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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學活動 

壹、2021年下半年活動報導 

一、 PM2.5感測器製作教學 

時間：2021年7月10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在新冠疫情三級警戒期間，物理教育

學會不忘帶領全國科教同好，一起進修成長

和進行自造共作活動。因參與桃園萬能科技

大學的科技部實作學門計畫會議，學會余進

忠理事長分享國立高雄大學所開發的PM2.5

微型感測器，與會者之一國立臺東大學教授

李偉俊當下即表示希望能進一步合作辦理工

作坊給許多喜好自造者活動的夥伴。 

後續於6月獲國立臺東大學教授李偉俊邀約

於line群組上發起PM2.5感測器自造者工作

坊活動，並於7月10日下午二時採線上同步視

訊方式，由學會理事長及國立高雄大學應用

物理學系學生事先郵寄電子電路元件材料包

予線上參與者，內容物包含：3D列印外殼、

PM2.5感測器、專用電路板、ESP32主板、電

源模組及其他附屬小零件，讓參與者在家中

自行組裝和進行系統測試。 

該課程包含Arduino函式庫安裝、程式燒錄與

講解、手機程式安裝教學，及數據記錄等，

參與人員共計16位，工作坊雖連續達三小時

之久，但學員們都不覺疲憊，大部分的學員

都能順利組裝和完成感測器的測試，均異口

同聲地認為這是一場CP值極高的自造者實

作工作坊。 

近年國人對空氣品質意識抬頭，許多師生透

過簡易空品感測器進行口罩過濾效果及區域

性空品量測，除了作為科展主題外，也逐步

影響周遭人群，學會適時提供相關自造活動

為臺灣環境盡一份心力，也為自造教育開一

扇窗。 

 

二、 「磁的認識與在生活中的應用」師生

研習課程 

時間：2021年7月14日 

地點：台中市豐原高級中學（線上google meet

視訊辦理） 

報導：台中豐原高中柯閔耀老師主持該校應

科班教學課程，於暑期規劃辦理科技相關生

活應用課程，邀請學會余進忠理事長以「磁

的認識與在生活中的應用」為主題進行講授

與實驗。 

理事長從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小磁鐵說起，並

於線上指導學生利用於遠端自行操作實驗材

料，透過棉線懸掛鐵氧永久磁鐵的轉動特徵

找出地球磁極方位，進而從中認識轉矩；繼

而利用磁區顯示片，觀察棒型及環形永久磁

鐵的磁區型態，並結合多個棒型磁鐵尋找穩

定的磁區結構；後續觀察軟性磁鐵板的磁區

結構，再透過永久磁鐵與軟性磁鐵板的交互

作用，推估軟性磁鐵板的磁區型態，繼而得

出海爾貝克陣列（Halbach Array）的穩定磁

區結構。 

該課程吸引50位豐原高中學生及6位教師參

與課程。透過實驗材料、搭配預錄的實驗影

及PPT簡報說明，雖是遠距線上教學，但經由

實際的現象觀察，讓學生的學習與操作沒有

距離。 

 

三、 2021第四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 「決賽」 

時間：2021年7月24-25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競賽 

報導：參賽隊伍經由初賽素養測驗及實作測

驗加總後，各賽題擇四隊參與決賽，合計40

隊伍（約200位學生）參與「決賽」，如同前

屆決賽仍以物理辯論方式辦理。直至7月24-

25日決賽時全國仍維持三級警戒，室內仍不

得超過5人，因此決賽律定所有隊員不得群聚，

須分散於各處以遠端視訊方式辦理，學生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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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開啟攝影鏡頭以維持競賽公正性，競賽

期間學生僅能以手機傳訊等方式進行聯繫，

且不得發出聲響。 

雖此時學會工作團隊已有線上課程辦理相關

經驗，但每一賽題各隊伍交替捉對競賽，一

賽題需進行6場線上視訊競賽，10個賽題總計

60場線上決賽，在在考驗評審、工作人員、

網路視訊及後端計分平台的穩定性。此次學

會共計投入50位評審及14位工作人員，開設

三間實驗室作為線上決賽視訊開立及即時聯

繫用途。 

決賽前學生必須線上簽到，隨後公告競賽場

次學生分工情形與賽前出拳狀況（已事先針

對各場次競賽隊伍做出拳調查），作為隊伍

報告順序依據。競賽開始後，工作人員隨即

啟動競賽流程「倒數計時器」，該倒數計時

係針對Google Meet線上視訊平台開發，讓決

賽學生能於視訊畫面中隨時看到剩餘時間；

接著評審們透過手機操作google表單進行該

場次評分並能於計分後台系統即時核對查閱

所有評審的評分狀況，再由該場次評審主席

確認各評審評分無誤後，由工作人員於

google meet訊息列發佈該場次兩隊成績，隨

即後台系統即將該成績鎖定不能再修改成績。 

決賽前一週學會特舉辦4次學生及評審賽前

演練，宣導線上決賽流程規範及注意事項，

並於決賽前一小時辦理評審會議，除進行賽

題及規則講解外，也提示相關決賽時學生需

遵守的競賽樣態，供評審與各場次主席能即

時提點參賽學生。當天競賽結束後，評審團

隨即召開線上評審會議，針對各場次學生違

規樣態進行討論，並確認各隊獎項，以為後

續公告依據。雖綿密進行事前籌劃，然亦有

學生因線上競賽遲到而被剔除決賽得獎名單

殊為可惜。 

此次學會投入64位評審及工作人員，線上共

約計264師生共同參與競賽及評審事宜，並開

設60場線上視訊會議，是當時疫情下全國辦

理線上競賽中最大規模者。由於疫情因素未

辦理實體頒獎，因此改由學生事先上傳個人

照片，由學會製作與宏碁施振榮榮譽董事長

夫婦、國立高雄大學陳月端校長、學會理事

長、競賽評審等人之合影照作為頒獎紀念；

並於8月「物理教育聯合會議」中由理事長錄

製影片介紹各項賽題特色以及各獲獎隊伍佳

績作為紀念。 

 

