufficient for further computation.d. 
 

表三： Wilk’s Lambda轉換成卡方檢定後顯示判別函數達顯著

Wilks' Lambda

.689 22.692 4 .000
Test of Function(s)
1

Wilks' Lambda Chi-square df Sig.

 

 

實驗組的學生的期中考第四題分數和 96 學年第一學期成績皆不如對照組。但是

實驗組學生在期末考問題 D 和 E 表現優於對照組 （見表四）。仔細分析後我們

更進一步發現期中考第四題為名詞記憶類題目，期末考問題 E 為論述式題目。

有可能「有修實驗」學生比較不偏好記憶艱澀的動物學名，反而善於發揮論述

式的題目。期末考問題 D 雖然同為名詞記憶題目，但「有修實驗」學生因為分

類實驗的需要，常常接觸這一些名詞，可能因此對它們比較熟悉。 

 

表四：無論標準化判別係數(standardized canonical discriminant function 

coefficients)結果  

Standardized Canonical Discriminant Function Coefficients

-.857
-.544
.930
.509

95上學期
期中4
期末D
期末E123

1
Function

 

 

學生研究計畫書 

 

多元尺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分析了 75 位學生，15 個變數 (即研

究計畫書評分的 15 個要素)。將 15 個變數化約為兩個軸，得到壓力係數(Stress)

為 0.172、RSQ 配合度指標為 0.926，表示 MDS 產生的空間圖與原始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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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高的一致性，二維的尺度已可解釋 92.6%的變異。「有修實驗」與「只

修正課」的學生，在二維的學生空間圖中，無法清楚分群(如圖二)。在學生與

屬性向量的聯合空間圖（見圖三）發現，第一軸主要由「問題陳述的清晰程度

(問題清楚)」、「問題與方法的關連(可回答問題)」、「方法可行性(可行

性)」、「整體印象」等 4 個變數組成，可以代表學生研究計畫書的「報告品

質」，學生研究計畫書成績越高，第一軸的值越高，同時也表示評分者在整體

印象評分時，主要是以「問題清楚」、「可回答問題」和「可行性」這 3 個變

數做評分依據。「是否問了多層問題?(多個問題)」與「多層問題聚焦程度(問題

對焦)」有顯著正相關(r = 0.765, P < 0.001)，表示問多個問題的學生，多能將問

題集中在特定的主題。然而「多個問題」與「方法是否清晰(Focused)」有顯著

負相關(r = -0.224, P = 0.027)，表示問多個問題的學生，不容易發展出清晰條理

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圖二：「有修實驗」與「只修正課」的學生在二維的學生空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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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學生與屬性向量的聯合空間圖 

 

 

表五：「有修實驗」與「只修正課」學生的「報告品質」（第一軸） 

Group 
Mean* 

(Dimension 1) 

Variance* 

(Dimension 1) 

Experimental Group 0.442 0.317 

Control Group -0.172 2.106 

* indicat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P < 0.05) 

「有修實驗」學生「報告品質」(mean of dimension 1 = 0.442)比「只修正

課」學生「報告品質」(mean of dimension 1 = -0.172)顯著來得高(t73 = 2.639, P = 

0.01)。同時「有修實驗」學生「報告品質」的變異數(variance of dimension 1 = 

0.317)較「只修正課」學生的變異數(variance of dimension 1 = 2.106)顯著來得小

(Levene's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F = 10.87, P = 0.002, table 2)。類似的結果

在 MDS 的二維空間圖亦可看出，「有修實驗」學生的分佈較集中，「只修正

課」學生的分佈較分散 （見表五）。 

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實驗組的學生在 x 軸的平均數高於對照組，但是變方

卻低於對照組。易言之，實驗組學生的研究計畫書，不但得分優於對照組，而

且學生的表現相當，但是對照組學生的研究計畫書品質差異甚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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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訪談 

