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教學活動 

壹、2020年上半年活動報導 

一、科技部科普活動~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

科學實作科學營 

時間：2020年1月12日 

地點：南投竹山國中 

報導：陸軍官校結合物理教育學會丶國立臺

灣科學教育館及智榮基金會，合作辦理科普

推廣活動。吸引南投地區32所國中小學210

位師生參加。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及

陸官物理系黃仁偉主任指導竹山國中40位科

學志工。竹山國中李志慶校長全程陪伴同學

並一起學習，協助學生完成活動教具製作，

期勉同學服務是最好的學習，要同學珍惜難

得學習機會。洪理事長特別感謝南投地區家

長對科技部科普活動的重視與支持，活動報

名三日即額滿，更感謝竹山國中師長的用心

爭取，讓多孩子有機會體驗生活中的好玩科

學。(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二、科技部科普活動~嘉義地區國高中探究

實作科學營 

日期：2020年1月18日-19日 

地點：協同高中 

報導：陸官教授洪偉清理事長，邀請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曾瑞蓮團隊丶嘉義大學蘇炯武

團隊合作辦理。吸引來自6所學校共200餘位

師生參加，讓同學能一次體驗完整競賽流程

與趣味。協同高中俞繼光校長，特別感謝物

理教育學會丶陸軍官校及各大學及博物館的

協助，讓嘉義學子能參加這麼豐富、有趣的

科學營，也鼓勵學子踴躍報名探究實作全國

賽，為自己搭建更豐富的學習舞臺與歷程。

也感謝20年來不斷努力，投入培育協同學生

探究實作能力的何世明老師，協助學校爭取

到主辦科學營的機會。洪理事宣布經過學會

三年來的耕耘與努力，今年的競賽巳獲教育

部通知，同意全力支持補助辦理，因此競賽

活動將修訂為「教育部2020第三屆全國高中

探究實作競賽」，也特別感謝學會科普推動

委員們，協助到全國各地高中辦理體驗活動。

今年巳有80餘所高中及35所大學及國家級博

物館科教館丶科博館丶科工館丶海科館丶海

生館及天文館也都加入「物理教育推動聯盟」，

凝結全國各單位的共識與資源，願意一起合

作協助國內探究實作課程發展，期望吸引更

多學子未來能投入科學研究發展，以達提升

國人科學素養之目的。(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三、2020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會 

日期：2020年1月20日 

地點：高雄大學 

報導：「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會」係一年一度

於寒假期間籌辦之物理教學研討會，著重在

培訓國教教師設計物理相關領域之科學實驗

與教材，期間邀請物理及科教領域大學及國

教端教師蒞臨分享教學經驗，藉由動手做及

演示方式，激發教學靈感，以創作更豐富多

元之科學教具與教材。 

今年研討會由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物理學科中心、中華民

國物理教育學會共同主辦，會中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秘書徐緯羲、高雄市教育局副

局長陳佩汝、台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物理學

科中心主任彭佳偉、光電科技工業策進會董

事長邰中和、台灣物理學會理事長賈至達、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及國立

高雄大學莊寶鵰副校長等人皆出席與會。 

此次大會於開幕時頒發「第二屆全國科學教

具創意設計競賽」獲獎隊伍。接著邀請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給予「科學演示

的知識需求和表達方式－從小玩具到大設備」

大會演講，下午則有 6 場平行教學演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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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並於下午 4:30 之後籌辦「科學嘉年華」，

計有 10 組師生設攤進行演示教學及 25 篇全

國科學教具創意設計競賽獲獎隊伍海報參展，

另有 5 組廠商進行商展。此次大會約有 250

人與會交流。（余進忠報導） 

網址: https://handsonphy.wordpress.com/ 

 

四、2020物理年會 

時間：2020年2月5-7日 

地點：屏東大學 

報導：台灣物理年會 2 月 5 日於屏東大學盛

大開幕，因應 Covid-19 疫情，主辦單位將壁

報發表安排在室外舉行，取消晚宴等行程，

與會人士均須進行防疫措施。台灣物理年會

研討範圍涵蓋理論與實驗、天文到生物物理

以及材料到元件等。共約 1600 人完成報到，

而來自日、韓、印尼、泰國等 10 餘國學者僅

少數人取消行程外，其他皆已到達台灣，3

天內發表 1084 篇論文，除 2 位美籍邀請講者

因疫情交通因素取消演講外。其他議程都如

期進行。科技部自然暨永續發展司司長林敏

聰教授並特別針對未來科技部於自然科學領

域的發展方向進行介紹。讓與會物理研究人

員了解未來的政府於基礎研究的補助政策。

(許華書報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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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決賽 

