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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學活動 

壹、2019年下半年活動報導 
一、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實作志工培訓暨

科學營 
時間：2019 年 7 月 28-29 日 
地點：臺中地區中正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

洪偉清，鏈結東海大學黃家逸科學志工團隊

及在地社區科學志工共 15 位志工，吸引百餘

學子踴躍報名參加，提供臺中海線地區學子

一個有趣的暑假營隊。 
    中正國小洪秀菊校長開幕時感謝洪理事

長多年帶領科普團隊蒞辦理科學營嘉惠學子，

期勉孩子深入瞭解每一關設計原理，讓暑假

更豐富有趣。本次因員額有限，一開放立即

額滿，表示此活動頗受家長及孩子們喜愛。 
    今日課程共 13 關，有多關設計都結合在

地「風」的特色，包含飛行世界、迴旋滑翔

機、空中陀螺及吹吹來電等，其中吹吹來電，

利用吹動馬達上的風扇來產生電能點亮各種

顏色的 LED 燈，並讓孩子們尋找正確 LED
接腳與電源正負極接通方式，同時依序找出

各顏色所需功率大小，讓學員瞭解風力發電

的基本原理。 
    洪理事長表示，今年的志工培訓除結合

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劃人力，也召募社

區高中學子一起培訓，讓在地青年學子也有

機會參加社區科普志工服務的機會，同時有

效提升科普推廣的能量。 
 
二、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社區科學營 

日期：2019年7月27日至8月2日 
地點：梧棲中正國小、大德國小及清水大楊 
      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於 7/27 至 8/2 為

期一週，分別在梧棲中正國小、大德國小及

清水大楊國小舉辦 6 場次「科技部科普活動

~創意科學 FUN 一夏社區科學營」，結合東

海大學黃家逸教授科技部火車頭計劃志工一

起合作，共吸引近 10 所小學近四百人報名參

加活動。 
    這三校為臺中海線地區的推廣基地學校，

已連續八年到各校辦理科學營，巳成為各校

暑假熱門活動之一，家長很重視這個活動，

一公佈報名資訊，很快就額滿。學校也相當

重視，各校校長都親自出席，並動員學校資

源協助辦理，讓每年活動都非常順利推辦，

提供優質場地讓臨近學校的孩子能一起參加

營隊。 
    今日(7/31)活動在梧棲大德國小辦理，劉

瑞祥校長親自出席，開幕時特別感謝陸軍官

校洪偉清教授團隊，不辭辛勞為海線學子每

年安排精彩的科學實作營隊，讓孩子在暑假

中有學習科學知識的機會，也鼓勵同學未來

返校擔任科學志工，期望學子用創意將日常

物品設計有趣、好玩的科學玩具。  
 
三、科技部科普活動 ~科學志工培訓暨創意 
    實作科學營 
日期：2019年8月5-6日  
地點：竹南國中 
報導：由陸官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

偉清、陸官黃仁偉、臺東大學林自奮等多位

教授結合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竹南鎮公所

與竹南國中，合作辦理首屆竹南國中科學營，

吸引 45 志工，共計 130 學生報名參加本次

活動。 
    洪理事長表示，竹南國中郭芳江校長主

動爭取，希望藉由學會科普團隊的能量與經

驗，在竹南國中推動長期科學探究實作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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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學校特色活動，提供社區孩子快樂學習

科學的優質課程。 
    郭校長一年前帶領竹南國中學子參加苗

栗高中舉辦的探究實作營隊，全程參與觀課

一起實作，學生的回饋，讓郭校長覺得此活

動值得投入經營，主動邀請洪理事長明年到

竹南，如此熱情邀請，洪理事當然全力支持，

今年暑假順利促成讓活動在竹南國中誕生。

鏈結竹南高中、竹南國中擔任關主及隊輔，

並開放竹南地區國小學生參加科學闖關活動。 
    郭校長獲得家長會支持、積極爭取鎮公

所資源，開幕時鎮公所劉耘圻課長代表鎮長

出席表示，未來將繼續支持這活動在竹南國

中辦理，也感謝教授讓活動順利推動，讓科

學教育推廣能在地生根，讓竹南孩子一起享

受有趣快樂的暑假科學營活動。 
 
四、科技部第二屆「2019 全國高中物理探 
    究實作競賽一辯論決賽」 
時間：2019 年 8 月 17-18 日  
地點：陸軍官校 
報導：第二屆「2019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

