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教學活動 

壹、2018年下半年活動報導 

一、HSCI 2018 (動手做研討會) 
日期：2018/7/16~20  

地點：Barcelona, Catalonia, Spain 

報導：這個研討會由葡萄牙與鄰近國家發起

主導，主要成員為葡萄牙殖民關係國家和一

些東歐國家，其組成、發展和成型與國內的

物理教學示範研討會相當類似，非常值得大

家參與學習。會議全名為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nds-on Science，開幕式由

HSCI主席Manuel F.M.Costa介紹15年來這個

研討會的發展與未來展望，之後展開五天的

精彩活動，包括例行的邀請演講、分組報告

(plenary session)、工作坊、小組討論、動手

實驗示範、海報交流，以及此會議的特色-

科學園遊會(Science Fair)；還有歡迎宴、參

訪活動及大會晚宴。下一屆會議預定2019年9

月2~6日在烏克蘭舉行。 

(邱韻如報導) 

 

二、2018 全國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研討 
    會暨教學工作坊 
日期：2018/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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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的學習重點分為「探

究學習內容」和「實作學習內容」兩部分。「探

究學習內容」著重於科學探究歷程，可歸納

為四個主要項目：發現問題、規劃與研究、

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實作學習內容」

為可實際進行操作的科學活動，例如：觀察、

測量、資料蒐集與分析、歸納與解釋、論證

與作結論等。  

  本研討會除了安排四場大會演講及一場探

究與實作活動，主要規劃了物理、化學、生

物、地科及跨領域五種類型，每場3小時的12

個教學工作坊，每個工作坊實際教導參與者

如何在課堂上教導學生探究與實作課程，依

照課綱規劃，培育自然領域教師。 

(盧政良報導) 

 

三、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FUN一夏 

    南投地區探究實作科學營 

時間：2018 年 7 月 30 日-31 日 

地點：宏仁國中 

報導：陸軍官校物理系洪偉清丶黃仁偉教授

丶嘉義大學蘇炯武及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在

南投埔里宏仁國中辦理「南投地區探究實作

科學營」，南投埔里地區近200名學生報名參

加。活動前一天由教授們親自培訓暨大附中

及埔里高工共20餘位科學志工，為南投的孩

子埋下科學的種子。 

  本次由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

清教授，邀集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科普傳播

中心及國立科學エ藝博物館等國家級博物館

計劃資源，並募集智榮基金會與埔里地母廟

的贊助，加上當地宏仁國中李孟桂丶暨大附

中張正彥及埔里高工孫北霞等多位校長支持，

讓與物理教育學合作的多個科普團隊首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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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地區順利辦理優質的探究實作科學營

隊。 

  宏仁國中李孟桂校長開幕時，特別感謝陸

軍官校等科普團隊及物理教育學會，願意大

老遠將這麼好的教育資源帶來南投，有效提

昇參加學生的自信與表達能力。活動期間李

校長全程參與也親自體驗每一關，並表示此

活動讓物理不再是課本知識而是生活的一部

份，可讓學習更有感覺值得持續推廣，願成

為科普推廣基地學校為南投科學教育推廣一

起努力。(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四、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FUN一夏 

    全國巡迴科學營 

日期：2018年8月7日 

地點：中正國小、大德國小及清水大楊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物理系洪偉清與東海大學應

用物理系黃家逸科普團隊結合科技部火車頭

科學志工25人，分別在臺中梧棲中正國小及

大德國小及清水大楊國小，辦理科技部科普

活動「創意科學FUN一夏~全國巡迴科學營」，

共辦理8埸次，吸引臺中海線地區近500名學

生報名參加。 

  洪教授表示三校均為科普推廣基地學校，

已連績4年安排暑假科學營，同時也讓鄰近的

10餘所小學共同參加科學營，讓科普能在偏

鄉有效推展，提供學童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前一日洪理事長已抵達東海大學親自培訓25

位火車頭科學志工，讓志工能正確操作並說

明原理，並傳授吸引學童一同探究的方法，

讓東海大學應物系的科學志工收獲滿滿。 

  中正國小校長洪秀菊校長非常重視此活動，

因活動太搶手，很多家長反應名額太少，特

別來電表示可否增加埸次，今日開幕因公不

克出席請教務張銘元主任開幕致詞，感謝陸

軍官校等科普團隊及物理教育學會，多年在

中正國小辦理科學營，讓梧棲的孩子有更多

學習機會，也全程參與適時提供各項行政支

援。學校全力的支援使活動能順利推辦，提

供一場優質的科普活動。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五、2018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一辯論

決賽 

日期：2018年8月18日-19日 

地點：陸軍官校 

報導：今日起(8/18一8/19)連續兩日在陸軍官

校舉辦首屆科技部科普活動「2018全國高中

物理探究實作競賽一辯論決賽」，共有來自衛

道高中丶協同高中丶鳳山高中丶精誠高中丶

前鎮高中丶枋寮高中丶高雄中學等15所高中，

共40隊177位選手晉級參加決賽，本次決賽分

為10個主題共有60埸次辯論，邀請國內30餘

位高中丶大學老師擔任評審。 

  本活動邀請陸軍官校陳忠文校長擔任開幕

致詞貴賓，陳校長特別感謝洪偉清理事長帶

領陸官科普團隊為國內科學教育推廣，努力

為學校的社會責任績效盡心盡力，並有效鏈

結合國內大專丶高中及企業資源，推辦多埸

全國性的科學競賽活動，提供更多交流機會

與舞台表示肯定，也表示陸軍官校將會繼續

全力支持並提供更資源以協助中華民國物理

教育推動聯盟及物理教育學會推辦更優質的

科學競賽活動為科學教育推廣盡份社會責

仼。 

  洪理事長表示，本次競賽是在去年10月正

式啟動，歷經10個月期程，今日是全國的總

決賽，其間活動共經辦10地區的探究實作科

學營丶筆試初賽丶試題全國高中普測丶全國

教師素養命題研習エ作坊丶探究實作複賽及



物理教學活動報導 

 

 - 69 -

辯論決賽，參與大專及高中學校高達90餘校，

參與人次高達6000餘人，其中在初賽高達43

校共1092人參加，全國高中普測也高達38校

2826人參加初賽試題普測，這首次由民間發

起的試題普測，推動委員也協助完成難易度

與鑑別度分析，也由統計數據証實本次試題

為優良試題，將可提供全國高中教師學習素

養命題的重要參考。 

  競賽主題也發展10套不同主題的教材，實

質為國內探究實作提供教學範例，理事長也

表示科技部非常支持本活動並核定兩年期計

劃補助，開幕時宣佈將於今年9月正式啟動第

二屆「2019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學

會期望能吸引更多學子參與家長的重視，為

國內探究實作推動，提供重要參考範例與推

動成效。(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六、2018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18 年 8 月 23 日-25 日 

