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Science Agora科普活動計畫 105年度成果發表暨 106年度期中報告 
【南區議程】 

 
壹、會議目的 
    本成果發表會受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指導，目的在有效彙整計畫成
果，並提供大眾與計畫執行者交流分享的機會。藉由成果交流和資源分享，除期

能讓大眾回顧受科技部補助之科普活動計畫的執行成果，讓與會者了解國內科普

教育推廣的現況與未來展望外，也希望能促進已有之經驗和成果的傳承、彼此的

交流討論及創新。 
貳、指導單位 
    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  
參、主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李旺龍教授 
肆、會議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日(星期五)上午 8時 25分至下午 5時 00分 

(敬請準時報到) 
二、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多功能廳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 
伍、出席人員 
一、計畫主持人： 

    執行科技部 105、106 年度科普活動計畫(含 103 年度核定三年期計畫之第
三年及 104 年度核定多年期計畫之第二年及第三年)、科技部 105、106 年度新
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科技部 105、106 年度科普講座計畫(含 104 年度核定
多年期計畫之第二年及第三年)、科技部 105、106年度科普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
畫及科技部 105年度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含 105年度核定三年期計畫之第一年
及第二年)之主持人 
二、審查委員： 

   于委員宏燦、古委員建國、李委員國偉、洪委員連輝、溫委員媺純、鄭委員
夢慈、陳委員與國、蔡委員永祥、黃委員俊儒、洪委員廷甫、張委員怡玲、張委

員美珍、楊委員水平、戴委員明鳳、孫委員維新、嚴委員志弘 
三、其他： 

    歡迎有意申請科普活動計畫之教學、研究人員，或從事科普教育推廣者旁
聽簡報。 
陸、成果發表會議程表 (附件 1、附件 2) 
柒、計畫主持人簡報注意事項 
一、報告時間：預計報告開始時間為上午 8時 30分，原則上每項計畫 10分鐘



(簡報時間 8分鐘、審查委員提問和報告者答詢時間 2分鐘)；同一位計畫
主持人若有連續年度相關計畫則僅需上台報告一次，報告時間合併為 15
分鐘(簡報時間 12 分鐘、審查委員提問和報告者答詢時間 3 分鐘)。每位
計畫主持人的簡報場次、編號和報告時間詳見議程表(附件 1)。 
備註：計畫主持人簡報開始後將於 5分鐘後響鈴提醒 1次，8分鐘後鈴響 2次，請立即

結束簡報，更換委員提問；如計畫主持人報告多項計畫或多年延續型計畫，則於結

束前 5分鐘響鈴提醒 1次，結束時間響鈴 2次，請立即結束簡報，交由委員提問。 
二、簡報內容包含： 

(一)活動簡介：含對象、活動方式。 
(二)活動內容：創新部分、教材、科學概念及原理說明。 
(三)活動成果：參加人數、場次、照片含文字說明、科學活動成品。 

三、簡報格式：PowerPoint簡報檔(.ppt)，如需更新簡報，請於報告當日繳交給
各會場工作人員。 

捌、計畫主持人科學動手做注意事項 
一、預計動手做活動開始時間為 09時 30分至 15點 15分，原則上每場次時間

為 30分鐘，中間休息換場時間 5分鐘，每位計畫主持人的動手做攤位編
號、場次時間和位置詳見議程表(附件 2)。動手做期間將安排委員逐攤位
進行或提問。 

二、本場次邀請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民小學五年級(兩班)、六年級(三班)學生
共 133 名師生參加與社團法人臺南市國際雙語教育協會蓉園共學團體二
年級(18 人)、三年級學生(23 人)，共 174 人參加 Science Agora 科普市集
活動。 

三、科學動手做攤位內容包含： 
(一)計畫活動內容：創新部分、教材、科學概念及原理說明。 
(二)請各計畫主持人自備實驗演示教材及 A0尺寸海報一張。 
(三)主辦單位將提供每項計畫長桌一張、海報板一個、椅子兩張。 

