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教學活動 

壹、2018年上半年活動報導 

一、南區物理探究實作科學營 

日期：2018 年 1 月 6 日 8:00 ~ 17:00 

地點：高雄市立高雄中學體育館 

報導：這次的活動一共有來自高雄中學、鼓

山高中、前鎮高中、鳳山高中、鳳新高中、

嘉義高工、台南二中、旗美高中、南大附中、

德光中學、屏東中學 等多所高中參加。 

活動的安排主要有三個主題：靜電產生

器動手做、科學探究闖關、表達分享。由陸

軍官校、高雄大學以及科工館的教授與同學

們共同設計規劃並擔任關主。 

主辦單位很用心地設計了一些困難，讓

同學們在動手做靜電產生器的時候無法順利

地達到很好的靜電效果，進而讓同學們透過

團隊合作以及探究討論的過程想辦法改良並

解決問題。 

過程中也讓同學們遭遇各種困難，並想

辦法排除，這些挑戰我認為都是對學生很好

的訓練與體驗，也可以看到同學們的各種有

趣的反應：有的同學覺得主辦單位提供的材

料品質太差，有的同學覺得裝置的設計不良，

有的同學覺得同組同學組裝技術太差等等.... 

有些人則是努力不懈地反覆嘗試、小組討論，

進而解決問題，達到很好的效果~!! 尤其透

過最後的發表，讓大家有分享交流的機會，

大家才發現原來大家都遭遇到一樣的困難，

也看到別人做出的成果可以互相參考觀摩。 

闖關的部分則是準備了18個科學關卡，

由陸軍官校以及高雄大學的大學生們還有科

工館的老師們把關，讓同學們挑戰練習，有

些關卡真的有些難度，可以看到同學們不斷

練習嘗試還有討論過關的技巧，對於實驗設

計的巧思與物理原理也會有所體會而讚嘆不

已。 

最後的表達分享安排每組三分鐘的時間

上台報告，由現場的指導老師與教授們擔任

評審，可以看到同學們使出渾身解數：有人

一邊報告同學在旁邊演出默劇、有人帶著成

品上台現場演示、還有同學全程以英文報告

解說，同學們表達能力令人驚豔！ 

一整天的活動，到了尾聲同學們都略顯

疲態，但是仍然興高采烈地討論交流，最後

由陸軍官校的同學們引導下相當有效率地協

助把現場的桌椅歸位復原。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真的可以讓

參與的同學們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讓同

學們運用所學，發揮團隊精神，真實地去面

對問題、解決問題。 

感謝所有協助的單位與老師同學，讓學

生們可以免費參加這麼棒的活動，獲得的經

驗與能力更是無法衡量的！ 

(盧政良 撰稿) 

 

二、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彰化地區高中鑑識暨探究實作科學營) 

日期：2018 年 1 月 20 日 

地點：彰化女中 

報導：今天(1/20)在彰化女中辦理彰化地區探

究實作競賽科學營，由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

也是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的科普團隊

與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共同策劃，鏈結了

科技部、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推廣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教計畫及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與物理教育學會等單位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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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精彩多元探究實作競賽與科普闖關活動，

讓大家一起體驗探究實作的歷程與科普創意

與樂趣。 

本次活動主要目的是為今年 3 月 4 日將

在各校舉辦的「2018 全國高中探究實作競賽」

初試活動作暖場與宣傳，也希望藉由今日活

動，讓參加同學能學到如何利用團隊合作學

習、如何探究與實作及如何表達分享自己的

學習成果，這對高中生是非常難得的學習經

驗。 

科學營開幕典禮，陸軍官校陳忠文校長，

也特別受邀出席，並表示陸軍官校是第一間

大專院校以學校名義加入物理教育推動聯盟，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官校的投入，以

實際行動提供實質的教學資源，來支持國內

的科學教育推廣，本人非常支持學會與聯盟

所辦各項科學教育推廣活動，也要求本校師

生一定要全力協助辦理，也讓陸軍官校能對

國內科學教盡一份社會責任。也期許藉由官

校的資源的投入，讓物理教育學會與聯盟能

更順利協助推廣國內科學教育。 

洪理事長也表示，2018 全國高中探究實

作競賽，是國內第一次將素養導向命題融入

考題中，也是大考中心未來施測的方向，非

常值得各位同學參加體驗，也希望各位同學

都能踴躍參加這個競賽讓各校能有一個學術

交流平台。這次活動是物理教育推動聯盟成

立以來，在彰化地區第一場由大學、博物館

與高中一起合作辦理科學營，這活動除了要

讓每位高中同學親自體驗探究與實作的過程，

也藉由陸軍官校科學志工輔導下，能讓同學

能有一個不同學習體驗與交流，也藉由本次

活動激發學生創意與主動學習科學的意願，

本次參加共有彰化女中、台中二中、香山高

中、員林高中、國立彰化高中等五個學校，

共 24 隊參加競賽，活動人數高達 245 人，競

爭項當激烈。 

 (洪偉清 撰稿) 

 

三、2018 年中華民國物理年會 

日期：2018 年 1 月 24~26 日 

地點：臺灣大學 

網址：https://goo.gl/WfRmV9 

報導：中華民國物理年會是國內物理學家一

年一度發表研究上最新的發現和成果與交換

研究心得的重要會議，2018 年由國立台灣大

學物理學系與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共同舉辦。

過去幾年會議已經有很大幅度的成長，至今

已有大約 2000 人共襄盛舉。2018 年會有廣

泛涵蓋純物理和應用物理的大會演講，以及

一些專題研討會。另為因應變化快速的新興

研究領域，並鼓勵研究團隊進行跨領域研究

合作，物理年會議程除原有之次領域平行分

組議程外，亦增設「主題論壇」 (Topical 

Symposium)。為使高中教師有機會了解大學

端的學術研究發展，也讓大學教授能了解高

中物理教育的現況，與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

會合併辦理「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會」，提

供大學與高中間交流機會。另外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物理學系也在年會期間在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公館校區舉辦第七屆臺灣大專生物理

辯論高峰會進行學術競賽交流。此外，還將

聯合舉行美國真空協會（AVS）台灣分會等

平行會議，以及物理相關科系和機構主持人

會議。 

(http://tps2018.conf.tw/site/page.aspx?pid=901

&sid=1171&lang=en)  

(何路德 提供) 

 

 

http://tps2018.conf.tw/site/page.aspx?pid=901&sid=1171&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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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 物理動手做教學研討會 

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地點：臺灣大學 

報導：今日(1/25)由物理教育學會及臺中一中

物理學科中心合作辦理的「2018 動手做物理

教學研討會」熱鬧在台灣大學舉辦，此活動

同時鏈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計畫及中

等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國立臺

灣大學物理學系、國立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

心等資源共同辦理。主要為培訓國內教師設

計物理相關領域之科學實驗與教材，藉由動

手做及演示的方式，激發更多靈感，以創作

更豐富多元之科學教具為目的。活動內容相

當精彩，內容從生活出發的探究與實作、行

星的軌道的探究到全方位教學模組示範教學

等，更邀請德國亞琛工業大學 Sebastian 

Staacks 博士示範 phyphox app 工作坊，示範

如何藉由手機做為實驗量測工具，更邀請國

內各優秀團隊提供實驗裝置展示或現場演示

物理演示嘉年華。 

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

事長洪偉清開幕受邀致詞，特別表示陸軍官

校陳忠文校長，全力協助學會及物理推動聯

盟，以行動提供充沛的教學資源，藉以支持

國內的科教推廣能量表達感謝。洪理事長也

特說明在去年 7 月 14 日在陸軍官校共有 32

間學校共同簽署加入聯盟，到今日已有 66

間學校加入，他希望能邀請更多學校加入聯

盟，透過聯盟的平台來協助推辦探究實作競

賽及教師研習，讓未來新課綱的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能更順利在國內推動。同時也

現場邀請所有與會的老師協助宣傳，今年由

物理教育學會與陸軍官校合作即將推辦的

三個全國性重要競賽，包含「2018 全國高中

物理探究與實作」、「全國科普教具創意設

計競賽」「及 2018 生活智慧「乘雲駕物」全

國雲教授創意教材設計競賽」，希望藉由這

些活動讓學生親自體驗探究實作的歷程並激

勵學子自我學習科學的意願，也提供大學與

高中間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 

本次參加計中小學教師共有來自 154 學

校 226 人、大專院校教授也有 22 校 35 人參

加及部分學生，合計高達 337 人參加今日活

動，為近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臺中一中物

理學科中心也表示，2018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

實作競賽，是國內第一次將「物理核心素養」

導向命題融入考題中，也是大考中心未來施

測的方向，也可藉由競賽活動的素質分析研

究，將可提供給教育主管單位一個非常重要

參考資料，而今日的活動主要為培養基本國

教之教師教學素養，安排教具演示與並邀請

各科教領域之大學教授蒞臨分享教學經驗與

實際動手做之啟發，凝聚所有熱衷於科學教

育之老師，透過辦理「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

會」，持續致力於基礎科學教育的扎根工作，

並重視城鄉資源的平衡。 

(洪偉清 撰稿) 
 

五、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花蓮地區及新北市鑑識暨探究實作競賽

科學營) 

日期：2017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 

地點：東華大學、雙溪高中 

報導：今日起(1/28至2/2)連續六天在花蓮東

華 大 學 (1/28-1/30) 及 新 北 市 雙 溪 高 中

(1/31-2/2)，由物理教育學會、陸軍陸軍軍官

學校、中央警察大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李昌鈺博士物證鑑識科學基金會、智榮基金

會及臺中一中物理學科中心合作辦理「鑑識

暨探究實作競賽科學營」，鏈結了科技部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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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畫、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推廣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教計畫等資源，