學生偏好從實作中學習的教學方式 

當詢及為何在正課之外選修實驗課，多數人的答案都是希望從實作經驗

中學習，並從實際觀察動物和標本去學習關於脊椎動物的知識。在實驗歷程

中，學生確實有機會親眼觀察甚至親耳聽到動物的聲音，否則這些都僅是課本

中的文字描述而已。某些學生表達個人的感受，認為若非經過與助教或同儕的

討論或互動，知識皆止於模糊的階段。例如一位同學在訪談中提到： 

正課通常講的是理論，然後或者是說給你看圖片、給你看什麼

東西，感覺上…會比較抽象還是怎麼樣，但是實驗課的話你可

以實際接觸到，就感覺會覺得…就是比較具體，就好比公園你

說有很多很多老鼠，可是你不曉得到底是有哪些哪些老鼠這

樣。 

 

訪談資料顯示，學生從實驗課學習下列各項知識：規劃啟動野外研究調

查的能力、認識更多種類的動物、知曉脊椎動物的分類、理解生物多樣性的概

念，以及如何撰寫實驗報告 （更多訪談內容詳見附錄四）。 

 

在脊椎動物研究態度上的轉變 

“生態實驗要比原先認知來的得困難”，是實驗組學生的多數體認，理解執行研究

工作是比知道研究方法來得困難 。例如一位同學形容他的經驗： 

實際去…去做實驗的話，比較了解就是生態實驗困難的地方在

哪裡，就是如果光上課的話，就覺得有些步驟其實很簡單，但

是去做的話才發現，執行上有困難。 

有實際在野外設置實驗的經歷，讓他們對研究時多方的考量有更透徹的

看法。舉例來說，學生們認為經過野外實習課，他們就比較關心如何把

資料數量化的問題。另一位學生發覺野外的觀察遠比原先想像費時，而

實際大尺度的研究的耗時遠非其始料可及。他現在相信想出個有效可行

的研究方法是困難的任務。他在訪談中描述他的體驗： 



 11 

應該說就是…跟原本想像中的…譬如說我可能…就是寫我都很

會寫，有時候我就…譬如說設立一百個樣區，然後一百個樣區

我都圍一個圍籬啊這樣子，就是講都很容易，然後可是出野外

那一次就覺得一百個樣區我這樣…我要拿碩士學位還真辛苦這

樣子。就會比較知道說正常人的體力極限大概可以做… 

 

激發田野生物學研究的興趣 

多數修實驗課的同學認為最刺激和印象最深的是野外實習課程。誠如

一位同學描述的： 

 

印樣最深刻的就是實際在野外進行調查，因為之前都是…都是
只有在課本上面看到說大約什麼抽樣的，或是看到什麼…挖陷
阱啊，還是什麼穿越線啊，然後那些都是…就是穿越線還很多
種那樣子，然後都只是聽過，然後沒有實際去做，然後…因為
我這學期有修另外一個就是生態學實驗，然後其實我們也有做
了一些還蠻類似的事情，就是兩個可以互相發揮什麼…就是嚐
詴不一樣的調查方法，然後不一樣的經驗，然後這樣相輔相
成。 

 

而最令我們興奮的是這樣的課程安排激起學生對生物學”更新”的學習興趣。一位

學生說，他過去偏好分子生物學和在實驗桌上工作，從未想像過生態學和脊椎

動物學是如此有趣。另一個學生甚至考慮未來涉入生態學研究領域。如其陳

述，自從他從實驗課中得到田野調查的經驗之後，”採樣”一辭不再是統計學名

詞，而是有具體的意義。 

 

討論與建議 

 

回顧 

我們的研究資料顯示，改進後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爲[脊椎動物學實驗]達成了

以下幾項重要目的。首先，實驗課程協助學生了解科學概念。修實驗課程的學

生雖然起始成績較差，但最後在正課中的評量表現卻較佳。其次，實驗課程提

供學生重要的科學技能。不僅是實驗技能，也包括較佳的研究規劃與寫作技

能。同時，實驗過程激勵學生對脊椎動物學的興趣和研究動機，改變了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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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動物學的刻板印象。最後，實驗過程讓學生認識了研究脊椎動物學的目的