地點：高雄大學 

報導：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丶高雄大學丶

物理學科中心與陸軍官校，共同在高雄大學

辦理「2018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此會議

是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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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聯合辦理，提供演示教學與動手實作

的心得與成果分享丶各級物理教育工作的實

務心得報告丶理論研究成果的發表及學會的

年度會員大會與相關行政會議，內容多元精

采，吸引國內師生三百餘人參加。 

  邀請到科博館孫維新館長以及宏碁集團施

振榮董事長擔任大會演講嘉賓，邀請演講則

由PIKA探究與實作團隊分享探究實作課程

設計與試題評量，還有多場創意教具設計工

作坊、跨領域課程設計、迎接AI 時代與教

育未來、運用實物、AR、動畫視頻演示提升

教學質量、大學物理系課程設計與實驗教學、

創意物理科學演示交流、教學研究與課程發

展、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優勝隊伍成

果發表，內容非常精彩非常適合各級教師及

學生參加。 

  期間特別規劃邀請國內三間重要國家級博

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丶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丶高雄大學與物

理教育學會共同簽署加入物理教育推動聯盟

合作協定書，藉以凝聚更多資源以有效協助

國內科學教育扎根與推廣工作。 

  陸軍官校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

清在開幕致詞特別感謝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

團隊丶陸官團隊與物理教育學會理監事的大

力協助，使今日活動能順利。特別宣佈「2019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正式啟動，明

年初賽將全面以素養導向命題施測，內容包

含物理丶化學丶生物及地科等自然領域，希

望藉此能提供更多範例，讓全國高中學生能

體驗未來大考的題型，也可提供高中老師有

更多素養命題的範例，有效協助國內探究實

作的發展。(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七、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國立臺灣科學

館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丶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與高雄大學簽署加入聯盟學術交流

協訂書典禮 

時間：2018 年 8 月 25 日 

地點：高雄大學 

報導:今日在高雄大學舉辦「2018全國物理教

育聯合會議」的最後一天議程，大會也特地

安排物理教育推動聯盟簽署典禮，由中華民

國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代表聯盟與國

立臺灣科學館陳雪玉館長丶國立自然科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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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孫維新館長丶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陳訓

祥館長與高雄大學童士恒教務長同共簽署加

入聯盟學術交流協訂書，這次簽署活動意義

非凡，三位國家級博物館長都願意一起合作

為科學教育推廣而努力，對於學會與投入科

學教育推廣老師是莫大的鼓勵。 

  科工館陳館長表示，藉由團隊合作資源共

享可讓科教之路走得更遠，科博館孫館長表

示，結合學會與博物館的能量可使科教推廣

更有能量，科教館陳館長也表示，加入聯盟

能提供更多合作平台與機會，高雄大學童教

務長也表示將一起投入科學教育推廣，善盡

學校社會責仼。 

  洪理長的閉幕致詞特別感謝三位館長在百

忙中都親自出席，為國內科學教育札根提供

一個很好的平台。也特別頒發感謝狀，感謝

宏碁基金會與宏碁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贊助

由物理教育學會與陸軍官校合辦的「2018雲

教授創意競賽」的設備與獎金，提供國內高

中學子能參加這埸結合資訊與探究實作的競

賽。 

  洪理事長也感謝所有熱情參與活動的老師

不畏風雨全程參與，高雄宣佈停班停課之際

高雄大學仍維持上班全力支持會議繼續召開，

所有講座也全數出席，特別感謝宏碁(Acer)

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風雨無阻蒞臨演講，

以「從王道談教育兼談物理與人類文明」為

主題，並分享AI未來發展趨勢與資訊教育如

何在學校教育札根的作法，精譬見解與前瞻

看法，讓今日所有與會的師生都收獲滿滿。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八、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2018 全國高中鑑識暨探究實作競賽

時間：2018 年 8 月 26 日-28 日 

地點：陸軍官校 

報導：陸軍軍官學校辦理科技部科普活動

「2018全國高中鑑識暨探究實作競賽」，來自

35間學校，當中有高中學生82位丶陸軍官校

的志工29位及6位高雄女中志工，編成16個競

賽隊，高中學生大部份由聯盟學校推薦參加，

競爭相當激烈。 

  本次活動是由陸軍官校教授兼任物理教育

學會洪偉清理事長，邀請科工館曾瑞蓮科教

團隊丶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丶嘉義大學蘇炯

武教授丶臺東大學林自奮教授丶屏東大學許

華書教授及智榮文教基會共同合作辦理，由

教授群親自培訓所有志工，逐一驗收與指導

並分享教學技巧及引導提問方式，每位志工

收獲滿滿。 

  洪理事長表示，本營隊在陸軍官校連續辦

理十三屆，今年配合「2019全國高中物理探

究實作競賽」宣傳，特別將鑑識科普丶探究

實作與科普推廣結合一起辦理競賽營隊，課

程多元有趣但也有難度，共設計6種實作探究

及30道科普闖關，同學必須分工合作才有機

會通過所有關卡，活動第三天安排學習心得

報告競賽及創意影片競賽，希望培養學員的

表達與自信，也為他們三日參加陸軍官校精

采營隊生活留下難忘的學習歷程。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九、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18 年 9 月 19 日-20 日 

地點：台東綠島國小及公館國小 

報導：為讓科普活動能在偏鄉扎根，連續兩

日(9/19至9/20)由陸軍軍官學校物理系教授

也是現任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

清教授與台東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主任兼學會

理事林自奮教授科普團隊再度合作，連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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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將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教育部地方教

育輔導計畫及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等資源，

一起帶到台東綠島國小及公館國小，今年特

別結合教師進修時間為全島國小教師安排一

場創意教具設計與實作教師研習課程，也在

綠島國小安排一場創意光與力的實作科學營

隊，讓綠島師生能親自體驗探究與實作的樂

趣，也讓科學教育在綠島扎根。 

  這次科普活動公館國小高志翔校長與綠島

國小趙光華校長都親自帶領所有教師全程參

加，高校長在開幕致詞特別感謝陸軍官校洪

教授與台東大學林教授，多年來持續關心偏

鄉科學教育，每年都特別安排給綠島教師研

習進修，同時也規劃給學童參加創意實作科

學營的機會，藉由教授們親自示範與分享，

有效提升教師的教學能量，也讓學生更喜愛

學習科學。 

  洪理事長在這次教師研習課程，特別遴選

今年全國高中探究實作競賽所研發的教材包，

包含「磁浮筆」、「磁鐵彈簧」、「兩個氣球」

及「馬格努斯飛行器」及探究引導手冊，也

分享教材設計與研發的歷程，並引導所有教

師由有趣實作中探討其中的原理，全程教師

們都非常認真，也能相互研討與分享讓活動

進行順利。研習活動結束前，洪理事長也特

別邀請全島的教師，一起來參加今年首屆由

陸軍官校與多所大學合作辦理，即將10月20

日報名截止的科技部「2018全國科普教具創

意設計競賽」，希望透過教師的參與提升國內

教具研發的能力，提供更多元的探究實作素

材，讓科學教育能更加活化有趣，也為國內

科普教育推廣盡份心力。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探究實作教具研發設計與實作教師研習 