在花蓮地區及新北市地區第一場由學會、基

金會、大學、博物館與高中一起合作辦理的

鑑識暨探究實作科學營。 

這次活動是由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也是

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帶領陸軍官學校

物理系師生並邀請科普團隊與科工館曾瑞蓮

科教團隊、東華大學曾賢德及葉旺奇教授科

普團隊及李昌鈺博士物證鑑識科學基金會師

資共同策劃，希望在學生寒假期開始前，提

供花蓮及新北市地區國中及高中學生一個難

得親自體驗鑑識科學及探究實作歷程，並藉

由陸軍官校及東華大學科學志工輔導下，讓

參加學員能有一個不同學習體驗與交流機

會。 

陸軍官校陳忠文校長受邀開幕致詞，表

示今年將由物理教育學會、陸軍軍校、東華

大學、中央大學、嘉義大學、高雄大學、台

東大學與聯盟高中共同合作，協助物理教育

學會推辦的三個全國性高中物理探究實作與

科普創意教具設計及雲教授創意教材等重要

競賽作宣傳，也期望藉由這些活動讓學生親

自體驗探究實作的歷程並激勵學子自我學習

科學的意願，提供大學與高中間一個學術交

流的平台，也希望大家一起體驗鑑識科學與

探究實作的歷程與科普創意與樂趣，也期望

每位同學藉由今日活動，學到如何利用團隊

合作學習、如何探究與實作及如何表達分享

自己的學習成果，希望藉由官校的資源的投

入，讓物理教育學會與聯盟能更順利協助推

廣國內科學教育。 

洪理事長於活動內容介紹時，也特別介

紹即將於 3 月 4 日將在舉辦的「2018 全國高

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是國內第一次將素養

導向命題融入考題中，也是未來國內即將推

辦的考試方式，非常值得各位同學參加體驗，

也大力宣傳與說明競賽內容，希望吸引更多

同學都能踴躍參加這個競賽，期望藉由國內

第一次物理探究實作競賽經驗能提供教育主

管單位教育改革的重要參酌意見。 

這兩天的課程設計非常精彩，除了安排

靜電器實作與探究及 20 種電與磁創意科普

闖關外，也安排創意影片及心得報告競賽，

也邀請多位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專家蒞臨

講解物理、化學及生物鑑識科學與實作，共

吸引共來自 46 校共 220 位師生報名參加，提

供花蓮及新北市國中及高中學生一次非常難

得學習經驗與難忘的探究實作的體驗。 

 

六、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女性科學日鳳山站科普活動) 

日期：2018 年 2 月 11 日 

地點：鳳山火車站 

報導：陸軍官校物理系師生在洪偉清教授率

領下，於今日(2月11日)於鳳山火車站配合全

國各地同步辦理國際女性科學日科普闖關推

廣活動，希望透過科技部科普活動計劃，協

助宣傳0211國際女性科學日，也藉由科普活

動吸引更多女性投入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今日活動以闖關活動均以日常用品設計

而成，包含聲丶光丶熱丶力與磁等內容，共

區分八關提供鳳山站旅客體驗趣味的科普活

動，洪教授表示為了結合新年氣氛，特地由

學生共同發想命名，不但與科學實作內容相

符也與新年氣氛緊密結合，包含財源廣進丶

五福臨門丶時來運轉丶心想事成等 8 關，以

有效吸引人群參加體驗。 

今日活動由陸軍官校師生現埸說明與示

範，並提供參加闖關者可參加現埸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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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內容有清華大學戴明鳳科教中心精心設

計的科普福袋及陸軍軍官學校設計的精美紀

念品，讓參加的旅客一同體驗有趣的科普闖

關活動。 

 

七、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成果發表暨教學研

討會) 

日期：2018 年 3 月 2 日 

地點：成功大學 

報導：今日在成功大學舉辦科技部科普活動

計畫105年度成果發表暨106年度期中報告，

今年特別安排口頭成果報告及首先以科普市

集概念，由各計劃主持人安排動手做體驗攤

位及現場更邀請2百餘小朋友蒞臨親自體驗

科普魅カ，開心玩科學。 

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洪偉清，帶領陸官

物理科普團隊師生，特地安排 10 項非常有趣

的科普活動參加盛會，吸引相當多的科普同

好及小朋友熱情參與，今早科技部長官鄒幼

涵常務次長抵達會場給予各團隊鼓勵，也親

自體驗並由陸軍官校學生詳細解，給陸官學

生一次難得的科普成果分享經驗。鄒次長也

於中午餐會致詞表達對科普活動的支持，更

強調自已希望加入科學志エ協助推廣，以鼓

勵大家。致詞時也特別表示看見軍校能共同

參與科普表達贊許之意。 

 

八、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軍官小丸子假日科普) 

日期：2018 年 3 月 3-4 日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報導：陸軍官校科普團隊於3月3至3月4日，

一連二天在國立科學エ藝博物館辦理4場對

全民科普活動-軍官小玩子，本活動是由國立

科學エ藝博物館曾瑞蓮助理研究員與陸軍軍

官學校物理系洪偉清教授共同合作，鏈結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計劃及科技部科普計劃，

結合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及中華民國物理

教育學會等資源，由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

研發教具並由陸官洪偉清科普團隊協助推廣，

每場均由20位陸軍官校學生負責現場說明與

演示，為全民提供一個充滿趣味！與知識性

的假日活動去處。 

本次活動內容非常豐富，主要以電磁學

及電磁波運用為主軸，活動設計包含磁力槍

丶靜電轉盤丶電磁鞦韆丶電磁搭橋丶電磁搖

擺丶鋁管接接丶電磁感應與傳聲丶光通訊丶

生活中的電磁波與電磁波量測與屏蔽等科普

闖關，各關均由陸官學生負責原理說明及演

示，並安排與民眾互動，安排大家可動手體

驗相當有趣，吸引非常多家長陪小朋友一起

來參加，也對穿著校服陸官學生的専業卓越

表現留下深刻印象，成功地為國軍建立正面

形象做一次有效的宣傳，也藉此為軍校招生

宣傳，希望能吸引更多有志青年一起加入國

軍行列。 

 

九、INTED 2018 

日期：2018 年 3 月 4~7 日 

地點：Valencia, Spain 

報導：本次會議(The 12th annual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INTED2018)於西班牙瓦倫西亞

Hotel Melia Valencia舉辦，往年這個會議皆於

西班牙舉辦並於會後調查隔年的會議舉辦地

點。這是我第二次前來西班牙開會，距上次

前來已有10年之久，前來會議時注意了一下

西班牙的狀況，才知道有加泰隆尼亞獨立運

動一事，於大車站可以看到簽名活動，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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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集會現場，不過民眾都相當平和。 

此次為期四天的會議，有超過 75 個國家

人員與會，會議的平行場次、壁報展示、午

宴與報到處位在 Hotel Melia Valencia 的一樓

大廳及二樓。一進大廳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全

球地圖，與會者可以利用圖釘標示您的國家

及城市，可以清楚看出與會最多的地區。 

會議第一天晚上介紹由 Google 釋出

Android 手機的新款應用程式「科學期刊」

（Science Journal）的功能介紹及數據擷取使

用方式，這讓學生可以直接使用手機進行科

學資料的擷取，如: 加速度、亮度、音量、

磁場等物理量。 

第二天上午的大會演講則於飯店旁邊的

瓦倫西亞會展中心 (Valencia Conference 

Center)舉辦，邀請到 Sylvia Martinez 教授對

Maker 的近期發展作演講、第二場大會演講

則是由 Google 的教育傳教士 (Education 

Evangelist) Jaime Casap 做「雲端世代」的教

育探討。 

之後的兩天半共有 9 場平行議程，每場

平行議程則有七個議題於不同講廳同時給予

口頭報告，除邀請演講為 30 分鐘外，其餘為

15 分鐘。除一般常見的議題，諸如: 特殊教

育、實驗教育、學習分析、語言學習、社會

傳媒教育運用、電腦輔助教學、師資訓練、

科技議題於教育、遊戲學習、課程品保、高

等教育的挑戰、遠距學習等。近期新興議題

如: 翻轉教室、STEAM、mobile app 運用、

3D 視覺、虛擬實境、下世代教室、線上學習

與開放課程，也都包含在議程中。顯見這個

會議包含議題面向相當廣泛，而且從大會演

講及新興議題的面向，可以知道新的教育取

向及操作方式正在做快速的變換，新科技導

入教育現場算是現今火紅的議題。至於壁報

每天有一場次的壁報展示，計有四場，並安

排時間讓作者做駐點講解。 

本會議摘要經審查接受後，與會者可投

全文 4-10 頁至大會收錄之論文集(INTED 

Proceedings, https://library.iated.org/)，該論文

集 並 收 錄 於 ISI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中。 

(余進忠 報導) 

 

十、ICSERD 2018 

日期：2018 年 3 月 15~16 日 

地點：Paris, France 

報導：這個會議 ICSERD 2018的全名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由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ASET)主辦。WASET是一個常態性非營利

組織，常於世界各地舉辦有關科學、工程與

技術之各種理工相關學術會議，這次是科學

教育研究的主題會議，在Holiday Inn Paris 

Montparnasse 舉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WASET主辦的會議，從網路上看到WASET

其它會議，幾乎都是在Holiday Inn舉行。會

場(Holiday Inn)大門口，沒有看到與會議有關

的旗幟，進去Lobby(0樓)問櫃臺，說在一樓，

才看到電梯口有個簡單牌子，上了一樓，一

出電梯就是報到桌。 

此次論壇共接受論文 297 篇，分為 oral

和e-poster兩種。排進議程的有九個 session，

共 70 篇。Oral 發表 15 分鐘，討論 5 分鐘，

e-poster 不必印出來，與 oral 混在一起排，

報告 5 分鐘，討論 5 分鐘。議程很緊湊，

Session I 在 7:45am 就開始，一直排下去都沒

休息，連中午(11:30~14:00)都有議程。筆者

這次發表的主題是以科學史文本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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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學習的困難。和我同場的其它報

告，主題包羅萬象，但都不是我所專精或有

興趣的議題，覺得很可惜。但是，從會議投

稿及修改論文過程，學習到許多。 

這是我是第一次到人文薈萃的巴黎，趁

此機會安排了巴黎科學之旅，包括：(1)向艾

菲爾鐵塔上的 72 位法國科學家致敬。(2)向

居里夫婦致敬：居里博物館、皮耶瑪麗居里

大學、先賢祠裡的居里夫婦墓。(3)向佛科致

敬：先賢祠的佛科擺和巴黎工藝博物館的佛

科擺。(4)向阿拉戈(Arogo,1786～1853)致敬：

沿著巴黎子午線，有 135 個銅牌，每個獎章

直徑 12 厘米，標有名稱 ARAGO 加 N 和 S

指針。稱為 Arago Medallions，總距離 9.2 公

里。這個特別的設計是阿拉戈協會和巴黎市，

為紀念阿拉戈對測量子午線的貢獻，於 1994

年委託荷蘭概念藝術家 Jan Dibbets(1941~)

所設計製作的。 

(邱韻如 報導) 

 