四、 科學競賽培訓營 

時間：2021年7月31至8月1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物理教育學會自2020年7月辦理首場科

學競賽培訓營後，場場均獲師生熱烈迴響。

此次培訓營係第6次辦理科學競賽培訓，因五

月中旬疫情升溫，營隊自四月後停止辦理，

於七月底開始採線上google meet方式辦理，

並將實驗材料包於一個月前寄送至學生家中，

讓學生有充分時間蒐集實驗數據。此次計22

位高中生參與營隊，開幕時學會余進忠理事

長致詞表示，希望同學能過透過這次培訓營

的實作課程，將產出的成果投入今年8月舉辦

的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讓學習成效最大

化，並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於壁報競賽中爭

取榮譽。 

課程一開始由長期講師吳原旭老師教授「科

學態度與實驗進行準則」，課程中介紹108課

綱基本理念，希望學生能具備科學素養並了

解科學本質；並由天體運行模型引入科學模

型的變革，繼而引入原子模型，在課程最後

以平面導體導電研究為例，解釋物理模型形

成的過程。隨後由余進忠理事長講授「科學

報告寫作」，說明一份完整科學報告需要的

相關元素，及科學實驗進行的流程。 

下午課程由高雄大學應物系張智淳擔任科學

軟體Tracker、SciDAVis的講員，期間以

Tracker來追蹤物體軌跡，後續輸入SciDAVis

分析其軌跡數據；顏亦甫同學則教導同學如

何用ImageJ影像軟體來精確測量孔洞大小；

陳彥鈞同學則針對此次培訓營的簡報競賽題

目作問題分析，讓同學們能快速理解賽題題

意以及切入問題的方式，以便學生能快速進

入實驗情境；後續由侯廷宇和上述的同學擔

任線上實驗助教，讓學生自由與高大助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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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線上進行實驗討論。 

次日（8月1日）一早由左營高中邱明星老師

說明公辦小論文競賽的最新的文章格式，並

請同學注意引用資料的標註；接著東華大學

曾賢德老師則說明物理辯論競賽的進行方式

與期程；最後由臺師大附中李柏翰老師介紹

AI和deep learning的進展及其在科學應用上

各種樣態，最後以AI鳥聲學習為例，說明AI

如何精確分辨我們人類無法分辨的事物。緊

接著由丁后儀老師分享簡報製作的技巧及如

何配合精美簡報來口述自己的實驗成果，進

而讓學生在下午實作報告中加以運用。 

下午為學生競賽心得分享，學會邀請到「2021

第四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金牌得

主張又懿同學，分享她如何找到志同道合的

同伴一起參與競賽，又如何在團體中發揮自

己的專長；繼而由於科展中獲得佳績的方譯

蔓、沈書煒兩位同學分享科展的報告，並說

明如何用EXCEL進行數據分析，也與同學分

享如何在繁重的課業中準備科展；講座最後

由FRC大賽中獲獎的陳柏睿同學作分享他如

何一步步從零基礎的高一生踏入了高手如芸

的FRC競賽並獲得佳績，也報告如何透過募

款以支付高額的競賽報名費的心路歷程。 

下午最後舉辦的一場實作報告競賽，由中山

高中蔡銘賢老師、南科實中蔡汶鴻老師和台

南女中楊才民老師擔任評審，競賽中不乏有

同學採用新奇的想法及設計，而有別於學會

提供的實作材料包，並勇敢地將這兩天課程

的成果展現在簡報上，此次參與人數相較於

前幾次營隊課程較少，但同學們在這兩天的

線上課程中收穫滿滿，最後蔡銘賢老師鼓勵

同學們就算是沒有實作經驗，仍應該踴躍去

參加競賽積累經驗。 

 

五、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7月31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物理教育學會新一輪教師研習開辦，

感謝台北市麗山高中吳明德老師給予線上教

師研習。此次吳老師總共帶來四個物理教學

示範。首先講解「雷射光遮斷測時」，透過兩

面反射鏡改變雷射光的行進路徑，形成一個

ㄈ字形的光閘，最後入射至與手機連接的光

敏電阻，由於物體自由落下時，經過雷射光

束行經路徑會造成兩次遮斷，此時透過

phyphox APP 中的聲學碼表即可達成計時的

效果。 

教學示範的第二個項目為「聲波共振」，吳老

師將耳機及麥克風一同放進杯中（共振腔），

並結合 iPhone 手機的 ResoSearch APP，當耳

機發出聲音並掃描頻率時，麥克風則會接收

聲音，該款 APP 在手機上繪出頻率響應的頻

譜圖，可藉此觀察共振腔的基音與泛音等特

性頻率。 

接下來是「閃頻法測轉速」，利用閃光頻率與

轉速頻率同步時，風扇看起來會停止的特性

來測量轉速，並使用 Stroboscope APP 和

Strobe Light Tachometer APP兩款軟體來輔以

操作，使其控制上更為流暢、簡單明瞭。 

最後一項是「聲波干涉」，利用兩部手機進行

操作演示，一部接上耳機作為聲波產生器，

另一部接上麥克風作為聲波的接收器。當耳

機與麥克風間之距離為聲波波長的整數倍時，

聲波會因干涉使振幅變大，反之，當其距離

為半波長奇數 2 倍時，會有相消干涉使其振

幅減弱，此時再透過手機上安裝的示波器軟

體看出聲波干涉與距離之間的關係。  

吳老師進行教學示範期間使用多個手機APP

輔助實驗的進行，也利用實物攝影機進行雙

鏡頭教學演示，線上演示也採用了許多預錄

的YouTube影片作為輔助，完全體現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及疫情下的線上授課樣態。此次

