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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疫情相關知識是否能快速傳播且被正確解讀，在防疫作戰中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不論是記者會公告數據、新聞報，或是社群平台
皆常見各式醫療、科學、數學、公共衛生專有名詞，如：Ct值、
R0值、偽陽性率、指數成長等。一般民眾可能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
下無法清楚理解疫情最新狀況，甚至錯誤理解資訊而招致危險。因
此，本計畫的核心宗旨即為「位民眾裝備正確的防疫知識」，期望
透過科普資訊的方式，降低資訊不對等所帶來的傷害，同時也舒緩
民眾因無法清楚掌握資訊而產生的不安與恐慌。
防疫乃全民運動，需由政府、專家與人民三方齊力合作，專家投入
研究與研發、政府根據各界專家指示制定相關政策、人民遵守相關
規定並落實健康管理，才有機會以最高效率圍堵疫情。然而，專家
的研究成果與政府的相關法規政策通常包含大量專業術語或專有名
詞，民眾在理解上難度較高。本計畫即是希望從中扮演橋樑的角色
，採以「科普文章」、「科普短片」、「素養教材」等管道，抽象
複雜的概念簡化口語化、圖像化為清楚易懂的訊息，讓更多民眾可
以毫不費力地接收資訊，有助正確且重要的訊息更精準地傳遞。
目前，本團隊已發表數十篇科普文章、與《科學月刊》合作了三月
份的封面專題、12部科普短片，主題遍及疫苗、篩檢、請假成本、
確診數據、校正回歸等疫情中相當熱門的關鍵議題。許多內容也與
學校老師合作，轉換成教學內容。

中文關鍵詞： 新冠疫情，科學普及，科普傳播

英 文 摘 要 ： Whether the knowledge of the pandemic can be spread fast
and understood correctly i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are
fighting the disease. We see various technical terms
relating to medical science,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public health in press conferences, news reports, and
social media. For example, we often see CT(cycle threshold)
value, R0(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ate of false
positive, and exponential growth. Not having enough
information, most people might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newest situations of the pandemic, or even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in the wrong way which causes danger.
Hence, the cor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equip the
public with correct knowledge to fight the pandemic.”
Through popularizing the information, we hope to minimize
the harm that the inequality of information brings, and
also ease the worries of the public.

　　Fighting the pandemic needs everyone’s help.
Government, experts, and the public have to cooperate. The
experts d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s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experts’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public follow the rules. This is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block the disease efficiently. However, the
experts’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government’s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often include many technical



terms, making the public harder to understand. This project
aims to bring the public closer to the technical terms. We
will use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popular science
short films”, and “competency teaching materials” as
media, to simplify abstract and complicated concepts. We
hope more people can get the information more easily, which
helps spread the correct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more
accurately.

　　Currently, our team had published tens of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cooperated with Science Monthly for the
cover story of March 2021, and made12 popular science short
films. The themes include hot topics in the pandemic like
vaccines, screening, cost of refusing sick leave requests,
data of the confirmed cases, and backlog. We also
cooperated with teachers and transformed the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into teaching material.

英文關鍵詞： covid-19, public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中文摘要 

疫情相關知識是否能快速傳播且被正確解讀，在防疫作戰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不論是記者會公告數據、新聞報，或是社群平台皆常見各式醫療、科學、數學、公共衛

生專有名詞，如：Ct 值、R0 值、偽陽性率、指數成長等。一般民眾可能在資訊不對等的

情況下無法清楚理解疫情最新狀況，甚至錯誤理解資訊而招致危險。因此，本計畫的核

心宗旨即為「位民眾裝備正確的防疫知識」，期望透過科普資訊的方式，降低資訊不對等

所帶來的傷害，同時也舒緩民眾因無法清楚掌握資訊而產生的不安與恐慌。 

防疫乃全民運動，需由政府、專家與人民三方齊力合作，專家投入研究與研發、政

府根據各界專家指示制定相關政策、人民遵守相關規定並落實健康管理，才有機會以最

高效率圍堵疫情。然而，專家的研究成果與政府的相關法規政策通常包含大量專業術語

或專有名詞，民眾在理解上難度較高。本計畫即是希望從中扮演橋樑的角色，採以「科

普文章」、「科普短片」、「素養教材」等管道，抽象複雜的概念簡化口語化、圖像化為清

楚易懂的訊息，讓更多民眾可以毫不費力地接收資訊，有助正確且重要的訊息更精準地

傳遞。 

目前，本團隊已發表數十篇科普文章、與《科學月刊》合作了三月份的封面專題、

12 部科普短片，主題遍及疫苗、篩檢、請假成本、確診數據、校正回歸等疫情中相當熱

門的關鍵議題。許多內容也與學校老師合作，轉換成教學內容。 

 