地點：高雄科工館南館國際會議廳(決賽) 

報導：「二○二○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

我就懂」21 日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進

行決賽，各組第一名分別由國小組新北市仁

愛國小、國中組桃園市桃園國民中學（自主

學習3.0實驗室）、高中職組臺南市臺南一中、

教師組桃園市建國國中許宜婷老師、海洋科

學組新北市新店高中、社會組由懷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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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六、教育部科教活動~第三屆2020全國高中

探究實作競賽 

時間：2020 年 4 月 11 日至 12 日 

地點：全國高中 

報導：第三屆2020全國高中探究實作競賽於4

月11日至12日分別在全國40所高中區分84個

考場舉行，今年吸引近2500位高中學子參加

競賽。陸軍官校大學部部主任兼物理教育學

會洪偉清理事長表示，陸軍官校藉科技部科

普活動計劃結合物理教育學會與各大學的資

源，多年來在全國各地努力推廣科學教育活

動深獲好評，尤其在協助108新課綱探究與實

作課程設計與推廣上，更有效鏈結教育部國

教署探究與實作南區推動中心及探究實作學

會等資源，每年邀請多位高中教師組成初賽

命題委員，長達半年的命題、修題、審題及

試題等歷程，完成獨立無二的自科領域素養

導向題目，做為全國初賽試題，同時也提供

各校體驗素養導向模擬測驗題目，藉此分享

高中教師做為素養命題的參考範例。洪理事

長利用實驗物理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不斷修

正與測試，每年同步研發10種不同探究主題

的材料包，除可支援全國賽，也可提供高中

各校未來可運用作為教學素材。經兩年的努

力，今年活動洪理事長成功爭取到教育部計

劃補助，讓本競賽活動能夠繼續辦理。今年

雖受疫情影響，但在聯盟學校大力支持下，

採各校分區施測方式並在防疫要求條件下，

由各校協助嚴格管控入試者狀況，藉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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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的試場環境，讓學子能安心參賽，也

能體驗探究實作的樂趣與歷程。(物理教育學

會報導) 

 

七、科技部科普活動~科技部科普活動~探究

實作暨科普闖關競賽營 

時間：2020 年 5 月 21-22 日 

地點：豐原高中 

報導：物理教育學會結合陸軍官校、科工館、

高雄大學、嘉義大學及屏東大學科普團隊在

豐原高中辦理「科技部科普活動~探究實作

暨科普闖關競賽營」，豐原高中羅瑞宏校長

表示本次活動是疫情影響後第一場科學活動，

在防疫條件要求下，由柯閔耀老師及全校行

政人員動員讓本活動能順利進行，特別感謝

陸官大學部洪偉清主任帶領物理教育學會科

普團隊親自培訓豐原高中科學志工，讓他們

在畢業前能結合所學擔任小隊輔導員指導學

弟、妹，也為學校做最好的學習典範。洪理

事長特别介紹物理教育學會、陸軍官校及各

大學合作，舉辦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

全國大專暨高中青年物理辯論競賽、全國科

學教貝創意設計競賽及全國高中壁報論文競

賽等多項活動規劃，並鼓勵豐原高中學子能

踴躍報名參加，為自己建立獨特有趣的學習

歷程。陸軍官校洪偉清及黄仁偉、高雄大學

余進忠、科工館曾瑞蓮、嘉義大學蘇炯武、

屏東大學許華書等多位教授都親自授課協助

完成志工培訓及擔任評審工作，由於這群熱

老師的全力投入，讓活動能圓滿舉行。(物理

教育學會報導) 

 

八、教育部補助計劃~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

作競賽複賽評審會議 

時間：2020 年 5 月 29 日 

地點：高雄大學 

報導：在高雄大學舉辦的「教育部補助計劃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複賽評審會

議」，共邀請國内近 50 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工

作，針對本次實作複賽實驗筆記進行評分，

擇選出各主題前四名共 40 隊，以参加今年

8/1-8/2 在科博館舉辦辯論決賽。計劃主持人

陸軍官校大學部部主任兼任物理教育學會理

事長洪偉清教授表示，今年評審來自 45 校，

皆為國内在探究實作推廣與實務上具有相當

經驗老師擔任評審，審查前也特别邀請協同

中學何世明老師及國教院蕭儒棠研究員，分

别針主題内容及評分指標進行講習，另洪理

事長也針對各主題教材設計進行分享，以利

評審工作更加客觀公平。主辦單位國立高雄

大學應用物理學系余進忠老師表示，此次評

分向度與細則較往年更加仔細，學生必須將

賽題進行物理模型建立再進行實驗設計，接

著取得實驗結果，驗證所建立的物理模型，

最後再給予結論，經由這樣的評分方式較能

完整呈現學生的整體物理表現。評審會議結

束，洪理事安排龍目社區特色參訪並結合今

日活動安排動手做披薩及享用當地鳳梨特餐，

讓今日活動留下難忘的回憶。(物理教育學會

報導) 