教師研習共計66人參與，線上與會人員收穫

滿滿。 
 

六、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8月1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新一輪教師研習的第二場，由錫昌科

技徐肇佑資深工程師給予講座，計56位教師

線上參與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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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綠能議題受到重視，因此徐老師帶來兩

項與綠能相關的演示實驗。其一為「風力發

電演示」，係利用自製的風力發電設備，結

合光電閘及電壓計來測量風扇的轉速和發電

電壓，並藉由更改扇葉轉子，來探討不同風

扇葉片的發電效率。其二為「太陽能發電實

驗」，利用串聯數個太陽能板來探討其產電

效能，以及在不同遮蔽方式時對太陽能發電

的影響。上述兩項實驗皆藉由SPARKvue 

APP來觀察並記錄發電電壓，並對產出之數

據進行研究探討。 

透過這兩項實驗可清楚看到外界環境對綠色

能源的產電影響，以及變更機具及架設方式

對產出電壓的效果，透過手機APP可即時存

取實驗數據，對位於一般教室而言，可說是

相當便利。 

 

七、 親子象棋及科普線上營隊 

時間：2021年8月6-7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活動 

報導：暑期為增進親子科普及同樂活動，學

會及高雄大學科教中心師生共同辦理「親子

象棋及科普線上營隊」，免費讓國小3 ~ 6年

級與家長共同學習象棋的遊戲及空氣動力相

關的科普遊戲。報名家庭於營隊期間必須有

一位家長陪同參與，需自備筆電且需有攝影、

錄音等功能，並配合拍照做活動紀錄。報名

開始後僅2天即告額滿，共30個家庭報名，62

位親子參與線上活動，參與人員涵蓋北、中、

南、東各縣市國小學生。 

此次活動全程由高雄大學應物系學生郭博竣、

李曜宇、陳彥鈞等同學擔任講員，活動內容

包括傳統象棋的由來、規則、玩法，以及由

象棋所衍生出的各種暗棋玩法，期間穿插迴

轉紙飛機和馬格努斯迴旋紙杯的製作及操作

教學。於營隊第二天下午舉辦「線上象棋競

賽」，讓學生經過兩天的學習後和同儕實際

進行線上對弈，競賽採取個人積分制，最後

積分前三名者寄送小獎品。活動前事先由學

會寄發象棋及科普材料，除完全免費外，高

大學生更細心準備餅乾、飲料包等讓親子於

營隊期間享用。 

經過這兩天的活動，學生學會了傳統象棋及

暗棋的玩法，也有人專注於紙飛機飛行的原

理。營隊參與的同學表示，在暑假的後半段

可以利用和父母、兄弟姊妹間的對弈來取代

平常看電視、滑手機的習慣，減少3C產品的

使用時間、降低眼睛疲勞的同時，還能增進

親子間的互動。高大營隊帶領同學則表示，

疫情雖然造成了許多人各方面的不便，阻擋

了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但是也加快了網路

科技的發展運用，此次活動讓參與的親子即

使是宅在家裡，也能透過線上視訊的方式學

習到新知，並且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儕進行

互動，十分有意義。 

 

八、 量子科技線上專題演講 

時間：2021年8月6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近年因量子電腦興起，除了quantum bit

數量增加，量子揪錯技術及量子糾纏時間均

有提升，因此量子計算變得可能。今年學會

從9月中旬規劃辦理一系列「線上高中量子課

程」，從近代物理及數學工具出發，逐步進

入量子計算、演算法及IBM Q的使用。期間

亦規劃辦理數場專題演講。 

於8月6日邀請中原大學資工系黃琮暐教授以

「量子電腦的優勢」為題於線上給予三小時

講座，黃教授由工業革命的歷史脈絡講起，

再進入量子革命的興起與各國的推動概況。

緊接著說明量子計算優勢及量子電腦的應用

領域及應用實例，並深入淺出的介紹Grover 

演算法、RSA加密破解、量子富立葉轉換等，

以及量子電腦的分類。 

該場講座總計吸引45位教師及學生聽講，結

束前許多教師及學生熱烈提出量子相關問題，

黃教授均一一回覆，讓大家收穫滿滿，也為

後續9月份的量子科技課程打響第一炮。 

 

 

 

 



物理教學活動報導 

 - 57 - 

九、 2021第四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 「線上實作報告評選」 

時間：2021年8月13日公告評選結果 

地點：評審線上評選 

報導：針對沒有進入決賽的隊伍，此次因疫

情額外安排了「線上實作報告評選」，各隊

伍得上傳至多24頁橫式pdf簡報檔，並製作線

上報告mp4影片10分鐘，後續由評審觀看簡

報檔及報告影片評分給獎。整隊學生都必須

出現在報告影片畫面中，並同時由報告者（學

生可輪替擔任報告者）進行簡報檔的說明。

評分表單中除了賽題研析、科學原理（建議

應含物理模型）、實驗設計與規劃（應含實

驗設計與變因控制等細節）、實驗結果與分

析（應含數據蒐集與圖表呈現）、誤差分析、

結論等內容外，刻意規劃「簡報檔內容」及

「影片內容」兩項佔比30%的評分指標。 

此次共3隊獲優等獎，3隊獲佳作；得獎隊伍

將於競賽官網及「全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中公告。因疫情安排得獎隊伍上傳學生照片，

由學會製作與宏碁施振榮榮譽董事長夫婦、

國立高雄大學陳月端校長、學會理事長合影

照片留念。 

 