  



 

 

英文摘要 

  Whether the knowledge of the pandemic can be spread fast and understood correctly i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are fighting the disease. We see various technical terms relating to medical 

science,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public health in press conferences, news reports, and social 

media. For example, we often see CT(cycle threshold) value, R0(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ate of false positive, and exponential growth. Not having enough information, most people 

might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newest situations of the pandemic, or even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in the wrong way which causes danger. Hence, the cor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equip the public with correct knowledge to fight the pandemic.” Through popularizing the 

information, we hope to minimize the harm that the inequality of information brings, and also 

ease the worries of the public.  

 

  Fighting the pandemic needs everyone’s help. Government, experts, and the public have to 

cooperate. The experts d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s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experts’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public follow the rules. This is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block the disease efficiently. However, the experts’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government’s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often include many technical terms, making the public 

harder to understand. This project aims to bring the public closer to the technical terms. We will 

use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popular science short films”, and “competency teaching 

materials” as media, to simplify abstract and complicated concepts. We hope more people can 

get the information more easily, which helps spread the correct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more 

accurately.  

 

  Currently, our team had published tens of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cooperated with Science 

Monthly for the cover story of March 2021, and made12 popular science short films. The themes 

include hot topics in the pandemic like vaccines, screening, cost of refusing sick leave requests, 

data of the confirmed cases, and backlog. We also cooperated with teachers and transformed the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into teaching material.  

 

  



 

 

一、 前言 

疫情衝擊全球，為經濟、政治、衛生健康帶來龐大的影響，也剝奪無數寶貴的性命。在

台灣，我們幸運地控制住前期的疫情，把對人民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然而，在疫情期間仍

然有諸多活動被迫停辦、縮小規模，引發民眾不小的反彈與不便。除此之外，另一個在疫情

期間頻繁出現的狀況就是大量在網路上流傳的假消息。這些假消息的內容廣含各國疫情、病

毒傳播方式、抗議保健妙招、醫療機構疏失、疫苗安全性等。此一現象也顯示民眾對疫情的

恐慌與不安導致民眾無法冷靜下來判斷訊息真偽，急於透過採信各種消息來保護自己。事實

上，未經過驗證與查核的訊息大量流竄，可能讓民眾因誤信謠言而做出錯誤的決策，更甚者

可能危及民眾自身健康安全而陷於染疫風險。顯然，這樣的現象不僅無法幫助訊息流通，反

而可能造成防疫工作更加不易。 

我們發現，若是民眾具備更充足醫療、科學、數學、統計等知識，便能在接受到最新資

訊的當下先進行自我過濾，減少不必要的慌亂與紛爭。因此，我們製作疫情科普素材，並根

據其時效性選擇適合的平台發布，先幫民眾打一劑「科普素養疫苗」讓民眾隨時具備分析資

訊的能力，對防疫工作推動應有正面成效。本團隊已有多年科普傳播經驗，擅長將生難複雜

的數據與科學知識轉譯為淺顯易懂的生活化概念，以深入淺出的敘述方式引導讀者掌握原先

較難以理解的資訊，並更進一步吸引讀者興趣。 

疫情爆發至今已逾一年，大多數國家對疫情已有相當程度的控制，且得以針對病毒進行

研究與疫苗的研發。能夠有這樣的成果，端賴各國人民的投入與努力。為了獲得更多科普範

本並提升團隊在知識推廣的力道，我們參考了國內外幾個知名且具一定規模的指標性科普平

台，了解世界各地的防疫現況與科普推廣成果，包含將專業知識轉化為普羅大眾能夠了解的

內容，並且具有專題報導製作資源的科普媒體、利用生動有趣的影片分享知識，觸及不同閱

聽習慣族群的 Youtuber，以及提供完整研究過程、科學數據與成果的文獻等等。以下列舉四

個分屬不同平台的科普成果作為介紹。 

誠如摘要所提，疫情期間出現大量的假消息在各大社群或通訊軟體中轉傳的現象。由台

灣媒體教育觀察基金會與優質新聞發展協會共同創立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乃本國最大型且最