競賽一辯論決賽」，今年共80隊425位師生，

由265個隊組脫穎而出晉級參加決賽，每一隊

選手都卯足全力的介紹自已研究成果及專注

尋找對手不足處，提出討論，競爭非常激烈，

需三埸連續優勝オ能榮獲金獎殊榮相當不容

易。 
    陸軍官校科技計畫主持人，也是物理教

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表示，這活動由報名初

賽至決賽共歷時近 9 個多月，是一個相當漫

長的競賽活動，選手從素養題型測驗初賽、

實作方式複賽至辯論方式決賽，每一個過程

及設計，都在培養學生基本的科學素養、引

發學習動機為目的。 
    洪理事長表示，這是專為高中學生設計

活動，也是提供年青學子學習以科學方法探

究事物的歷程，更是訓練科學表達與學術交

流很好的舞台，透過競賽活動來激發年青學

子投入科學研究的興趣。 
    今日高雄的滂沱大雨，卻沒有阻礙年青

學子到陸軍官校參加決賽的熱情與決心，來

自全國超過 34 所高中、包會來自澎湖馬公高

中、宜蘭蘭陽女中的學子都準時出席，也有

來自 30 餘所的大專院校、高中老師，共 45
位評審也都風雨無阻準時出席，大會也在洪

理事長的掌控下準時比賽。就如同高雄大學

余進忠教授在開幕勉勵同學:「今日雨這麼大，

你我為什麼還會來到這裏?因為"責任"，我們

都允諾大會會出席，所以我們克服困難準時

出席，讓活動能順利推動，各位同學"責仼"
是決定您未來是否有成就很重要關鍵因素。」 
    今日開幕典禮陸軍官校大學部許綜升主

任也代表陸軍官校陳建義校長歡迎所有蒞校

的師生，許主任表示陳校長非常支持這個活

動，學校會全力提供各項資源，協助國內科

學教育推廣，也鼓勵年青學對軍事學校也興

趣的同學，有機會可陸軍官校列入未來求學

的選擇。 
    在閉幕時，洪理事也特地感謝高雄大學

余進忠教授\屏東大學許華書主任及科工館

曾瑞蓮科教團隊等單位鼎力相助下活動能順

利進行。兩校也派 24 位志工來協助支援競賽

場地工作人員，其中高雄大學也透過余進忠

協助申請，更提供高雄大學學校宿舍，來解

決遠地學生住宿問題，更主動支援 10 餘趟高

鐵至官校往返接駁車輛，因為有各校資源投

入及各校老師的協助，讓「2019 全國高中探

究實作競賽」歷經 9 個月漫長時間，確能按

步就班的逐一推動。 
    在今年即將完成之際，洪理事長也正式

宣布明日第三屆，將於 9 月正式啟動歡迎更

多學子報名參加，兩日競賽活動也在豐盛閉

幕餐會與愉悅的歡笑聲中圓滿完成。 
 
五、2019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19 年 8 月 22 日-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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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國立嘉義大學 
報導：連續三日(8/22~8/24)在嘉義大學舉辦

「2019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由物理教

育學會、嘉義大學及物理學科中心共同合作

辦理，今年吸引近三百人位國、高中及大學

師生報名參加，為年度物理教育活動中最重

要的盛會。開幕典禮嘉大艾群校長及理工學

院章定遠院長、臺中一中陳木柱校長、教育

部國教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課程及教學科陳

東營科長、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都親

自到會埸，表示對此會的重視。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彭富源署長也

特地出席壁報論文競賽埸次，隨評審仔細逐

一聽取每一位參賽師生的報告，彭署長非常

肯定本活動的意義，也希望能透過教育部與

物理教育學會的合作能提供更優質資源，吸

引更多的教師共同參與分享成果以達優化教

學的目的。 
    今年閉幕典禮也特地舉行物理教育推動

聯盟簽約儀程，洪偉清理事長本次也邀請到

ACER 前總裁兼智榮基金會施振榮董事長、

嘉義大學艾校長、嘉華高中陳俊搩校長、嘉

義國中陳仁輝校長布袋國中吳敏男校長、南

新國小莊政道校長、大同國小周濟仁校長、

和興國小王姿勻校長代表 8 個單位與物理教

育學會洪理事共同簽署加入聯盟，這是第一

次企業家基金會參加聯盟、也是首次邀請國

中\國小一起加入聯盟，讓國內科學教育推廣

有更寬廣的平臺。 
    今年全國高中探究實作競賽獎金均由施

振榮董事長贊助，今日還親自蒞臨頒獎給予

年青學子最大鼓勵，為推廣科學教育不遺餘

力，令與會師生相當感動。而今年由嘉義大

學電子物理系蘇炯武教授承辦，適逢嘉大百

年校慶，一同為物理教育扎根更顯光榮與價

值。(蘇炯武報導) 
 
六、全國高中鑑識暨探究實作科學營 
時間：2019 年 8 月 26-27 日 

地點：陸軍官校 
報導：連續兩天(8/26~8/27)在陸軍官校舉辦

17 屆「全國高中鑑識暨探究實作科學營」，

共吸引來自 42 校共 166 員師生參加，報名

非常踴躍。科技部科普計劃主持人陸軍官校

物理系兼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今年

同時邀請陸軍官校、空軍官校及海軍官校，

遴選三軍官校學生擔仼科學志工，有效提升

軍校正面形象，提供軍校生訓練規劃與表達

能力的機會。 
    今年鑑識實作課程安排李昌鈺博士物證

科學教育基金會謝松善副執行長及臺為警察

專科學校曾春僑副教授主課，課程包含物理、

化學及生物鑑識科學概論，同時也安排指紋

採證、靜電足跡採集及多波域光源物件判讀

等三種鑑識實作課作，讓同學透過理論與實

作，引導學生進入鑑識科學大門。 
    今年探究實作課程共選擇國際青年物理

辯論(lYPT)題目中的 15 題，洪理事長利用兩

年來舉辦全國高中物理探作實作競賽所硏發

的教材包作為實作競賽素材，透過仿真賽讓

同學能體驗全國探究實作競賽，另科普闖關

由陸軍官校、臺東大學、高雄大學、屏東大

學及科工館共同合作設計 20 關，內容精采豐

富，各小隊需充分發揮團隊精神在時間內做

妥善人力分配，同時進行探究實作與科普闖

關，學員各各全力以付，競爭非常激烈。 
    今日開幕陸官許綜升部主仼、陸官物理

系黃仁偉主任、李昌鈺基金會謝松善副執行

長、警專曾春僑副教授、科工館曾瑞蓮助理

研究員、臺東大學林自奮主仼、屏東大學許

華書主任、高雄大學余進忠教授、空軍官校

陳建宏主仼、海軍官校陳冠如教授、智榮文

教基金會張奕專員均親自出席，洪理事長特

別在開幕感謝所有合作夥伴學校，協助提供

闖關活動及志工培訓，讓今日活動順利推動。 
 
七、科技部科普活動~探究實作暨科普闖關 
    科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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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 年 9 月 20-21 日 
地點：嘉義女中 
報導：連續兩日(9/20一9/21)陸軍官校科普團

隊在洪偉清教授策劃下，鏈結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臺東大學、屏東大學、高雄大學、