玖、交通資訊 
    路線及停車資訊請參考：(附件 3) 

http://www.mse.ncku.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
o&id=51&index=10 

拾、活動聯絡人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陳俞任、蘇奕禎小姐 
TEL： +886-6-2757575#62932 
E-Mail：2017psweek@gmail.com 

 
  



 附件 1 
Science Agora科普活動計畫 105年度成果發表暨 106年度期中報告 

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日(星期五) 08:25~ 17:0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B1國際會議廳、B1第三演講室 

南區簡報議程 

地點 
時間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08:00-08:25 報到(1樓多功能廳外走廊) 

08:25-08:30 
司儀開場(B1第三演講室)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李旺龍教授 
分場次簡報 

08:30-10:00 新媒體科普傳播 全民科學週 科普活動：科技 
10:05-10:15 中場休息 

10:15-11:50 科普活動：科技/海洋 
科普活動：航太/
天文/全民科學週 

講座 

11:50-11:55 中場休息 

11:55-12:00 
         【餐會】(B1第三演講室) 
科技部長官致詞：鄒常務次長幼涵 

12:00-13:00 審查委員會議 午餐餐會(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13:00-14:00 科普活動：寫作/推廣 科普活動：推廣/競賽 

14:00-14:10 中場休息 

14:10-15:10 科普活動：推廣  科普活動：競賽 科普資源整合 

15:10-15:30 茶敘(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15:30-16:25 科普活動：生物 科普資源整合 

16:25-17:00 回第三演講室 
【科普活動推廣規劃案簡報】 
【委員與計畫主持人交流座談】 

【閉幕】 
17:00~ 賦歸 

  



○F 代表執行完畢 

【國際會議廳】場次議程 
08:00-08:25 報到(1樓多功能廳外走廊) 

08:25-08:30 
司儀開場(第三演講室)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李旺龍教授 

 
審查：張怡玲委員、蔡永祥委員 
類型 編號 主持人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08:30-08:40 

新媒

體 

A-1-1 呂宗學 105○F  新媒體科普傳播：健康醫療新媒體科普實作計畫 

08:40-08:50 A-1-2 黃英哲 106 
新媒體科普傳播：新興資訊科技的解密：感測、

智慧運輸、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08:50-09:00 A-1-3 蕭寧馨 105○F  
新媒體科普傳播：食品營養與安全之民眾科普

教育計畫 

09:00-09:15 

全民 

A-1-4 郭啟東 
105○F  科普活動：105年高雄市全民科學週 
106 科普活動：106年高雄市全民科學週 

09:15-09:30 A-1-5 許正 
105○F  

科普活動：大手攜小手，科學齊步走—105年度
屏東縣全民科學計畫 

106 
科普活動：大手攜小手，科學齊步走—106學年
度屏東縣全民科學計畫 

09:30-09:40 A-1-6 施宙聰 105○F  
科普活動：苗栗縣科普日/週及高速公路服務區
遇見科普之教育推廣 

09:40-09:50 A-1-7 楊悠娟 105○F  
科普活動：2017 科學 FUN 花蓮－「花蓮縣偏
鄉公民科普推廣」與「花蓮縣全民科學週」 

09:50-10:00 A-1-8 戴明鳳 106 
科普活動：清華大學跨領域科普教育資源分享

與出版科學 DIY實驗繪本 
10:00-10:15 中場休息 

10:15-10:30 
科技 

A-2-1 呂紹睿 
105○F  

科普活動：科普動畫教材導入中小學教育—3D
人體器官動畫研發 

106 
科普活動：3D人體器官動畫教材導入小學自然
科學教育 

10:30-10:45 A-2-2 邱瓊芳 
105○F  科普活動：南投地區互動遊戲程式設計推廣(II) 
106 科普活動：App遊戲程式設計推廣 

10:45-10:55 

海洋 

A-2-3 張朴性 105○F  科普活動：水族箱內的科學探索 
10:55-11:05 A-2-4 謝淑玲 106 科普活動：水產科學家 
11:05-11:15 A-2-5 陳瓊興 105○F  科普活動：水下載具動手做做看 