時間：2018 年 10 月 2 日 

地點：臺北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報導：今日在臺北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

「探究實作教具研發設計與實作教師研習

營」，由科教館傳播中心邀請陸軍官校教授兼

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主講，今年科教

館在8月由陳雪玉館長親自出席代表簽署加

入物理教育推動聯盟後，這是與物理教育學

會合作的第一場教師研習活動，另結合臺東

大學林自奮教授實作計劃，還另有安排兩場

教師研習及與陸軍官校等多校科普團隊合作

辦理全南投地區國中小創意實作科學營共3

場已吸引近500學生報名參加，實質透過聯盟

有效整合更多資源投入物理教育推廣，以建

立合作新契機。 

  洪理事長除安排三種探究實作教具研習，

也特別分享今年「全國高中探究實作競賽」

的教材設計的經驗，邀請老師一起來參加科

技部「全國科普創意教具設計競賽」，希望吸

引更多老師一起投入教具的設計與開發，過

程老師們非常専注也互相觀摩並分享自己實

作心得，老師透過實作親自體驗有趣的科學

探究歷程。 

  最後還加碼安排飛行紙科普實作，藉由演

示表演如何以利用氣流控制紙片停留在空中

轉動飛行，讓現場老師眼晴為之一亮，反應

非常熱烈都想親自體驗，體驗後卻發現似乎

沒有那麼簡單，進而想知道其中的奧妙，洪

理事長進一步分享要領與基本原理，讓老師

們發現原來簡單生活物品可以設計很有趣科

學活動，而瞭解背後的科學原理就更能有效

控制，為今日硏習圓滿晝下句點。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物理教學活動報導 

 

 - 72 -

十一、2018 物理史研習會 
日期：2018年10月20日(六) 

地點：東吳大學第一教研大樓源流講堂 

報導：會議由東吳大學物理學系主任任慶運

開幕致詞，上午場邀請到山西大學科學技術

史研究所厚宇德教授講「從哥廷根到哥本哈

根」，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名譽教授劉源俊講

「劍橋大學與卡文迪西實驗室。下午場是任

慶運主任講「歐洲的學會與物理學發展」、文

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李精益副教授講

「物理教皇─費米從羅馬到芝加哥」與綜合

座談。(邱韻如報導) 

 

十二、北京清華大學科學史研討會 
時間：2018年10月27~28日 

地點：北京清華大學 

報導：本次年會由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主辦、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承辦，超過 400位專家學

者出席開幕式。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

長胡化凱主持開幕式。清華大學校長邱勇，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前理事長、國際科技史

與科技哲學聯合會前主席、清華大學科學史

系特聘教授劉鈍，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

長、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孫

小淳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開幕式後舉行了第一次大會報告。國際科

學史研究院常任秘書埃弗西米奧斯·尼古拉

伊戴斯（Efthymios Nicolaidis）圍繞科學史

研究的發展歷程和20世紀國際科學史機構的

變遷，闡釋了科學史在國際層面的聯合和交

流，並展望了21世紀的新發展；並邀請大家

參加2019年9月12~15日在希臘舉行的國際

科學史研究院第一屆大會。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學術年會制度於2017

年正式建立，每年召開一次。本屆年會於10

月27日上午開幕，28日下午閉幕，持續兩天。

會議期間舉行了4場大會報告和包括數學史、

物理學史、天文學史等在內的15場分論壇，

共有超過200名專家學者提交論文報告，是中

國科學技術史領域最大規模的一次年會。下

一屆年會預計在安徽中國科技大學舉行。 

(邱韻如報導) 

 

十三、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苗栗地區探究實作與科普競賽科學營 

時間：2018 年 10 月 27 日-28 日 

地點：苗栗高中 

報導：陸官科普團隊整合科技部計畫、物理

教育學會、智榮基金會及各大學及高中學校

的資源，一起合作辦理苗栗地區「探究實作

與科普闖關競賽科學營」活動，這次更開放

國、高中學生一起參加探究實作競賽活動，

同時培育苗栗高中30餘位科學志工使科學教

育在苗栗地區扎根，也讓苗栗地區師生親自

體驗探究實作與科普探究的樂趣，這次報名

非常踴躍，包含苗栗高中、僑泰高中、卓蘭

高中、竹南國中、公館國中、自強國中、文

林國中等8所學校學生參加，組成共16隊參加

這次競賽活動，師生總人數高達180餘人。活

動內容相當精采，也頗富挑戰性，陸軍官校

也提供學校特色紀念品做為本次競賽獎品，

希望鼓勵各位同學能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努力完成所有闖關以獲取最好的成績。 

  陸軍官校校長陳忠文將軍、苗栗縣鄧桂菊

副縣長、聯合大學侯帝光副校長、苗栗高中

師長及合辦的台東大學林自奮教授、高雄大

學余進忠教授、嘉義大學蘇炯武教授、屏東

大學許華書教授、陸軍官校黃仁偉主任及智

榮基金會張奕昌專員均親自出席開幕典禮。

陳校長致詞表示，陸軍官校將會全力繼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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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物理教育學會並積極鼓勵老師走入校園與