嘉義大學等校科教團隊共同合作，在嘉義女

中舉辦「科技部科普活動~探究實作暨科普

闖關科學營」活動，吸引來自嘉義地區22間

國\高中學生组隊共170位師生參加。 
    洪理事長表示嘉義女中是啟動「2020第

三屆全國高中探究實作競賽」第一埸推廣宣

傳活動，藉由IYPT題目進行探究實作的仿

真賽，讓學子能更有信心參賽，並由各夥伴

學校教授親自培訓嘉義女中學生擔仼科普闖

關的演示志工，給高中學子科學表達的舞

臺，也安排探究成果報告及學習歷程創意影

片競賽，提供高中學子一個很好蒐集學習歷

程的機會，各隊在有限的時間下，需發揮團

隊精神，透過分工合作オ在能在最短時間完

成各項挑戰，爭取佳績。 
    開幕典禮嘉義女中蔡枳松校長出席致詞，

特別感謝物理教育學會、陸軍官校及各校科

普團隊，為國內科學教育推廣不遺餘力，用

行動讓學生有感體認「探究與實作」的有趣

並學習到方法與步驟，如同給學生一把可打

開知識大門的鑰匙，未來可遨遊知識殿堂。

也特別感謝行政同仁與老師不辭辛苦為校爭

取到優質的教育資源，也嘉恵在地的學子。 
    所有合作教授包含臺東大學林自奮、高

雄大學余進忠、嘉義大學蘇炯武、屏東大學

許慈芳教授及科教館科教團隊，都親自出席

開幕並分享這二年來隨物理教育學會洪理事

長到全國各地推辦科學教育推廣，所看到的

感動、責仼與價值，希望參加學員能珍惜這

個難得學習歷程，也期勉學子能一起參加第

三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給自已一

更豐富的學習經歷。 
    洪理事長表示今年的競賽獎勵，在物理

教育推動聯盟夥伴贊助下，決賽將於明年8月

1日至2日，安排在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舉行，國教署彭富源署長日前也表示願意提

供教育部獎狀鼓勵獲獎學子，另物理教育學

會也將邀請各主題全國前三名團隊，出席在

淡江大學所舉辦「2020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

議」大會上接受表揚，並提供成果發表的機

會，獎金部份也在洪理事長積極募款下，明

年將可提高至30個名額，讓全國各主題前三

名均能獲得獎金，也藉此吸引更多學子一起

參加「2020年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 
 

八、臺東偏鄉地區創意科普實作活動 
時間：2019 年 9 月 20-21 日 
地點：臺東光明國小 
報導：連續三日(9/25一9/27)由陸軍官校科普

團隊洪偉清、黃仁偉教授，結合臺東大學科

教中心林自奮教授及科教館科教團隊共同合

作，辦理「臺東偏鄉地區創意科普實作」活

動。分別在臺東光明國小及綠島國中、小分

別安排教師研習及探究實作科學營，提供偏

鄉師生一次有趣科學實作課程，並分享各教

具設計與實作與探究的方法 。 
    光明國小張月昭校長，非常重視這個研

習，每學期於教師研習時間，都極力爭取邀

請陸官洪偉清教授團隊至偏鄉辦理教師研習

及科學營，今年洪理事長也特地設計有趣教

材來與老師們分享，提供可讓老師融入課程

的素材，以達活化教學之目的。 
    洪理事長首先安排紙上電子琴設計實作，

老師們對此課程都相當好奇，大家都想知道，

真得能在紙上畫一些鉛筆線條就能做出獨一

無二的電子琴在洪教授的引導下，讓老師用

鉛筆在紙上畫線條或圖案，再利用簡單的電

子元件製作出一個電阻與頻率轉換的偵測器，

即能因線上電阻不同測量出不同音調的聲音，

老師們除了驚呀外，也積極設計出不同音調

線條並完成短曲彈奏，大家都非常興奮能完

成紙上電子琴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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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教授也利用風力發電及利用彈性位能

轉成動能的吸管火箭實作，讓學員透過實作

體驗能量轉換的基本原理，其中吸管火箭僅

以吸管及橡皮筋及簡單配重，即能將吸管彈

射數十公尺，也讓老師們躍躍欲試。洪理事

長分享這些活動設計構想其實來自今年國際

青年辯論賽(IYPT)題目及過去各種競賽活動

改良設計而成，也提供相當的線上資源給老

師們參考，也鼓勵老師可利用這些資源找尋

適合的素材融入課程，稍加設計即可讓課程

更加活化，並能吸引學生主動學習。 
 
九、科普論壇 
時間：2019年10月1-2日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簡介：邁向智慧世代 科學FUN新玩 
http://2019scipopforum.nstm.gov.tw/index.aspx 
報導：今年由高雄科工館主辦，為進一步發

揮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及科普傳播功能，特訂

定以「新興科技」為主軸，「邁向智慧世代─

科學FUN新玩」為主題，探討各種科技如何

在博物館、社教機構或學校等場所之運用方

法、價值、效益、或策略等，以促進民眾理

解科學及提升國民科學素養，並落實「扎實

基礎」、「前瞻未來」的教育思維。 
    自開放徵稿共收到73篇論文投稿，論文

共分為口頭及海報兩種發表形式，10月1日至

2日分兩日於科工館南館舉辦。活動第1日上

午順利完成開幕儀式，邀請到教育部朱楠賢

主任秘書進行開幕致詞。論壇期間並邀請到

國立中央大學洪蘭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

為「大腦與閱讀」；第2日邀請到林福來前教

育部次長進行演講，講題為「科普意識的起

心動念」，兩日演講均廣獲民眾好評。另外，

論壇期間共邀請到13個單位進行科普市集設

攤，展出各項新興科技互動體驗活動，現場

參與人潮踴躍。10月2日下午邀請到5個科學

類博物館館所館長及代表進行綜合座談活動，

並開放民眾進行提問與分享，並完成與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館傳承交接儀式，活動順利圓

滿結束，論壇辦理期間經統計約有620人次參

與。(王裕宏 報導) 
 
