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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第31屆第7次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2022年第1次）重要決議

事項執行情形 

時間：2022年1月14日 

審議通過事項： 

1. 「2022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籌

備、研討主題、各主題邀請講員事宜： 

(1) 大會演講： 

 ICT 融入教學、Phyphox於科學教育

之運用，講員：Sebastian博士；演講

後或可規劃安排工作坊或小型論壇

與 Sebastian 及與會人員座談。 

 高中 108課綱內容相關，講員：邱韻

如教授（科學史及克卜勒行星運動定

律）。 

 媒體識讀，講員：中正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黃俊儒特聘教授。 

 全英教學與國際化，講員：逢甲大學

李英德主任。 

(2) 論壇： 

 高中課程與考招銜接論壇： 

與談人員：大考中心 沈青嵩教授、

台師大 傅祖怡教授、豐原高中 柯閔

耀老師、新竹女中 李佳玲老師。 

 Covid 疫情下線上教學論壇： 

與談人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科學

教育中心任宗浩副研究員（線上評量、

教師檢定）、成功大學 游濟華教授

（線上仿真實驗）、基隆女中 張仁壽

老師；另請謝甫宜老師推薦一位國中

端教師擔任與談人。 

(3) 平行場次邀請講員： 

 全英教學：武陵高中 王慈甦老師、

台師大 陳育霖教授、台大 傅昭銘教

授。 

 跨領域議題：海洋大學 張正杰教授、

高師大 黃琴扉教授、YouTuber：佑

來了-王綸邦先生（補習班自然教師，

請做衡量）。 

 科教實作議題：授權理事長邀請師範

體系科教所主管或大學科教中心主

任給予演講。 

(4) 工作坊：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洪耀正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林自奮

主任。 

 中原大學物理系 徐立義教授（量子

光學）。 

 如有其他建議講員於 1/18 前告知，

後續授權理事長及學科中心人員邀

集工作坊講員，預計 5 場。 

 

2. 「2022 動手做物理教學研討會」之疫情

備案討論： 

(1) 擬請致詞長官於會議前 2 個星期前

提供致詞影片，俾便利學會剪輯人員

製作致詞影片，因此預計於 2月 20-

25 日召開理監事會議決議是否改採

線上辦理。 

(2) 高雄大學備有線上 webex 系統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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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1000人之會議，並可規劃平行分

場工作坊於同一個webex線上系統。 

(3) 線上工作坊所需實作材料擬透過郵

局寄送至報名者指定之地址，因此於

報名時，擬請報名人員提供工作坊材

料寄送地址。 

(4) 針對無法以寄送實作材料線上辦理

之工作坊，例如：物理桌遊等，建請

授權學會行政及學科中心於徵詢工

作坊講員意見後另行規劃辦理。 

3. 有關授權物理學科中心可轉載物理教育

學刊內容於物理學科中心相關電子資源

事宜： 

(1) 授權物理學科中心可轉載物理教育

學刊內容於物理學科中心相關電子

資源，將可有效提高物理教育學刊內

容的能見度，加強與全國物理學科教

師互動，拉近物理教育學會與中小學

教師的距離。 

(2)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資源平臺

—物理學科中心網站：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

p/Physics 

(3) 電子報：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

s/main/p/PhysicsNewsletter?GA019qv

=61d25d7f06fddb562e296b0f 

(4) 由學會行政確認與華藝公司合約情

形後，分享本會學刊相關資源予學

科中心運用。 

 

第31屆第8次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理事

監事聯席會議」（2022年第2次）重要決議

事項執行情形 

時間：2021年5月15日 

審議通過事項： 

1. 本會「2022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議程調整乙案： 

(1) 會議訂於 111年 8月 18日（星期四）

至 111年 8月 20日（星期六）辦理，

議程擬新增 APPC 15 主題、教學演

示、108課綱影響座談併入考招座談

等。 

(2) 本次會議收費方式比照「2021 物理

教育聯合會議」收費方式辦理，收費

方式如下： 

 

110年 7

月 20日前 

(含當日) 