偏鄉，以實質的教育資源支持科學教育推廣

善盡社會責任。苗栗縣鄧副縣長致詞特別感

謝陸官物理系洪偉清教授及各校的科普團隊

的師生，為國內科學教育推廣的努力及積極

培育在地科學人才所付出的辛勞表示感謝，

也希望未來有機會結合地方政府資源，在苗

栗推辦更優質的科學教育活動。黃國峰校長

因故無法出席，特由校長秘書范鴻達老師代

為致詞表示，希望日後能藉由學會與各科普

團隊的合作，讓苗栗地區的師生一起學習成

長，未來希望能推廣至各校並落實於教學現

場，也希望每年皆能爭取合作辦理機會，讓

這種子能生生根發芽到茁壯。洪理事長特別

說明，本次苗栗高中在黃國峰校長親自指導

下，由圖書館主任吳作楫與設備組長朱信河

老師熱情連繫規劃並主動積極爭取辦理苗栗

地區的探究實作科學營，更全力動員鼓勵老

師隨隊參加指導，讓師生都一起體驗探究實

作的歷程，也希望參與的老師能將兩日的硏

習內容轉化日後發展探究實作課程的重要素

材。 

  洪理事長表示，今天的活動也是為推動明

年「2019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的第

一場宣傳活動，希望讓更多高中師生能藉由

親身體驗探究實作的歷程，進而願意報名參

加明年的競賽活動。洪理事長特別介紹，明

年得初試題型將全部改以素養命題作為初賽

的特色，內容將以物理為主但也包含化學、

生物及地科的範圍，結合未來大考考題的發

展方向，讓學生能有機會親自體驗素養命題

的題型並可提供更多素養命題的範例給教學

現場教師運用，並鼓勵參加學生報名一起體

驗與交流。本次活動苗栗高中積極參與，讓

洪理事長爭取到智榮基金會施振榮先生全力

支持，贊助活動所需的所有餐費，讓活動能

更順利的推動，這也是融合學會丶學校與企

業界資源，共同合作投入科學教育札根工作

一個很好的範例。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四、豐原高中舉辦「探究實作教具研發設

計與實作研習營」 

時間：2018 年 11 月 2 日 

地點：豐原高中 

報導：國立豐原高中舉辦「探究實作教具研

發設計與實作研習營」，由豐原高中科學研習

社柯閔耀老師邀請陸軍官校教授兼物理教育

學會理事長洪偉清主講，分享全國探究實作

的歷程與教具設計的方法，並藉實作讓豐原

高中師生共同快樂體驗探究實作。 

  洪理長安排兩種探究實作教具研習，並特

別演示三種科普活動，同學們都很専注地在

時間內完成教具組裝，不斷嘗試各種變因的

影響，非常有研究精神，洪教授也特別鼓勵

豐原高中同學一起來參加明年科技部「2019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希望透過今日

實作課程讓同學更有信心參加有趣的科學探

究競賽。 

  洪理事長最後以迴旋紙飛鏢科普實作，演

示並說明如何利用氣流控制飛鏢飛行，經過

分享要領與基本原理，同學很開心發現瞭解

基本原理後，自己也能控制飛鏢的飛行，讓

同學們發現原來簡單生活物品可以設計很有

趣科學活動，透過實作オ能驗證背後的科學

原理是否正確，也為今日硏習圓滿晝下句點。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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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居仁國中舉辦「中等學校科展指導結

合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師研習營 

時間：2018 年 11 月 4 日 

地點：居仁國中 

報導：今日在臺中市立居仁國中舉辦「中等

學校科展指導結合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師研習

營」，本活動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贊助經費

並由居仁國中蔡明憲老師邀請陸軍官校教授

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與國家教育研

究院蕭儒棠硏究員合作講授「探究實作教材

研發設計暨素養命題與評量」，以提供臺中地

區國丶高中老師可藉由實作體驗探究的歷程，

並進一步引導老師將實作歷程轉化成素養命

題及評量的素材。 

  洪理事長安排五種不同探究實作課程，內

容相當豐富，老師們在過程中都很非常認真

研習並藉由互相觀摩與討論，探究他們發現

的問題及找出解決的方法，最後各組老師分

享實作後發展素養題目與評量方式，每位老

師非常開心地體驗每一項實作，洪教授邀請

老師們鼓勵同學组隊參加即將於11月10~11

日在衛道中學所舉辦的臺中地部國高中探究

實作科學營，希望老師也能親自隨隊指導以

提高學習成效，也能觀摩到更多可發展探究

實作的素材。 

  很多老師藉由今日的有趣深入的實作過程，

發現生活中常見物品竟可也設計如此有趣且

適合探究的課程都感到非常驚呀，對於日後

探究實作更有信心，也透過蕭博士深入淺出

引導實作評量命題，大家感到收獲滿滿，為

硏習圓滿晝下句點。(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六、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台中地區探究實作暨科普闖關競賽 

時間：2018 年 11 月 10 日-11 日 

地點：衛道中學 

報導：陸官科普團隊整合科技部科普計畫、

教育部科教計畫、物理教育學會、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智榮基金會及各大學及衛道高

中學校的資源，一起合作辦理台中地區「科

技部科普活動~探究實作與科普闖關科學營」

活動。有效鏈結包含陸軍官校、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台東大學、東海大學、高雄大學、

嘉義大學、屏東大學等單位共22位科學志工

並同時培育衛道中學共30位高中科學志工，

一起擔任活動小隊輔導員及負責各關的科學

演示的關主。這次活動參加的學校包含衛道

中學、台中一中、弘文中學、台中二中、興

大附中、大甲高工、中科實中、中港高中、

台中高工及協同中學等10校學生組隊報名參

加，共18隊總人數也近200人，競賽過程相當

激烈，讓台中地區的同學一起體驗探究實作

樂趣並學習如何透過分工合作來解決問題完

成所有的競賽項目。 

  陸軍官校校長陳忠文將軍、衛道中學陳秋

敏校長丶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林錦霞課程督學

及合辦的科工館曾瑞蓮研究員、台東大學林

自奮教授、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嘉義大學

蘇炯武教授、屏東大學許慈方教授、東海大

學黃家逸教授、陸軍官校黃仁偉主任均親自

出席開幕典禮。陳忠文校長致詞表示，陸軍

官校全力支持物理教育學會並積極鼓勵師生

為國內科學教育推廣繼續努力，同時也為精

要的介紹陸軍官校辦學特色為軍校招生做一

次很好的宣傳，希望吸引更多優秀的高中學

子參加國軍的行列，為自己開創出不一樣的

發展旅程。衛道中學陳秋敏校長致詞特別感

謝陸官物理系洪偉清教授及所有科普團隊，

帶來非常豐富的教育資源嘉惠臺中地區學子

表示感謝。洪理事長致詞表示，本次活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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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敏校長支持下，由教務處孫立仁主任及

設備組劉興鴻組長代表學校主動爭取辦理在

衛道中學辦理台中地區探究實作科學營，才

讓台中地區師生能一起體驗探究實作歷程的

機會，更感謝所有科普團隊全力相挺，讓國

內科學教育推廣能量能源源不斷，藉資源的

整合成功地一起合作辦理全國巡迴科普活動，

也為明年「2019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

做有效宣傳，鼓勵台中學子踴躍報名參加。 

  這次活動共安排三種探究實作及30種科普

闖關活動，所有教授親自解說各關的原理與

活動設計，藉由演示讓科學志工能在最短的

時間內理解各關原理並逐一驗收，以確認每

一位志工講述的是正確科學知識。經過培訓

後志工們都覺得收穫滿滿且更有自信，在活

動中都能完整的演示與說明活動內容與原理，

更能成功地效吸引學員聽完解說後都想趕快

自己實作體驗。各小隊在時間有限條件下，

也都卯足全力努力不懈地完成所有關卡，也

完成學習心得報告與大家分享，每位學員都

非常積極，希望獲得佳績爭取由陸軍官校提

供學校特色獎品及物理教育學會獎狀，兩日

的活動在大家熱情的參與下，讓台中地區第

一場國高中探究實作科學營畫下圓滿句點。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七、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興夢想「遨   