及其實際面。 

 

建議 

雖然我們的初衷並未要研究學生的學習方法之差異，但是我們發現兩群學生的

學習方法可能有差別。修[脊椎動物學實驗]課的學生在過去幾學期的學業成績

表現較差，而在[脊椎動物學]需要背誦記憶的考題表現也較差。但是這群學生

最後在[脊椎動物學]的整體表現並不比對照組差，而在研究計畫書的表現上則

是更勝一籌。當然，實驗課程的經驗可能使修[脊椎動物學實驗]課的學生表現

較佳，但是我們認為也許這群在傳統上被視為比較不願意花時間記憶背書的同

學，在這樣比較多元的教學方式中藉由手動操作的經驗，找到更適合他們學習

的方式。 

此外，我們建議未來生物相關實驗課的設計應跳出刻板「實驗手冊操作」模

式，進而增加較為多元活潑而且貼近真正科學社群研究方式的活動。例如出野

外為脊椎動物學家常見的研究方式，我們把它加入實驗課程後，修實驗課的同

學覺得讓他們對於田野或生態生物學調查有前所未有的體驗。又增加研究計畫

寫作作業，讓同學有機會思考並體會此一對研究社群非常重要的研究活動。 

 

致謝 

感謝黃慧如博士對[脊椎動物學實驗的課程深化之研究]研究計畫書的構思之鼎

力協助；感謝拔刀相助參與授課的吳高逸博士、馬國欽博士、曹先紹博士及杜

銘章教授；感謝兩位勞苦功高的教學助理：李承恩及賴勇智，在博士班考詴的

壓力下完成任務；感謝參與這項計畫的所有學生們；感謝國立台灣大學教學發

展中心的高瞻遠矚，提供經費進行此研究，同時開拓了教師、助教及學生們的

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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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實驗課程內容說明 

2/21 課程介紹／魚類解剖（吳高逸）  

1. 實驗課程介紹與分組 

2. 林老師要求學生在課前做一份「組織圖」內容為「為何魚類能適應水中

生活」 

3. 吳高逸讓學生兩人一組，每組解剖「吳郭魚+鯉魚+鯊魚」，比較其構造 

4. 取初步份特殊構造，如：鱗片、牙齒，拿去電顯室拍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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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和平紀念日 放假一天  

如提，放假一天 

 

3/6 魚類分類 I（吳高逸）  

吳高逸選取 20 隻魚類標本，並發放一份自行製作的檢索表，讓學

生一一比對各標本的種類 

 

3/13 魚類分類 II（吳高逸）  

比對另外 25 支魚類標本，且於課後再進行一次「組織圖」題目一

樣 

 

3/20 兩棲類分類、標本與檢索表製作  

準備 12 種常見的蛙類標本，並要求學生分組進行型質判斷與測

量，讓學生依據不同的方式進行檢索表的製作。並要求學生回去聆聽各蛙

鳴聲音，期中考會考鳴叫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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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核型實驗（馬國欽）  

由馬國欽博士授課，於上課前一天購置大白鼠與小白鼠，先施打酵

母菌於皮下或肌肉；實驗前 30 分鐘施打秋水以素。實驗課程時，學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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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麻醉老鼠，並解剖取出大腿骨，在依照實驗流程取出細胞分裂中的骨髓

細胞，然後製作成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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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野外實習 放假一天  

如提，放假一天。 

 

4/10 期中考詴 I  

範圍如上，以跑檯方式進行。 

 