十、創意實作教師研習暨科學營 
時間：2019 年 10 月 9-11 日 
地點：金門賢庵國小 
報導：連續三天(10/9一10/11)陸軍官校科普

團隊洪偉清、黃仁偉、臺東大學林自奮及科

教館科教團隊一起合作，在金門賢庵國小舉

辦「創意實作教師研習暨科學營」活動。今

年在科教館資源贊助下，由洪理事長全程規

劃，讓陸軍官校及學會各科學教育推廣團隊，

能在10月份增辦此場偏鄉科學營。這次活動

發起由賢庵國小關心科學教育的陳惠民家長，

在五月份親自至開瑄國小觀摩後，極力向學

校推薦，才促成本活動推辦的契機。 
    賢庵國小楊肅健校長也相當積極，在得

知往年僅在開瑄、西ロ國小舉辦科學營的陸

官洪教授團隊，今年有意在金門增辦一埸科

學營，即親自致電邀請，表達爭取合作之意

願，因此讓這次活動能真正實現。楊校長也

親率所有教師一起參加教師研習，也鼓勵教

師在洪教授的分享下，也能發揮創意設計一

些實作教具融入課程，讓科學教育更加活化。 
    洪理事長表示，也因為賢庵國小的重視，

因此在三天時間內，除安排一埸教師研習外，

也設計一埸給高年級學生的創意實作研習營，

另更首次由高年級學生遴選科學小志工參加

培訓，於第三天科普闖關中擔任演示關主。

同學們表現相當優異，除讓全校師生都能參

加，也開放鄰近學校一起參加，同時也吸引

很多家長一起參加，讓偏鄉科學教育推廣更

務實向下札根，也藉由賢庵國小加入提供優

質的教學環境，成為科學教育推廣的新基地。 
 
十一、探究實作教材設計教師研習營 
時間：2019 年 10 月 13 日 

http://2019scipopforum.nstm.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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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報導：今日(10/13)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

辦「探究實作教材設計教師研習營」，由科工

館曾瑞蓮科教團隊邀請陸軍官校洪偉清、黃

仁偉教授主講，今日活動主要對象為國中教

師，素材為洪教授為辦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

實作所研發的教材包為主，曾研究員團隊在

今年ハ月協助在陸軍官校所舉行的全國高中

探究實作科學營中，發現洪教授開發的教材

包，設計非常生活化相當適合給國中學子進

行探究與實作使用，因此提案合作辦理這一

場國中教師研習，希望透過教師親自體驗，

習得教材設計方法及體驗探究實作的歷程。 
    洪理事表示今日課程設計挑戰也相當高，

每位教師皆可接觸五種不同探究主題，透過

問題式引導讓教師們能在較短時間內，透過

觀察後進行探究議題設定，並讓教師學會利

用電腦及手機作為實驗測量與數據分析的工

具，最後每一組由五個主題中擇一進行探究

與分享，藉由實作讓教師們體驗並由回饋分

享以檢視執行成效。   
    洪理事長為讓教師們理解教材的開發與

運用，也示範數個有趣的主題，透過簡易的

日常用品加以改良，即可開發為科學教育推

廣的活動，藉此提供教師另一個設計教材或

教具以活化課程範例。經過全天的研習，我

們看到老師們由剛開始對探究工具及主題的

陌生到熟悉，由沒有信心到自信滿滿的分享，

老師們最大的收獲是親自體驗探究實作歷程

及瞭解教材設計的方法，對於實作教學也有

更多的創意與想法，這也讓研習活動圓滿畫

下句點。 
 
十二、科技部科普計劃~探究實作暨科普闖 
      關競賽營 
時間：2019 年 10 月 18-19 日 
地點：臺北南湖高中 
報導：連續兩日(10/18一19)由陸軍官校教授

兼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邀請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嘉義大學、屏東大學、智榮

基金會等單位。共同合作在臺北南湖高中舉

辦「科技部科普計劃~探究實作暨科普闖關

競賽營」活動，本次學員有來自南湖高中等

8所學校，報名非常踴躍，共有200餘位師生

參加活動。提供北部地區學子一次體驗探究

實作競賽歷程及享受有趣實作科普闖關的機

會。 
    南湖高中校長董家莒於開幕致詞特別感

謝洪理事長願意帶領物理教育學會各科普團

隊與資源於假日蒞校籌辦本次營隊，讓學生

能獲得難得學習機會。其中也特別分享陳幸

萱老師熱情牽線讓活動能在學校辦理的故事，

陳老師在兩年前曾參加洪理事長的教師研習

課程，從中得知洪理事長正為協助高中端的

探究實作課程發展，設計一系列的競賽活動，

藉以開發適合探究實作教材，並提供高中學

子學術交流舞臺。 
    第一屆雖沒跟上参加，但第二屆在學校

大力宣傳下，就有高達百餘位南湖高中學子

參加，在學校老師的指導下更有一隊進入決

賽獲得全國賽銀獎殊榮，這也激發陳老師主

動爭取在校辦理探究實作科學營的動機，希

望更多學生瞭解這競賽活動，在董校長積極

主動邀請下，促成本活動順利在南湖高中辦

理。 
    洪理事長、嘉義大學蘇炯武、屏東大學

陳駿、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南湖高中董

家莒校長及教師團隊均全程參與。在董校長

的協助下提供非常好的競賽場地及完善行政

支援，也因學校的重視讓參加學員與老師感

到倍受尊重，其中南湖高中志工們積極與認

真也讓培訓教授相當感動，也由於學校的全

力動員，讓本此活動能圓滿成功完成。 
 
十三、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科學闖關活動 
時間：2019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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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和興國小 
報導：連續兩天(11/1一11/2)由陸軍官校兼物

理教育學會理長洪偉清教授、嘉義大學蘇炯

武教授、嘉義市天文協會志工、永慶高中志

工，結合嘉義和興國小一起合作辦理「科技

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FUN一夏」科學闖關

活動，今年特地結合和興國小第23週年校慶

以「科學天文展核心、和興23赤子心」為題，

辦理校慶暨科學闖關，提供和興學子與家長

一起體驗更有趣的科學實作校慶活動。 
    和興國小王姿勻校長非常重視科學教育，

為讓孩子能體驗科學實作，王校長熱情邀請

洪理事長協助在校推辦科普活動，並積極規

劃將科普與校慶活動融合一體，讓更多的學

子、家長及師長能一起參加，讓科普活動成

為另類校慶的特色，也有效達到科學教育推

廣目的。 
    洪理事長今年為和興國小共設計24關，

內容包含創意飛行、趣味力學、電學及磁學，

每一關皆以生常物品設計而成，製作簡易但

科學內涵及趣味十足。為讓闖關活動更優質，

今年洪理事長特地邀請在地科普團隊合作，

包含嘉義大學、永慶高中、和興國小及天文

協會近80位志工參加培訓，透過志工的引導

讓孩子與家長不但能順利闖關，也瞭解教具

製作與原理，也為科技部科普活動推廣做最

好的宣傳。 
 
十四、新竹地區「科技部科普活動~國高中探 
     究實作暨科普闖關科學營」 
時間：2019 年 11 月 9-10 日 
地點：六家高中 
報導：連續兩日(11/9一11/10)由陸軍官校教