十一、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3 月 15~16 日 

地點：綠島國中、小 

報導：為讓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能深入偏鄉

推廣，今日(3/15-3/16)陸軍官校物理系洪偉

清教授偕同臺東大學林自奮教授、台南佳興

國中陳坤龍老師等三位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

理事及諮詢委員前進至綠島，為綠島國小、

公館國小、綠島國中各一場創意實作科學營，

另更安排一場教師研習，讓科普活動能在地

扎根，本次活動共吸引近百名的師生共同參

與科技部科普活動，提供綠島師生一場豐富

有趣科普活動，有效地達到科普教育在地生

根與推廣的目的。 

課程內容包含光學、電學、力學及奈米

科學，綠島各校校長均全程參與實作與體驗，

以實際行動支持科學教育推廣活動。本次課

程由三位老師研發，主要利用生活中常見之

物品為課程設計重點，希望藉由動手實作來

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科學的動機，活動內容有

「光劍 DIY」、「生活的奈米」、「線圈馬

達 DIY」、「看不見的重心」、「轉彎紙飛

機」、「迴旋紙飛鏢」及「空中陀螺」等項，

寓教於樂的活動中，有效引發師生教學與學

習興趣。 

洪偉清理事長表示，中華民國物理教育

學會長期協助科技部推動科普活動，希望有

效整合物理教育學會及各理事的科普活動計

畫資源及更多的社會資源，更積極辦理全國

性科學教競賽與科普推廣人才培育營，主要

的目的就是要讓國內更重視科學教育，也希

望藉推廣活動讓科學教育能在各地扎根，同

時透過有趣引導式的實作課程，達到讓學生

了解探究實作的歷程、讓民眾在遊戲中了解

科學知識的目的。 

 

十二、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3 月 17 日 

地點：嘉義市文化公園 

報導：本日(3/17)在嘉義市文化公園舉辦第五

屆諸羅春分天文日暨全國天文創意教學市集

活動，今年特別結合科技部科普活動，由科

學志工火車頭計晝與嘉義市政府主辦，大會

特地邀請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與陸軍官校

科普團隊共同協辦，將創意科普活動首次與

天文創意教學整合在一起，共有40餘單位設

計70餘關，吸引數千民眾共同來參與，提供

嘉義市一個具知識且有趣的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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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偉清教授帶領 12 位陸官同學及邀請

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科普團隊的 8 位高雄大

學同學，活動內容均以生活用品設計而成，

如光碟丶紙杯丶氣球丶竹筷等，由洪教授指

導陸官學生發揮創意，共設計 12 個科普闖關

站，並由這些科學志工熱情演示並與民眾互

動，展現陸官學生的專業，讓參加的民眾愛

不釋手樂在其中也從中瞭解很多的活動背後

的物理，讓科普教育能深植市民，也為軍校

建立正面形象，提升軍校對社會責任的績

效。 

洪理事長表示，本次活動主辦單位嘉義

天文學會，是與陸官科普團隊有期合作的關

係，是嘉義市科普推廣的在地志工團隊，希

望將科普與天文相結合，吸引更多民眾共同

參與這兩個教育活動，進而達到普及化之目

的。 

 

十三、 2018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報名 

日期：2018 年 3 月 22 日 

地點：全國各考場 

報導：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各校熱烈

參與，破千名高中學子報名參加。 

物理教育學即將在今年 4 月 15 日，舉辦

第一屆「2018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

本次活動結合科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並邀請

國內多間大學包含陸軍軍官學校、台灣師範

大學、中央大學、嘉義大學、成功大學、高

雄大學、東華大學、臺東大學等校、及多個

教育推廣機構，包含物理學會、物理學科中

心、中等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智榮基金會及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共同合作

辦理。本次競賽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藉由競賽

協助國內高中學校能更進一步瞭解及將要推

動探究實作的教學，也藉此讓學生有機會親

自體驗其歷程。 

物理教育學會為促使大學與高中的交流，

於去年 7 月 14 日在陸軍官校成立「中華民國

物理教育推動聯盟」，共邀請臺灣師範大學

等 16 間大學及臺中一中等 16 間高中共同簽

署學術交流合作協定書，到今年 3 月間參加

聯盟學校大學 28 校、高中 50 校。在經多次

聯盟會議凝聚各校共識後，決議由物理教育

學會協助推動多個全國性的競賽，以促進各

校交流機會，也藉此將探究與實作的教學流

程轉化成競賽，協助高中師生能於新課綱上

路前能更瞭解探究與實作的內涵。 

此競賽與國內各種科學競賽方式也有非

常大的差異，包含筆試、實作與辯論等內涵，

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也是陸軍官校物理教授

洪偉清，特別表示為鼓勵各校參加此競賽，

在初賽獎勵設計，除參加者均可獲得參賽證

書外，全國成績排名前 60 名可分別獲得金獎、

銀獎及銅獎外，各校成績比序前 10%及 20%

者也可分別獲得一第獎及二等獎殊榮，藉以

鼓勵學生報名參加。在初賽筆試更是國內首

次將物理素養題型融入考題的比賽，讓高中

學生能有機會體驗未來大考筆試方式的機會，

學會結合多個計畫資源於 4/20 至 4/21 安排

在陸軍官校舉辦自然領域素養命題教師研習

工作坊，讓老師藉實作工作坊瞭解如何設計

素養導向的試題。 

本次競賽活動在聯盟學校的協助宣傳下，

共吸引有雙溪高中等 48 所高中學生報名，高

達 1073 位同學參加本次競賽，其中衛道高中、

中港高中、精誠高中、協同高中、高雄中學、

板橋高中、枋寮高中、鳳山高中等校報名學

生都高達 50 位以上的同學參加競賽，報名非

常熱烈。本次競賽為減少學生交通往返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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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由試務委員審議通過共 14 所學校安排初

賽筆試考場， 並由各校協助考場規劃與佈置

及協助遴派監試人員，考試當日各校試卷將

由各考場督考委員親自送達各校，已確保考

試的公平及試題的保密。本競賽也是首次辦

理即能召集上千位學生共同參與非常難得，

也展現出物理教育推動聯盟成立的確有效協

助各校資源的整合，讓全國性的競賽能在最

低的成本發揮最大的效益。 

 

十四、 生活物理演示服務市民 

日期：2018 年 3 月 17 日 

地點：臺中市 

主辦：物理學科中心 

報導：物理—到底是什麼？相信有很多人都

對這個問題抱持著深切的疑惑，並下意識的

覺得它高深莫測，但其實物理離生活並不遙

遠！為了改變物理就是整天背公式的刻板印

象，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一中、普通高

中課程物理學科中心及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

於107 年4月1日（星期日）在臺中市政府台

灣大道市政大樓府前廣場，舉辦《生活物理

演示 服務台中市民》體驗活動，吸引臺中一

中、臺中女中、豐原高中等中部23所學校，

近1200名同學參加。 

本次活動將「大學實驗室」和「科學博

物館」帶到市區戶外，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

嚴祖強教授希望學生明白「苦背三年公式，

不如動手做實驗」，許多書本上看似艱澀難

懂的物理公式，其實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例如瘋迷全球的「寶可夢」遊戲居然跟

相對論有關，還有棒球場上如何才能投出伸

卡球等等，現場分為 18 個有趣的物理實驗主

題，每個主題皆有 4~5 個實驗項目，近百個

實驗展演，內容皆為與日常生活相關題材，

例如，遊戲機的物理、生活中的電磁學、3D

立體視覺、GPS 汽車導航…皆為精心挑選之

實驗，內容兼具趣味、廣度、深度及實用性，

讓學生與民眾透過動手做及其親身體驗，實

際體驗生活中的物理，感受科學的真實及趣

味。 

臺中一中校長陳木柱表示，未來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最重要的改變是以強

調培育「科學素養」取代過去強調科學知識

的學習，透過科普活動可讓民眾知道生活中

處處充滿科學，也能讓學生從實驗中具體體

驗物理現象而擺脫對公式抽象的想像。本次

活動也獲得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大力的支持，

教育局長彭富源在 4 月 1 日活動當天也至會

場親身體驗，關心及鼓勵參加的民眾與師生，

彭局長表示，新課綱自然領域最大特色之一

是新增普通高級中學「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課程，目的在以實作過程培養學生發現問題、

認識問題，解決問題，以及提出結論與表達

溝通之能力。 

本次活動有中部各校千名的高中職校學

生擔任演示者及解說員，透過講解的過程學

習如何表達及溝通，在演示過程學習如何展

現團隊合作，以達成任務目標。動手做實驗，

讓所學不只是計算公式，更發揮「實驗精神」，

將原理運用在生活上！從生活中去找尋實驗

的機會，不斷應證書中理論，這不僅是一種

學以致用，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蔡沛霖 提供) 

 

十五、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4 月 12 日 

地點：嘉義市和興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洪偉清科普團隊結合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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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頭計畫嘉義天文協會的30位嘉義在地科

學志工，在嘉義和興國小辦理創意科學FUN

一夏科學營，吸引兩百餘位和興國小師生熱

情參與。本次活動為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及

物理教育學會科普推動計畫共同贊助，課程

設計均由陸軍軍官科普團隊設計，科學志工

培訓由現任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

偉清教授親自授課與驗收，提供一個充滿科

學內涵的有趣科普活動，讓和興國小師生有

一次難得的科普活動的體驗。 

和興國小王姿勻校長也帶領老師全程參

與並一起參加體驗，王校長非常重視科學教

育所以在王校長積極爭取下，邀請陸軍官校

科普團隊結合在地志工蒞校安排這場精彩有

趣的科學營。王校長親自體驗後發現各關都

非常有趣且具有相當的科學內涵，特別表示

希望有機會將課程內容轉化為科學教學的探

究實作的素材，讓科學教育能結合生活素材

藉此吸引學生主動學習科學。 

本次課程相當多元，內容均為生活中常

見的物品設計而成，內容涵蓋流體、聲學、

熱學、光學、力學、磁學等科學內涵。闖關

設計有演示、實作、搶答與競賽等方式，非

常有趣成功地吸引住每一位參加小朋友。洪

偉清理事長表示說，科普活動需要具備科學

性、趣味性、創新性、驚奇性四個元素，且

教具也需要簡單易做生活化，這樣孩子才容

易被吸進入到科普的世界，培養學生由生活

中學習科學的態度。 

 