      遊科學.擁抱世界」 

時間：2018 年 11 月 16 日-17 日 

地點：嘉義和興國小 

報導：「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興夢想」

科學闖關活動，由陸軍官校教授兼物理教育

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邀請嘉義大學丶中

正大學丶高雄大學科普團隊丶嘉義市天文協

會等單位與和興國小合作，結合和興國小22

週年校慶以「遨遊科學.擁抱世界」為主題，

提供親子一起參加科普闖關活動來慶祝學校

生日，吸引全校師生及家長熱情參加，為嘉

義地區親子提供一有趣難忘具有特色的科普

校慶活動。 

  和興國小王姿勻校長在校慶開幕典禮致詞

特別感謝陸軍官校洪教授整合嘉義大學丶中

正大學丶高雄大學及嘉義市天文協會志工群

資源帶來教育資源，並協助培育和興國小科

學小志工，一起為嘉義學子科學教育扎根努

力表示感謝。 

  洪理事長表示，王校長在今年3月份因親自

體驗物理教育學會與陸官合作的科普活動，

發現課程不但有趣且富含科學教育意義且適

合作為課堂素材，特地向洪理事長積極爭取

結合校慶主題-創意科學興夢想「遨遊科學擁

抱世界」為學校辦一次不同生日派對。 

  合辦單位的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丶嘉義大

學蘇炯武教授丶中正大學梁贊全教授等均帶

領各校科學志工一同協助培訓嘉義市天文協

會志工與和興國小科學小志工，成功地讓地

區大學資源一起投入科學教育推廣，也讓兩

日的活動在歡樂中圓滿成功落幕。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八、數位化科學實驗研討會--物理課綱教

具實做與量測 

日期：2018年11月17日(六) 

地點：東吳大學第一教研大樓源流講堂 

報導：邁入第7年的「數位化科學實驗研討會」，

107年11月17日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在第

一教研大樓「源流講堂」熱鬧開場。過去的

幾年間所累積的經驗與人氣，讓物理學系的

數位化科學實驗工作坊儼然已成為高中教師

必須參與的重要活動之一。不論南北、大家



物理教學活動報導 

 

 - 76 -

齊結在一堂，動腦動手實做，學習新方法，

分享新資訊。 

  有別於以往，此次活動從講演、工作坊，

均由物理系出動教師、助教與學生形成一個

個團隊，針對實驗項目，從選材、製作、測

試不斷進行，耗費兩、三個月的時間完成各

類材料包。70餘人參與的活動，節奏緊湊，

時而笑聲不斷，時而驚呼連連，時而搔頭苦

思，時而振筆埋首，場面熱鬧。 

  吸引高中老師慕名而來的分別有陳秋民老

師講座及演示的主題「漫談電磁波」，梅長生

老師的「超音波無創手術94狂-物理在醫學的

創新應用」，電磁波的議題一直具有爭議，其

對人類健康是否有顯著危害？在使用相關的

科技產品時又應如何防範？陳秋民老師透過

生動的科教活動形式讓老師們及學生認識電

磁波的相關科學原理，進而有機會養成科技

判斷能力，除了用科學角度揭開電磁波面紗

外，也透過科學儀器現場量測，發現原來環

境中原本即充滿不同來源之電磁波，民眾無

需擔心。 

  說是研討會，其實「實作工作坊」才是重

頭戲。工作坊有張有毅老師「使用arduion 打

造自己的實驗範例：自製微波實驗」、齊祖康

老師的「指尖陀螺怎麼轉？勞侖茲力的定量

分析」、東吳物理系教學研發中心的「雙珠競

走」，另外1場何佩芸老師：「利用無線模組自

製簡易向心力」。配合108課綱物理課程進行

相關教具實做與量測，邀請國內中小學老師

集結一堂，共同分享其專業的教學模式與教

學方法，同時提供與會老師可以實際實作教

學教案，在實際的量測與分析中，強化探究

與實作的課程設計理念，並提供老師不同的

創意和思維。 

  東吳大學研發中心團隊精心設計的教具，

利用不同材質的材料，經由不斷的實作與測

試方才確定，透過動手組裝，得到許多迴響，

活動最後綜合座談，與會教師切磋教學上的

得失，補充教學能量，透過交流，經驗分享，

提升教學效益。研討會一整天，內容圓滿豐

富；許多老師們對活動的肯定與支持，讓我

們堅持努力往前。(蔡沛霖報導)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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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網址: http://aset2018.ndhu.edu.tw/ 

報導：一年一度的東亞科學教育界學術盛事

-2018東亞科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科學

教育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於11月29日-12

月2日在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圓滿閉幕。來

自15個國家，總共近400位學者與會，發表近

300篇論文，超越上屆會議，出席人數相當踴

躍。 

  東亞科學教育學會主要由中華民國、日本、

韓國、大陸、香港等5個國家或地區組成，本

屆國際研討會由東華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承

辦。與會者除上述5個地區，更擴展到印尼、

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甚至部分來自美

國、加拿大、芬蘭、瑞典、紐西蘭與澳洲等

地區。趙涵㨗校長在開幕典禮以地主身分歡

迎各國與會學者，並介紹東華大學的優美校

園與卓越表現。 

  研討會除論文發表外，並邀請5位國際知名

科學教育學者擔任專題講座，包括香港教育

大學的鄭美紅教授、日本靜岡大學的熊野善

介教授、韓國釜山大學的南貞姬教授、大陸

陜西師範大學的胡衛平教授，及臺灣師範大

學的邱美虹教授。12月2日於遠雄悅來飯店舉

行晚宴，由東華大學副校長徐輝明教授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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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林信鋒教授主持。邀請花蓮高農原住民

舞蹈社和東華附小扯鈴隊表演，獲得與會人

士一致讚賞。席間並由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

會理事主席頒發終身成就獎，由陳鏡潭校長

與施河校長得獎者，氣氛溫馨熱絡，賓主盡

歡。 

    東亞科學教育學會主席鄭美紅教授與中

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理事主席盧玉玲教授，

對大會的安排以及工作人員的投入極為推崇，

並對主辦單位東華大學表示由衷感謝之意。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二十、桃園地區探究實作暨科普闖關競賽營 