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邀請科教館

科教團隊、臺東大學林自奮、嘉義大學蘇炯

武教授、陳蕙敏老師、陸官黃仁偉教授一起

合作，在六家高中辦理新竹地區「科技部科

普活動~國高中探究實作暨科普闖關科學

營」，報名非常踴躍吸引來自23所國、高中共

160位學子報名參加。 
    六家高中王淑蘭校長開幕特別感謝洪理

事長及各單位老師，為國內科學教育推廣努

力不懈，整合各大學及博物館教育資源，利

用假日蒞校提供給六家高中及新竹地區學子

體驗探究實作歷程，引發孩子們對科學探究

的興趣，也讓六家高中擔任科學志工學生有

一個難得學習機會與經歷。 
    洪理事長開幕特別介紹新竹埸如何找到

六家高中合作，洪理事長希望尋找辦學熱情

積極校長合作，半年前透過竹南國中校長大

力推薦六家高中王淑蘭具有此特質，王校長

在瞭解活動內容與目的後欣然允諾共同合作，

促成這次活動順利在六家高中舉辦，並遴選

近40位科學志工參加培訓，擔仼活動隊輔及

各關主，讓活動能順利推動。 
    洪理事長也特別感謝這群熱情的志工老

師，連續三年來一直大力協助物理教育學會

到全國各地高中及深入偏鄉一起為科學教育

推廣一起努力，最感動是說服家人一起加入

推廣行列，其中嘉大蘇炯武教授帶著夫人陳

蕙敏老師一起投入並親自擔仼關主與孩子互

動，讓大家感到非常溫馨，也讓科普推廣更

有溫度，有家人支持這份教育熱情將能繼續

燃燒，也讓這群老師能為國內教育繼續點燈。 
 
十五、台南地區「科技部科普活動~國高中探 
     究實作暨科普闖關科學營」 
時間：2019 年 11 月 15-16 日 
地點：臺南一中 
報導：連續兩日(11/15 一 11/16)在臺南一中

辦理「科技部科普活動~探究實作暨科普闖

關科學營」，由陸軍官校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

洪偉清理事長邀請臺東大學林自奮教授、高

雄大學余進忠教授、嘉義大學蘇炯武教授、

陸軍官校黃仁偉教授、屏東大學許慈方教授，

並結合國立臺灣科學教館及各校科普團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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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一起合作辦理活動，吸引來自 21 所國高中

學子共 180 位師生報名參加。 
    臺南一中廖財固校長，於開募特別頒發

感謝狀給每位教授，感謝大家不辭辛勞為臺

南學子安排這場豐富有趣的營隊，並鼓勵學

子們發揮創意及團隊合作精神，努力爭取佳

績 。也特別感謝這次協助辦理陳立偉老師及

擔仼小隊輔及關主的科硏社的同學，因為大

家熱情投入讓昨日志工培訓及今日活動郗非

常順利推動。 
    洪理事也特別介紹今年「第三屆全國高

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及「全國大專暨高中

青年物理辯論賽」的辦法與規則，並鼓勵大

家踴躍報名。也分享第一、二屆優良的作品，

提供參加學員學習範例。洪理事表示希望透

過今日的仿真賽，讓大家一起體驗探究實作

的流程，也為明年各項為科學教育推廣所辦

理的競賽做最好的宣傳。 
 
十六、創意實作教師研習暨科學營 
時間：2019 年 11 月 21-23 日 
地點：馬祖東引國中小學 
報導：連續三天(11/21 一 11/23)陸軍官校科

普團隊洪偉清、黃仁偉、高雄大學余進忠等

三位教授，結合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的資源，

一起在馬祖東引國中小學舉辦「創意實作教

師研習暨科學營」活動。今年在科教館資源

贊助下，由洪理事長全程規劃，讓陸軍官校

及學會各科學教育推廣團隊，能首次在馬祖

東引辦理此場偏鄉科學營。 
    東引國中小學王禮民校長，在開幕特別

感謝陸官及學會對偏鄉科學教育的熱情投入

與努力，也感謝科教館提供資源贊助，讓今

年冬天感覺特别溫暖，可在東引國中小，舉

辦包含教師研習、志工培訓營及全校師生參

與的實作闖關科學營。尤其近日天侯不佳的

條件下，教授們不辭辛勞仍如期抵達馬祖舉

行活動，讓東引師生一起體驗有趣的創意實

作課程。王校長也親率所有教師一起參加教

師研習，並鼓勵教師也能發揮創意設計一些

實作教具融入課程，讓科學教育更加活化。 
    洪理事長表示，本次科學實作活動共設

計有12項，包含趣味飛行、創意力與電磁實

作等主題。參與師生看到三位教授的演示都

感到十分驚奇，原來日常不起眼的物品竟可

以做成這麼有趣的科學教具，今大家都躍躍

欲試。其中令人印象深刻是全校共25位國中

生都參加志工培訓，因為大家都第一次擔任

隊輔，雖然有些生疏，都經過培訓後，同學

們更加有自信且能正確演示與說明原理，尤

其在闖關設計上也融入自己的創意，表現相

當優異，由於全校的投入也讓科學營能順利

推動，讓偏鄉科學教育推廣更務實向下札根

嘉惠東引學子。 
 
十七、第35屆中華民國科學教育研討會 
時間：2019年12月5-6日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國際會議廳 
報導：會議主題為「變動世代的科學學習與