4/17 爬蟲類分類、標本與標本整理  

1. 臺灣常見爬蟲類介紹 

2. 協助整理爬蟲類標本 

3. 給學生一些常見爬蟲類的清單與標本，要求學生依據圖鑑上的特徵進行

辨識。 

 

4/24 鳥類分類與標本  

1. 給學生一份標本館鳥類標本的清單，要求學生進行辨識與觀察 

2. 讓學生練習測量部分種類的喙長與喙寬 



 19 

 
5/1 調查方法概論、野外實習準備  

1. 調查方法的介紹與實際器材的使用 

2. 說明野外實習的行程 

 



 20 

5/8 野外實習 放假一天  

如題，放假一天。 

 

5/9-11 野外實習-福山植物園、大溪漁港—5/9(五)13：00 準時出發  

1. 各組依序挑選「大型哺乳類、小型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蟲類、魚類」

作為團體報告的內容。但各類調查進行時，均為全班一起行動。 

2. 觀察並構思個人研究計畫 

3. 大溪漁港由吳高逸帶領學生參觀，並說明各魚類種類與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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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哺乳類分類與標本  

挑選一些常見的小型哺乳動物標本，並要求學生辨認。 

 

5/22 期中考詴 II  

考詴範圍從爬蟲類到哺乳類，以跑檯方式進行。 

 

5/29 脊椎動物保育行動方案-討論 

保育行動方案的說明，並且各組挑選「哺乳、鳥類、爬蟲類、兩棲

類、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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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動物園參觀 

1. 帶學生參觀兩棲爬蟲館的後場 

2. 讓學生挑選成對的動物，一為臺灣原生的，另一為國外進種類，要求學

生比較這兩種動物的異同，必提出園方管理改善的建議。 

 

6/12 脊椎動物保育行動方案報告 

1. 各組學生進行保育行動方案成果發表 

2. 由李文瑜博士分批對學生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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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脊椎動物學期中考詴 

962 脊椎動物學  期中考詴 

 題目卷請連同答案卷繳回，並於答案卷上標示右上方編號  

1. 請描述 tunicate（海鞘），amphioxus（文昌魚）其 pharyngeal slits 的作用，

演化到脊椎動物後 pharyngeal slits 有了複雜的功能，請簡述此構造在魚類以

及在哺乳動物分別有何功能。（15％） 

2. 分別描述盲鰻，八目鰻，海水軟骨魚，海水真骨魚，以及淡水真骨魚如何調

節身體滲透壓，電解質及水份的平衡。（20％） 

3. 描述下列的魚類如何運動：(a)鰻魚、(b)魟、(c)角魚(Triglidae)、(d)鮪魚、(e) 

箱魨。（15％） 

4. 解釋名詞（10％） 

(a) Gnathostomes                       (d) Actinopterygii 

(b) Chondrichthyes                      (e) Elopomorpha 

(c) Elasmobranchii 

5. 由雄蛙鳴叫頻率的快慢可預測其哪些生殖特性？（5％）南美熱帶雨林內雌蛙

背負受精卵至孵化才放入水中的種類特別多，請說明可能原因。（5％） 

6. 依據本草綱目的記戴，孫叔敖打的兩頭蛇像什麼樣子？（2％）什麼生態環境

促成這樣的形態？（2％）這樣的生態環境有那些形態的適應？（6％） 

7. 龍不可能存活在陸上或水裏的原因為何？牠最可能由何種動物圖騰化而來？

（10％） 

8. 下圖分別為鮪魚肌肉的等溫線和動靜脈的小血管分布圖，請根據這個圖推測

當海水溫度降到 10℃時，鮪魚核心肌肉的溫度大約是幾度？（3％）為什

麼？（3％）除了鮪魚之外，許多脊椎動物也有類似的構造，請另舉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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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脊椎動物學期末考詴 

962 脊椎動物學 期未考 
姓名：_______________  簽名單代碼：__________ 

A.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 (please choose only one answer and put answers in 

the table. 18%) 
1. 2. 3. 4. 5. 6. 7. 8. 9. 