十六、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4 月 13 日 

地點：嘉義市東石國小 

報導：今日(4/13)陸軍官校洪偉清科普團隊結

合嘉義大學蘇炯武教授及科技部火車頭計畫

嘉義天文協會的30位嘉義在地科學志工，在

嘉義東石國小辦理創意科學FUN一夏科學營，

上午安排引導式探究實作的課程、下午安排

科普闖關，兼具科學啟發與探究實作意義，

有效引導學童深入觀察物體運動的行為並探

究背後的原理，也提供科學志工與老師一個

推廣科普教育因想法。本次活動鏈結科技部

科普活動計畫及物理教育學會科普推動計畫

及在地大學、社區團體與國小的資源，讓科

普活動推廣能量更大，也成功吸引學生及家

長的重視，讓科技部的科普計劃成功在偏鄉

扎根。 

東石國小莊政道校長，在去年藉由畢業

校友吳松齡少將的強力推薦邀請到陸軍官校

洪偉清科普團隊蒞校辦理首場創意實作科學

營，莊校長在親身體驗其中的課程，發現原

來科普不只是有趣，而是可以有科學教育內

涵且能吸引學生主動學習科學的教學活動，

這也是目前課程現場科學教育最需要的部分。

因此在去年活動結束前，透過全校的師生共

同邀請陸官科普團隊今年一定要再來東石國

小。期待一年的創意科學營在陸官物理系教

授洪偉清規劃下也帶來全新的課程，讓今日

參加 200 餘位師生樂在其中、收穫滿滿。 

嘉義天文學會科學志工大隊長陳秋君表

示，今年的課程非常有趣且教材都是日常用

品取得很容易，雖然洪教授培訓很嚴格卻讓

他們收穫很多，陳大隊長說多數的科學志工

同時也都是國小的愛心媽媽或晨光媽媽，大

家都希望藉由參加此課程學習更多科學教育

技巧與課程以利到各校推廣，所以培訓後回

家每位志工的非常認真的練習也希望能提供

優質的教學環境。科學志工培訓由現任中華

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親自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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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與驗收，讓志工夥伴藉由完整的實作與探

究與科學表達的培訓過程，使每一位志工都

能成為科學教育推廣最好的推手。 

 

十七、 2018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初賽 

日期：2018 年 4 月 15 日 

地點：全國各考區 

報導：今日(4/15)2018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

競賽一初賽，在全國14個考區30個考場同步

實施，共有995位高中學生出席參加初賽，到

考率高達近9成，盛況空前。本次競賽由中華

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結合多位理監事的科技部

科普計劃並鏈結國內多間大學包含陸軍軍官

學校、台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嘉義大學、

成功大學、高雄大學、東華大學、臺東大學

等校、及多個教育推廣機構，包含物理學會、

物理學科中心、中等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教學

研究中心、智榮基金會及國立台灣科學教育

館共同合作辦理，此競賽為成立中華民國物

理教育聯盟以來，第一場全國性的競賽交流

活動，也為探究實作推廣建立學習典範。 

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兼聯盟召集人洪偉

清教授表示，物理教育會為協助現場教師瞭

解瞭解素養導向的命題概念，也特別在將素

養命題融入「2018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初試後，邀請臺中一中物理學科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共同合作，訂於

107 年 4 月 20 日-4 月 21 日(星期五-星期六)

於陸軍官校辦理「探究與實作課程的實踐與

素養評量命題工作坊」，歡迎有興趣教師可

報參加，希望藉此有效協助國內科學教育革

新能更順利推動。 

 

十八、 2018 探究實作課程實務與素養

評量命題工作坊 

日期：2018 年 4 月 20-21 日 

地點：全國各考區 

報導：連續兩日(4/20-21)在陸軍官校舉辦探

究實作課程實務與素養評量命題工作坊，本

活動是由陸軍官校物理系洪偉清教授與中央

大學物理系朱慶琪教授共同發起，結合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

與科技部科普計畫與臺中一中物理學科中心、

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及陸軍官校資源共同

合作辦理，兩日所邀請的講師都是國內在探

究與實作及素養命題上的專家。今日的課程

安排相當精彩豐富，不但有理論基礎介紹，

也結合2018全國高中物理競賽的素養命題解

析分享及透過實作的體驗，讓與會教師印象

深刻收穫滿滿。本次有60餘所高中共吸引近

百名高中教師認真參與研習，為國內探究實

作與素養命題研習建立學習典範，也藉由種

子教師培育有效提升推廣的能量。 

邀請國內外相當知名的教育學者交通大

學教育研究佘曉清教授擔任大會邀請講座，

首先由佘教授分享探究與實作課程的設計與

評量的理論與實例示範，讓與會老師對探究

實作與素養命題的重要有深入認識與瞭解。

佘教授在結論更鼓勵在場高中教師應試著將

探究實作帶課堂，才有機會讓學生發現原來

科學是這麼有趣，不會再認為科學只是記憶

性的知識，才能讓學生能夠看到科學的原貌

與有趣，進而才會尊重科學，未來才能培育

出有理性思考、重視科學研究的人才，進而

能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物理教育會為協助國內推動探究實作與

提升素養命題的能力，特別邀請了五位長期

投入實作與課程研發且對探究實作與素養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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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非常有熱情的老師，投入將近半年的時間

不斷討論與修正才完成這次探究實作競賽試

題，其中包含有高雄中學盧政良老師、臺南

一中何興中主任、臺南二中吳隆枝老師、前

鎮高中林百鴻主任及協同中學何世明老師，

物理教育學會洪理事長表示，希望藉由這次

工作坊讓這五位老師能分享他們學習歷程，

更提供每位參加的老師每人一份競賽題本作

為參酌的範例，讓與會老師如獲至寶，為藉

此感謝他們近半年為推廣探究實作與素養命

題的努力。也希望能有更多教師願意嘗試改

變，給學生有更好學習科學的動力。 

 

十九、 張昭鼎紀念研討會 

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 

地點：中研院分析所一樓 浦大邦講堂 

主題：我們該如何面對 AI 時代的來臨 

報導：2017年科技部啟動「人工智慧實驗室」，

並宣布2017年為臺灣AI元年，積極培育相關

人才並全力孕育人工智慧產業應用的發展。

有鑑於此，張昭鼎紀念基金會、科學月刊社

與銘傳大學生物科技系所主辦的2018張昭鼎

紀念研討會，將主題訂為「如何面對AI時代

的浪潮」，邀請眾多各方專家、學者來談人工

智慧，除了探討現今人工智慧在各項領域的

發展外，也一同討論在面對人工智慧來臨時，

人們應如何自處？人工智慧堪稱今年最火熱

的話題，因此，此屆研討會不僅吸引眾多讀

者報名，主辦單位更邀請科技部部長陳良基、

臺灣人工智慧創辦人杜奕瑾、資策會資深總

監陳子昂、臺灣大學林守德、賴飛羆教授、

NVIDIA解決方案架構經理康勝閔、東華大

學魏澤人教授、意藍科技創辦人楊立偉和逢

甲大學翟本瑞教授等學者，共同分享現今人

工智慧的成果與想法。 

研討會一開始，首位講者便邀請到科技

部部長陳良基進行演講，他提出臺灣在面對

人工智慧時應有「小國大戰略」的思維，慎

選對自己有利的項目來發展；他更提出研發

服務、創新加值、創意實踐、產業領航與社

會參與 5 大策略，期望能在產業中融入人工

智慧，而不是將人工智慧當成一種產業，並

打造出富含人才、技術、場域和產業的 AI

創新生態圈。而創立以非政府、非營利導向

臺灣 AI 實驗室的杜奕瑾則分享了他所參與

的人工智慧各項發展，並期望藉由此實驗室

能啟動臺灣人工智慧的發展，提升臺灣軟體

產業的實力與競爭力。 

在臺灣現今人工智慧實際應用面的發展

上，工研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所長胡竹生則

在會中分享工研究所研發的各項結合人工智

慧的駕駛系統，希望未來能讓車輛在各種不

同的環境中都能夠進行自動駕駛；北醫醫學

科技學院院長李友專則以醫療為例子，在有

時資料不足、有時又因資料過於龐大使人類

無法處理之下，導致在醫療上有錯誤、品質

不佳與以偏概全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將可望

能藉由人工智慧來解決，以提升醫療的精準

度、品質與病人安全，並改變醫療的未來。

全球資深副總裁雲計算與人工智慧事業部郭

昱廷則分享各種人工智慧技術來改善人們的

生活，像是圖形辨識、語音辨識、自然語言

辨識和機器翻譯等。他更提出微軟所參與的

幾項人工智慧幫助人類的實例，像是利用配

戴 3 維影像辨識眼鏡使盲人在餐廳用餐時能

不假他人便能點餐、走在路上能夠即時得知

目前所在的環境與路況；透過微軟的人工智

慧翻譯軟體即時將課堂上的聲音轉換成文字，

幫助失聰學生能和一般學生共同學習；保育

團體為了找尋雲豹的蹤跡，設置許多動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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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拍出大量的相片，透過微軟開發出的人工

智慧技術便能夠快速篩選出需要的照片等。 

會議中各個講者從不同面向的切入人工

智慧，不僅讓與會者更加了解人工智慧的範

疇，更提出各種對人工智慧的獨特觀點與看

法供與會者思考。而在會議的最後，張昭鼎

基金會董事長廖俊臣表示，人工智慧是一個

龐大的課題，臺灣若期望能有系統地發展人

工智慧，學術界與業界則需相互配合，共同

努力。 

最後，面對各領域接踵而至的人工智慧，

與會的講者也表示，雖然人工智慧技術已逐

漸成熟能供人類運用，但現階段仍有需要再

研究與改進的部分。而人工智慧是否會取代

人們的工作、威脅到人類的生存目前尚不需

急切下定論，但可以知道的是人工智慧的出

現，將勢必會改變人們往後的生活型態。 

 (曾耀寰 提供) 

 

二十、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5 月 9 日 

地點：金門開瑄國小 

報導：今日(5/9)陸軍官校洪偉清科普團隊與

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於金門開瑄國小辦

理探作實作教師研習及科學志工培訓營，為

接下來兩日的科學營隊，建立良好師資，落

實在地志工培訓有效提高教學品質。 

洪偉清上校教授同時邀請物理系黃仁偉

主任及通識中心洪篤傑主任並結合科工館曾

瑞蓮研究員丶曾靖雯及許馨月等 6 位老師全

程引導並與參與老師與志工共同研討，讓參

加老師收獲良多。 

本次活動由科技部科普計劃丶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計劃及物理教育學會支持下，

同時結合金門防衛指揮部全カ協助與支援，

成功建立軍民合作推廣全民科學教育的新契

機，有效提升國軍正面形象。 

 

廿一、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地點：金門開瑄國小 

報導：今日(5/10)在金門開瑄國小舉辦科技部

創意科普活動，由陸軍官校洪偉清科普團隊3

位教授丶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3位老師及

帶領20位科技部火車頭計劃科學志工團隊一

起合作辦理，吸引開瑄及多年國小師生共130

位熱情參加。 

開幕時金門教育處李文良處長特別出席

致詞並與所有參與的師生合影，致詞特別感

謝陸軍官校科普團隊，辦理全國巡迴科普推

廣活動，尤其連續三年都安排到金門，提供

給在地學童一個充滿科學丶創意丶驚奇與趣

味性的科普活動，特別表示感謝之意。開瑄

國小孫麗琪校長更全程參與來支持本此活

動。 

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表示，

今年首次藉由學校的協助有效結合金門防衛

指揮部的全力支援，オ讓本次活動能更加順

利推辦，成功建立軍民合作推廣全民科學教

育，有效提升國軍正面形象。 

 