 

九、教育部2020全國大學暨高中青年物理辯

論競賽 

時間：2020 年 5 月 31 日 

地點：高雄大學 

報導：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陸軍官校及

高雄大學合作辦理「教育部2020全國大學暨

高中青年物理辯論競賽」在高雄大學盛大舉

行，在高雄大學王學亮校長大力支持，以最

高防疫規格提供參加師生最安全的競賽環境，

今年共200餘人41隊報名参加，共邀請46位專

家學者擔任評審，為近年來最盛大的全國性

物理辯論競賽。 

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表示，今年競賽

首次同時開放参赛者自由選擇使用中、英語

言進行物理辯論，因此也可吸引很多要參加

國家代表隊的高中生也報名本次競賽，且今

年的競賽規則也有別以往，特別修改為每一

隊需自行選定三位隊員上場，分別擔任報告

者、提問者及評論者，故三位都需完全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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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研究也需理解對手的研究，雖難度更

高，但所有評審都發現各隊的表現卻都比往

年更好，也代表學會多年的推廣已有初步的

成果。 

南二中吳隆枝表示，擔任陸軍官校與逢甲大

學的評審，感受到學生是在享受這比賽，也

讓評審感受到學生對知識探究熱情與純真，

這與洪理事長大力推辦這個比賽的初衷完全

契合，也讓學生與評審都沈浸在娛樂的比賽

中，學習討論與科學論證，更能習得溝通表

達及團隊合作的能力。(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實作FUN一夏 

時間：2020 年 6 月 5 日 

地點：龍目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與高雄大學余進

忠教授科普團隊在龍目國小共同合作辦理

「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實作 FUN 一夏」科

學營，黄孝宗校長特地感謝物理教育學會、

陸軍官校及高雄大學連續四年都安排到龍目

國小，為偏鄉孩子提供難得學習機會，在物

理教育學會多年推廣下，讓孩子愈來愈來喜

歡科學實作，今年參加高雄市科展也獲得第

一名的佳績，這也給學會多年科學推廣提供

最好的支持與鼓勵。洪理事長表示，這次的

志工結合高雄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由余進忠

教授遴選 8 位熱情的大學生擔任科學志工，

帶領龍目國小快樂闖關，也特别感謝龍目社

區發展協會劉有成理事長，熱情提供各種當

地水果支援科普團隊，讓科學志工這群服務

學生倍感温馨，也對龍目特產水果留下深刻

的印象。(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一、第二屆探究與實作年會 

時間：2020年6月7日（線上舉辦） 

網址：https://tibseac20.weebly.com/ 

報導：2020高雄教育節探究與實作年會，今

天在線上開幕，教育部 蔡清華次長，國教署

彭富源署長、戴淑芬副署長，高雄市教育局 

陳佩汝 副局長都到現場或線上參加，這是全

新的嘗試，也因為在線上，開幕時來自台灣，

英國，印尼，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將近600

人上線，第一次難免會有很多問題，600人同

時上線就有許多連線的問題，當然會產生有

些人上不了線，有些人影音不同步，有些人

延遲很嚴重，但總會有第一次，工作人員處

理也快速，立刻在youtube上開啟備用方案，

讓流量緩解。 線上會議或是演講所耗費的前

置工作非常龐大，但後續卻可以長久使用，

真的辛苦幕後的工作夥伴，大家都是第一次

嘗試，但有了經驗，下回就會更完善了。(莊

福泰報導) 

 

十二、2020日環食 

時間：2020年6月21日 2:46pm~5:25pm 

地點：北回歸線太陽館(及其他地點) 

報導：2020年6月21日夏至日下午，在金門、

澎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花蓮與台

東部分地區，許多人都見證到日月精準相逢

的金戒指魅力。當天早上嘉義還下雨，到中

午雲層都還很厚，還好雲層漸散，沒有影響

到「吉時」觀日環食。 

當天正逢夏至，正午時在北回歸線太陽館應

可看到「立竿無影」的現象，但當日中午雲

層尚多，且北回歸線位置已離此館有一段距

離(每年南移約14.5公尺)，因此沒能在12:00

整觀測到「無影」現象。(邱韻如報導) 

 