十、 線上科普樂 

時間：2021年8月18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於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前夕，學會副秘

書長謝甫宜老師為促進國教端教師與學會的

互動，特別邀請理事陳坤龍老師一同辦理「線

上科普樂」活動，活動一開放報名，當天即

超過50人登記參與活動，此次參與活動之教

師除獲得價值超過500元的實作材料外，學會

特別加碼贈送USB隨身碟扣環作為禮物。 

上午由陳坤龍老師給予兩小時的「交流與直

流電教材實作」，讓參與教師藉由電子材料

組合出直流與交流電路，並觀察顯示之各種

物理現象。接著由謝甫宜老師以「指尖陀螺

電磁感應與偏振」為題進行一小時的教學演

示，內容以探討指尖陀螺的電路設計及光學

偏振現象的研討為主。此次活動參與人數高

達106人，雖為線上活動但造成與會教師的熱

烈迴響，謝老師及陳老師應允將持續辦理類

似活動以凝聚更多教師對自然科學及電路設

計的熱愛。 

 

十一、 2021第四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

競賽 「壁報競賽」 

時間：2021年8月20日 

地點：線上webex視訊辦理 

報導：系列性的「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

賽」尾聲即為8月中下旬的壁報競賽，如同以

往併同8月19-21日的「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

合會議」辦理，此次聯合會議亦因疫情改線

上辦理，為疫情期間全國最大的線上會議，

國教及大學端與會者多達600人，因此會議改

採可容納1000人的webex線上視訊系統以為

因應。 

壁報競賽於webex專屬會議分組內進行，由

報告者搭配壁報進行3分鐘線上報告，後續由

評審提問2分鐘，此次共計頒予第一名、第二

名及佳作各一隊，後續於會議第三天公告獎

項並由學會理事長進行線上頒獎。得獎隊伍，

於會議結束後，如同決賽亦規劃得獎學生與

施振榮夫婦等貴賓合影照片以為紀念。 

綜觀本次「2021第四屆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

作競賽」，學會及高雄大學科教中心在疫情

下於4月辦理實體「自然科素養紙筆測驗」、

5月底辦理「線上實作測驗」，接續辦理「線

上決賽」、「實作報告評選」及「壁報競賽」。

期間感謝各級高中與大學約計60位設備組長

及教授擔任承辦人協助報名及試場規劃事宜，

臺南一中「探究與實作南區推動中心」何興

中老師率各科命題教師進行自然科素養命題，

嘉義協同中學何世明老師進行實驗材料規劃

及東華大學曾賢德教授進行材料試做等。接

續由東海大學王昌仁教授規劃42位教授及教

師擔任初賽評審，並進行後續50位教授擔任

決賽評審事宜，期間高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製作評分系統及線上決賽規劃事宜，並辦理

四場決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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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競賽除國教署給予經費補助外，宏碁集團

施振榮 榮譽董事長夫婦亦給予捐贈款，同時

感謝高雄大學陳月端校長及行政同仁給予最

大的行政支持與鼓勵。更要感謝期間全程參

與規劃及協助的所有學會行政人員及高雄大

學師生，期待明年「2022第五屆全國高中物

理探究實作競賽」能夠加擴大並引導時代所

需讓學生能透過本競賽獲得最大教育效益。 

 