時間：2018 年 12 月 8 日-9 日 

地點：大園國際高中 

報導：陸軍官校教授兼任物理教育學會理事

長洪偉清帶的陸官科普團隊並整合科技部科

普計畫、教育部科教計畫、物理教育學會、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臺東大學丶屏東大學

丶高雄大學及萬能科技大學及大園國際高中

的資源，一起合作辦理首次桃園地區「科技

部科普活動~探究實作與科普闖關科學營」

活動。有效鏈結包含陸軍官校、屏東大學及

大園國際高中科學志工共30位，一起擔任活

動小隊輔導員及負責各關的科學演示的關主，

有效提高活動品質也促進大學與高中端的實

質學術交流，提供桃園地區國高學生一次深

度有趣的科學探究活動。 

  本次活動陸軍官校黃仁偉主任、臺東大學

林自奮主任丶萬能科技大學周鑑恆教授丶屏

東大學邱裕煌教授及大園國際高朱元隆校長

均親自出席開幕。朱元隆校長在開幕致詞，

鼓勵同學一定要發揮團隊精神，一起體驗探

究實作樂趣並學習解決問題，合作完成所有

的競賽項目。也特別感謝陸官物理系洪偉清

教授及所有科普團隊，將豐富的教育資源帶

來桃園地區，提供學子難得的探究實作體

驗。      

  洪理事長致詞表示，本次活動在朱校長積

極爭取下，一起合作辦理桃園地區探究實作

科學營，讓桃園地區師生能一起體驗探究實

作歷程，也藉此強力為「2019全國高中物理

探究實作競賽亅活動大力宣傳，希望同學藉

今日體驗後能更有信心踴躍報名今年參加比

賽。也感謝所有科普團隊全力支持，讓科學

教育推廣能在各地扎根。 

  這次活動除安排靜電產生器實作丶磁浮筆

及磁鐵彈簧及30種科普闖關，活動內容含概

聲丶光丶熱丶カ丶電與磁及電磁波，皆為生

活常見事物所設計而成，藉由教授都親自解

說讓志工在最短的時間內理解原理與學會實

作。志工在培訓後不但更有自信且在活動中

都能完整的演示與說明活動內容與原理，也

成功地效吸引學員的目光。各小隊在時間有

限條件下，卯足全力努力不懈地完成所有關

卡，希望能獲得最好的成績，爭取陸軍官校

所提供特色獎品，兩日的活動在大家熱情的

參與下，讓桃園地區第一場國高中探究實作

科學營畫下圓滿句點。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廿一、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        

夏--創意科學實作闖關 

時間：2018 年 12 月 14 日-15 日 

地點：宏仁國中 

報導： 物理教育學會為有效將科學教育向下

札根，本次特地結合陸官申請的科技部科普

活動計劃及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的資源，合

作在南投地區辦三場全縣國中丶小科學營，

第一場連續兩日(12/14-15)在南投宏仁國中



物理教學活動報導 

 

 - 78 -

舉辦「創意科學實作闖關」活動，由陸軍官

校教授兼學會理事長洪偉清邀請學會科普團

隊，包含陸官黃仁偉教授、高雄大學余進忠

教授及科教館等多位科教團隊老師，皆親自

授課培訓宏仁國中科學志工，讓科學種子在

地生根。 

  本次活動家長反應熱烈，開放報名幾乎秒

殺，近百所國小六百餘人報名，讓科普團隊

及合作辦理的宏仁國中李孟桂校長丶竹山國

中李志慶校長及南崗國中陳國俊校長都非常

感動，表示南投地區的家長對科學教育的重

視。 

  李孟桂校長開幕特別感謝洪理事再度將學

會及科教館資源帶來南投，有機會讓國中學

子可由教授群親自示範教學來擔任關主，也

同時引發學子學習科學的樂趣，更重要讓孩

子開始對生活事物有感覺，也讓南投科學教

育能能在地向下札根。 

  洪理事長表示，本次由於反應非常熱烈，

一開放報名即有高達630位學童報名，馬上就

截止報名，因此未來將希望能提供更多埸次

讓南投更多學子可一起來參加，藉此讓科學

推廣向下札根，有效提升科技部科普活動成

效及吸引家長的重視，也帶動南投地區科普

活動的熱潮。(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廿二、2018 生活智慧~乘雲駕物~全國雲教       

授創意教材設計競賽 

時間：2018 年 12 月 22 日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報導：今日(12/22)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

辦第一屆「2018生活智慧~乘雲駕物~全國雲

教授創意教材設計競賽」總決賽，本活動由

科技部科普活動計畫主持人陸軍官校物理系

教授兼任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整合

陸軍軍官學校、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財

團法人宏碁基金會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等

單位資源共同合作辦理本次活動，同時也開

放民眾可一起觀摩參加活動，有效提升推廣

成效。 

  陸軍官校陳建義校長也親自出席，開幕致

詞特別肯定物理系洪偉清科普團隊師生為國

內資訊與科學教育推廣所做的努力，也感謝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大力的支持，提供很好

的場地讓活動能順利推動，更再次強調陸軍

官校將會繼續大力支持本校師生為國內教育

推廣而努力以盡軍校的社會責任，也預祝今

日所有晉級選手都能獲得佳績。    

  宏碁公司總監劉仲虎先生也代表宏碁出席，

特別分享本次活動在洪理事長積極爭取下，

獲得宏碁基金會施振榮董事長全力的支持，

希望透過本次競賽活動讓更多師生學會運用

雲端技術改善生活或培養學生將資訊力融入

實作探究過程，也希望藉由本活動的拋磚引

玉希望更多企業可一起投入資訊科學教育，

提高國人未來的競爭力。 

  洪理事致詞說明，本次雲教授競賽的獎金

均由施振榮董事長個人贊助並由宏碁基金會

提供競賽所需雲教授主機，只要參賽隊仍完

成教材實作並參與成果發表即可獲贈雲教授

一台，讓這些團隊能繼續研發創造更多的有

用的範例，因此吸引45個隊伍共有140餘人報

名參加，經過初賽計畫書審查有27隊晉級，

經過兩個月的創意教材實作競賽，最後僅有

17隊順利在如此短的期限內完成教材設計並

參加今日決賽分享自己的研發成果。 

  本次活動內容相當有趣，有團隊利用腦波

雲端控制模組做控制車輛運動、也有結合學

校灑水系統設計成智慧開心農場、還有開發

智能垃圾桶讓垃圾分類能更有效率，這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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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創意設計未來皆可能透過進一步改良，

而能成為可用於改善生活品質及提高生活便

利的設計。參加的競賽的師生都覺得此活動

相當挑戰性且非常有意義，他們共同的體驗

是「唯有透過實作才能真正瞭解資訊雲的控

制與運用」，雖有很多的困難，但也有無限的

可能，一個想法最後能克服各種問題而能將

其實現，這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雖是初

步的成果，但也引發他們未來將會投入繼續

研發的意願。(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廿三、2018 全國科普教具創意設計競賽 

時間：2018 年 12 月 23 日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報導：今日(12/23)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