十三、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FUN一夏 

時間：2020年6月30 

地點：金門烈嶼西口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科工館、高雄大學及台東

大學等團隊結合在金門烈嶼西口國小，共同

合作舉辦科技部科普計劃~創意科學 FUN 一

夏科學營，今年已經第四年來到西口國小。

蔡志隆校長早在一年前就主動邀請陸官洪偉

清教授，希望在國內疫情威脅較小的條件下，

洪理事長能繼續安排科教團隊到西口國小辦

理每年一次的科學營，孩子們非常期待這個

營隊，今年更結合學校老師與家長，一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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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志工培訓，希望擴大科學營的推廣能量，

讓師資能量根留西口國小。洪理事長特別感

謝科工館曾瑞蓮科教團隊、高雄大學余進忠

教授、台東大學林自奮教授、佳興國中陳坤

龍老師及小熊猫白仲偉先生大力支持，讓偏

鄉科學教育能持續辦理，也特別介紹活動中

繩上球這關，每一個彈力球的加工都由龍目

社區劉有成理事長及夫人利用下班後的休息

時間免費加工製作，也因為有這麼多熱情民

衆協助及科技部的科普活動計劃支持下，讓

物理教育學會能持續辦理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讓科學種子能在地札根。(物理教育學會報

導) 

 

十四、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20 年 7 月 1 日 

地點：金門賢庵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結合高雄大學、臺東大學、

科工館及物理教育學會等單位，在賢庵國小

舉辦第二場金門地區科技部創意實作科學營，

楊健肅校長去年爭取到與學會合作辦理科學

營的機會，推辦結果深獲家長及學生好評，

今年更安排結合課程，讓老師能與學生一同

参與，藉此提升教學能量，同時激發學生的

學習熱情，特地由畢業生中遴選 24 位志工，

由教授群親自培訓，讓科學種子由學長、姐

負責傳承下去，為母校做最好的示範，也在

畢業前夕留下深刻的科學體驗與回憶。陸官

大學部主任兼物理教育學會洪偉清理事長介

紹活動内容特色，包含陸軍官校以鉛筆線條

製成紙上電子琴、高雄大學以塑膠碗製成計

時器、台東大學以壓克棒做為圖像解碼解、

科工館以投影片做為萬花筒，都是各團隊最

新的教材，也特别勉勵所有賢俺的學子，不

要小看這些看似簡單素材，其中有很多科學

内涵，非常值得大家用心體驗，一起尋找生

活中科學，讓科學探索的好奇心在每位孩子

身上萌芽。(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五、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20 年 7 月 3 日 

地點：金門開瑄國小 

報導：陸軍官校、科工館、高雄大學及台東

大學組成的科普團隊前進金門開瑄國小，連

續第五年跨海至金門開瑄辦理「科技部科普

活動～創意實作 FUN 一夏」科學營。第一階

段為志工培訓，由學校老師及應屆畢業生組

成，並由科普團隊教師群親自培訓，讓開瑄

師長可一起學習，也讓畢業生發揮大手牽小

手的功效。第二階段以闖關方式進行活動，

活動内容共分 12 項關卡，有反射拼圖、萬花

筒 DIY、影子造型師、色光變變變、乒乓陀

螺、薩克森計時碗、終極密碼、猜猜我是誰、

變頻擺音管、吸管火箭、繩上球、鉛筆導線，

每一關都由生活物品設計而成，製作簡易，

但科學內涵豐富，趣味十足。開瑄孫麗琪校

長感謝陸軍官校洪偉清教授率領的團隊，連

續五年不辭辛勞前進金門辦理科學營，今年

更首次開放畢業生返校擔任志工，這些學生

都至少参加過四年營隊，大家反應很熱烈，

孩子都非常喜歡這個活動，以今年可成為學

校志工為榮，今年也安排老師一起當關主，

一起設計闖關方式，讓學子經由動手操作體

驗、討論分享，引發對科學探索的好奇心。

洪理事長表示在闖關過程中，有些學生挑戰

自己的關卡過關後，願意挑戰更高難度標準，

展現出對學習的積極動力，有的孩子雖然無

法一次過關，但是能夠不斷嘗試，跳脫既有

的思考模式，從經驗中修正自己的策略，最

終完成基本得分。也因為這些孩子展現的學

習熱情，讓這群教授願意發時間設計教材並

親自分享授課，即使沒有酬勞大家仍一次次

來到偏鄉為科學教育推廣而努力，孩子的笑

容與滿足也成為這群老師繼續推動最大動力。

(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六、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20 年 7 月 10 日 

地點：嘉義縣南新國小 



 
物理教學活動報導 

 

 