十二、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時間：2021年8月19-21日 

地點：線上webex視訊辦理 

報導：本會議今年度由國立屏東大學主辦，

後因疫情改以webex線上系統視訊會議，此

次大會以研討探究實作課程於大考入題、108

課綱教材、當代傳播環境下的物理教育、學

習歷程與大學選才等重要議題為主題，並以

後疫情科普傳播、素養導向教學、教材教法、

教案教具、教學研究與課程發展等為子題進

行邀請演講及學術論文發表。 

大會第一天上午的演講以「探究實作課程如

何於大考入題？」為題，邀請大考中心吳國

良組長演講，吸引大量的線上回應，線上討

論也欲罷不能；接續辦理論壇「當代傳播環

境下的物理教育」，邀請桃園大園國際高中

朱元隆校長、國家實驗研究院李名揚副研究

員、中研院天文所曾耀寰研究副技師、科學

月刊編輯委員廖英凱先生與談，後續於下午

辦理「線上科普與後疫情時代的教育創新」

邀請演講，貫串整個疫情下的當代科學傳播

議題。 

近年因應量子科技的興起，於第一天會議中

午辦理「高中量子科技課程座談會」，會中

齊集35位大學及高中教師與40位高中端學子

與會，並邀請科技部林敏聰政務次長給予國

家量子科技政策說明，接續邀請臺灣大學張

慶瑞特聘教授以「現代公民必備的量子素養」

為題給予大會演講，並於會後辦理「高中量

子科技教育論壇」邀請三位高中教師給予邀

請演講。 

會議第二天上午以「實驗課可以很有樂趣」

為題邀請中正大學曲宏宇教授給予大會演講；

接續邀集國內各大出版社主編針對「108課綱

教材研討」與談；下午辦理平行場次投稿口

說報告以及平行場次工作坊；由於工作坊主

要以實作為主，因此學會行政人員於會議前

已寄出所有參與人員的材料包，並於webex

系統下開設平行子會議室供平行議程使用。 

第三天上午配合辦理「物理實作課程研發平

臺年會」，會中邀請六位講員給予實作課程

相關演講。下午時段辦理一場大會演講，邀

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周弘偉專門委員給予

「學習歷程與大學選才-大學對備審資料的

審查原則」講座。後續頒授學會年度「物理

教育獎」予基隆女中張仁壽老師及臺師大附

中李柏翰老師，接續邀請智榮基金會施振榮

董事長賢伉儷線上頒授「2021第四屆全國高

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決賽獲獎隊伍及本次

會議壁報獎項。 

此次會議總計辦理4場大會演講、2場論壇（10

位與談人）、4場工作坊、10場平行場次邀請

演講、16位投稿口頭報告及36篇壁報參展，  

學會自1998 年起開始辦理為期一天之「物理

教學及示範研討會」，並於2001年改為期兩

天之會議；「研習工作坊」則於2002年開始

納入該研討會；後續於2012年改為期三天的

「物理教育聯合會議」。人數自初期約莫30

人，於2001年膨脹至200人；2018年開始納入

「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成果發表，

此時與會人數拉高至400人；2021年因新冠疫

情轉由線上webex視訊會議辦理，此時與會

人數已達525人，如加計工作人員20位及前一

天辦理之線上科普樂活動，與會人數約650人。

顯見於疫情下國教及大學端對物理教育仍不

減熱情，期待下屆會議能透過本會議持續凝

聚物理教育能量，讓物理教育更上層樓。 

 

十三、 帶狀高中量子科技課程 

時間：2021年9月19日至12月26日 

地點：線上webex視訊辦理 

報導：110年9月至12月高中量子科技課程，

於週日上午9點至12點授課，共計進行13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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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程。課程從近代物理、基礎數學工具等

出發，至矩陣、微積分、量子糾纏、量子位

元等量子現象及數學描述。 

期間邀請北一女中簡麗賢老師講授近代物理

起源；台南一中吳隆枝老師講授原子模型、

機率波、薛丁格波動力學、斯特恩-革拉赫實

驗、玻恩的機率詮釋、測量與波函數的塌陷

等課程；後續屏東大學劉岱泯教授講授量子

糾纏、矩陣力學等簡介；再由中原大學陳志

宇教授講授古典及量子邏輯閘、圖靈機等相

關課程。 

在數學課程方面，邀請萬芳高中紀延平老師

講授基礎數學工具、向量、矩陣等運算法則；

台師大附中李柏翰老師授予初等微積分及微

分方程；成功大學舒宇宸教授講授泰勒展開

式與馬克勞林級數、傅立葉轉換、希伯爾特

空間與狄拉克記號等。 

此次課程學會藉由發函各高中學校，邀請各

校學生及教師參與本課程，由9月至12月底歷

次課程參與人數約計180人且不墜，顯示課程

對學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亦期待參與課程

之教師，能於各校開授量子科技課程，將量

子科技的近期進展散佈至各級學校。 

 

十四、 科學競賽培訓營 

時間：2021年9月12, 19, 25-26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學會因應五月疫情後，自7月底開始改

於線上辦理科學競賽培訓營，並自此次（9月）

開始將賽題解析及科學軟體教學兩課程移至

簡報競賽活動前兩個星期，此次共計42位學

生參與培訓營活動。 

由學會余進忠理事長於9月12日於線上給予

簡報賽題解析，此次學會提供國際物理辯論

競賽中光輝的圖案、紙橋梁、光鬚、海綿等

賽題材料包供學生分組實作。後續於9月19日

由 高 雄 大 學 張 智 淳 同 學 給 予 Tracker, 

SciDAVis, Image J等軟體使用教學。 

培訓營第一天（9月25日）上午照例由吳原旭

老師教授「科學態度與實驗進行準則」說明

在不同時期下，科學界對整個太陽系的觀察

與模型建立之過程；隨後由余進忠理事長講

授「科學報告寫作」，說明一份完整科學報

告需要的相關元素，及科學實驗進行的流程。 

下午由高雄大學張智淳及徐家瀚於線上指導

學生解決賽題及軟體操作使用問題；接續由

高雄大學丁后儀老師給予「簡報製作工作坊」

協助學生製作明日簡報競賽所需之簡報內容。 

第二天（9月26日）上午由左營高中邱明星老

師講解小論文寫作注意事項，以及北一女中

簡麗賢老師給予物理奧林匹亞競賽期程及競

賽內容說明。下午邀請張譯心、陳亭儒、張

仁瑀等同學給予競賽心得分享，其中精誠中

學張仁瑀同學為2021 IBM國際量子計算大

賽冠軍得主，也為學會刻正舉辦的量子科技

課程給予宣傳。其後接續的簡報競賽，學會

邀請台南女中楊才民老師、竹北高中陳瑀妮

老師、東海大學林宗欣教授、桃園新興高中

洪朝安老師、學會余進忠理事長、東華大學

曾賢德教授等人擔任簡報競賽評審，後續兩

個平行分場遴選出六組隊伍給予前三名獎狀

及獎品。 

 

十五、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9月25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國內疫情自5月以來三及警戒下，國教

端全部課程改以線上授課，探究與實作課程

係以觀察紀錄、邏輯思辯，及實作驗證為主

要內容，在疫情下改以線上教學大大增加授

課難度。此次學會邀請曾獲學會物理教育推

廣獎得主基隆女中張仁壽老師給予「線上互

動式真實情境探究與評量—探究與實作因疫

情停課不停學的解方」講座。 

張老師由1957年的PSSC物理教學為啟始，乃

至現今的演示實驗影片，多數皆為影片中的

講員陳述物理現象或是動手做實驗讓學生觀

眾收看。基於互動科技的進展，張老師以

Paper Helicopter為例引導參與教師線上人機

互動情境下的探究與評量活動，試圖透過線

上人機互動的情境，讓學生自主探索線上實

作的情境，而非單向接收講員的陳述或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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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共計42位教師於線上聆聽演講，張老師

帶來的線上互動式教學，乃是疫情下的新興

領域，對教師於未來教學起著引領作用。 

 

十六、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9月26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此次由錫昌科技徐肇佑資深工程師於