穩定產出訊息查核的網路平台，致力於破解網路留言與不實報導。該網站以圖輔文，指出訊

息錯誤處並簡單解釋相關科學依據，在說明的過程就作了相當基礎的科普工作。因為疫情所

產生的大量假消息，網站內也成立 COVID-19 專區，分類整理相關資訊，類別相當多元，包

含偏方、個人防疫作為、他國疫情、症狀與檢測等共計 19 類資訊。除了網站整理之資訊外，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更與 LINE、Facebook、Google、Yahoo 奇摩等社群平台合作，讓民眾在查

核消息時有更便利的管道。 



 

 

 

圖 1、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網站截圖 

 

國內最大的科普平台 PanSci 泛科學亦在官網成立「COVID-19 防疫專題」，以專題文章圖

片、影音、懶人包、訊息查核等方式關注疫情，比對國際疫情趨勢與研究資訊，並且將相關

資訊集中排版呈現，減少資訊搜尋成本，使讀者可以更輕鬆地掌握相關資訊主題。此專題專

題的主題囊括相當多元的疫情相關資訊，包含病毒防治、疫苗機制、篩檢標準、疾病比較等。

泛科學發佈了 46 篇文章、4 部影音短片、5 篇懶人包，觸及人數逾 360 萬、影片觀看次數近

7.6 萬，讓更多民眾有機會接觸相關領域專家在比對完國外研究並比對查證後所整理出之優

良、正確的資訊。 



 

 

 

圖 2、PanSci 泛科學 COVID-19 防疫專題網站截圖 

 

相較於上述兩個以社群平台、網站作為傳播媒介的線上科普團隊，國內歷史悠久的科普

媒體《科學月刊》則是以書面雜誌做為科普知識的載體，不習慣或不喜歡使用電子產品的使

用者也可以定期閱讀豐富且深入的科普專題文章。《科學月刊》邀請各領域專家撰文分析並以

輕鬆易懂的字句表達，文章主題包含冠狀病毒與人類的關係、病毒的足跡、疫苗與藥物的研

發和策略等等，來提升社會大眾的防疫意識與敏銳度。 

 

圖 3、《科學月刊》615 期（左）、604 期（右）封面 

上圖 3 為《科學月刊》615 期，封面專題「臺灣防疫大作戰！」是由我們與《科學月刊》

合作編輯撰寫。此期從臺灣的科學研究環境出發，帶領讀者追蹤臺灣的 COVID-19 研究最新

狀態與未來發展。 

 

前面提到的三個科普媒體團隊主要以文章撰寫作為科普推廣的主要方式，而國外也有一

些致力於科普的團隊是採影音的模式，同樣受到大眾的喜愛。科學與醫療的科普 Youtube 頻

道 Ninja Nerd Science 有 112 萬訂閱，製作了許多部疫情科普影片，最熱門的高達五百多萬次

點閱。隨影音娛樂愈漸蓬勃發展，大眾也愈來愈能接受透過動畫、影片作為資訊接收的來源。

故科普推廣除了文章撰寫外，動畫或簡短的影片也是值得發展的媒介，Ninja Nerd Science 就



 

 

是個很好的例子，顯示為數不少的閱聽者願意且正在透過 Youtube 獲得科普知識。 

 

圖 4、Ninja Nerd Science 影片畫面截圖 

 

綜合以上，國內外科普媒體夥伴在這次的疫情中皆投入大量心力與資源，致力於在人心

徬徨之際提供一些理性且實用之資訊，協助民眾在混亂資訊襲來的同時，也能慢慢累積自身

的資訊過濾能力。 

 

  



 

 

二、 研究目的 

本次計畫目的主要有二，一是替社會大眾裝備正確的防疫科普知識，二是將珍貴的研究

成果轉譯並傳播。 

首先，所有人民的防疫作為都可能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疫情發展，人民的防疫作為取決於

個人掌握的防疫相關知識與資訊。COVID-19 來得又急又快，對民眾來說是一波猛烈又充滿

未知的傳染性疾病。此外，因新冠病毒為飛沫傳染，需仰賴民眾落實自身清潔習慣、正確佩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才能有效阻絕病毒。而上述種種，皆與社會大眾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