1. Modern Aves taxonomy tells us there are around _________ species of birds 

currently inhabit the Earth. 

(A) 13000  (B) 9700  (C) 8400  (D) 6700  (E) 2029 

2. The largest living bird is  

(A) ostrich  (B) elephant bird  (C) teratorn  (D) vulture  (E) golden eagle 

3. Please organize the following structures of feather from small to large:  

1. shaft, 2. barb, 3. barbule, 4. hook 

(A) 1234  (B) 2341  (C) 2314  (D) 1324  (E) None is correct 

4. The loss and fusion of bones in birds includes the fusion of the last few caudal 

vertebrate called __________. 

(A) synsacrum  (B) pygostyle  (C) pelvic girdle  (D) sternum  (E) furcula 

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irds has the highest aspect ratio for their wings? 

(A) hummingbird  (B) grouse  (C) eagle  (D) albatross  (E) vulture 

6. The function of crop milk produced by pigeon is to 

(A) help digestion  (B) kill bacteria  (C) feed young  (D) make nests  (E) 

attract mates 

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ird would have the highest heart rate? 

(A) hummingbird  (B) sparrow  (C) chicken  (D) eagle  (E) ostrich 

8. Please arrange the correct order of a pocket of air through the bird respiratory 

system:  

1. trachea, 2. cranial air sac, 3. caudal air sac, 4. lung 

(A) 12341  (B) 13421  (C) 12431  (D) 13241  (E) None is correct 

9. Which part of the bird brain is relatively small? 

(A) optic lobe  (B) olfactory lobe  (C) cerebellum  (D) medulla 

 

B. Fill in the blanks – (please put answers in the table. 16%) 
1. 2. 3. 

1. Class Aves include 2 super orders. They are Palaeonagthae and ____________. 

2. The Palaeonagthae includes 5 orders, mostly flightless birds. The order that 

occurs exclusively in New Zealand is shy secretive birds that eat earthworms 

called __________. 

3. The structure birds use to reduce turbulence and maintain air flow over upper 

wing surface is called __________. 



 28 

4. 5. 6. 

7. 8.  

4. The coordination of wing and flight muscles requires tight articulation at the 

shoulder area.  Birds have a tight tripod at the area formed by humerus, 

scapula, and __________. 

5. What kind of nitrogen waste is secreted by most birds?  _________________ 

6. Some birds, triggered by reduced availability of food or depletion of stored 

energy reserves, allow their body temperature to fall from normal levels.  This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is called _______________. 

7. The 3rd eyelid of birds is called _________________ membrane. 

8. The two key factors determine the home range sizes are resource need and 

________________. 

 

C. Matching-1 (please put answers in the table.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Megachiroptera A. Mysticeti and Odontoceti  

2. Primatse B. Prototheria, don’t have nipples. 

3. Synapsids C. Some completely toothless, including anteaters 

4. Carnivora D. Including all mammals 

5. Proboscidea E. The largest terrestrial animal 

6. Xenrathra F. Containing carnassials or a pair of specialized shearing teeth 

7. Marsupialia G. Pouched mammals have relatively short lengths of gestation 

8. Cetacea H. Bats with large eyes, primarily fruit eaters  

9. Haplorhini I. Tarsiiformes and Antropoidea 

10. Monotremata J. Prosimians and Anthropoids 

 

D. Matching-2 (please put answers in the table. 8%)  
1. 2. 3. 4. 5. 6. 7. 8. 

 
1. 兔形目  A. Chiroptera 

2. 囓齒目 B. Rodentia 

3. 靈長目 C. Artiodactyla 

4. 翼手目 D. Primates 

5. 食肉目 E. Lagomorpha 

6. 偶蹄目 F. Carnivora 

7. 鯨目 G. Cetacea 

8. 象目(長鼻目) H. Proboscidea 

 