科學教育研究」。為因應全球所面臨的氣候與

環境議題，以及全球資訊快速發展改變人類

生活方式的趨勢，世界各國展開教育改革，

根據OECD Learning Framework以及NGSS的

標準，培養公民的「競爭力」或「勝任力」

(competency)是未來10年科學教育之主要方

向。本次研討會關注的項目包含：科學素養

與勝任力、勝任力導向的科學課程，勝任力

導向教學策略、新興科技的科學教育應用、

STEM課程發展等等。本研討會邀請專題演

講和論壇的講座專家來自香港、新加坡、加

拿大等區域與國家，以及台灣知名的相關領

域學者，以達到跨國對話交流與國際接軌的

目的。物理學科中心10位種子教師(張仁壽、

吳隆枝、黃建彰、許程迪、曾博淵、趙臨軒、

賴彥良、李俊穎、柯閔耀、劉詠薇)在彰師大

科教所林淑梤教授指導下，於會議中發表論

文〈發展與效化物理評量試題及初探高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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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表現〉。會議之工作坊「從現象觀察到提

出假設的教學工作坊--以傳聲筒為例」，主旨

在希望協助現場教師熟悉探究的第一個步驟：

發現問題，進而引導對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

的思考。邀請師大附中洪逸文老師及台南一

中何興中老師安排演示教學。 
 
十八、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夢想起飛社區科學營 
時間：2019 年 12 月 6-7 日 
地點：南崗國中 
報導：連續兩日(12/6-12/7)由陸軍官校物理

系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帶領科普團隊，

在南投南崗國中辦理「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

科學FUN一夏~夢想起飛社區科學營」，吸引

來自南投地區30餘所國中小學生近200位師

生、家長報名參加，提供南投學子參加有趣

難忘的科學營隊，有效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科

學，並能引導學子發現生活中的物理。 
    南崗國中陳國俊校長非常重視這個營隊

也全力投入學校資源，由教務處吳美貴主仼

全力規劃，南崗國中也遴選40位學生參加志

工培訓，安排40位工作人員協助活動辦理，

提供一個最優質的科學營活動。 
    陳校長也全程親自參與活動，在開幕致

詞也特地感謝陸官科普團隊及物理教育學會，

願意將教學資源帶來南崗國中，嘉惠南投學

子，讓孩子有機會體驗難得的科學實作，引

導學生一趕打開探索生活中科學的大門，也

期許老師能藉此活動經驗融入課堂以活教學。 
    今日活動設計以有趣飛行系列及生活中

的創意力學為主題，共設計14關。，洪理事

長在培訓志工過程，除透過演示教學有效吸

引學生目光，也分享很多科學演示及闖關設

計方式，引導每位關主也發揮創意，設計出

很多種有趣的闖關方式，讓參與孩子完全浸

潤其中，洪理事長開幕也特別感謝南崗國中

陳國俊校長的重視與支持，讓南投地區科普

推廣能順利繼續辦理，也有效為科學教育札

根一起努力。 
 
十九、科技部科普活動:第二屆全國科學教 

      具創意設計競賽決賽 
時間：2019 年 12 月 22 日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報導：今天(12/22)在科工館舉辦「科技部科

普活動~第二屆全國科學教具創意設計競賽

決賽」，此活動由科技部科普計劃主持人陸官

物理系教授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策

劃，整合陸軍官校、科工館、彰化師大、高

雄大學、智榮基金會等單位資源合作辦理。

共吸引來自全國共45個團隊參加決賽。 
  科工館吳佩修副館長代表致詞，表示科工

館將全力支持，並強調未來希望能有更多機

會透過合作一起創造價值。今日活動科工館

不但提供非常好的場地，也動員各項行政支

援，讓本次活動能順利舉行，同時也開放民

眾一起觀摩並體驗每位參賽選手所研發的成

果，讓今天的競賽更具推廣意義。 
    洪理事長表示，今天的競賽主要目的，

藉辦理科普教具創意設計競賽活動，協助提

供探究實作課程發展與提升科普教具研發，

達吸引學生主動學習科學、瞭解探究實作與

科學表達方式並鼓勵青年學子投入科學教具

設計，進而活化國內人才與教具研發能量，

科普教育推廣與運用更具普及化的目的。 
  本次競賽所開發出的教具相當多元有趣，

適用的範圍從國小到大學都有，也有適合一

般民眾作為探索科學的教具，非常適合科學

教育的推廣與科學探究實作推廣，洪理事長

表示本次研發的成果，將可提升國內探究實

作與科普推廣的素材，也讓新課綱的探究實

作有很多學習運用的典範，讓國內科學教育

能融入更加實作與有趣探究，並能吸引更多

年輕學子願意主動學習科學，以提升國家的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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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官校近年在洪教授帶領下，努力整

合物理教育學會、科工館及各大學及高中學

校的資源，一起合作辦理全國高中探究實作

與全國科學教育推廣活動，也深入各偏鄉辦

理科普活動，讓科學教育能處處生根發芽，

也讓「全國物理教育推動聯盟」能發揮推動

科學教育與具體讓大學與高中能有實質的交

流與學習的機會，未來學會也會鼓勵教師一

起合作走入高中與偏鄉為科學教育推廣盡一

份社會責任。 

    洪理事長於閉幕也特別感謝所有評審不

辭辛勞，犧牲假日出席擔任評分工作，也要

感謝所有協助辦理活動的科工館行政人員與

本校工作人員。期許所有選手都能透過彼此

的分享與交流能收獲滿滿並能激發出更多更

好的創意，有效提升國內動手設計教具的能

力與風潮。 
 

 
貳、活動預告 
一、2020動手做研討會 
時間：2020年1月20日 
地點：高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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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邀請到台中科博館

孫維新館長講「科學演示的知識需求和表達

方式–從小玩具到大設備」，並有中原大學楊

仲準教授「Phyphox 手機物理實驗」、臺北教

育大學盧玉玲教授「問題解決的教學輔助工

具介紹」、彰化師範大學張慧貞教授「教具+

學習單:促進概念理解的有效組合」、臺中一

中張宇靖老師「鏡子黑箱」、松山高中吳清源

及洪淑慧老師「波的繞射探究與應用實驗」

等工作坊及科學嘉年華，精彩可期。歡迎大

專校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含幼稚園)，對

物理及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有興趣的學

者專家、教師及學生報名參加。 
網址：https://handsonphy.wordpress.com/ 
 
二、2020物理年會 
時間：2020年2月5-7日 
地點：屏東大學 
簡介：物理年會依次領域進行平行分組議程

已行之有年，然而近年來許多新興研究議題，

多半為跨領域研究且不易依傳統之次領域分

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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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