有所落差。尤其在亞洲國家，社交距離的概念較不被強調，且常有團圓、返鄉、探親等習俗，

致使病毒傳遞更加容易。疫情初期，各國與醫療界對新冠病毒的了解尚未深入，但在國際間

快速傳播的消息傳回國內，防疫相關物資被快速搶購一空，造成民眾心理壓力。疫情期間也

因為民眾有資訊上的落差，導致假消息傳遞速度飛快，且民眾更容易相信假消息而嘗試錯誤

的防疫撇步或保健秘方，嚴重者更可能危及健康或陷入染疫風險。中期，疫情獲得穩定控制，

大家得以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導致大家鬆懈，而讓病毒有機會可以侵入。若是可以在關

鍵時刻，都讓民眾獲得豐富且正確的防疫科普知識，將有助民眾保護自己，進而保護整個社

會的公共衛生，我們在防疫上的成本也就可以壓低許多。 

接著，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不少國家對新冠病毒已發表大量研究結果，讓我們對

病毒的特性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且製作出疫苗。醫療、公衛、醫檢相關體系之專業研究人

員完成的實驗結果將作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然而，這些科研結果、實驗數據、期刊論文

都跟民眾相隔甚遠，但是專家們並不一定具備良好且清晰的溝通能力，能夠第一手將研究結

晶轉化為流暢簡短的說明文章。因此，我們希望可以居中扮演橋樑的角色，將防疫的前瞻研

究成果轉譯成一般大眾能理解的資訊，深入淺出的介紹，協助研究學者與社會對話。如此一

來，有助於讓國人認識我國的科研能量，更加了解、支持科學研究，同時也對研究人員產生

信心。此一目的其實也呼應了第一個目的，我們希望能夠藉由自身之科普專業，加以整理國

內外相關研究結果，將複雜的數據簡化為老嫗能解的內容，讓大眾有更多正確且經查證的資

訊得以吸收。 

我們由衷希望，可以盡科普推廣之力，協助各領域學者全心投入研究並將其結果妥善轉

一，為社會大眾詳實且精準地說明面對疫情，我們需要具備的知識。 

  



 

 

三、 研究方法 

我們的科普推廣將分成以下三個部分：對一般大眾的防疫科普知識推廣、防疫科研成果

的轉譯、防疫專題的素養教材設計。透過此三種推廣方向，期望可以讓一般民眾、政府與教

育相關部門、學生等三大族群都可以從防疫科普知識的各種角度獲得其所需，也有助對往後

學生進行更深入與長遠的科學素養培育。推廣方法與管道如下圖 5： 

 

圖 5、推廣方法與推廣管道 

 

以防疫科普知識來說，團隊將大量收集網路資料，如外電、外媒、國際期刊論文、或是

採訪專家。這些資料有些可以直接作為推廣素材，但有些還需要經過簡化、翻譯、甚至重新

編寫創作。將素材作初步的揀選與分類後，再依其時效性、話題性、知識深度作為區分指標，

將素材發展成圖文懶人包、科普文章或影音短片。具時效性與討論度的話題將選用塗完懶人

包或篇幅較短的文章，適合長期推廣並期望讓更多民眾認識的概念則會選用長篇科普文章詳

細說明，或以影片的方式呈現。以下將列舉三項不同的資訊載體呈現特性。 

 

（一）圖文懶人包 

以社交安全距離為例，為了方便民眾想像，各國會從自己的文化中提取適合且具代表意

義的符碼作為單位，讓民眾知道該保持距離多遠。像是英國就曾以幾隻黃金獵犬，美國佛羅

里達州更以鱷魚作為單位。我們認為這樣將文化色彩融合數學概念就是相當成功且吸引讀者

的防疫科普知識，因此，我們也擷取這樣的創意，在台灣用電扶梯幾格、台灣人喜歡的柴犬，

或是教室地上的格子等等，來告訴大家怎麼豪不費力地取出社交安全距離（可見下圖 6）。社

交安全距離以科普文章產出，即是團隊再消化各國媒體與研究學者的資料後，重新編寫成適

合台灣民眾使用的版本，賦予原本受限於區域特殊性的資料有跨地域使用的可能性。同時，

在這個主題上，團隊也充分地展現出數學在疫情期間可以如何派上用場，解決生活中常見的



 

 

困擾。 

 

圖 6、圖文懶人包「該怎麼估算社交距離」圖示說明 

 

（二）科普文章 

在防疫作戰中，有相當多的概念是需要大家有相當程度的理解，縱使話題熱度過了，它

可能因為會再次被拿出來討論、影響後續政策推動，仍然在疫情圍堵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