廿二、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5 月 11 日 

地點：金門西口國小 

報導：今日(5/11)在烈嶼廠西口國小舉辦科技

部創意親子科普活動，由陸軍官校物理系兼

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丶黃仁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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仼及通識中心洪篤傑主任三位老師帶領金門

大學陽光天使社科學志工以及陸官畢業系友

一起合作辦理，吸引師生及家長近百人熱情

參加。 

開幕時西口蔡志隆校長致詞特別感謝陸

官科普團隊，連續兩年帶領金門大學科學志

工及精彩活潑的創意實作，有效吸引學生主

動科學，讓西口國小師生及家長有一個難忘

科學體驗。 

洪教授表示，今年活動中最難得是陸官

物理系畢業生現在金門防衛指揮部服務的系

友，利用休假時間主動支援擔任輔導員，有

效展現陸官物理系教育成效，才讓本次活動

能更加順利推辦，成功建立軍民合作推廣全

民科學教育，有效提升國軍正面形象。 

 

廿三、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5 月 12-13 日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報導：陸軍官校科普團隊於5月12至5月13日，

一連二天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辦理4場對

全民科普親子活動-軍官小玩子，本活動由國

立科學エ藝博物館曾瑞蓮助理研究員與陸軍

軍官學校物理系洪偉清教授共同合作，鏈結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計劃及科技部科普計劃

並結合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及中華民國物

理教育學會等資源。 

內容以電、磁及電磁波的原理為基礎，

設計出充滿趣味的教材，藉由陸軍官校科學

志工及高雄女中科學志工現場說明與演示，

讓參者民衆驚呼連連，提供全民一個充滿知

識性與趣味性的親子活動。 

洪教授表示，參加陸官科普志工的同學，

都對科學教育推廣非常有熱情，也都認同「以

知識服務人群」是一種回饋社會是利人利已

的好方法，因此每年自願參加科學志工高達

120 人，陸官陳忠文校長也全力支持，讓陸

官的師生能有更大的能量協助國內科學教育

扎根盡一份社會責仼。民眾對穿著校服陸官

志工的専業表現留下深刻印象，成功地為國

軍建立正面形象做一次有效的宣傳。 

 

廿四、 2018 全國大專暨高中物理辯論

競賽 

日期：2018 年 5 月 19 日 

地點：陸軍軍官學校 

報導：今日(5/19)陸軍官校舉辦「2018全國大

專暨高中物理辯論競賽，本活動為科技部科

普活動計劃，由臺灣師範大學丶陸軍官校丶

中等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及物理

教育學會合作辦理，共吸引大學及高中學校，

共18隊計百餘名學生參加競賽，各隊表現都

非常優異賽况相當激烈，讓評審驚訝連連，

也讓參賽同學有一個很棒的學術交流與科學

表達的體驗。 

陸官校長陳忠文將軍非常重視此競賽，

希望藉由官校的教學資源的投入，協助國內

推辦各項科學競賽，讓官校可為社會責仼盡

份心力也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以獲佳績。 

陸官洪偉清教授也是現仼物理教育學會

理事長表示，陸官近年積極投入科普教育推

廣，更將物理辯論融入課程以活化教學，並

發展為特色課程有效提高學生學習意願與成

效，也讓科學探究變得更加有趣丶多元及生

活化，未來將藉由學會協助研發更多教材以

分享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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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地點：高雄市龍目國小 

報導：今日(5/25)在大樹龍目國小舉行創意實

作科學營，結合科技部科普活動計劃與龍目

國小特色課程，由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與高

雄大學余進忠教授合作，帶領兩校科學志工

共16位同學，提供豐富有趣的創意科普活動，

讓龍目學生有一個難得又活潑的科學實作課

程。活動一開始，由洪教授親自以空中陀螺

丶袋子拍壓打氣及瓶中雲示範並與小朋友互

動，激發小朋友的好奇心與學習動カ，引導

他們觀察在物體運動的特色並深入淺出地說

明背後的原理，讓小朋友個個躍躍欲試，有

效提升學習成效。 

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表示，與陸官科普

團隊多次合作，辦理多場科學營，對象主要

包含全民丶高中學校，今日首次合作辦理國

小科學營，透過合作有效快速提升高雄大學

科普推廣能量，也建立兩校合作與交流的平

台。 

熱情的龍目村民為表示歡迎更準備了龍

目特產鳳梨、荔枝及鳳梨茶葉蛋，分享所有

志工與學員，讓大家有一次難忘且都收獲滿

滿的科學營。 

 

廿六、 2018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複賽 

日期：2018 年 5 月 27 日 

地點：全國各考區 

報導：今日(5/27)全國同步舉行2018全國高中

物理探究實作-實作複賽，共有423位來自各

校的高中學子組成96個競賽團隊參加實作複

賽，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探究實作エ作小

組，分別規劃在東華大學丶中央大學丶嘉義

大學及高雄大學等四校開設複賽試場於今日

早上0830至1700止實施比賽。 

負責此計畫推動的主持人陸軍官校物理

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上校教授表示，

第二階段的複賽題目都擇選至歷屆國際青年

物理辯論(IYPT)題庫，主要由有多年培訓國

手經驗的協同中學何世明老師及高雄中學盧

政良老師負責擇題與開立實驗規格，並由洪

理長與廠商合作開發並設計成教材包，本次

競賽共有 10 題，洪理事長希望藉由每年競賽

提供高中端有更多探究實作的素材可以融入

高中課程，並藉教材包設計以簡化材料準備

的困擾，讓探究與實作能真正在國內生根。 

洪理事長表示，為鼓勵高中學子能深入

研究各實作有趣現象背後原理，本次將由 96

隊中擇選前 40 隊，可參加今年於 8/18 及 8/19

分別規劃在陸軍官校及高雄大學所舉行的物

理辯論競賽，獲得前 10 名的團隊將邀請至

8/23至 8/25由物理教育學會規劃在高雄大學

舉辦的「2018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上由

高中學子報告分享成果，另也開放有參加複

試的隊伍均由參加物理教育年會中「探究實

作壁報論文競賽」讓高中學子能更全面的互

相交流也提供高中老師有機會體驗並瞭解探

究實作競賽之價值與意義。 

 

廿七、 嘉義地區探究實作科學營 

日期：2018 年 6 月 2-3 日 

地點：嘉義高中 

報導：嘉義地區17所國、高中熱情參加「鑑

識暨探究實作競賽科學營」今日起(6/2至6/3)

連續兩天在嘉義高中，由物理教育學會、陸

軍陸軍軍官學校、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

雄大學、嘉義大學、台東大學、中央警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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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智榮基金會、李昌鈺博士物證鑑識科學

基金會及臺中一中物理學科中心合作辦理

「鑑識暨探究實作競賽科學營」，鏈結了科技

部科普活動計畫、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推

廣計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教計畫

等資源，吸引嘉義地區嘉義高中、嘉義高工、

嘉義女中、協同中學、後壁高中、正心中學、

大灣高中、斗南高中、大林國中、崇德國中、

蘭潭國中、嘉義國中、北興國中、南興國中、

東仁國中、崇德國中、揚子中學等17所學校

學生，組成共25隊伍參加競賽活動，競賽相

當激烈參加總人數也高達230餘人。 

本次活動由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

發起並邀請各大學科普團隊包括陸軍官校物

理系黃仁偉主任、科工館曾瑞蓮研究員、高

雄大學余進忠教授、嘉義大學蘇炯武教授、

台東大學林自奮教授、中央警察大學王勝盟

學務長、中央警察大學蔡麗琴教授等師資，

提供嘉義地區一次豐富又多元的探究實作的

科學營。 

陸軍官校陳忠文校長開幕致詞表示，陸

軍官校近年在洪教授所帶領的陸官科普團隊，

努力整合物理教育學會、科工館、各大學及

高中學校的資源一起合作辦理科普活動與科

學競賽，成功讓「物理教育推動聯盟」能夠

實現設立的宗旨，讓大學端與高中端有更多

互相交流與學習的機會。這次更開放國中學

生也一起可以參加探究實作競賽活動，使科

學教育能往下扎根，讓學生親自體驗探究實

作的歷程並此激勵各位同學發現科學的創意

與樂趣進而喜愛科學探究實作。其中也要特

別感謝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嘉義大學蘇炯

武教授及陸軍官校黃仁偉主任，支援 28 位科

學志工來協助這次闖關活動與演示輔導員，

也感謝所有的講師協助培訓近 20 位嘉義地

區的高中志工，讓在科學推廣人才能在地生

根，有效提升科普推動的能量，讓大學與高

中學校能有一個共通的交流平台。 

嘉義高中劉永堂校長開幕致詞表示，這

兩天的課程設計非常精彩，希望大家一起體

驗鑑識科學與探究實作的歷程及科普設計與

創意，也期許每位同學能藉由今日活動，學

到團隊合作、探究實作及表達分享的能力。

特別感謝物理教育學會、陸軍官校、高雄大

學、嘉義大學、台東大學、科工館、中央警

察大學、智榮基金會及李昌鈺博士物證鑑識

科學基金會帶來的豐富的教學資源來提供嘉

義地區學子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經驗。 

 

廿八、 雲林地區探究實作科學營 

日期：2018 年 6 月 9-10 日 

地點：二林工商 

報導：今日起(6/9至6/10)連續兩天在彰化二

林工商，由物理教育學會、陸軍陸軍軍官學

校、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大學、嘉義

大學、台東大學、智榮基金會、李昌鈺博士

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丶臺中一中物理學科中

心與二林工商合作辦理「鑑識暨探究實作競

賽科學營」，吸引二林工商、精誠中學丶二林

林高中、成功高中丶大城國中、秀水國中、

草湖國中等7所彰化地區學校學生，共28隊伍

參加競賽活動，競賽相當激烈參加總人數也

高達240餘人。 

本次活動由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

邀請各大學科普團隊，並由陸軍官校丶嘉義

大義及高雄大學等三校遴選 24 位大學生擔

仼活動演示教學科學志工，同時也開放 25

位高中學生參與科學志工培訓，讓在地志工

札根計劃能落實執行，為國內科學教育推廣

培育更多科普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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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讓科技部的科普活動計劃有效鏈

結多個學校丶國家博物館丶學會及基金會的

資源，課程結合鑑識科學實作及物理探究實

作，包含物理、化學、生物物證鑑識課程及

通指紋採證與判讀實作，物理探究實作包含

靜電產生器實作、20 關科普闖關及學習心得

報告等競賽內容，活動相當多元充實，各小

隊都卯足全力積極爭取佳積，學員們對活動

內容都感到非常有趣且富創意，很多學員都

第一次體驗到原來課堂所學的知識是可運用

的科學知識，也覺得利用假日來參加這次活

動真是太值得，也對學習科學有新體驗與認

知。 

 