題可涵蓋兩個(含)以上之研究次領域，成為

新的平行分組議程。 
 
三、2020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 
    教我就懂」 
時間：2020年2/13-4/12報名，6/6決賽 
地點：高雄科工館南館國際會議廳(決賽) 
簡介：報名結束，旋即舉辦二階段的初賽評

選，初賽採取線上評比，由教育輔導團推薦

有經驗的評審，依據繳件作品數多寡，選出

適量評審，預計於 5/12 公布各組前 10 名的

初選成績，各組前六強決賽日期為 6/6，地點

在國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國際會議廳，

上午為各組現場簡報時間，下午舉辦科學演

示活動及頒發各組優勝隊伍。 
    目前「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

懂」已經舉辦六屆，參加人數與規模也逐漸

擴大並遍及海內外區域，在教育部經費贊助

與指導下，加上國內五大博館也積極參與並

推動本競賽，歷屆所有的競賽作品皆收錄於

官網，提供選手觀摩，對於競賽得獎作品的

https://handsonphy.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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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計畫團隊也不遺餘力，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除了訪問得獎選手製播巴斯無敵系列影

片，並積極協助得獎作品出版。計畫團隊常

到各縣市教育輔導團舉辦競賽作品觀摩會，

也希望各縣市教育輔導團能夠邀請我們前往

辦理說明會，讓更多老師們可以了解到本競

賽，進而參加本競賽。 
網址：http://sciexplore.colife.org.tw/ 
 
四、科學月刊五十周年紀念研討會 
時間：2020年4月25日 
地點：國立臺灣大學校園內之中研院原分所

一樓蒲大邦講堂 
簡介：《科學月刊》創立於1970年，由當時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的林孝

信，串連數十位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撰寫文

章、編輯出版這份科普雜誌。在2019年12月，

《科學月刊》發行滿600期，創刊滿50週年。

在沒有財團、沒有政府預算支持，甚至可以

說是沒有老闆的情況下，這本刊物每月出版，

從無間斷，將科學知識和精神傳遞給喜愛科

學的人。五十年來不斷有許多台灣的科學家、

科學編輯加入科學月刊的團隊中，持續將當

年創刊時希望「科學救國」的精神延續下去，

為台灣本土的科學傳播盡一份心力。 
   《科學月刊》五十周年紀念研討會，將以

「向前看！下一個五十年的科學傳播」為題，

邀請各方科學傳播專業人士透過演講、座談

形式，共同討論科學傳播的未來挑戰與展望。

特別邀請日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分享

他的科學傳播經驗。歡迎所有科月人回娘家

共同慶祝，也歡迎喜愛、關注科學傳播的朋

友共襄盛舉。（《科學月刊》編輯部） 
 
五、日環食 
時間：2020年6月21日 2:46pm~5:25pm 
地點：北回歸線太陽館 
簡介：2020年6月21日夏至日下午，位在北回

歸線上的嘉義，將會是全台灣第一個可以看

到最完美的金戒指-日環食的地區。日環食是

天文奇景，像個美麗的「金戒指」。這麼重

要的天文大事，已經吸引全球天文迷的熱切

關注，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天文迷，共同來

見證金戒指日環食，看「日月相逢」。錯過

這次機會，要在台灣再見到這個天文奇景，

得再等上50年。 
 
六、全球華人物理學大會(OCPA) 
時間：2020年6月27-30日 
地點：中興大學 
簡介：6月27日是教育論壇和高中教育論壇，

28-30是主會議，除了學術研討會外，還將邀

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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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hyedu.gogomango.net/site/ 
簡介：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以研究物理

教育學術與教學方法及謀求物理教育的發展

為主旨。自 1975 年成立開始，每年舉辦年會

暨學術發表會議，提供物理教育學術與研究

發表與交流。物理教學及示範研討會自 1998

年起，首次專以物理課堂教學實務為主題，

獨立辦理的物理教學方面研討會與工作坊。

1998 年首屆為僅一天會程的會議，當時只有

三十人與會。創辦的前三年度 1998 和 2000

年度，僅為一天議程的研討會。2001-2011 年

度期間，則議程增加至兩天的物理教學暨示

範研討會。 
    經歷年諸多對物理教育推廣具熱忱的先

進與同好的長期支持下，持續舉辦此物理教

學研討會。發展至今，各次會議與會人次逐

年增加至三、四百人，相關會議備受物理先

進們的肯定與充分支持。物理教育學會與物

理教學推廣者為了謀求物理教育學術與課堂

http://sciexplore.colife.org.tw/
http://phyedu.gogomango.net/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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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的融會結合，及物理教育資源的結

合與有效運用，擴展延伸物理教育學術性與

物理教學推廣性，使大家研發的物理教育資

源、經驗及資訊，結合物理教育學術並廣為

分享交流，建議自 2012 年度起將下列三項會

議聯合舉辦： 
1.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年會：會中涵蓋該

學會的年度會員大會、年度行政會議、相關

教育議題討論、會員教育研發成果與論文發

表、教育工作推動經驗分享交流等議程項目。 
2.物理教育學術研討會：提供各級物理教育

工作者教學實務心得、理論研究發表與交流

平台。 
3.物理教學與示範研討會：提供先進們物理

演示教學與動手實作的心得與成果交流平台，

兩天期會議。 並建議每年度於八月下旬接近

暑假尾聲之際，將原僅兩天期的會議，擴增

為三天期的會議，因而始有中華民國物理教

育聯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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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届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暨第一届絲綢

之路科學與文明會議 
 日期：2020年7月26-31日 
 地點：Yerevan, Armenia(亞美尼亞) 
 會議期間將組織參觀亞美尼亞天文臺、

亞美尼亞石陣、天文考古田野考察等文

化活動。預計2020/1/15左右發出首輪正

式通知、開通註冊網站 
HSCI 2020(動手做研討會) 
 全名：The 1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nds-on Science  
 日期：July 13-17, 2020 