線上給予教師演示「熱水降溫過程量測與預

判」，過程中透過溫度感測器測量熱水的降

溫過程，搭配SPARKvue APP進行紀錄，再藉

由APP上數據擬合，預測出水溫的最終溫度。

後續於「彈簧與橡皮筋伸長變化探索」中，

將滑車前端掛上彈簧或橡皮筋，透過滑動滑

車來使其伸長，並利用前端的感測器，將數

據傳回SPARKvue APP進行分析，可發現橡

皮筋在拉伸過程中會有能量損失，並以此現

象來進行科學探討。 

最後一項示範為「未知光譜量測」，使用

PASCO 無線光譜儀 PS -2600 來量測不同

光源的頻譜圖，藉由觀察各項設備所發出的

藍光，可探討市面上所售抗藍光眼鏡的防護

效果。徐老師於示範期間，多次使用

SPARKvue 手機APP輔助實驗的進行，也利

用預錄影片進行教學示範，期間使用多種微

型手持式感測裝置，其效能與大型裝置旗鼓

相當，令人驚艷。 

 

十七、 彰化精誠高中「2022第五屆全國高中

物理探究實作競賽」宣講 

時間：2021年10月27日 

地點：彰化精誠高中 

報導：精誠高中為歷次參與學會辦理之「全

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最踴躍的學校之

一，該校師生對於校內外活動均積極參與，

去年第四屆時，該校共計200位學生參與競賽，

並於競賽中獲得突出成績。此次學會余進忠

理事長受該校邱鴻毅老師邀請下，於下午至

該校給予2小時的「2022第五屆全國高中物理

探究實作競賽」講座。 

理事長由競賽期程規劃、疫情下可能的因應

線上施測方案，以及最重要的國際物理辯論

競賽賽題解析等，讓學生完整理解整個競賽

的精神及其準備方式。此次最大變革在於初

賽素養測驗採用混合題型，包含選擇題及簡

答題，以呼應大考中心最新命題規劃。講座

結束前也針對學會辦理之科學競賽培訓、高

中線上量子科技課程等做一介紹，讓學生能

接觸更多新穎的課程內容，以因應未來科技

的新興進展。 

 

十八、 科學競賽培訓營 

時間：2021年10月16, 30-31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10月場次培訓營共計26位同學參與，

並於16日辦理首先辦理線上賽題解析，此次

學會準備光學管、紙橋梁、同步蠟燭、反彈

膠囊、下沉塔、撲克牌等賽題提供給學生在

家實作，並由高雄大學黃卓敏及陳采婕同學

擔任賽題解析及科學軟體使用講員。 

培訓營第一天（10月30日）由吳原旭老師及

余進忠理事長依序給予「科學態度與實驗進

行準則」及「科學報告寫作」講座；下午由

高雄大學徐家瀚、黃卓敏及陳采婕等三位同

學擔任線上助教，讓學生即時詢問實驗操作

與軟體使用問題；接續由高雄大學黃裕宸教

授給予「簡報製作工作坊」。 

第二天（10月30日）上午學會邀請彰化精誠

中學邱鴻毅老師講授「適合高中生從事的科

學競賽」及台北科教館蘇萬生博士說明「科

學與科普專業英文能力大賽」期程及競賽細

節。接著由高雄大學徐家瀚同學主持「賽題

實作工作坊」提供學生即時線上問答。下午

邀請蔡松霖、張亞涵、徐育兆等三位同學給

予競賽心得分享。後續進行簡報競賽，此次

邀請東華大學葉旺奇教授、精誠中學楊一郎

老師、嘉義高工賴彥良老師擔任簡報競賽評

審，並給予賽後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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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10月30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延續9月辦理之教師研習，此次繼續請

基隆女中張仁壽老師給予「線上互動式真實

情境探究與評量—探究與實作因疫情停課不

停學的解方」講座。張老師以「面對未來教

育」提示參與研習之教師觀察幾個現象：大

體老師取得困難，但成大醫院靠此一科技提

出解方、台大一門課程居然上千人搶修，而

老師一個月只上課一次就好、沒有校園且不

分系的Minerva School為何比哈佛大學還難

進入；用以強調數位式學習環境的重要性及

其因疫情快速進入你我的學習環境場域中。 

因應探究實作課程線上化，張老師推薦幾款

互動式軟體，例如：PhET互動模擬軟體讓學

生可於線上調控參數來進行實驗觀察，並可

適度取代實體探究實作課程；也介紹基隆女

中運用Tracker拍攝錄影分析水火箭的運動

情形，並運用電腦軟體呈現簡報等，強調ICT

應用於教育的可能前景，挑戰及曙光；後續

探討如何將課程轉換成線上探究與評量，讓

探究、教學、評量等線上化。此次研習共計

28位教師參與課程。 

 

二十、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10月31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錫昌科技林欣承工程師以「打開新時