廿九、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 

地點：馬祖中正國小 

報導：由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黃仁偉教授、

臺東大學林自奮教授及國立科工館曾瑞蓮科

教團隊，結合科技部科普計劃及教育部國教

署科教推廣計畫，即日起在馬祖地區辦理3

天4場次的科普活動，在馬防部官兵的全力支

援下，讓在地老師和學童在暑假一開始就能

快樂體驗有趣的科學及教師研習活動。 

此次活動，自即日起至 7 月 2 日止，由

陸官科普團隊領軍，內容非常豐富且有趣，

共有馬組地區中正國中、介壽國中、東引國

中、介壽國小、中正國小、東引國小、敬恆

國小等 10 所中、小學，180 餘位師生報名參

加。 

陸官物理系教授、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

洪偉清表示，希望透過體驗和競賽的課程，

在互動過程深入淺出說明相關科學的原理，

並在實作過程了解原理與運用間互相聯結的

重要性。尤其在馬祖地區交通不便及計畫經

費有限的條件下，經主動協調馬防部、連江

縣教育處及國民教育輔導團提供各項支援，

讓科普活動能順利進行，成功辦理一場結合

全民國防的科普推廣活動，也讓參加教師獲

得很大的鼓舞，希望為國內科學教育推廣而

繼續努力。 

 

三十、 2018 物理教學 CoursePlay 

日期：2018 年 6 月 30 日 

地點：中大壢中 

報導：這場聚會是由一群年輕物理教師發起，

在交大校友會與中大壢中的支持下辦理的教

師研習活動。本次活動名稱「CoursePlay」

取自「角色扮演Cosplay」的字義與諧音，以

「玩課程」的態度，嘗試用各種樣貌裝扮「物

理」這個角色，呈現給學生。 

「CoursePlay」的活動中除了有 4 個場

次的多元選修觀議課工作坊，也邀請國立新

竹女中楊樹基老師、國立竹北高中蔡榮泰老

師，分享他們在 2、30 年的教學經驗中，認

為物理教學的核心價值以及具體實踐的方

法。 

本次活動參加者多半都是年資稍淺的現

職老師以及正在修讀教育學程的師資生，主

辦單位希望藉由資深老師的經驗傳承，以及

同儕之間的交流互動，建立一個共學共創共

享課程的平台，達到結伴同行整體提升的效

果。 

參考資訊網站：

https://2017nthuphystrclub.jimdo.com/ 

(林欣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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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9 日 

地點：馬公高中 

報導：即日起連續四日(7/9-7/12)由陸軍官校

洪偉清教授、黃仁偉教授、台東大學林自奮

教授、高雄大雄余進忠教授、澎湖科技大學

李孟芳教授及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及嘉義

天文協會科學志工團隊，結合科技部科普計

劃及教育部國教署科教推廣計畫並與在地學

校與社區共同合作辦理，分別在澎湖馬公高

中、案山里及文光國小分別辦理8場次的科普

研習活動。今年報名非常熱烈，開放報名後

幾乎秒殺，共吸引近千位家長及學生報名參

加科普活動。 

本次的活動內容以在地扎根推廣科普為

設計主軸，第一場(7/9)即安排在地科學志工

培訓，本次除 12 位嘉義天文學會的科技部火

車頭科學志工外，也吸引 28 位馬公高中學生

報名參加，課程內容包含創意科普闖關及天

文科普闖關及夜間觀星活動近 40 項培訓課

程內容、非常精彩有趣。所有課程均由教授

及老師親自授課與學生互動，更安排志工解

說培訓以驗收學習成效，讓馬公高中參加培

訓的同學收穫滿滿，也為 7/10 至 7/12 的科

普活動建立在地志工推廣的能量。 

物理教育學會洪理事長表示，澎湖科普

活動今年是第五年辦理，每年報名的人數都

有明顯的增加，今年報名首次採網路報名，

開放即額滿民眾反應非常熱烈，因此特別開

放報名員額並邀請更多的科普隊一起合作辦

理，讓更多澎湖鄉親有機會參加科技部的科

普活動，另今年特別在馬公高中安排一場國、

高中探究實作的科學營，讓澎湖國、高中的

學子也能親自經歷探究實作與團隊合作的歷

程。本次活動在陸軍官校及、物理教育學會

及澎湖防衛司令部及各單位科普團隊的合全

力支援下才能順利舉辦，也藉此能提升國軍

正面的形象及展現科技部科普活動的熱情與

活力。 

 

卅二、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10 日 

地點：澎湖縣案山社區 

報導：今日(7/10)陸軍官校及各校科普團隊在

案山里活動中心熱鬧開幕，活動特別邀請馬

公市長、澎湖防衛指揮部長官及多位澎湖縣

議員、市代表出席致詞，馬公葉竹林市長、

澎湖防衛指揮部副指揮官張維燻少將出席與

會、前澎湖縣賴峰偉縣長也特別出席致詞並

感謝科技部科普活動計劃的科普團隊及科工

館科教團隊，多年來為澎湖鄉親及學童辦理

科學教育推廣的努力表達肯定，尤其在物理

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帶領學會理監事努力

推廣與規劃下，邀集全國多個團隊並結合國

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及

智榮基會資源，每一年都帶給澎湖民眾不同

科學饗宴，也透過與在地的機關、協會及學

校合作，長期建立科普活動推廣基地，讓科

普活動能獲得更多資源的協助而能更有效推

廣，多年定點的推廣的策略已讓當地民眾將

科普活動視為熱門活動，家長陪小孩共同參

加的比例也逐年增高，大家都認定科普活動

對學童的科學興趣具有很高啟發性，因此報

名一開放也造成也造成民眾搶著報名的盛

況。 

今天的科普活動區分上午場及下午場共

吸引近 450 人報名，活動安排有 28 個關，每

一關都以日常生活常見物品改良設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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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有趣也具有挑戰性，內容包含風與飛行、

聲、光、熱、力、電的創意科學、泡泡創意

科學、電與磁創意科學、天文創意闖關及澎

湖在地創意科學等，其中除了為讓澎湖地方

的特色能融入科普活動中，也特別邀請澎湖

科技大學李孟芳教授，特別將澎湖四寶、頭

足類生物辨識、玄武岩辨識及綠色能源資源

均設計成為闖關內容，讓澎湖在地人認識在

地事物，更重要地讓馬公高中參加培訓的科

學志工負責各關的科學原理說明與演示，讓

科學的種子能在澎湖地區能生根發芽。 

昨日澎湖防衛指揮部黃金財中將指揮官

也特別接見陸官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及黃仁

偉主任，除了肯定陸官科普團隊為科學教育

推廣的努力外，也勉勵官校應結合科普推廣

多帶官校學生一起走入校園、社區，以吸引

更多優秀的青年學子加入國軍的行列，以提

升國軍幹部的素質。在澎湖防衛指揮部的全

力支援協助辦理科普活動，讓科普活動在澎

湖地區辦理更加順利，也有效讓國軍有機會

一起為科學教育推廣與社會責任盡份心力。 

 

卅三、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11 日 

地點：澎湖縣文光國小 

報導：今晚(7/11) 在澎湖文光國小辦理夜間

觀星創意科普，由陸軍官校物理教授兼物理

教育學會理事長邀請嘉義天文協會首次在澎

湖合作辦理這次科普活動，嘉義天文協會的

科學志工與洪理事長是在辦嘉義地區科學營，

藉由科技部科普計劃火車頭科學志工計畫主

持人南臺科技大學高家斌教授及正修科技大

學簡惠閔教授引薦這群對科普推廣非常熱血

的科學志工與洪教授合作辦理嘉義地區的科

普活動，為了協助提升這群熱情的科學志工

的推廣能量。 

洪教授每一次至嘉義辦科學營事先安排

科學志工培訓，要求相當嚴格，除了要正確

地說明每一個教材背後的原理外，也要求每

一個志工需負責親自負責的項目，依設計正

確地完成教具製作，更安排逐站驗收每一位

志工的解說與演示，最後也要求每一位志工

伙伴撰寫學習心得，這是因為洪教授認為對

這群科學志工很多是個國小的老師或擔任晨

間志工媽媽，唯有讓他們真的學會，也能讓

科學教育能深入家中及學校，才能有效提升

科普教育推廣成效。 

這次雖有颱風形成，但很幸運地澎湖天

氣未受影響，所有的科普活動均正常的如期

舉行，尤其白天颱風剛離開原本擔心夜間觀

星活動會受影響，但天公作美讓今晚參加的

學員非常開心，很多人都不曾親自用天文望

遠鏡觀察行星，今日大家都很幸運地在澎湖

文光國小，第一次同時看見金星、土星及土

星環、木星及四個衛星，讓志工與學員們都

非常興奮，其中文光國小洪宏賢校長不但白

天全程參與科普活動，晚上也一起出席參加

觀星活動全力地支持科技部的科普活動，對

科學教育的重視非常值得學習。除此之外，

也同時安排有三個天文科普創意創關活動，

包含夏季星座介紹、天文創意桌遊及土星與

木星的祕密檔案等闖關，讓參加地學學童及

家長對八大行星的特性有更深入的認識，活

動結束後每位學員都意猶未盡，都希望下一

次能有機會再來參加，並期望下一次有機會

看到離我們最近的月球，親自藉由天文望遠

鏡一窺月球的神秘面紗。 

洪偉清理事長也表示，這次邀請嘉義天

文協會來澎湖，除了感謝這群志工在嘉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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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協助擔任科學志工，也希望將這個教育資

源帶回澎湖故鄉，讓澎湖學童與家長除了能

享受最美麗澎湖星空外，也讓增加對天文科

普知識認識與了解，也藉此提醒鄉民能更加

地愛惜沒有空污的美麗環境，也藉此提供一

個優質的科普活動。 

 