像是大型活動的防疫配套措施、病毒傳播趨勢等。處理此種性質的議題，我們選擇以篇幅較

長的科普文章做為知識載體，完整且詳細地討論當前與未來皆須考量的種種情況，提供數學

面的幫助與觀察，讓讀者能夠在吸收知識後，也能創造良性的討論。以先前討論熱度極高的

「普篩」議題為例（可見下圖 7），我們從機率的角度出發，探討什麼情況下適合普篩、什麼

情況下普篩的結果不但不夠準確，還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動盪與恐慌。在科普文章中，我們透

過梳理現況與掌握資訊，引導讀者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待政策執行是否妥當。 



 

 

 

圖 7、科普文章「普篩 vs. 機率的反直覺」截圖 

 

針對社群媒體的使用者，科普多以深入淺出為主要手段；而紙本媒體的讀者在科普的策

略上更強調在相當的知識水準上，如何加深加廣新知。因此，除了透過社群媒體，在臉書粉

絲專頁上發表科普文章以觸及一般大眾外，團隊更與發行紙本刊物的科普媒體《科學月刊》

合作，期望能將科普拓展更多中高知識群眾。此次與《科學月刊》協力完成《科學月刊》615

期的封面專題「臺灣防疫大作戰！」系列文章。首先，「病毒蛋白、藥物篩選與老藥新用／臺

灣的疫情研究現況」（請見下圖 8）一文揭開臺灣疫情研究神秘的面紗，透過採訪分子生物與

與醫學檢驗領域的學者，說明相關領域的學者們如何在過去的病毒與藥學基礎之下研發出更

能因應當前疫情的技術，也讓讀者了解國內研究進度與尚待學界繼續努力的方向；「病毒現形

吧！未來還有哪些檢測病毒的『新招式』？」（請見下圖 9）則是先解釋目前普遍使用的病毒

檢測方式（RT-PCR）是如何運作的，接著同樣也透過訪問學者的方式，了解目前臺灣的研究

趨勢、學者們如何透過自身的專業去跨域結合醫療與生物科技，齊心共同為抗議盡一份心力。

此篇也介紹臺大化學系徐丞志副教授與國外生技公司合作之技術對疫情的助益，並說明徐教

授之研究專長「質譜儀」如何應用於病毒檢測，並可在檢驗量能不足時提供緊急的援助。 



 

 

 

圖 8、《科學月刊》615 期封面故事 1「病毒蛋白、藥物篩選與老藥新用／臺灣的疫情研

究現況」 

 

圖 9、《科學月刊》615 期封面故事 2「病毒現形吧！未來還有哪些檢測病毒的『新招

式』？」 

 

（三）影音短片 

奠基在過去與媒體建立的良好科普傳播關係，在這次的計畫中若能產出高品質、正確的

科普知識與科研成果轉譯，將能快速有效的推廣傳播。本團隊在社群平台上亦有多年的經營，

目前除了臉書以外正積極開發其他平台如 Youtube，亦可作為重要的推廣管道。最後介紹內容

呈現的方式。傳統的科普推廣多以文章為主，本團隊過去即有大量豐富的文章撰寫經驗與成

品。然而，因應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此次將多加入懶人包、資訊圖表的形式，讓社會大眾能

更快速有效的吸收重要關鍵知識。本團隊已經開始做這樣的嘗試，且收到不錯的效果。此外，

影音也會是本次推廣的重要管道，如今人們已經逐漸養成了觀賞線上影音的習慣，樂於接受

短小輕薄的知識型影片。然而由於影片製作需要大量人力、硬體設備資源投入，外包製作一

部影片就要數萬元，過去本團隊尚未積極嘗試此部分。此次由於疫情，許多影視相關人員工



 

 

作暫停，預估將有大量的閒置人力，因此將嘗試直接聘請一位專業人士作為專任助理，使用

他現有的設備，如此僅需添購必要的耗材或小型設備，即可完成影音建置的基本需求，不需

額外採購高額攝影器材。文章、圖表、影音等如科技大觀園有需要，亦會主動配合。 

在 Youtube 上的影音短片多以較不具時效性的議題或概念為主。影片製作期程較文章更

長，再加上 Youtube 可無限重複播放之特性，更適合介紹基礎且重要的小知識，讓閱聽者能

夠更彈性地接收知識。此外，不少教師皆會使用網路上的影音媒材作為課程補充教材使用。

我們也發現，將數學概念融合防疫知識，有助教師發展為素養教材的一環，相當受師生喜愛。

以 Ct 值影片為例，影片中使用 A4 紙對折作為 2 的次方之概念，講解病毒複製的速度與檢測

的標準，將生硬複雜的知識具象化，有效縮短民眾與艱澀概念的距離。 

 