 地點：Viana do Castelo, Portugal(葡萄牙) 
 網址：http://hsci.info/hsci2020/ 

3rd WCPE 2020(物理教育研討會) 
 全名：3rd World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日期：20-24 July 2020 
 地點：Hanoi, Vietnam (越南) 
 網址：http://wcpe2020.hnue.edu.vn/ 

ICPE 2020(物理教育研討會) 
 全名：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日期：September 08-09, 2020 
 地點：Singapore (新加坡) 
 網址：

https://waset.org/conference/2020/09/Sin

gapore/ICPE 
 
AAPT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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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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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aset.org/conference/2020/09/Singapore/ICPE
https://waset.org/conference/2020/09/Singapore/I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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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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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至12月 
審議通過事項： 
1. 學會 108 年工作報告及 109 年預算規劃及

109 工作計畫審議通過。 

2. 完成第三十屆理監事 107 年度學會執行

成效呈報內政部備查、並完成 107 年度財

務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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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物理動手做教學研討會會議訂

於 1 月 20 日於高雄大學辦理。 
5. 通過 2021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訂於 8

月 19-21 日於屏東大學辦理。 
6. 審議通過 108 年物理教育獎獲獎個人(或

團體) 
7. 2019 年物理教育學刊結合研討會完成出

刊印製 250 本/每期。 
8. 推辦全國探究實作高中科學營、物理辯論、

偏鄉科普、全民科普推廣活動、教師研習，

共計 85 場，吸引共計 23585 人次參加，

近 80 餘篇新聞報導。 
9. 完成 107 年度學會國稅局報稅作業。 
10.  109 重要會務推辦工作規劃 

 1 月:需通過 109 年工作計畫、預算規劃、

108年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報告審議，

並完成內政核備作業；完成 2020 聯合

會議籌備規劃、出版 108 年第二期物

理教育學刊、第 31 屆理監事候選人推

薦作業暨投票方式、推辦 2020 物理動

手做教學研討會(物理學科中心、高雄

大學合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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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榮譽會員推

薦、召開 2020 全國高中探究實作試務

委員會。 
4 月:辦理 2020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初

試、辦理 2020 全國物理素養導向出題

教師研習(中華民國探究實作學會、探

究實作推動中心合辦) 
5 月:全國大專暨高中青年物理辯論(台師

大、高雄大學、屏東大學、彰化師範大

學、陸軍官校、中華民國探究實作學會、

國教署探究實作推動中心合辦) 
6 月:審議 109 年物理教育獎獲獎個人及

團體獎項 
8 月:出版 109 年第一期物理教育學刊、全

國高中探究實作競賽決賽、頒發 109 年

物理教育獎、物理推動聯盟簽約典禮、

2020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淡江大學、中

華民國探究實作學會、探究實作推動

中心、物理學科中心合辦)。 
10 月:2021 物理動手做教學研討會籌備委

會、呈報學會財務報表國稅局完成 108

年度報稅作業。 
11 月:2020 科普親子論壇(中華民國探究

實作學會、探究實作推動中心合辦)。 
12 月:2021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籌備委

會、科學教具設計競賽決賽(彰化師大、

科工館、中華民國探究實作學會、中華

民國科學教育學會合辦)。 
1-12 月:科普教育推廣活動規劃 80 場計可

吸引 20000 餘人參加活動，結合學會

科普推動委員會、陸官科普團隊、智榮

基金會、李昌鈺鑑識科學基金會、曾瑞

蓮科工館科教團隊、科教館科普團隊、

東華大學曾賢德科普團隊、台東大學

林自奮科普團隊、嘉義大學蘇炯武教

授、屏東大學許華書教授、萬能科大周

鑑恆、臺南市佳興國民中學陳坤龍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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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0 全國高中探究實作複賽推薦合作辦

理大學，以實質促進各地區大學與高中

端的互動機會，審議通過。 
每校以安排 10-30 隊為原則，各高中

以距離遠近為安排依據 
(1)台北地區:科教館(佟冠誼)、台灣師範

大學(陳育霖)、輔仁大學(林更青)、               

淡江大學(薛宏中) 
(2)桃園地區-中央大學(朱慶琪)、基隆地

區-海洋大學(江海邦) 
(3)新竹地區-清華大學(戴明鳳)、交通大

學電子物理系 
(4)苗栗地區-聯合大學(黃明輝) 
(5)雲林地區-虎尾科技大學(羅煜聘) 
(6)台中地區-東海大學(黃家逸) 、中興大

學(孫允武) 、科博館(張翔均) 
(7)彰化地區-彰化師大(吳仲卿)、 
(8)南投地區-暨南大學 
(9)嘉義地區-嘉義大學(蘇炯武)、中正大

學(曲宏宇) 
(10)台南地區-成功大學(羅光耀) 
(11)高雄地區-科工館(曾瑞蓮)、高雄大學

(余進忠)  
(12)屏東地區-屏東大學(許華書) 
(13)台東地區-台東大學(林自奮) 
(14)宜蘭地區-宜蘭大學(葉旺奇、朱達勇) 
(15)花蓮地區-東華大學(曾賢德) 
(16)澎湖地區-澎科大(李孟芳) 
(17)金門(金門大學)、馬祖外島結合當地

大學或高中 
12. 第 31 屆理監事候選人推薦原則暨投

票方式，審議通過。 
決 議 1:超過半數同意通過採現場投

票方式 
決 議 2:超過半數同意通過候選人推

薦原則 

(1)理監事會議推薦:第 30 屆理監事、

諮詢委員名單、歷屆主辦會議者 
(2)會員連署推薦 

13.學會結合科普計劃合作辦理科普活

動，協助代收部份自費及經費支用原

則，審議通過。 
凡與本學會合作辦理科學教育推廣活

動，因計畫補助有限或不足，需酌收

報名費以利擴大推廣成效者，得提請

物理教育學會代收並開立學會收據，

並由代收經費補助活動之辦理，唯支

用範圍不得超支代收金額。 
14.結合 2020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邀請淡江大學、李昌鈺基金會、海科

館、海生館、台北市立天文館、北迴

歸線太陽館及北區高中、國中、國小

代表等共同簽署加入物理教育推動聯

盟協定書，審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