卅四、 澎湖地區高中探究實作科學營 

日期：2018 年 7 月 12 日 

地點：馬公高中 

報導：陸軍官校洪偉清丶科工館曾瑞蓮及臺

東大學等科普團隊在馬公高中辦理首屆澎湖

地區高中探究實作科學營，並由本次完成培

訓的馬公高中科學志工擔仼小隊輔導員與解

說員，讓科學推廣活動能在地生根，有效提

升澎湖科普活動推廣能量。 

今日活動現場地特地邀請澎湖防衛指揮

部招募组設國軍人才招募站，藉此以提升招

幕宣傳成效，課程包含創意教具探作實作、

科普闖關及成果報告競賽等項，所有參加同

學均卯足全力，透過團隊合作積極爭取佳績，

過程中每一位小隊輔也透過有趣的實作闖關

設計，藉互動的演示解說，並讓每位在有趣

的實作過程很快暸解基本原理與運用，能真

正體驗「作中學丶學中作」及「學以致用」

的真諦。 

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

事長洪偉清表示，今年雖首次與馬公高中合

作，但馬公高中黃肇國校長非常重視，也全

力支援辦理本次活動，讓這次活動非常順利

成功辦理。看到馬公高中同學表現都相當優

秀，也都能透過團隊合作完成各項競賽表示

肯定，也邀請馬公高中同學明年一起參加，

由物理教育學會丶陸軍官校及各校合作辦理

的科技部科普活動計劃-全國高中物理探究

實作的競賽，藉以增加與各校交流的機會。 

 

卅五、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16-19 日 

地點：東華大學 

報導：今日起連續3日(7/17一7/19)在花蓮地

區的東華附小及花崗國中，由陸軍官校洪偉

清丶黃仁偉及林建宏科普團隊丶東華大學曾

賢德科普團隊及嘉義天文學會合作辦理共8

埸次的「2018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FUN

一夏:夢想起飛社區親子科學營」，本活動在

花蓮今年已是第5年，報名相當踴躍，共吸引

近800位家長及學子報名參加。 

昨日(7/16)已在東華大學安排全日的科

學志工培訓，由科普團隊教授親自授課指導

並安排志工實作與試講試教，共吸引來自東

華大學丶花蓮女中丶花蓮高中丶四維高中及

衛道中學等校近 20 學生參加，志工們對於課

程都覺得相當有趣且具挑戰性，在教授的指

導下很快習得內容外，也加入很多自己創新

的想法與闖關設計，讓創意科普活動更加有

趣，提供花蓮鄉親及學童一個豐富有趣的科

普知識之旅。 

今天的科普活動區分上午場及下午場共

近 240 人參加，共安排 20 關，每一關都以日

常生活常見物品改良設計而成，相當有趣也

具有挑戰性，內容包含風與飛行、聲、光、

熱、力、電的創意科普，並由參加培訓的在

地科學志工負責各關的科學原理說明與演示，

讓科學的種子能在花蓮地區能生根發芽，有

效提升科學教育推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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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六、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17-18 日 

地點：東華附小 

報導：連續兩日(7/17~18)在花蓮東華附小辦

理夜間觀星創意科普活動，由陸軍官校物理

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與東華大學曾賢

德教授，邀請嘉義市天文協會，首次在花蓮

地區合作辦理這次活動。今年洪理事長為了

讓科普更加多元，特別安排這群熱情的科學

志工結合天文協學的専業，配合科技部科普

活動於夜間增加天文科普活動，讓花蓮地區

的家長與學子有一次難忘有趣的觀星丶知星

之旅。 

很幸運地這兩天花蓮白天天空晴朗，於

中午時間也特別安排每位家長與學子透過望

遠鏡觀察太陽。這兩天晚上雖偶有雲層出現，

但不響觀星活動，也順利讓學員看到月球及

數顆行星，參加學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用天

文望遠鏡觀察到行星，都感到非常興奮。 

除此觀星活動外，同時安排有三個天文

科普創意創關活動，包含夏季星座介紹、天

文創意桌遊及土星與木星的祕密檔案等闖關，

讓參加地學學童及家長對八大行星的特性有

更深入的認識，每位學員在有趣的活動安排

下，很快學會辨識夏季星座，大家在每一關

都玩地非常開心，都希望下一次能有機會再

來參加。 

洪理事長表示，為讓科普活動推廣更加

多元，除由陸官科普團隊設計一系列生活中

的科學，也由東華曾賢德科普團隊設計結合

環保議題的科普實作闖關，晚上更安排認識

星空，讓花蓮學童與家長能享受最美麗星空

外，也讓增加科學知識認識與運用，藉由多

個團隊合作而能推辦一個優質的科普活動。 

卅七、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19 日 

地點：花崗國中 

報導：由陸軍官校洪偉清科普團隊丶東華大

學曾賢德科普團隊與花崗國中李恩銘校長合

作，首次在花蓮地區辦理科技部科普計劃國

中部親子創意實作科學營，吸引百餘位家長

及學生參加。 

開幕時東華大學物理系馬遠榮主任及花

崗國中李恩銘校長也特別出席開幕致詞，也

特別感謝陸軍官校科普團隊連續五年安排豐

富有趣的科學營，提供花蓮學子一個實作學

習科學的機會。此次活動也有十多位來自花

蓮女中、花蓮高中、四維高中、慈濟高中及

衛道中學的優秀科學志工擔任小老師，使高

中學子有機會參加志工培育與在鄉里以知識

服務的機會。 

今日課程分別由陸軍官校及東華大學科

普團隊，以生活常見物品如紙杯丶竹筷丶光

碟丶汽球丶毛根丶瓷碗白板筆丶鐵粉丶磁鐵

等簡易材料製成各種教具，內容包包聲丶光

丶熱丶カ丶電各知識領域，設計主題有飛行

世界丶創意聲學丶カ學丶光學丶及電與磁學

實作，另也結合海洋環保議題，設計創意彩

繪海洋生物丶海洋生物大逃亡丶火車票隱藏

的密祕及轉動馬達等活動，並以小隊合作方

式闖關，每個學員為獲佳也都全神貫注，但

歡笑與喜悅也表漏無遺，同學都覺得今日參

加活動真是值回票價，希望下次還能來參

加。 

 

卅八、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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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臺東高中 

報導：今日起連續3日(7/20 ~ 23)在臺東地區

的臺東高中及新生國中辦理臺東地區「2018

科技部創意科學FUN一夏-全國巡迴科學營

暨探究實作科學營」，本活動由陸軍官校洪偉

清丶黃仁偉丶臺東大學林自奮丶科エ館曾瑞

蓮丶高雄大學余進忠及嘉義大學蘇炯武等科

普團隊及臺東地區30餘位科學志工合作辦理

共5埸次，本活動在臺東今年已是第5年，報

名相當踴躍，共吸引近500位學子報名參加。 

今日在臺東高中安排科學志工培訓，由

科普團隊教授親自授課指導並安排志工實作

與試講試教，共吸引來自臺東大學丶臺東女

中丶臺東高中丶臺東高商丶薇閣中學及衛道

中學等校共 30 餘位學生參加，培訓課程共

30 餘項，志工們都對課程內容覺得相當有趣

且具挑戰性，藉由各教授的指導下也加入自

己創新的想法與闖關設計，讓科普活動更加

豐富有趣，提供臺東學子一個探究與實作且

有趣的知識之旅。 

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

事長洪偉清表示，物理教育學會於 106 年 7

月，邀請國內大學及高中學校，成立「中華

民國物理教育推動聯盟」至今已有 80 個學校

丶學系或中心加入，也透過聯盟學校的合作

推辦第一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吸

到千餘位高中學子參加，今年 8/18 至 8/19

將在陸軍官校以辯論方式舉行決賽，洪理事

長特別表示明年將繼續推辦此競賽，並規劃

於初賽筆試範圍將含概物理丶化學丶地科及

生物領域的素養導向題型，於初試後辦理全

國教師研習並邀協出題老師分享命題經驗，

以實質協助國內高中教師提升素養命題的能

力，今年也將結合聯盟學校安排至高中學校

辦理探究實作科學營作為明年活動之最佳宣

傳。 

 

卅九、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日期：2018 年 7 月 23 日 

地點：臺東新生國中 

報導：本活動由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丶臺東

大學林自奮教授丶物理教育學會諮詢委員陳

坤龍老師與新生國中合作辦理，提供臺東地

區學子參加科學實作的機會，並由臺東大學

丶臺東女中及衛道中學近20位科學志工協助

各關原理說明與演示，有效引導參加的學員

藉由實作瞭解各關的原理。 

本次活動區分 4 場次共設計 20 關，內容

包含飛行世界丶創意熱與カ學丶平衡世界及

創意光學等實作課程，內容相當精采，活動

開始新生國中林銘欽校長出席致詞，感謝臺

東大學及陸軍官校連續三年到新生國中安排

給臺東學子參加科普活動的機會。教務主任

張靜如老師更全程參與每一項活動，也藉此

瞭解每項活動闖關，希望能將活動內容轉化

成課堂可用的素材，以有效活化科學實作課

程。 

陸軍官校物理系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

事長洪偉清表示，為讓科普活動順利在各地

區辦理，多年的科技部科普計劃均採長期合

作建立科普推廣基地學校及配合在地志工培

訓方式推廣，除有效提升科普推廣人才也降

低活動成本，新生國生即是臺東地區長期合

作的學校，學校提供最好的活動埸地，讓參

與學子有一個優質學習環境與行政支援，讓

推廣的老師倍感尊重也能專注於活動辦理，

而能真正達到雙贏境界。 

 



 
物理教學活動報導 

 

 

 - 123 - 

四十、 HSCI 2018 (動手做研討會) 

日期：2018 年 7 月 16-20 日 

地點：Barcelona(巴塞隆納) 

報導：本次會議全名為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nds-on Science，活動安排包

括：邀請演講、口頭發表、海報發表、工作

坊、小組討論，動手實驗示範、科學園遊會

(Science Fair)，其會議形式和物理教育學會

每年八月下旬的物理教育聯合會議非常類似。

(其餘詳見本期邱韻如老師之專題文章) 

 

四十一、 2018 全國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

研討會暨教學工作坊 

日期：2018 年 7 月 18-19 日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報導：本研討會的目的在配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發展，強化師資教育課程，落實

新課綱規劃，發展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

盼能配合國家教育改革，促進中學教師的教

學專業成長，引領當前國家師資培育自然科

領域的教學。本次研討會除大會演講外，共

分五個領域工作坊，分別為物理、化學、生

物、地科與跨領域，每場3小時。 

(其餘詳見本期洪連輝老師之專題文章) 

http://science.ncue.edu.tw/science2018/online.html 

 

 

 

 

 

 

 

 

 

 

貳、活動預告 

一、2018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包含：物理教學與示範研討會、物理教

育學術研討會及物理教育學會年會) 

日期：2018 年 8 月 23~25 日 

地點：高雄大學 

網址：http://phyedu.gogomango.net/site/ 

簡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包括『物理教學與

示範研討會』、『物理教育學術研討會』與『物

理教育學會年會』三大研討會，提供各級物

理教育工作者的實務心得及理論研究的發表

與交流的平台。除此之外亦安排六場工作坊，

提供演示教學與動手實作的心得與成果分享。

相較往年，本次會議邀集台北科教、台中科

博及高雄科工館共同簽署『物理教育推動聯

盟』，並將於會議中頒發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的得獎學生。因應近年大學教學品質與競