圖 10、Ct 值說明影片截圖 

  



 

 

四、 研究結果 

目前，臉書粉絲專頁「數感實驗室」已有近 9.5 萬人追蹤。而在科技部補助的一年期間，

團隊總共製作了 20 篇專題文章（包含圖文懶人包與科普文章）並發布於臉書，總觸及人數達

84.2 萬人次。在臉書的文章發佈上，我們調整了文章版面與熱門標註（hashtag）以利讀者搜

尋防疫相關文章。每篇文章皆會設計配圖，快速整理文章重點，吸引讀者目光讓讀者更有閱

讀意願。 

 

圖 11、臉書圖文呈現 

 

Youtube 頻道則有超過 2.5 萬位追蹤者，累積總觀看次數已逾百萬次觀看，防疫相關影片

總累積觀看次數也超過 50.4 萬次觀看。為配合演算法與使用者搜尋習慣，我們在影片標題皆

加入符合該影片主題的防疫關鍵字，優化搜尋效率以協助影片受到演算法推薦。雖然是防疫

相關，但團隊在影片中將每個議題緊扣數學概念，且嘗試以數學讓大眾理解如何更理性看待

問題的解方，或是透過數學角度認識專有名詞。 



 

 

 

圖 12、Youtube 影片截圖 

 

由於防疫科普知識日漸受到重視，有愈來愈多家媒體業者也開始製作相關報導，協助民

眾獲得正確資訊。因此，我們也獲得多家媒體的肯定，包含 TVBS 採訪、民視新聞網、聯合

新聞網、ETtoday、鍵盤大檸檬等逾七家網路媒體轉載。 

 

圖 13、TVBS 採訪計畫主持人解釋口罩議題 



 

 

 

圖 14、各家線上媒體轉載截圖 

 

除了上述之社群平台的推廣外，我們也與均一教育平台合作，將合適的防疫影音素材上

架於國中小與高中的課程區，讓均一教育平台的使用學生培育數學素養，並有結合知識的素

養題型可以練習。在平台上架的影片有疫苗保護力（可與百分比結合）、Ct 值（可與機率統計

結合）等。 

 

圖 15、均一教育平台之數感實驗室課程頁截圖 

 

另外，也有教師將我們發布的科普推廣文章作為教材，在實際授課中使用。像是有國小

數學教師在上到生活數學時，取材社交距離的圖文懶人包作為課程舉例說明，搭配最新時事

來講解如何運用生活中的物品作為測量單位。 



 

 

 

圖 16、國小教師授課影片截圖  



 

 

五、 未來展望 

將科普作為喚醒大眾防疫意識的方式，除了繼續推廣，是否還有可以影響的客群？是否

還有可以更有效地邀請民眾更進一步的參與呢？以上兩點是團隊對外來執行計畫的展望。 

在過去一年，包含台灣在內，世界各國都仍然持續受到疫情影響，讓 COVID-19的相關話

題持續延燒。計畫主持人另一項科技部計畫所舉辦之數學寫作競賽徵文作品中，作品主題與

內容就可看見部份同學選擇以疫情相關主題作為創作主要題材或研究對象。國中組新詩類作

品「COVID-19」即是描寫全球疫情肆虐下的恐慌情形（可見下圖 13）。另有國中組專題報導類

作品「台灣有機會翻轉即將改寫人類命運的新冠疫情嗎？」分析新冠肺炎病毒的特性並探討

戴口罩的防疫效果（可見下圖 14）。戴口罩作為一般民眾阻隔病毒傳播的最主要方法，也有另

一篇國中組專題報導類作品「口罩大謎團～真相大白篇」在探討戴口罩對人判斷外表的期望

與影響。誠如本團隊所製作的防疫相關文章，不少師生也注意到疫情帶來不少可以用數學分

析現象或是公共議題。這些議題都成為非常正向且具時代意義的教材，不僅可以融入教學，

也可超脫於課程教學外，結合不同科別創造跨領域學習或延伸法展成小專題的形式來研究與

討論，不失為一次（甚至是多次）與實際生活經驗結合的學習機會。 

圖 17、（左）國中組新詩類作品《COVID-19》／陳柏翰，高雄市旗津國中 

圖 18、（右）國中組專題導類作品「台灣有機會翻轉即將改寫人類命運的新  

冠疫情嗎？」／蔡茗凱，臺北市金華國中 

 