辦第一屆「2018全國科普教具創意設計競賽」

總決賽，本活動由陸官物理系教授兼任物理

教學學會洪偉清理事長，鏈結科技部科普活

動計畫、陸軍官校、物理教育學會及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等單位資源共同合作辦理，本

次順利晉級參加決賽團隊計有來自45所學校

高達53隊，每個團隊的作品都相當有創意，

有很多的作品不但結合生活物品製作上也簡

單易做也非常有趣，讓科學教育學習注入更

多樂趣與想像空間，現場也開放參賽隊伍可

互相觀摩交流，也開最佳推廣獎票選活動，

透過互相交流也讓每位參加者也獲得更多想

法與動力，覺得參加本次相當有意義也相當

值回票價，更希望明年陸軍官校能爭取經費

繼續推辦這個競賽，他們一定還要來參加一

起為國內的科學教育活化一起努力。 

  今日活動出席貴賓包含陸軍官校陳建義校

長、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科工

館副館長吳佩修及科普計劃總召集人成功大

學李旺龍教授都親自出席，更邀請國內多位

專家擔任評審工作。李旺龍教授在開幕致詞

特別表示陸軍官校洪偉清科普團隊，在科技

部經費補助有限的條件下，仍努力整合各單

位的資源在各地辦理大型的推廣活動，且不

斷創新推廣方式，這次以競賽方式有效激發

老師與學生願意投入探究實作教具設計工作，

活動的成果透過網路快速分享給全國老師，

科技部科普活動計劃能達到最大效益，也實

質提供更多科學教育探究實作新的素材與範

例。 

  經過一天的競賽，適用於國中、國小或一

般民眾的教具設計組，分別由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科教組所設計的電磁鞦韆、臺北市立

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所設計的LED混光模

組課程及安順國中所設計的創新多功能三原

色LED光學教具組，分別榮獲前三名，小熊

貓教具團隊所設計的霍爾微磁浮、南科國際

實驗中學所設計的具有多功能教具的資料夾、

建國中學所設計的法拉第電磁感應尬冷次渦

電流，分別榮獲創意獎、設計獎及推廣獎。

適用於高中及大學的組別，則由臺南市佳興

國中所設計的無限傳電轉不停陀螺、東海大

學設計的分辨光子能量及光照度之簡易演示

及國立高雄大學所設計的普朗克常數量測榮

獲前三名，國立高雄大學所設計的繩波實驗、

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中所設計的藝數練習曲

及台南市後甲國中設計的妙用無窮的洋菜活

塞分別榮獲創意獎、設計獎及推廣獎。這些

獲獎的單位將受邀出席2019全國動手做物理

教學研討會於大會上接受表揚並參加科普嘉

年華分享研究成果，讓全國更多的教師可一

起觀摩與學習。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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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預告 

一、2019臺灣物理年會 
時間：2019年1月23~25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 

簡介：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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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將由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物理系與台灣物理學會共同舉辦。歡迎

所有研究領域相關的口頭或壁報論文成果報

告發表。今年除了壁報論文競賽，還新增了

口頭發表論文競賽，歡迎踴躍投稿。 

(官網資料) 

 

二、2019動手做研討會 
時間：2019年1月25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 

簡介：「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會」係期盼為

深耕我國物理科學基礎教育盡一份心力，本

會著重在培訓基本國教之教師設計物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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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會訂於108年1

月25日（五）假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辦理。

預計於12月11月開放報名，名額有限，報名

從速。報名網址：https://goo.gl/hkPk4v  

(官網資料) 

 

三、張昭鼎紀念研討會 
時間：2019年4月27日 

地點：中研院原分所一樓浦大邦講堂 (台大

校園內) 

簡介：本屆張昭鼎研討會的主題是「108課

綱初登場：科學素養導向的理想與實際」，

將透過邀請教育界各方意見領袖，來為大家

談談課綱的理想面、實際的法規面、實際學

校行政配合面、實際教師的施教面，等等面

向來探討，嘗試勾勒出未來臺灣十年的高中

職與中小學教育的輪廓，使大家更瞭解108

課綱到底是怎麼回事，協助大家儘早適應108

課綱，也或者讓大家儘早提供建言，讓108

課綱的走向更穩健平順。希望此次研討會能

對此攸關臺灣未來人才與公民的培養，提供

一些好的意見，也希望108課綱實施後，大家

都堅守理想而能克竟其功。 

(紀延平提供) 

 

四、物理史研討會 
時間：2019年5月11~12日 

地點：渭南師範學院 

簡介：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物理學史專業委

員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學術年會，2019年5月

11~12日將在渭南師範學院召開，5月10日為

報到日。渭南距離西安很近，搭動車僅需半

小時的車程。會議主題：新時代物理學史及

物理教育史研究的使命與責任，包括六項子

題(1)物理學史與物理教育研究 (2)中國古代

物理學史研究(3)中國近現代物理學史研究(4) 

西方物理學史研究(5)物理學史人物研究與

物理科普(6)與物理學史相關的問題研究。投

稿摘要截止日期：2019/3/15。報名網址：

https://mp.weixin.qq.com/s/S51jgKXPyqZXjF

pqcUGmqA  (邱韻如提供) 

 

五、第十四屆海峽兩岸高等學校物理演示實

驗教學研討會 

時間：2019年7月12-14日 

地點：哈爾濱工程大學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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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為促進海峽兩岸高等學校物理演示實

驗教學改革與技術創新，拓展演示實驗教學

功能，發展學生核心素養，全面提升學生科

學素質，本次會議由高等學校物理演示實驗

教學研究會主辦，哈爾濱工程大學理學院承

辦，7/12報到，13-14開會。總結兩年來各高

校物理演示實驗教學成果和經驗，研討物理

演示實驗教學、實驗室建設及管理與有效利

用、實驗儀器開發與使用等問題，促進演示

實驗過程中新技術、新材料的應用，增進校

際物理演示實驗方面的交流。（研討會第一

輪通知） 

 

六、2019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19年8月22-24日 

地點：嘉義大學 

簡介：2019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將於108年8月

22日至24日假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內舉行，

本次物理教育聯合會議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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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平行會議為主軸，包

含大會邀請演講、實作工作坊及學術論文發

表等，今年探究與實作與相關教材教具、課

程設計與課程評量等仍是物理教育熱門議題，

精彩可期，歡迎全國物理科學教育各級教師

與同好踴躍報名參加 (蘇炯武提供)。 

 