代的科學教育之門：數位化的實驗探索」為

題給予此次線上教師研習課程。 

在一個半小時的研習中，林老師以辦公室量

測得到一整天的水溫及氣溫的變化狀況，引

導與會的18位教師去發現不同時段下環境的

變化情形。相同的，許多環境感測器，例如：

CO2、pH值、氣壓、比色度、電壓值、導電

度、溫度等皆可透過感測器，搭配無線傳輸

讓手機直接化身數位數據平臺，學生再透過

科學繪圖後即可探討數據變化及不同數據間

的相關性，後續有利於學生進行探究過程，

也強化學生理解及判斷科學數據間的關連。 

二十一、 量子科技專題演講 

時間：2021年11月6日 

地點：彰化師範大學 

報導：因應量子科技時代的來臨，學會積極

於國教端推動量子科技、計算相關課程及講

座。學會理事洪連輝教授於11月6日上午及下

午假彰師大接續辦理兩場講座，邀請中原大

學資工系黃琮暐教授以「量子革命—Q世代

的來臨」為題給予專題演講。 

黃教授以物理學與歷次工業革命為對應開始

說明第四次量子革命已經開始，並闡述量子

科技，其中含括量子計算、量子傳輸、量子

感測、量子密碼學等領域以及各國概況；量

子計算基於量子位元的糾纏特性，透過此一

特性讓量子電腦可以類似平行運算的方式，

進行古典電腦所不能企及的計算速度，因此

各國莫不積極投入；演講中除深入淺出地介

紹量子位元所採用的相關硬體設施外，也比

較各國採用超導體量子位元、光學量子計算

的優劣及進展，充分讓聆聽者理解以量子位

元衍生之邏輯閘及量子演算法是亟需開發的

學術領域，未來勢必還有更大的進展。 

此次兩場專題演講參與者主要為中部地區教

師與學生，總計約120名，透過此次演講讓與

會者對於量子科技新知有更多的認識。 

 

二十二、 第二屆臺灣科學節—國立臺灣科

學教育館 

時間：2021年11月12-14日 

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報導：11月中旬第二屆臺灣科學節於北、中、

南各博物場館熱鬧登場。學會多位理事於國

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協助辦理戶外科普演示

活動。 

此次於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由學會余進忠理

事長帶領洪偉清副理事長、周鑑恆理事、蘇

萬生理事、王昌仁秘書長等人前往設攤，並

給予微感測器、奈米顆粒製作、光學成像機

制、串珠堆疊等演示，前來攤位的民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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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動手操作，學會也以原子筆及2B鉛筆贈

送給闖關成功的小朋友。此次國立高雄大學

服務學習志工支援12位同學參與活動，館方

統計三日超過7,000人參與科學節科普活動，

顯見活動熱烈且成功。 
 

二十三、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11月13日 

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報導：學會為鼓勵教師使用程式軟體融入科

學實驗中，藉以提升學生動手實作及蒐集科

學數據能力，自11月起開始陸續籌辦以程式

設計或電腦收集實驗數據為主的教師研習課

程。此次配合科學節活動於國立臺灣科學教

育館九樓大學堂，邀請台北市江翠國中賴雲

立老師給予「測量你的反應時間—利用

Arduino及自製光點閘」；賴老師透過Arduino

處理極短暫的時間量測，利用Arduino結合雷

射及光學感測器自製光電閘，在一定高度下

用光電閘量測物體掉落的速度，並在光電閘

下方用手抓取掉落物，藉以測試人體反應速

度，參與教師用各種方式試圖抓取快速掉落

的物體，並測試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快速度。

研習課程結束後，賴老師將自己所設計的

Arduino主控電路以及光電閘都贈送給予會

教師，讓大家都能攜回學校進行教學演示。 

課程接續由學會余進忠理事長進行Arduino

安裝及使用教學，此次教學採用SparkFun主

板搭配轉接版方便教師轉接各類數位及類比

感測器，期間以線性運動感測器及光感測器

為例進行程式撰寫教學，透過網路隨手可得

的感測器程式加以編寫後，即可融入

SparkFun主板，並經由USB傳輸感測數據至筆

電，數據產出速度可達每秒120筆，十分適合

快速科學檢測，以及分析實驗過程中的各項

數據的即時變化情形。 

此次課程約32位教師參與，學會後續將辦理

更多類似課程吸引教師投入以程式擷取實驗

數據，並經由此一方式讓學生更靈活運用各

式數位及類比感測器，來進行各類科學實驗。 

 

二十四、 第二屆臺灣科學節—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 

時間：2021年11月13-14日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報導：此次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學節科普

市集，今年因疫情改於戶外設攤辦理，約計

20餘單位提供演示活動。學會余進忠理事長

應館方邀請派高雄大學科教中心助理及學生

10位前往支援活動。 

高大同學利用音頻感測器，讓參與者透過

ESP32螢幕觀看音叉所呈現的頻譜尖峰，可

以清楚觀察到基頻與泛音；另利用乒乓球懸

浮演示康達效應，小朋友可以透過吹風機嘗

試懸浮乒乓球並試著傾斜懸浮看看乒乓球如

何在空中緩慢旋轉，凡在空中懸浮超過20秒

即可獲得學會原子筆及鉛筆贈品。該活動三

天吸引約2000人參與，前來民眾及小朋友莫

不收穫滿滿。 

 

二十五、 第四屆平野季暨北高雄科學日 

時間：2021年11月28日 

地點：岡山和平國小 

報導：第四屆平野季暨北高雄科學日，由屏

東科大徐子圭教授丶戴昌賢校長、高雄岡山

區和平國小梁文堂校長及阿公店扶輪社陳漢

嘉社長等共同規劃，於11月28日上午9時至下

午4時在岡山區和平國小熱鬧登場。學會余進

忠理事長長期協同徐子圭教授辦理此一活動，

此次學會計有余進忠理事長、洪偉清副理事

長、蘇萬生理事三人前往設攤進行演示。 

學會提出近10項科普演示教材，其中透過微

型音頻感測器檢測音叉發出的頻譜最受孩童

喜愛，攤位前大排長龍等候的孩童，於攤位

前可以盡情敲擊各種不同長短的音叉並體驗

聲音的變化情形；此次國立高雄大學服務學

習志工支援10位參與活動進行，成功吸引與

會人數達2,000餘人，非常多的學童與家長一

起參加這次難得的親子科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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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12月11日 