除了繼續製作更多優質的科普內容，我們也想透過舉辦更多活動來喚起更多專業人士對

科普的關注與投入。我們規劃出三個階段，共五項系列活動，可參考下圖 15流程。第一階段

為知識銜接，透過開放式的內容分享讓更多人可以接觸到防疫相關知識。先是一直在進行中

的科普影音與文章的製作， 再來是邀請科普工作者舉辦工作坊。這兩項活動是開放給所有民



 

 

眾，只要是對防疫相關議題有興趣者，皆可以閱讀或觀看我們製作的相關內容，對疫情有更

進一步的了解。線上工作坊亦是開放給所有對科普撰寫、知識轉譯、闢謠文章有興趣的人，

自由進入參加。同時，除了希望可以觸及到大眾之外，這兩項活動也可作為後續徵文比賽的

資料庫，讓有興趣持嘗試科普寫作的學生可以先獲得一些背景知識、充分的資訊補充與示範

作品，並從中找到自己最有興趣的主題動筆。第二階段則為本次計畫中的主軸，也就是延續

數感盃徵文類別所新創之數感防疫徵文比賽。參賽學生可利用暑假期間撰寫，回顧過去我們

製作的影片內容作為入門引導手冊，並藉由所學將防疫相關知識組織成一篇正確又易讀的文

章。最後一階段為成果發表，藉著數感嘉年華能夠聚集大量民眾的機會，將徵文比賽的優秀

作品大型輸出，成為嘉年華的一個獨立作品展覽區，供所有參與民眾觀賞。此外，嘉年華也

預計安排數個時段來舉辦「防疫講堂」，邀請在防疫的長期抗戰中，各專業領域提供了什麼樣

的幫助，而數學又在他們個別的領域中扮演何種角色。邀請專業人士以實體演講的方式，把

科普的知識還原至專業領域，讓有興趣進入專業領域一探究竟的民眾，更甚至學生有機會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 

 

圖 19、未來規劃活動關係圖 

  



 

 

六、 總結 

由於全球疫情嚴重，每日政策更新迅速，當前民眾都相當關心疫情資訊，因此於此時機

傳播科學資訊，大眾會更有意願深入了解疫情相關的科學知識，藉此讓民眾建立獨立思辨及

媒體識讀能力，不盲信無科學根據的假消息。一旦民眾科學素養提升，就能減輕假消息帶來

的負面影響。 

過去一年中，我們透入大量心力製作防疫相關科普文章與短片，希望可以透過深入淺出

的引導與說明，提升民眾對防疫相關醫療與科學知識的理解程度，以利政府防疫團隊在政策

上的落實，同時減輕民眾面對資訊落差與疾病衝擊的壓力和不安。 

回歸本計畫的核心，傳播疫情相關的科普知識能協助民眾建立正確的防疫觀念，也能提

供研究人員正向回饋，鼓勵他們持續進行研究。一旦民眾觀念正確，便能有效延緩疫情傳播

的速度，減輕醫護人員的負擔，也降低疫情對各級產業的衝擊，讓後續的經濟復甦更容易，

減少振興經濟付出的成本，全民一同協助國家度過難關。研究結果獲得理解與支持，更可鼓

勵研究人員積極投入。從更宏觀角度視之，有了正確的防疫知識及此次成功的防疫經驗，未

來面臨新的疾病或流感季節時，民眾便能更迅速地做出應對，建立憂患意識及預防勝於治療

的觀念，達成減災效果。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賴以威 計畫編號：109-2515-S-003-005-

計畫名稱：運用科普專業提升國民防疫意識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1 篇
與《科學月刊》合作了三月份的封面專
題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本團隊已發表數十篇科普文章、與《科學月刊》合作了三
月份的封面專題、12部科普短片，主題遍及疫苗、篩檢、
請假成本、確診數據、校正回歸等疫情中相當熱門的關鍵
議題。許多內容也與學校老師合作，轉換成教學內容。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國
合
司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