 - 75 - 

報導：陸軍官校與嘉義大學、嘉義市天文協

會及南新國小等單位在嘉義南新國小舉辦科

技部創意實作科學營，科普團隊已連續兩年

來到此校辦營隊，學校老師與 30 位畢業生也

返校熱情参與協助擔任志工，讓科學教育推

廣能有效結合地區教學資源並融入教學。南

新國小校長莊政道校長在校努力推廣教師科

研社團，希望老師能尋找科學探究樂趣以活

化教學，也積極加入物理教育推動聯盟，為

校爭取與學會合作辦理科學營的機會，今年

活動結合教學課程，讓師生共同参與，藉此

激發師生的學習熱情。陸官大學部主任兼物

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介紹陸官教學

黃仁偉、嘉義大學蘇炯武、陳蕙敏，也感謝

嘉義市天文協會志工熱情支持，為激發學生

熱情，現場以迴力鏢演示與孩子互動，成功

吸引學生目光，學生各個躍躍欲試，也特别

介紹其中多項由國際競賽改良的闖關，如用

彈力球做的繩上球、排水管做的變頻音管、

塑膠碗做的計時碗等關，引導學生一起尋找

生活中的科學。南新國小從畢業生中遴選 30

位志工，結合嘉義市天文志工，由教授群親

自培訓，讓科學種子由學長、姐負責傳承，

讓科學種子在孩子身上萌芽，也讓返校服務

畢業生留下深刻的科學體驗與回憶。(物理

教育學會報導) 
 

十七、2020 彗星出沒 

時間：2020年7月上旬 4:00am~4:30am，七

月下旬傍晚日落後 

地點：全台各地(無光害處) 

報導：由NASA的NEOWISE探測器於今年3

月27日所發現的編號C/2020 F3 NEOWISE，

是2020年首顆肉眼勉強可見的彗星。7月上旬

起，黎明前的4:00到4:30，全台各地天文迷，

不辭辛苦在東北角天邊的御夫座下方追尋這

顆彗星，偏偏好多天都是多雲天，見不到彗

星蹤影，只能欣賞閃亮的金星以及日出。7

月15日之後，該彗星改為傍晚出現在西方天

際，逐日沿著大熊星座的腳掌移動，角度較

高但亮度漸弱，在無光害處，肉眼勉強可見，

其餘地點則要用望遠鏡才捕捉得到。 

(邱韻如報導) 

 

十八、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20 年 7 月 12 日-13 日 

地點：七美國中 

報導：由陸軍官校、科工館、高雄大學、台

東大學與物理教育學會聯合科普團隊，首次

跨海結合七美國中、小，一起合辦科學營，

本次適逢七美國小百年校慶，不但讓偏鄉的

孩子能快樂參加這場精彩且趣味十足的科學

營隊，也為百年校慶一同慶賀。陳冠全校長

感謝洪偉清理事長及所有團隊不辭辛勞願意

為七美學子辦理科學營，近三年來首次有科

學教育團隊蒞校來辦理科學活動實在非常難

得，也非常敬佩所有老師在培訓過程都能詳

細引導與解說，讓孩子勇於表達。陸官部主

任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感謝科工館

曾瑞蓮團隊、陸官黄仁偉、台東大學林自奮、

高雄大學余進忠、澎科大李孟芳、佳興國中

陳坤龍丶白仲偉等多位老師不惜代價熱情支

援，讓偏鄉科學教育活動能不斷地推辦，也

讓七美學子對於科學能重新燃起學習的熱情。   

洪理事長對於澎湖故鄉的記憶，就是那份濃

厚的人情味與熱情，他希望透過科學教育推

廣，讓這裏的學子能多出一份學習的熱情，

洪理事長雖然每年都有回澎湖辦營隊，但七

美總是沒有機會與當地學校合作，在去年透

過高大余進忠教授與後甲國中劉淑惠老師的

熱情推薦下，讓科普團隊與七美陳冠全校長

取得連繫而促使今日活動能順利在七美國中

辦理，也讓科普推廣種子與教學熱情散播到

更遠的地方、能深入至更多需要的地區。(物

理教育學會報導) 

 

十九、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20 年 7 月 15 日 

地點：澎湖案山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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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陸官部主任洪偉清帶領科普團隊，今