爭力之提升以及十二年國教之發展趨勢。舉

凡中小學及高中物理教育、多元物理教育、

生活物理教育以及演示教學等,是大會關注

的議題。本次會議除傳統的物理教育議題外，

本年度議程特別關注下列議題： 

1. 探究實作課程設計 

2. 素養命題 

3. 科普推廣與教材開發 

4. 高中端與大學端的教學現況配合 

5. 科技器材於教學場域的應用 

會議期間邀請三場大會演講及一場特邀演講，

主要聚焦在跨領域及物聯網、AI應用，並安

排三場論壇，探討"課程落差及其因應"、"

大學物理系課程設計與實驗教學"及"面對12

年國教新課綱，教師因應之道"。 

(余進忠 撰稿) 

http://phyedu.gogomango.net/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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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全國高中鑑識暨探究實作科學營) 

日期：2018 年 8 月 26-28 日 

地點：陸軍軍官學校 

 

三、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 

日期：2018 年 8 月 28 日~9 月 1 日 

地點：重慶 

主題：本次論壇在將由重慶市科協、福建省

科協、中國科普作家協會、上海市科協、甘

肅省科協、內蒙古自治區科協和臺灣《科學

月刊》雜誌社、臺灣元智大學、海峽兩岸學

術文化交流協會、臺灣科學傳播協會共同主

辦。論壇的主題為“智造·美好生活——智慧

科技與未來公民”，子題包括：(1)智慧創新

趨勢下的科普產業發展模式探索；(2) 物聯

網時代的智慧生活；(3)智慧科技與生態文明

建設；(4)科普、科幻創作人才培養；(5)科普

品牌活動創意與實施；(6)新技術背景下的中

小學科普課程的設計與實施。 

(曾耀寰 提供) 

 

四、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研討會 

日期：2018年10月27~28日 

地點：北京清華大學 

簡介：本次2018年的學會學術年會，由北京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規模約300-500人。

分為農學史、天文學史、醫學史、數學史、

西方科技史、中國近現代科技史、科技史教

學、物理史等等分組。 

報名系統： 

https://www.wjx.top/m/23171310.aspx?from=

groupmessage (提交摘要，9/20前) 

(邱韻如 提供) 

 

 

五、2018 第 34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日期：2018年11月29日~12月2日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投稿截止：2018年8月15日 

網址：http://aset2018.ndhu.edu.tw/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天文學會、科學人雜誌 

簡介：本次研討會由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系科

學教育研究所承辦，主題為「在地與全球的

對話」，期能透過專題演講、座談、論文發

表、工作坊等方式，提供科學教育、數學教

育、環境教育、科學傳播與大眾科學相關領

域的學術研究者、教學實務者、推廣者、教

材與教具研發者，相互分享與交流的機會。 

(研討會官網) 

 

六、2019 台灣物理年會暨科技部計畫成

果發表會 

日期：2019 年 1 月 23~25 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 

 

七、國際研討會 

PERC 2018 
 全名：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2018 

 日期：2018/8/1~2 

 地點：Washington DC,USA  

 https://www.compadre.org/per/conference

s/2018/ 

ICPE 2018 
 全名：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日期：2018/9/10~11 

 地點：Singapore  

 https://www.waset.org/conference/2018/0

9/singapore/ICPE 

 

https://www.wjx.top/m/23171310.aspx?from=groupmessage
https://www.wjx.top/m/23171310.aspx?from=groupmessage
http://aset2018.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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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L 2018 
 全名：8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e-Learning 

 日期：2018/9/24~25 

 地點：Singapore  

 http://www.e-learningedu.org/ 

ICPE-SAIP-WITS 2018 
 全名：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地點：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約翰

尼斯堡,南非)  

 日期：2018/10/1~5 

 主題：Physics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 

a focus on context 

 http://events.saip.org.za/internalPage.py?

pageId=5&confId=93 

2019 PhysTEC Conference 
 全名：Physics Teac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日期：2019/3/2~3 

 地點：Boston,USA  

 https://www.phystec.org/conferences/2019/ 

ICPE 2019 
 全名：2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日期：2019/4/8~9 

 地點：Dubai  

 https://waset.org/conference/2019/04/dub

ai/ICPE 

GIREP-ICPE-EPEC 2019  
 物理教育國際研討會(註) 

 日期：2019/7/1~5  

 地點：Budapest, Hungary 

 此會議之2017度研討會(2017/7/3-7)於

Dublin City University, Dublin, Ireland舉

行，詳見本期張慧貞老師的專題文章。 

ESERA 2019 
 全名：The 13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日期：2019/8/26~30 

 地點：Bologna ,Italy 

 https://www.esera.org/news/esera-announ

cements/653-esera-conference-2019 

AAPT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 

 2019 Winter Meeting, January 12-15 

(Houston, Texas) 

 2020 Winter Meeting, January 18-21 

(Caribe Royale Hotel, Orlando, Florida) 

 2020 Summer Meeting, July 18-22 

(Amway Grand Plaza Hotel, Grand 

Rapids, Michigan) 

NSTA 

(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http://www.nsta.org/conferences/ 

 2019 National Conferences, April 11–14 

(St. Louis, Missouri) 

 2020 National Conferences, April 2–5 

(Boston, Massachusetts) 

 2021 National Conferences, April 8–11, 

(Chicago, Illinois) 

 2022 National Conferences, March 31–

April 3 (Houston, Texas) 

 

(註) GIREP, ICPE, EPEC 等縮寫，請參見：

邱韻如(2015)：走讀國際研討會 情繫物理教

與學，《物理教育學刊》，16(2), 118-120。 

  

http://www.e-learningedu.org/
http://events.saip.org.za/internalPage.py?pageId=5&confId=93
http://events.saip.org.za/internalPage.py?pageId=5&confId=93
https://waset.org/conference/2019/04/dubai/ICPE
https://waset.org/conference/2019/04/dubai/ICPE
https://www.esera.org/news/esera-announcements/653-esera-conference-2019
https://www.esera.org/news/esera-announcements/653-esera-conferenc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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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2018年上半年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監

事會議暨會員大會重要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時間：2018年1月至7月 

審議通過事項： 

1. 通過 2019 物理動手做教學研討會訂於 1

月 25 日於交通大學辦理。 

2. 通過 2019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訂於 8 月

22-24 日於嘉義大學辦理。 

3. 通過 2020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訂於 8 月

20-22 日於淡江大學辦理。 

4. 通過第 30 屆理監事推薦候選原則。 

5. 審議通過 107 年物理教育獎獲獎個人及

團體獎項： 

(1) 物理教育推廣獎：獎勵對致力於物理教

育推廣且著有貢獻與影響者（含團隊）。

尤以推展物理教學活動或與物理相關之

科普活動，具全國知名者或推廣成果具

有重要影響者為重點，每年頒發一至二

名（團隊）為原則。 

獲獎人員（團體）：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曾瑞蓮科教團隊 

優良事蹟： 

 2014年迄今辦理中小學教師研習，推廣

科學教育資源，計66場，參與教師達

2,238名。 

 2014年迄今推廣教學包，領取教師約

600名，推廣班級達1,333班。 

 2015年辦理科工館假日現場「互動科學

教具」體驗活動、「軍官與小玩子－創

意科學FUN一夏」活動。 

 2016、2017、2018年辦理「軍官與小玩

子－超動感電磁波創意玩科學」活動，

包含大型現場闖關活動與小型電磁波

實驗站推廣。 

 2016、2017、2018年合作辦理全國巡迴

社區親子科學體驗營及高中探究實作

科學競賽營，與陸軍官校、台東大學、

東華大學及地區高中、社區資源合作，

辦理社區偏鄉推廣活動，同時培訓地方

活動帶領人力，活動內容包括光學、力

學、電磁學等。 

 2016、2017、2018年與國際光電工程學

會國立中山大學SPIE學生分會合作辦

理光學現場活動。 

 協助辦理2017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會、

2017探究與實作教學研討會、館校合作

科學嘉年華活動、國教輔導團自然科學

輔導員進階培育班課程、2017中華民國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2017科普論壇電磁

學現場活動。 

 受邀參加2016 Dream Hi未來教育概念

展、國中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輔

導團年會、第二屆金門科學日、2018夢

想起飛就在樹德—樹德科技大學人文

素養研習營、2018全國戶外教育博覽會、

第56屆、第57屆、第58屆全國中小學科

學展覽會。 

 

(2) 物理教育教學獎：獎勵對物理教學著有

成果績效，足以為物理教師典範楷模者，

每年得區分大學組及中小學組，各頒發

一名（含團隊）為原則。 

獲獎人員（團體）： 

東海大學施奇廷、中原大學許經夌教師

團隊 

優良事蹟： 

 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施奇廷教授與中

原大學物理系許經夌教授，從2002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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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將時下最受歡迎的電影、動畫、漫

畫內容，與物理教育、科普推廣結合。 

 在東海大學開設通識課程「電影中的物

理學探究」、在中原大學開設磨課師課

程「超級英雄的物理系」），大受學生歡

迎。 

 在從幼稚園到大學各級學校、台中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等重要國家場館，以及

臺中市中友百貨、台北市誠品敦南店等

商業賣場，對各級學生與社會大眾進行

科普演講，對於讓一般人對物理「硬、

難」的刻板印象改觀。 

 2016年暑假，受新北市教育局之邀，於

新北市九大區國小進行巡迴演講， 從

偏鄉到都市，聽講人數從5人到300人，

將對科學的興趣向下紮根。 

 兩位老師在這方面的努力，至今已超過

15年，演講場次數百場，修課與聽講的

人數數萬人，對於提升學生與社會大眾

對科學的認知與興趣，有很大的貢獻，

並多次獲得媒體報導，提升物理學界的

社會形象。 

 施奇廷老師與許經夌老師，因上述貢獻，

分別獲得東海大學教學傑出獎以及中

原大學教學特優獎。 

 

(3) 物理教育特殊獎：獎勵對物理教學與教

育長年著有顯著貢獻者，每年以頒發一

名為原則。 

獲獎人員（個人）： 

逢甲大學林泰生教授 

優良事蹟： 

 擔任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第27屆及

28屆理事長，積極推動物理教育及學教

研習活動。 

 建立學會分工編組制度及訂定學會運

作機制使學會務更有效推動。 

 建立學會臉書有效宣傳學會各項活

動。 

 穩定學會財務狀況，使學會財務穩定成

長。 

 依學會章程完成第28屆及第29屆理監

事改選並完成第29屆學會各項業務交

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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