地點：臺中市立臺中一中科學館 

報導：今年度學會以程式融入課程的第二次

教師研習邀請到逢甲通識中心洪耀正教授以

「開發物理實驗APP超簡單」為題給予教師

研習，為方便中部教師參與假臺中一中科學

館辦理。 

洪教授以許多長輩使用的佛珠為題引導教師

如何透過手機紀錄佛珠轉動次數，將日常生

活中的小動作結合手機APP而產出資訊紀錄。

後續透過氣壓感測器導入醫療用手部握力球

的應用，使用者可透過簡易的夾鏈袋放入氣

壓感測器，取代復健用的握力球，透過藍牙

傳輸讓手機APP精準記錄使用者的握力情形

及次數，後續提供給醫護人員參考。簡單的

感測器在洪教授巧思下立即化身智慧醫療用

品，與會教師皆為之嘆服。 

課程結束後，午餐用餐之際由高雄大學張智

淳同學為與會教師簡介手機APP Inventor的

使用方式，以及Arduino數位及類比感測器的

程式撰寫。當日與會教師35人，透過學會課

程安排，由感測器乃至實驗設計巧思，以及

手機APP的簡易撰寫，將整個接收及紀錄數

據的過程都熟悉一遍，相信對日後導入手機

APP無線接收科學數據有一定程度助益。 

 

二十七、 科學競賽培訓營 

時間：2021年12月4, 11, 18-19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此次高中學生科學競賽培訓營為今年

度最後一場，亦為學會辦理的第十場培訓營

隊。此次參與課程學生24人，且因疫情因素

多為1-2人組隊參與。此次營隊於一個月前寄

出實驗材料，並於12月4日及12日由高雄大學

張智淳助教針對實作賽題進行解析及科學軟

體使用（Tracker、SciDAVis）進行課程說明。 

於第一天（12月18日）上午課程由吳原旭老

師及余進忠理事長分別給予「科學態度與實

驗進行準則」及「科學報告寫作」課程。中

午休息一小時候，下午由高雄大學徐家瀚及

張智淳同學於線上協助回應學生在賽題及軟

體使用的問題。接續由丁后儀老師給予「簡

報製作工作坊」，並協助學生修整競賽簡報

內容。 

第二天上午邀請邱明星老師給予小論文講座、

協同中學何世明老師給予物理辯論競賽流程

及歷屆賽題說明。緊接著參與學生約一小時

的簡報準備時間，期間由高雄大學張智淳、

徐家瀚等人擔任線上助教。下午由何思緣、

詹涵茜、黃昱筌、陳宥溱等四位同學給予

KidWind風力能源亞洲聯賽的競賽心得分享。

接著進行兩場平行場次的簡報競賽，分別由

台北華江高中楊雅惠老師、雲林正心高中陳

勇麟老師、高雄道明中學胡育豪老師、宜蘭

蘭陽女中莊豐州老師、台南德光中學馮冠文

老師、東華大學葉旺奇教授等六位擔任評審，

後續選出前三名隊伍並給予獎狀獎品。 

本為期兩日之科學競賽營隊，由兩日實體營

隊，後續因疫情改為線上活動，接著將課程

中的賽題解析、科學軟體等課程移至活動1個

月前及2個星期前，讓學生能充分進行實驗及

擷取數據，也讓線上課程較為靈活。學會在

此向國立高雄大學陳月端校長、深耕計畫籌

辦行政教發中心人員、科學教育中心助理及

學生，感謝校方長期給予活動相關協助，方

能促成歷次科學競賽培訓及教師研習活動。

明年起學會將持續辦理培訓營及教師研習，

持續推展更多科學及物理相關課程。 

 

二十八、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12月18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下午一小時半的教師研習，請到錫昌

科技徐肇佑工程師以「結合數位量測工具來

探索數種生活中常聽過的現象」為題來進行

各種科學感測器及裝置的使用說明。課程內

容包含：太陽能廠有無儲能裝置的差異模擬

—以太陽能板結合電容、電壓感應器進行模

擬，並提取出即時電功率；回音探索實驗—

則利用聲音量測進行相關科學檢測；絕對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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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探索—係透過實驗數據擬合，求取絕對零

度的數值；冷次定律與磁場變化量探索—透

過電壓與磁場變化量測產出的感應電動勢，

明確演示磁生電的現象以及科學數據；為什

麼喇叭會發出這個聲音—透過施加至喇叭的

電壓來探索其發出聲音的頻率間之關係；酵

母發酵的二氧化碳量測—除利用特殊氣體感

測器量測二氧化碳濃度外並可進行離線數據

記錄。 

在短短1.5小時內，徐工程師為線上15位教師

講解及演示上述六項實驗，錫昌科技自2020

年11月配合學會開始於全國各地辦理教師研

習，主要講員徐肇佑工程師支援近10場研習

活動，學會在此特別感謝錫昌科技及徐工程

師的大力協助。 

 

二十九、 教師研習 

時間：2021年12月19日 

地點：線上google meet視訊辦理 

報導：由於國內綠能興起，學會特意舉辦能

源相關教師研習活動，此次邀請萬能科技大

學周鑑恆教授以「如何設計現代風車？」為

題給予20位教師研習。 

周教授自離岸風力發電開始說起，並闡明此

為台灣近年最大投資、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

能源轉型計畫；但風電產業本土化仍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接著講述現代風車如何利用升

力而轉動，設計高性能風車有哪些步驟和考

慮要點；並言明風機在國內仍未被普遍了解，

而提高年輕人對風電產業的興趣，故厚植風

電產業本土發展的基礎，乃當務之急。 

風電科技之科普活動可謂是重中之重，希望

藉此能夠介紹風車受升力而轉動的細節，從

而瞭解設計風車的步驟順序和考慮要點，這

些知識目前仍鮮有深入了解的討論，學會希

望能拋磚引玉推薦國內能源專家學者給予相

關講座以提升國人及教師對此一面向的認識

並帶入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