日深入澎湖案山里社區，辦理第二場科技部

創意實作科學營，報名非常踴躍，這是開放

親子可一起参加的活動，有效結合社區特色

發展，達到在地科學教育札根目的，活動同

時兼俱科學與趣味，成為暑假澎湖在地熱門

活動的首選。馬公市林永添代表葉竹林市長

出席感謝物理教育學會及陸官洪教授所帶領

的科普團隊，連續 6 年到案山里辦理親子科

學營，也感謝多年來負責連絡此活動的許玉

英總幹事，從志工徵求到報名一手包辦，成

功讓親子科學營成為案山社區發展的特色，

成為暑假大家搶著参加的熱門活動。洪理事

長介紹所邀請的團隊包含陸軍官校、科工館、

高雄大學、台東大學與澎湖科技大學等單位，

都是長年與物理教育學會合作到全國各地推

廣科普的團隊，洪理事長表示，每位教授都

有豐富經驗也非常熱血，活動經費都是來自

不同的計劃經費，一起合作推辦偏鄉科學營，

也分享這群熱血的教授志工故事，每年研發

很多不同有趣課程，希望這些課程不僅可用

於活動推廣，校老師也能透過参與將其融入

教學。活動共有 13 關，每關 15 分鐘，為讓

所有學員能瞭解正解的操作與原理，活動採

定時換關方式，每一關的科學志工在 5 分鐘

完成演示及說明，5 分鐘給學員實作練習與

指導，最後 5 分鐘利用 PK 賽方式闖關，選

出表現最出色者給予加分，在最後的 PK 競

賽可代表各組参加比賽，成績最好的團隊，

主辦單位會將教具直接送給小朋友，每位孩

子都非常積極參與，為自己隊友加油打氣，

最後獲得勝利全組更會大聲歡呼非常熱鬧，

學會也為每位小朋友頒發研習證給予鼓勵，

為今日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物理教育學會

報導) 

 

二十、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20 年 7 月 16 日 

地點：澎湖文光國小 

報導：陸官部主任洪偉清今日帶領陸軍官校、

科工館、高雄大學及台東大學等科教團隊，

前進文光國小辦理澎湖地區第三場創意實作

科學營，馬公市葉竹林市長、教育處劉亮宏

課督、文光國小洪宏賢校長及所有教授均出

席，葉市長感謝洪理事長及所有教授對澎湖

的厚愛，讓澎湖孩子可接觸到科學新知並引

導學子一同探索生活中的科學。劉課督也特

别勉勵學員除了好玩也要用頭腦，想想為什

麼？要把知識帶回去。洪校長也鼓勵學生能

動手實作發現背後的原理。陸官大學部主任

兼物理教育學會理事長洪偉清教授表示，今

年活動内容特色，包含陸軍官校以塑膠製成

的計時器、高雄大學以乒乓球及磁鐵做成旋

轉陀螺、臺東大學以壓克棒做為圖像解碼解、

科工館以影子疊合做出各種造形等，都是各

團隊最新的教材，也特别勉勵所有參加學子，

不要小看這些看似簡單素材，其中有很多科

學内涵，非常值得用心體驗，一起尋找生活

中的科學。(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廿一、科技部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 一夏 

時間：2020 年 7 月 17 日 

地點：澎湖隘門國小 

報導：陸官部主任洪偉清率領陸軍官校、科

工館、高雄大學、台東大學、澎科大與物理

教育學會聯合科普團隊首次到隘門國小辦理

澎湖地區第四場科學營，陳光安校長開幕感

謝洪理事長帶領優質師資團隊幫忙隘門國小

老師進行志工培訓，透過台東大學林自奮熱

情協助連絡，讓隘門國小可爭取到科普團隊

到隘門國小辦理創意實作科學營的機會，陳

校長不藏私地開放名額給附近 6 間國小包含

湖西、成功、石泉、文澳、馬公、中正等校

的學子一起跨校學習，讓科學教育推廣觸角

更加寬廣。陸官洪偉清表示，今年活動主要

以光學與力學為主軸，包含科工館以影子疊

合做出各種造形、以三原色光疊加投射彩色

圖卡、以平面鏡斜向反射的立體拼圖；陸軍

官校以彈力球做成繩上球、以排水管製作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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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管、利用鉛筆導線製成的紙上琴；高雄大

學則以塑膠碗製成的計時器及乒乓球及磁鐵

做成旋轉陀螺；臺東大學以壓克棒做為圖像

解碼解及以曲面反射成像等多項精彩活動，

洪理事長特别勉勵所有學員，今日活動雖有

很多日常用品製成，但這些看似簡單素材，

但其中有很多科學内涵，非常值得大家一起

用心體驗。(物理教育學會報導) 

 

貳、活動預告 

一、科技部第三屆「2020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

實作競賽一辯論決賽」 

時間：2020 年 8 月 1-2 日  

地點：台中科博館 

簡介：為有效培養學生資料蒐整、實驗研究、

數據分析、問題探討及表達的能力。藉由教

育部、科技部專案計畫補助辦理全國大專暨

高中物理辯論競賽，以實踐「學以致用」的

理念,並利用實作教學方式讓學生在學中做、

也在做中學，以達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及提

昇學習成效。參賽學生是由初賽與複賽脫穎

而出的隊伍進行辯論，優勝者除了獲得優渥

的獎金之外，還會獲邀在物理教育年會中發

表演示，是高中學生難得的競賽活動，值得

推廣參與。 

  