11:15-11:30 A-2-6 陳麗淑 
105○F  科普活動：2016海洋科學週 
106 科普活動：2017海洋科學週 

11:30-11:45 A-2-7 彭海鯤 105○F  科普活動：海洋能創意競賽與推廣 



【國際會議廳】場次議程 
106 科普活動：海洋資源與能源的教育推廣 

11:45-11:55 中場休息 

11:55-12:00 
 【餐會開場】(B1第三演講室)  
科技部長官致詞：鄒常務次長幼涵 

12:00-13:00 午餐餐會(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審查委員會議 

 
審查：洪連輝委員、鄭夢慈委員 
類型 編號 主持人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13:00-13:15 
寫作 

A-3-1 于淑君 
105○F  

科普活動：站上巨人的肩膀—偉大科學家傳記
的聽、說、讀、寫以及經典科學實驗實作(105) 

106 
科普活動：站上巨人的肩膀—偉大科學家傳記
的聽、說、讀、寫以及經典科學實驗實作(106) 

13:15-13:30 A-3-2 李家維 
105○F  科普活動：第十屆「人與自然科普寫作計畫」 
106 科普活動：第十一屆「人與自然科普寫作計畫」 

13:30-13:45 
推廣 

A-3-3 周晁光 
105○F  科普活動：線上科普漫畫月刊「物理萌史」(105) 
106 科普活動：線上科普漫畫月刊「物理萌史」(106) 

13:45-14:00 A-3-4 蕭富仁 
105○F  科普活動：聆聽大腦的聲音，right now（腦） 
106 科普活動：聆聽大腦的心聲，right now（腦） 

14:00-14:10 中場休息 

14:10-14:20 

推廣 

A-4-1 陳卉瑄 105○F  
科普活動：全民科學家、動手玩地震— 地震科
學和防災教育的提升和普及 

14:20-14:30 A-4-2 楊翎 105○F  
科普活動：驚豔新視野－科學攝影特展暨巡迴

展 2015~2016 

14:30-14:45 A-4-3 鄭秀英 
105○F  科普活動：17號公路雙魚故鄉科學饗宴 
106 科普活動：17號公路雙魚故鄉科學饗宴(貳) 

14:45-14:55 A-4-4 舒宇宸 106 科普活動：現實與數學的橋樑—數學建模 

14:55-15:10 A-4-5 吳仲卿 
105○F  

科普活動：視障生及聽障生動手做自然科學與

數學之推廣活動 

106 
科普活動：視障生與聽障生融合式動手做科學

教育推廣 
15:10-15:30 茶敘(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15:30-15:45 

生物 

A-5-1 張鈞翔 
105○F  科普活動：探尋臺灣哺乳動物化石(105) 
106 科普活動：探尋臺灣哺乳動物化石(106) 

15:45-16:00 A-5-2 詹美鈴 
105○F  科普活動：探索居家昆蟲世界－食物篇 
106 科普活動：居家昆蟲展示與科普教育 

16:00-16:10 A-5-3 廖麗貞 105○F  
科普活動：生物科技體驗營—重組 DNA 與
GMO生物 



【國際會議廳】場次議程 

16:10-16:20 
新媒

體 
A-5-4 吳宏翔 105○F  

新媒體科普傳播：氣候變遷: 健康危機還是永
續新契機 

 16:20~ 回第三演講室 
○F 代表執行完畢  

【第三演講室】場次議程 
08:00-08:25 報到(1樓多功能廳外走廊) 

08:25-08:30 
司儀開場(第三演講室)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李旺龍教授 

 
委員：張美珍委員、陳與國委員 
類型 編號 主持人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08:30-08:45 