E. Essay question (48%) 

1. Please explain the “dynamic soaring” of bird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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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lease explain the “counter-current mechanism”. (5%) 

 

 

 

3. Please list 5 major advantages of group formation. (5%) 

 

 

 

4. 當小型陸生動物把發聲器官的振動傳送到空氣時，聲音的波長/頻率以及

介質轉換上會面臨哪些問題？若以青蛙為例，鳴囊（air sac）在這個過

程中又扮演什麼角色？(5%) 

 

 

 

5. 聲音在傳遞過程中會受到干擾，請以1000Hz（在空氣中波長大約34公

分）的聲音為例，說明聲音散射（scattering）在溫帶及熱帶森林的差

異。(5%) 

 

 

 

6. 列出哺乳動物最重要的3個特徵，並討論這3個特徵在哺乳類適應演化上的

作用與3個特徵相互之間的關聯。(6%) 

 

 

 

 

7. 雲豹現蹤山區？ 待解的謎 

台灣還有雲豹嗎？花蓮縣玉里鎮常駐山區一位李姓工地負責人說，

年初他在三千多公尺山區，發現「應該」是雲豹，從一條大口徑管子內

衝出，飛奔而去。…那隻體長六十多公分、有著美麗尾巴的動物，應該

是傳說中的台灣雲豹。…1983 年…，在南大武山區獵人陷阱內，發現一

隻死亡的雲豹幼豹，這是最後一隻被人發現的死亡實體。此後，有關雲

豹的報導雖多，但從來沒人見過雲豹。……台灣還有雲豹嗎？謎底仍未

揭曉。【自由時報 / 200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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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倘若要針對玉里山區進行台灣雲豹的調查，你會採用哪一種調查方

法才能有效又經濟的推論該地區有無台灣雲豹的族群？請簡略解

釋。(2%) 

 

 

 

7-2：無論台灣雲豹是否已經絕跡，其族群量變得很少是個不爭的事實。

請問就生態學的觀點，台灣雲豹的驟減會最造成哪些影響？請簡述

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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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許多基因，例如 Mc1r  (melanocortin 1 receptor)、Agouti、Tyrp1 (tyrosinase 

related protein 1)等，會影響動物的毛色、羽色，與鱗片顏色。台灣的動物

亦有黑白顏色變化的例子：主要分佈於台灣西部的白頭翁(目前分類地位

為台灣特有亞種)，與主要分佈於台灣東部的烏頭翁(目前分類地位為台灣

特有種)，頭部羽色有明顯的黑白變化，同時雜交的個體會變成雜頭翁。

另外，台灣東西部的眼鏡蛇腹部亦有明顯的黑白變化，西部個體腹部以白

色鱗片為主，東部腹部鱗片多為黑色，但此變異是連續性的變化，不是同

一個體腹部鱗片的顏色皆相同。請以上述兩種動物之一，或是你能想到的

其它台灣有黑白兩色變化的脊椎動物為例，設計實驗說明要如何研究 

8-1：什樣的天擇力量？(5%) 

8-2：作用在什麼基因上？造成野生動物族群有如此的顏色變化。(5%) 

 
 

 
白頭翁 雜頭翁 烏頭翁 

   

眼鏡蛇：白色型 眼鏡蛇：中間型 眼鏡蛇：黑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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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實驗課同學訪談選錄 

 

[修實驗課的動機] 

“只修正課的話它不是只有上課本裡面，就是實驗的話就會出去…像出去福山

那些的啊，就出去玩比較會看到動物，這樣感覺就是…比較能夠接觸到。” 

 

“正課通常講的是理論，然後或者是說給你看圖片、給你看什麼東西，感覺

上…會比較抽象還是怎麼樣，但是實驗課的話你可以實際接觸到，就感覺會覺

得…就是比較具體，就好比公園你說有很多很多老鼠，可是你不曉得到底是有

哪些哪些老鼠這樣。” 