二、2020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20年8月20-22日 

地點：淡江大學 

網址：https://chchuang5.wixsite.com/phys2020 

簡介：本會議為全國性教學研討會議，主要

開放給全國對物理教育具有熱情和教學研究

成果獲經驗的教室分享平台，促使大學，高

中，國中小教師互相觀摩分享與交流機會，

內容非常豐富，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1. 大會演講，大會論壇，大會教學演示 

2. 創意教具設計與實作工作坊 

3. 壁報論文和廠商教具展示 

4. 教學成果發表 (a. 課程與評量，b. 教材

與教具研發，c.資訊科技與物理，d. 探索實

作與素養命題，e. 教師培育與教師增能，f. 

大學物理教育發展) 

5. 物理教育學會年度大會暨2020物理教育

獎頒獎 

6. 大會晚宴暨創意物理科學演示交流 

(大會官網) 

 

 

三、第36屆中華民國科學教育研討會 

時間：2020年12月17-19日 

地點：高雄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0aset 

簡介：2020第36屆「科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

育研究所承辦，除了秉持中華民國科學教育

學會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前瞻科學教育的理

念與目標外，進一步呼應以「核心素養」為

主軸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以「素

養導向的科學教學與學習」為主題，強調學

生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時所

需培養與具備的能力，發展以人為本的教育，

教育不該只是制式化的教與學，應將教育的

本質回歸到受教者本身。此次「科學教育國

際學術研討會」亦取得東亞科學教育學會 

(East-Asi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EASE) 認可授權。 (大會官網) 

 

四、第三屆全國科學教具創意設計競賽 

時間：2020 年 12 月 13 日(北區)、2020 年 12

月 27 日(中區)、2020 年 12 月 20 日(南區) 

地點：科教館(北區)、科博館(中區)、科工館

(南區) 

簡介：藉由辦理科學教具創意設計競賽活動，

提升科學教具研發能力，提供自然領域探究

與實作課程發展及吸引學生主動學習科學、

瞭解科學表達方式。鼓勵學校教師或學生發

揮創意設計科學教具，進而提升國內科學教

具研發能量，推廣自製實作科學教具，以達

活化科學教學為目的。(大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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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理動手做教學研討會 

時間：2021年1月29日 

地點：中原大學 

 

六、2021物理年會 

時間：2021年1月27日至29日 

地點：中原大學 

 

七、2021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21年8月 

地點：屏東大學 

 

八、2022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22年8月 

地點：逢甲大學 

 

九、國際研討會 

3rd WCPE 2020(物理教育研討會) 

 全名：3rd World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日期：19-23 July 2021 

 地點：Hanoi, Vietnam (越南) 

 備註：20-24 July 2020 - POSTPONED at 

19-23 July 2021 (due to Cov19) 

 

ICPE 2021(物理教育研討會) 

 全名：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  

 日期：September 09-10, 2021 

 地點：Singapore (新加坡) 

 網址：
https://waset.org/physics-education-conferenc

e-in-september-2021-in-singapore 

 
AAPT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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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National Conferences, April 8–11, 

(Chicago, Illinois) 

 2022 National Conferences, March 31–

April 3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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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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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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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於中原大學辦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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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通過 2021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訂於 8 月

19-21 日於屏東大學辦理。 

4. 通過 2022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訂於 8 月

18-20 日於逢甲大學辦理。 

5. 通過第 31 屆理監事推薦候選名單。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第 31 屆理監事改