110年

7月 20

日之後 

學會 110 年度會員

（含永久會員）及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現職教師（含退休

教師） 

免費 500 

非學會會員之社會

人士 600 1000 

實習教師、大專院

校學生、高中生(高

中生參與第四屆全

國高中物理探究實

作競賽 -壁報競賽

者不收費) 

300 500 

(3) 議程授權主辦單位進行調整，5月底、

6月初再行確認。 

2. 「2022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疫

情備案討論： 

(1) 訂於 111年 8月 18日（星期四）至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Physics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Physics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s/main/p/PhysicsNewsletter?GA019qv=61d25d7f06fddb562e296b0f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s/main/p/PhysicsNewsletter?GA019qv=61d25d7f06fddb562e296b0f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s/main/p/PhysicsNewsletter?GA019qv=61d25d7f06fddb562e296b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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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辦理，

衡酌 Covid-19 疫情發展，擬提前訂

定疫情備案及相關決策期程。 

(2) 長官致詞等相關錄影後製需於會議

前 1個月啟動。 

(3) 於 111年 7月 9-16日擇一日召開理

監事會議確認疫情備案。 

(4) 訂於 111年 8月 18日（星期四）至

111年 8月 20日（星期六）辦理，

衡酌 Covid-19疫情發展，擬提前訂

定疫情備案及相關決策期程。 

3. 「2023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辦

理地點、日期及籌備討論： 

(1) 擬於 112年暑假辦理，建議辦理日期

112年 8月 17（四）-19（六）日。 

(2) 近年辦理學校及地點：2018 高雄大

學（高雄市）、2019嘉義大學（嘉義

市）、2020淡江大學（新北市）、2021

屏東大學（屏東縣）、2022逢甲大學

（臺中市）。 

(3) 請理事監事及相關人員與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東華大學確認辦理意願，

提下次會議討論。有意願辦理「2024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的學校，

請於下次會議提出。 

(4) 辦理日期可配合辦理學校行事曆及

高中端行事曆進行調整。 

4. 有關本會理監事候選名單產出方式及選

舉作業討論： 

(1) 本會第 32屆理監事選舉，依本會章

程第九條，應選出 21 名理事、5 名

監事、7名候補理事、1名候補監事。 

(2) 依本會章程第九條，理事及監事候選

人由會員向本會登記，其人數為應選

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名額不足應

選出名額時，由理事會決議提名補足

之。 

(3) 建議先徵詢現任理監事之候選願意，

後由會員向本會人事組登記。 

(4) 候選人登記截止日期為 111 年 7 月

15 日、人事組於 7 月 16-23 日召開

候選人資格審查會議、7 月 31 日前

完成選舉公報製作（候選人名單），

併同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寄發。 

(5) 辦理地點：逢甲大學，假 2022中華

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 

(6) 辦理時間： 111 年 8 月 19 日

09:00~16:00 投票，並於 8 月 19 日

16:00之後開票。 

(7) 2022 中華民國物理教育聯合會議為

「全線上辦理」採通訊投票，「線上

與實體混合辦理」採實體投票。 

5. 2022 物理教育獎推薦及遴選委員會事宜： 

(1) 依「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物理教育

獎實施辦法」第五條，甄選委員會組

成如下：  

 當然委員：理事長、副理事長，並指

定理監事人事組代表一人。理監事人

事組代表蘇炯武理事。 

 選任委員：由理監事成員推選二名由

盧政良理事、陳育霖理事擔任，另於

5 月 18 日前提名推選非本屆理監事

成員之社會賢達人士二名，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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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另案投票選出。 

(2) 本會會員十名（含）以上可連署向甄

選委員會推薦各獎項候選人。 

(3) 建議推薦時間：2022年 5月 25-7月

5日，連署時間：2022年 7月 6-7月

15日。 

(4) 7 月 31 日前召開甄選委員會遴選本

年度獲獎者，後續公告。 

6. 有關配合 112年 1月 16日至 1月 18日

「2023 臺灣物理學會年會」辦理國教端

研討會事宜：將配合「2023 臺灣物理學

會年會」規劃辦理，議程及講員提下次會

議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