科技 

B-1-1 賴啟銘 
105○F  

科普活動：小小綠建築創客—跨齡「創造式學
習」之設計與實踐 

106 
科普活動：綠建築小創客 2.0—跨齡創造式合
作設計與 3D列印實踐 

08:45-09:00 B-1-2 廖寶琦 
105○F  

科普活動：食品安全與分析化學知識推廣研習

與種子師資培育活動 

106 
科普活動：懂吃 Don't 吃－分析化學與食品安
全知識推廣與種子師資培育活動 

09:00-09:10 B-1-3 林建良 106 科普活動：行動科技—抱爆報 
09:10-09:20 B-1-4 孫逸民 105○F  科普活動：iWater@Tainan—科普營隊 

09:20-09:35 B-1-5 蔡明富 
105○F  

科普活動：「特」愛玩科學—國小特殊需求學
生假日科學充實活動 

106 
科普活動：「ㄞˋ」上科學—國中小中重度智

能障礙學生生活科學行動營 

09:35-09:45 B-1-6 徐偉智 105○F  
科普活動：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之物聯網創客

體驗營 
09:45-09:55 B-1-7 黃和順 105○F  科普活動：槓桿划槳物理小學堂—羅經船說 

09:55-10:05 B-1-8 謝清祿 105○F  
科普活動：溫柔科技—單晶片微控制器科技研
習營 

10:05-10:15 中場休息 

10:15-10:25 
航太 

B-2-1 徐子圭 105○F   
科普活動：愛翻轉，夢飛翔—偏鄉航太科技及
國土防災教育推廣 

10:25-10:35 B-2-2 戴昌賢 106 科普活動：小小航天工程師 
10:35-10:45 

全民 
B-2-3 李孟芳 106 科普活動：菊島全民樂科學 

10:45-11:05 B-2-4 李旺龍 
106○F  科普活動：2017臺灣科普環島列車 

講座 105○F  科普講座：「週日閱讀科學大師」系列講座活



【第三演講室】場次議程 
106 動 

11:05-11:20 B-2-5 巫勇賢 
105○F  

科普講座：週末學術科普列車全國巡迴走透透 
106 

11:20-11:50 B-2-6 

陳丕燊 
105○F  科普講座：「展望」系列科學普及演講(1/3) 
106 科普講座：「展望」系列科學普及演講(2/3) 

天文 孫維新 

105○F   科普活動：墾丁天文台跨域科普活動—培養科
學與人文的宇宙觀 106 

105○F  科普活動：在世界屋脊上仰觀星空—跨時空的
科學教育和科普活動 106 

11:50-11:55 中場休息 

11:55-12:00 
 【餐會開場】(B1第三演講室)  
科技部長官致詞：鄒常務次長幼涵 

12:00-13:00 午餐餐會(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委員：楊水平委員、孫維新委員 
類型 編號 主持人 執行年度 計畫名稱 

13:00-13:15 志工 B-3-1 簡惠閔 
105○F  

科普志工：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 
106 

13:15-13:25 

推廣 

B-3-2 洪偉清 105○F  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一夏 

13:25-13:35 B-3-3 邱泰嘉 105○F  
科普活動：105年臺東縣物理與化學演示實驗
服務社會大眾計畫 

13:35-13:45 B-3-4 姚凱超 105○F  科普活動：2016牛頓科學營 
13:45-13:55 

競賽 
B-3-5 蕭志如 105○F  科普活動：第十五屆中等學校數學建模競賽 

13:55-14:05 B-3-6 陳俊杉 106 科普活動：2017亞太地區大專生力學競賽 
14:05-14:10 中場休息 
14:10-14:20 

競賽 

B-4-1 張耀仁 106 科普活動：科學新聞追追追暨科學新聞報導獎 

14:20-14:35 B-4-2 黃忠發 
105○F  科普活動：抗震大作戰暨橋梁創意設計競賽與

科普教材製作 106 

14:35-15:10 B-4-3 

徐道義

(石昌杰代) 106 
科普活動：李國鼎 KT科技與人文藝術創意競
賽及工作坊 

石昌杰 

105○F  科普活動：KT科技與人文藝術創意競賽 

整合 
105○F  

科普資源整合：李國鼎(K.T.)科藝獎-第一屆科
普動畫工作坊 (ST4、ST5) 