選作業，將於 8/21 日 0900-1400 假淡江大

學進行投票作業，本學會一般會員、團體

會員、永久會員、榮譽會員、諮詢委員(任

期內視為一般會員)皆可投票，歡迎大家

踴躍出席並完成本屆理監事改選作業，本

次候選理事共計 32 人，遴選最高票理事

21 席，依序遴選候補理事 7 席，候選監

事共計 7 人，遴選最高票監事 5 席，依序

遴選候補監事 2 席。 

(1) 第 31 屆理事候選名單 

1陸軍官校洪偉清 、2國教院蕭儒棠 、

3 高雄大學余進忠、4 東華大學葉旺

奇、5 協同中學何世明、6 台師大傳

祖怡、7 臺南佳興國中陳坤龍、8 高

雄中學盧政良、9 正修科大蔡政男、

10 陽明國中謝甫宜、11 嘉義高工賴

彥良、12 萬能科大周鑑恆、13 東海

大學王昌仁、14 嘉義大學蘇炯武、15

台師大徐鏞元、16 台南二中吳隆枝、

17 科教館蘇萬生、18 台東大學林自

奮、19 大園國際高中朱元隆、20 東

華大學曾賢德、21 長庚大學邱韻如

22 前鎮高中林百鴻、23 基隆女中張

仁壽、24 中央大學朱慶琪、25 彰化

師大吳仲卿、26 屏東大學許華書、27

逢甲大學楊嘉會、28 東海大學黃家逸、

29 台師大駱芳鈺、30 麗山高中吳明

德、31 台師大陳育霖、32 輔仁大學

林更青 

(2) 第 31 屆監事候選名單 

1 台南一中何興中、2 中興大學孫允

武、3 成功大學許瑞榮、4 中山大學

郭啟東、5 逢甲大學林泰生、6 彰化

師大洪連輝、7 輔仁大學張敏娟 

 

6. 2020 年物理教育獎 

物理教育學會恭賀獲獎老師及團隊，大會

將邀請獲獎個人及團隊出席今年在淡江大

學舉辦「2020 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開

幕典禮接受本學會公開表揚，並邀請分享

獲獎感言及優良事蹟。 

得獎名單： 

(1) 「2020 物理教育教學獎」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级中學蔡汶鴻老師 

優良事蹟： 

1. 2016 年蔡老師推行人工智慧相關計畫，

開設「人工智慧機器人」選修課程， 帶領

學生由實作中學習機器人的機構設計、程

式編寫，開始參加 FRC 競賽，並帶領學

生開啟了一段瘋狂但踏實的奇妙旅程。   

2. 2017 年台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展競賽，

中蔡汶鴻、劉昀姍老師指導南科實中學生

王品閑、胡佳湘以「仿生盆栽」作品，摘

下金牌獎。 

3. 2019 年 3 月蔡汶鴻、劉昀姍老師帶領南

科實中 FRC6998 機器人學校代表隊，前往

夏威夷，挑戰機器人世界大賽夏威夷區賽，

以自製的 AI 機器人，勇奪《企業家精神

獎》殊榮，並獲得夏威夷州政府頒發「學

生大使證書」，回國後由蔡總統接見褒獎。 

4. 2020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

期間，指導南科實中高中生自造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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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機器人，除了可噴灑酒精，還增加了

視訊功能，並回饋地方社區協助消毒，將

科技與時事做結合，透過不同管道來回饋

社會，協助學生們發揮 Maker 精神。 

5. 2020 年蔡汶鴻老師帶領 Elite Leopard 團

隊，拿下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JAXA）和美國太空總署（NASA） 聯合

舉辦的第 1 屆「KIBO 機器人程式設計競

賽」全國第 2 名佳績。 

 

(2) 「2020 物理教育推廣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徐鏞元教授 

優良事蹟： 

協助舉辦各項比賽，包括 

1.「徐有庠盃台灣青年學生物理辯論競賽」

負責競賽賽程、成績統計及競賽評審（從 

2009 年第一屆起，至今 2020 年第十二屆） 

2. 主持「國際青年物理辯論競賽」台灣代

表隊選手選拔與培訓（2015～2019）並帶

隊出國參加競賽。 

3.協助舉辦「台灣高中大學中文物理辯論賽

（北區）」（2015、2016），主辦「大專

生物理辯論賽」TCPT（2016~2018 年） 

 

(3) 「2020 物理教育推廣獎」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科教「GO 好玩！科傳

GO 有趣！」科教團隊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廣組 蘇萬生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實驗組 佟冠誼 

優良事蹟： 

1. 離島到校服務及種子教師增能研習活動，

促進教師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現場之應用，

提升偏鄉離島地區科學普及之風氣。 

2. 偏鄉科學教育科學扎根活動：協助解決

偏鄉弱勢學童教育資源不足、數位學習落

差等需求，媒合在地大學或教育基金會與

偏鄉小學發展之科學課程與活動到校服務

扎根計畫，並落實輔導與成效評估，以促

進在地科學紮根，協助各偏鄉小學規劃一

學年共兩學期的科學課程。 

3. Special Science Show 

4. 辦理大眾科學講座 

5. 巴斯無敵影片拍攝，請見「科教 GO 好

玩官網」 

6.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營，目前已經在合作

國小舉辦 35 場入校推廣 STEAM 教學融

入的科普活動。執行科技部「嘿!女孩們!

動手探索科學趣」計畫相關成果連結如下：

https://reurl.cc/g7NykL 

7. 核能教育推廣：執行 108 年度科技部原

子能合作研究計畫「核案虛擬一點通」推

廣任務，入校推廣核能知識，一共服務了 

17 間小學，將近 60 個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