 

“根據經驗只修…只修正課會覺得比較空虛，所以要修一下實驗課，效果會比

較好。” “空虛就是比較學不到東西，因為可能上課就是…只是單純lecture

的部份，就是說變成說我們單方面的被灌輸，但是實驗的部份我們可能比較要

多花一點時間在這部份，然後跟助教或跟同學比較有討論的機會。” 

 

“因為脊椎還…還蠻重視說多樣性的，就是…對，然後就是感覺上實驗課能夠

接觸到比較多實際的東西，然後所以就…譬如說像你解剖，解剖的構造的話，

假如說能夠實際看得到我覺得會差很多。” 

 

“其實那時候來修是因為知道這種課就會出野外，然後可以實際去觀察很多生

物，所以其實我們很大的一部份是為了要可以出野外，所以…那再來就是可以

看標本，因為看直接的東西總比就是只看課本的圖會來得好一點，所以我就會

想要來直接摸這些東西，覺得有…比較喜歡自己動手做…” 

 

“就是…可能就是想把正課跟實驗課可能就是可以互相補到一些沒有教到的，

或者說一些…像例如說，因為正課主要就是聽上課的內容，那實驗課就可以去

實地看到或接觸，就是我覺得對於吸收正課或者是多一些知識上面我覺得就還

蠻有幫助的。” 

 

[對於實驗課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 

“去福山” “比方出野外的這三天，就是我們這一組是做兩生類和爬蟲類，然

後在事前…事前就開始聽青蛙叫聲，然後每天就是開電腦還有戴耳機，然後開

始聽重覆播放、持續播放，然後開始背，然後後來我們實際到山上就發現就是

其實那樣聽不出來，而且就是找…找青蛙，就是怎麼看都看不到，然後牠也抓

不到，就是經過了一趟野外的洗禮之後突然間功力大增。” 

 

“木柵動物園” 

 

“學會設陷阱” 

 

“標本跟出野外，魚類，魚類分類，然後直接看標本” “對，就三個小時，然

後連續兩個禮拜這樣子，然後是還…最主要是對那個…對那個特徵的話，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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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是直接丟檢索表給我們，所以基本上有對過，因為你都會跟著他那個跑，

跑他的key，那所以說就是…我覺得還…就是…會蠻…還蠻有用的，就是你至少

知道說，以後我們如果要看魚的話，我們要看什麼、哪些特徵這樣子。然後其

他的，像就是…蛙類跟蛇類的話，是…是檢索表是常考這樣子，不過也還是有

用。” 

 

“我是這…這堂課之前的話，我還沒有在任何實驗課出過野外，對啊，是感

覺…感覺就…因為其實原本…原本對於出野外的話是…印象中一直就是，哦，

應該會很累、很操，然後就是…而且因為其實我…我興趣比較是偏分組那種東

西的，然後…然後可是就是…就是做…就是出過這次野外，其實我覺得是…因

為我同時有在修生態學的東西，然後我就會覺得，欸？其實對於這種東西比較

不會那麼排斥，所以覺得接納性會變高這樣子。 

訪問者：所以這有改變你的興趣嗎？ 

受訪者4：是真的有一點改變，就是…對，就是因為以前生態學可能會講說有什

麼數學模型什麼東西，然後是調查方法，那或是說以前修生物統計學都在講取

樣、取樣，那可是分子的東西取樣其實…就沒有什麼好取樣的，就是你做出來

就是那樣子，對啊，那可是假如說是生態實驗或是實際這樣走會發現□

[00:09:16]，就是怎麼樣去取樣就是一個很大的學問，所以就是跟以前的生物

統計學或是現在正在學的生態學就有對到，然後覺得其實它還…就是搞不好以

後就是閒暇之餘搞不好來可以…可以再嚐詴做做看這樣子。” 

 

 

[在實驗課學到了什麼] 