106 
科普資源整合：李國鼎(K.T.)科藝獎-科普動畫
人才培訓計畫(ST3、ST5) 

15:10-15:30 茶敘(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15:30-15:45 整合 B-5-1 林錫慶 105○F  科普資源整合：科普資源整合運用與推廣整合



【第三演講室】場次議程 
106 型計畫(ST1、ST2、ST3、ST4) 

15:45-15:55 B-5-2 吳聲毅 105○F  
科普資源整合：國小學生科普影片製作競賽暨

2017金科獎影展(ST4) 

15:55-16:05 B-5-3 林季怡 105○F  
科普資源整合：動物 e-生：奇美博物館動物生
態教育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畫(ST5) 

16:05-16:15 B-5-4 洪振方 105○F  
科普資源整合：科普全民動起來：科技大觀園

網站行銷與校園推廣(ST3) 

16:15-16:25 B-5-5 陳玫岑 106 
科普資源整合：離島與半島-奈米特展偏遠地
區巡迴展暨推廣計畫(ST5) 

16:25-17:00 
【科普活動推廣規劃案簡報】 
【委員暨計畫主持人交流座談】 

【閉幕】 
 17:00~ 賦歸 

 
  



 附件 2 
Science Agora科普活動計畫 105年度成果發表暨 106年度期中報告 

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日(星期五) 08:25~15:15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1F多功能廳 

南區科學動手做議程 

場地 
時間 

多功能廳 

08:00-08:25 報到(1樓多功能廳外走廊) 

08:25-08:30 
司儀開場(B1第三演講室) 

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李旺龍教授 
08:30-09:30 動手做攤位場地佈置 
09:30-10:00 第 1場次 
10:00-10:05 學生移動換場(5分鐘) 
10:05-10:35 第 2場次 
10:35-10:40 學生移動換場(5分鐘) 
10:40-11:10 第 3場次 
11:10-11:15 學生移動換場(5分鐘) 
11:15-11:45 第 4場次 
11:45-11:55 各校集合與點名(休息/帶隊至學生用餐場地) 

11:55-12:00 
         【餐會開場】(B1第三演講室) 
科技部長官致詞：鄒常務次長幼涵 

12:00-13:00 
午餐餐會 

(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審查委員會議 

科普活動推廣規劃案主持人簡報 
13:00-13:30 第 5場次 
13:30-13:35 學生移動換場(5分鐘) 
13:35-14:05 第 6場次 
14:05-14:10 學生移動換場(5分鐘) 
14:10-14:40 第 7場次 
14:40-14:45 學生移動換場(5分鐘) 
14:45-15:15 第 8場次 
15:15-15:30 活動結束/茶敘(國際會議廳 B1走廊) 
15:30-16:20 場地恢復/回第三演講室 

16:20-17:00 
【科普活動推廣規劃案簡報】、【委員暨計畫主持人交流座談】 

【閉幕】(第三演講室) 
17:00 賦歸 



 

科學動手做-計畫列表 

審查：于宏燦委員、古建國委員、李國偉委員、洪廷甫委員、黃俊儒委員、溫媺純委

員、戴明鳳委員、嚴志弘委員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卜樂妙 科普活動：探索基因工程的奧秘—分子生物技術之體驗與推廣 

王治平 
科普活動：2017國際學生自製船模大賽 
科普活動：2018國際學生自製船模大賽 

王瑜琦 科普活動：微生物與人類的戰爭與和平 

王裕宏 
科普活動：全國手擲機飛行競賽暨飛行科學探索營 

科普活動：輔助偏遠地區學校科學探索箱研發與推廣計畫 
張美珍 
左家靜 科普活動：奈米世界的構築藝術—數學串珠在沸石結構的應用 

石豫臺 
科普活動：我們都是科學家—南投縣科普活動計畫 
科普活動：我們都是科學家—南投縣全民科學週科普活動計畫 

艾和昌 科普活動：生活科技中的機光電應用之創意教案及教師手冊編撰與推廣 
吳家慶 科普活動：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林自奮 
科普活動：全民科學週—台東好山好水好科學暨偏鄉科普推廣 
科普活動：好山好水學科學—臺東縣全民科學週暨偏鄉離島科普推廣 