七、2020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20年8月20-22日 

地點：淡江大學 

 

八、2021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21年8月 
地點：屏東大學 

九、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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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教育研討會(註) 

 日期：2019/7/1~5  

 地點：Budapest, Hungary 

 https://girep2019.hu/ 

Mendeleev 150 (週期表一百五十週年) 
 全名：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riodic Table endorsed by IUPAC  

 日期：26 Jul 2019 - 28 Jul 2019 

 地點：Saint Petersburg, Russia 

 Topics: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http://mendeleev150.ifm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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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ra2019.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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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I 2019（動手做研討會） 

 全名：The 13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The 1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nds-on Science  

 日期：2019/9/2~6 

 地點：Kharkiv, Ukraine (烏克蘭)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摘要 deadline 2019/5/31  

 www.hsci.info/hsci2019 

國際科學史研究院第一屆大會 

 全名：1s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日期：2019/9/12~15 

 地點：Athens, Greece 

 主題：不同文化與文明中的科學。 

 Deadline for stand-alone papers 

submission: February 28, 2019 

 網址：http://ciahs.hpdst.gr/ 

AAPT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 

 2019 Winter Meeting, January 12-15 

(Houston, Texas) 

 2019 Summer Meeting, July 20-24 (Utah 

Valley Convention Center, Provo, Utah) 

 2020 Winter Meeting, January 18-21 

(Caribe Royale Hotel, Orlando, Florida) 

 2020 Summer Meeting, July 18-22 

(Amway Grand Plaza Hotel, Grand 

Rapids, Michigan) 

 2021 Winter Meeting, January 9-13 

(Hilton Portland Downtown) 

 2021 Summer Meeting, July 31-August 4 

(Grand Hyatt,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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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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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2018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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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至12月 

審議通過事項： 

1. 完成第 30 屆理監事改選並完成呈報內政

部作業。 

2. 順利完成 2018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完成

各委員會諮詢委員聘任作業、通過第三十

屆物理教育學會秘書長、副祕書長、財務

長、助理續聘審查事宜。 

3. 邀請科教館丶科博館及科工館及高雄大

學與學會簽屬合作協定書，加入中華民國

物理教育推動聯盟。 

4. 2018 年物理教育學刊結合於 8 月聯合會

議完成出刊印製 250 本。 

5. 推辦全國探究實作高中科學營、科普創意

教具、雲教授創意教材、偏鄉科普、全民

科普推廣活動、教師研習，共計 65 場，

吸引共計 11000 餘人參加，近 45 餘篇新

聞報導。 

 

 

107年物理教育學會會員招募成果 

1. 永久會員：16 位（107 年新增 4 員） 

2. 團體會員：4 個單位（107 新增 2 單位） 

3. 普通會員：175 員 

4. 預備會員：55 員 

合計：230 員 

 

 

 

 

第30屆理監事與諮詢委員 

常務理事： 

理事長 陸軍官校物理系 洪偉清教授 

副理事長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 朱慶琪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物理系 余進忠教授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邱韻如教授 

高雄市高雄中學 盧政良老師 

 

理事： 

桃園市大園國際高中 朱元隆校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 吳仲卿教授 

臺南市臺南二中 吳隆枝老師 

國立台東大學科教中心主任 林自奮教授 

萬能科技大學航太學系 周鑑恆教授 

基隆市基隆女中 張仁壽老師 

臺中市臺中一中 張宇靖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陳育霖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傅祖怡教授 

逢甲大學物理教學研究中心 楊嘉會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 葉旺奇教授 

國家教育研究院 蕭儒棠助理研究員 

高雄市陽明國中自然科 謝甫宜老師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 羅光耀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物理學系 蘇炯武教授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蘇萬生博士 

 

常務監事： 

逢甲大學光電學系 林泰生教授 

 

監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院長 洪連輝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系 孫允武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 許瑞榮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郭啟東校長 

（以上依姓氏筆劃數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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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行政團隊： 

秘書長 陸軍官校物理系主任 黃仁偉教授 

副秘書長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兵器系統中心 

鍾 賢 主任 

財務長 陸軍官校物理系 林建宏教授 

助理 陸軍官校物理系 蘇文吉助教 

 

諮詢委員：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陳雪玉館長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孫維新館長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陳訓祥館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何明宗教授 

國立高雄空中大學 劉嘉茹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賈至達教授 

東吳大學 陳秋民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周建和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黃福坤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林敏聰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戴明鳳教授 

輔仁大學 林更青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何孟書教授 

正修科大 蔡政男教授 

東海大學 王昌仁教授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鍾  賢主任 

輔仁大學 張敏娟教授 

中央研究院 曾耀寰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張慧貞教授 

臺中市臺中一中 蔡沛霖老師 

臺北市麗山高中 吳明德老師 

臺南市臺南一中何興中老師 

嘉義縣協同高中 何世明老師 

高雄市前鎮高中 林百鴻老師 

國立東華大學 曾賢德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徐鏞元教授 

陸軍官校 黃仁偉教授 

臺南市佳興國中 陳坤龍老師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 謝迺岳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許華書教授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曾瑞蓮研究員 

嘉義市嘉義高工 賴彥良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駱芳鈺教授 

東海大學 黃家逸教授 

 

 

108年重要會務推辦工作規劃 

 1 月：需通過 108 年工作計畫、預算規劃、

107 年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報告審議，並

完成內政部核備作業；完成 2019 聯合會

議籌備規劃、發行 107 年物理教育學刊

秋季刊、推辦 2019 物理動手做教學研討

會。 

 3 月：需完成年物理教育獎獲獎個人甄選

委員推薦、2020 聯合會議場地規劃報告

（淡江大學物理系）、榮譽會員推薦、召

開 2019 全國高中探究實作試務委員會。 

 4 月：辦理 2019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

初試、辦理 2019 全國物理素養導向出題

教師研習。 

 5 月：全國大專暨高中青年物理辯論。 

 6 月：審議 108 年物理教育貢獻獎獲獎個

人及團體獎項。 

 8 月：發行 108 年物理教育學刊春季刊、

2019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全國高中探究

實作競賽決賽、頒發 108 年物理教育獎。 

 10 月：2020 物理動手做教學研討會籌備

委會。 

 12 月：2020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籌備

委會、科普教具設計競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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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月：科普教育推廣活動規劃 120 場，

計可吸引 20000 餘民眾參加活動，並結

合科普推動委員會、陸官科普團隊、曾

瑞蓮科工館科教團隊、東華大學曾賢德

科普團隊、台東大學林自奮科普團隊、

萬能科大周鑑恆教授、臺南市佳興國民

中學陳坤龍老師、嘉義大學蘇炯武教授、

屏東大學許華書教授、高雄大學余進忠

教授等共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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