“就是學到比較怎麼樣能夠去做正式的報告，因為在福山的最後一天就是…老

師有請各組上去發表說明這幾天研究了什麼，那老師…老師那時候就會針對我

們每一組做的，就是…你們這個如果要做正式的報告的話，可能會缺少哪一種

部份這樣。” 

 

“還有就是對一些台灣的脊椎動物多樣性有基本認識，就…雖然不是說很多，

或是看到…去野外一看就知道是什麼，但是至少有接觸過。” 

 

“還有實際去…去做實驗的話，比較了解就是生態實驗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就

是如果光上課的話，就覺得有些步驟其實很簡單，但是去做的話才發現，執行

上有困難。” 

 

“就是實際在野外進行調查，因為之前都是…也是就是剛才講到的，都是只有

在課本上面看到說大約什麼抽樣的，或是看到什麼…挖陷阱啊，還是什麼穿越

線啊，然後那些都是…就是穿越線還很多種那樣子，然後都只是聽過，然後沒

有實際去做，然後…因為我這學期有修另外一個就是生態學實驗，然後其實我

們也有做了一些還蠻類似的事情，就是兩個可以互相發揮什麼…就是嚐詴不一

樣的調查方法，然後不一樣的經驗，然後這樣相輔相成是…就是實驗課。” 

 

“覺得[寫proposal]還…還蠻不賴的，對啊，就因為…因為就像剛剛…剛剛同

學有講的，就是說…就是光取樣的方法就要想，對，然後就是有點類似腦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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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就是…因為你生態…你生態的東西，一來你樣區有差，然後而且你怎麼

樣去標準化？你的數據也有差，然後所以就是…就要想說你要怎麼樣去把它定

量起來，然後讓你的數據盡量是有意義的這樣子，然後可是…就是光是寫

proposal的時候就是這些東西都會想過一次，所以我是覺得是… 就是…就是換

了一種不同…不同的角度想事情這樣子。” 

 

“最多的應該還是就是認識很多的生物吧。 因為像出野外的話，除了看脊椎動

物以外，也會…就是不經意的看到其他的東西，然後就是… 所以就是…也不一

定是出野外認識，像看標本什麼也會認識一些。” 

 

[對於脊椎動物實驗的認識] 

 “時候有一些實驗，就例如說分類或是調查化，就是可能要…就是設計…設計

的時候，就是要設計比較…怎麼講？就是例如說有些定…就是定時定點，或那

些穿越線的…那一些路徑，就真的要每一天就是要按照那個時間流程去跑，那

種需要持之以恆，那有一些可能是比較…, 例如說你可能問了一個好的生態問

題，你問題問的好的話，可能比較容易解決，或者是…對。” 

  

“應該說就是…跟原本想像中的…譬如說我可能…就是寫我都很會寫，有時候

我就…譬如說設立一百個樣區，然後一百個樣區我都圍一個圍籬啊這樣子，就

是講都很容易，然後可是出野外那一次就覺得一百個樣區我這樣…我要拿碩士

學位還真辛苦這樣子。就會比較知道說正常人的體力極限大概可以做…” 

 

“應該做實驗的方法吧。就譬如像…我比較偏生態來講的話，做生態要做…一

次要做就是做很久啊，例如說像…像做個老鼠，或者做個什麼鳥的生態調查，

你可能一觀察就是三、五年，甚至更久，那如果是做大範圍的、整體性的生態

研究，一整個假如山區的生態系什麼之類的相關也就可能要做十幾年了，那我

覺得就是實驗方法還蠻難去…就是做得很好，因為…就是當然想得好的話可以

做得很好，但是因為一做就是做很久，所以一開始那個詴…詴探這個方法好不

好那地方還蠻難的，就是意思就是說，你要先測詴好你的實驗方法是不是好

的，然後光這個就要花一點時間，然後確定它是好的以後再去做，因為它要做

很久，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難的，就是實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