柯千禾 
科普活動：機器人 maker-橫向推廣、向外擴展! 
科普活動：工業機器人教育—橫向推廣、縱向擴展！ 

洪振方 科普資源整合：在科技大觀園聽、說、讀、寫、做科學 (ST2) 
洪偉清 科普活動：創意科學 FUN一夏 

高欣欣 
科普活動：「Imaginary超越無限．數學印象」巡迴展系列 
科普活動：「Imaginary超越無限‧數學印象」巡迴展系列二 

張朴性 科普活動：蝦蝦的生命科學營 
梁燕祝 科普活動：偏鄉航太科學營/大專無人飛機設計競賽 
連長華 科普活動：海事教育推廣體驗計畫 

連經憶 
科普活動：嘉義地區各級學校「動手做科學」推行計畫 
科普活動：106年嘉義地區各級學校「全民做科學」推行計畫 

郭益銘 科普活動：點心吃什麼 
陳玉琪 科普活動：植物生物科技體驗營—瓶中植物與基改作物解秘 
程達隆 科普活動：科學創意能力提升計畫 

楊悠娟 
科普活動：2018科學 FUN花蓮－「花蓮縣偏鄉公民科普推廣」與「北花蓮全
民科學週」 

楊翰宗 科普活動：「把科學帶回家」之科普活動計畫 



科學動手做-計畫列表 

審查：于宏燦委員、古建國委員、李國偉委員、洪廷甫委員、黃俊儒委員、溫媺純委

員、戴明鳳委員、嚴志弘委員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蔡永祥 科普活動：食安知識王 
蔣正興 科普活動：921集集地震與活動斷層之研習與推廣 

鄭瑞洲 
科普資源整合：機器人及程式設計科普數位資源建置與推廣計畫(ST1、ST3、
ST5) 
科普資源整合：奈米及生物科技科普數位資源建置與推廣計畫 (ST1、ST3) 

盧建銘 科普活動：從 3D列印的創思設計到趣味科學的製作實踐 
錢偉鈞 科普活動：從新聞學化學—生活科技體驗營科普系列活動 
嚴志弘 科普活動：玩藝學「數學」 

嚴祖強 

科普活動：105年高雄市生活物理演示服務市民及高中物理動手學校園演示計
畫 
科普活動：以 STEM設計的「生活物理演示—服務市民」及「高中物理動手學
—校園實驗演示」實施計畫 

羅光耀 
科普活動：台南市全民科學週—國中探究式科普活動 
科普活動：啟發思考的科普活動—台南市全民科學週 

洪廷甫 科普活動：工業之米—玩螺絲學科學 

葉旺奇 
科普活動：花蓮地區高中物理探索型科普活動 
科普活動：花蓮地區高中物理拍鬆計畫 

洪連輝 
科普活動：行動科學—科普活動推廣 
科普活動：教授下鄉提升中輟生弱勢學童科學學習與彰化縣全民科學日推廣 

 
  



z 1F多功能廳 

 

 
桌子大小:180*75cm  洪廷甫 葉旺奇  王瑜琦 國網中心 

      洪偉清 蔣正興  錢偉鈞 盧建銘 
      羅光耀 楊悠娟  王治平 嚴祖強 
      成大科教中心 洪振方  張朴性 嚴祖強 

吳家慶 連經憶  鄭瑞洲 陳玉琪       
林自奮 連經憶  鄭瑞洲 嚴志弘  程達隆 楊翰宗  卜樂妙  
石豫臺 王裕宏  柯千禾 高欣欣  郭益銘 梁燕祝    
艾和昌 張美珍  柯千禾 左家靜  連長華 蔡永祥  洪連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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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z 國立成功大學校本部周邊停車場及路邊停車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