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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普通生物學實驗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錫智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7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心理系普通生物學實驗課程表
上課時間：星期三  七、八節        上課地點：LS304
任課老師：陳錫智 （office：LS305，分機：2467）
任課助教：鄧貞賢 （office：LS123，分機：3594）
（一） 課程進度
值日組 Date Topic
 02/18 Introduction & check in
 02/25 青蛙的內部構造 & 青蛙的神經系統
 03/04 示波器與生理記錄器操作            
 03/11 動物行為觀察要點介紹
 03/18 神經傳導速率     
Conduction rate of nerve ( frog )
 03/25 肌肉收縮的神經控制   【繳交預報I】
neural control of muscle contraction （frog）
 04/01 春假調整放假
 04/08 實驗期中考 ( Exp. ) 【繳交預報II】
 04/15 正課期中考
 04/22 肌肉收縮的綜合，強直與疲勞  
Summation, tetanus, and fatigue of muscle contraction（frog）
 04/29 動物行為研究範例報導
 05/06 動物行為實驗(一)
 05/13 動物行為實驗(二)
 05/20 觀察動物行為(小組報告)
 05/27 觀察動物行為(小組報告)
 06/03 觀察動物行為(小組報告) 【繳交結報】
 06/10 Final exam. ( Exp ) 
 06/17 Final exam. ( Lecture )

下學期的實驗主要是動物行為之觀察研究，由實驗中學習動物行為實驗方法，以組為單位, 由各組同學自選
觀察動物對象與自訂實驗的內容，並依下面的時程來完成動物行為之實驗。
1. 動物行為觀察所設計之實驗以能在本學期內完成為原則。各組需自行訂定題目, 擬定實驗大綱, 文獻蒐
集及討論相關實驗設計。
2. 各組先於    當日繳交書面報告一份，
3. 動物行為觀察研究書面報告(預報)須遵循正式學術期刊格式, 含
a. 題目
b. 實驗簡介; 實驗動機
c. 實驗原理;目的
d. 實驗方法與步驟 (需詳述)
e. 預期結果
4. 各組作10分鐘之動物行為範例報導。各組以簡報的方式報告。每組約10-15分鐘。
5. 動物行為觀察實驗操作所需之材料由各組自行準備，助教僅從旁給予指導、協助。
6. 動物行為之實驗觀察請於4/11至5/16共4週內完成, 之後繳交實驗結果 (以圖表表示，並加以說明，
且須與預期結果比較)。
7. 為各組之之動物行為觀察實驗成果口頭結報. 各組於報告後繳交最後的正式書面報告, 並附簡報光碟..
8. 動物行為實驗的設計可遵循下面的大綱：
(1).    The Predatory Behavior of Cat.
(2). The Predetion Behavior of Cats.
(3).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cken. 
(4). Operate Conditioned Learning of Birds.
(5). Sensory Cues and Feeding Behavior of Snakes.
(6). Habituation in Earthworms.
(7). Dust Bathing in Birds.
(8). Wall-Seeking Behavior in Mice.
(9). Parental Behavior in Cichlid Fish.
(10). Sexual Behavior of Crickets.
(11).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rayfish. 
(12). Schooling Behavior in Fish.
(13). Canid Behavior in a Natural Setting.
(14). Agonistic Behavior of Crickets.
(15). The Call of Geckoes.
教材（參考書目）： Animal Behavior in Laboratory and field; Price E. and Stokes 
A. (2nd), W.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二） 注意事項：
1.實驗室內禁止吸煙、飲食、喧嘩、及奔跑嬉戲;實驗期間請穿著實驗衣。
2.手機及呼叫器在進入實驗室前需切換成震動模式或關機，勿打擾他人上課，違者當次實驗以缺席論處。
3.每星期三下午3: 40 準時開始點名、上課, (不補點名) , 缺席三次即扣考。請假者須事前告知助教，
填寫請假單並附上相關證明, 未事先告知者視為缺席。(病假除外).



4.實驗進行中如有要事必須外出，須告知助教。擅自離開實驗室者，視為缺席。
5.值日組：每次實驗課1~2組，按組別依次輪流。
值日工作：(1)實驗前：協助準備，於前一週實驗課和助教約時間。
(2)實驗當天：13：10找助教、借還器材、擦黑板、協助雜務，分發實驗器材。
(3)實驗結束後，清點歸還器材；需最後離開，進行實驗室總清理。
6.本學期報告為A4格式，一人一份，分為三部分：預報、實驗紀錄及結報。
(1).  預報: 不須另外書寫，但必須事先預習，以備隨時小考。內容含
i. 實驗目的 (Object)
ii. 實驗材料 (Materials)
iii. 實驗方法 (Procedures)
(2). 實驗紀錄: 實驗當天結束時，將初步結果給助教批閱簽退，並將結果詳細紀錄在結報。
(3). 結報 於下次上課時繳交，當天遲交者扣該次報告成績5分(當天仍未補交者，每遲一天扣10分)。結報
內容含
iv. 實驗結果(Results)
v. 問題討論 (Questions)：於每題問題答案後標示參考資料來源之號碼
vi. 實驗討論 (Discussions)
vii. 參考資料來源 (Reference)：未書寫者，扣該次報告分數5分
書寫次序：作者，年代，書名，頁數，版次，出版社
 實驗紀錄及結報需自行整理撰寫，如有抄襲，兩份報告均以零分計算.  
7.實驗完畢各組清洗物品並交付簽收;請珍惜實驗器材，如有損壞照價賠償。
（三） 成績核算方式：
1. 平時成績 (出席 + 學習態度) ………………………..…………..15 %
2. 實驗報告 …………………………………………………………..…………20 %
3. 範例報告:…………………………………………………………….….…….10 %
4. 動物行為報告 (預報, 口頭結報, 書面結報) ……….,…..25 %
5. 期中考 ………………………………………………………,…………………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