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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化學會主辦，經科技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指導，

臺北市立大學理學院協辦，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於臺北捷運板南線及淡

水信義線，打造 2 列「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主題之彩繪列車，以捷運車廂作為舞臺宣傳 IYPT 宗旨並推廣

科普教育。計畫團隊以馬賽克藝術拼畫形式，將化學元素與週期表之基礎化學知識、週

期表相關科學家介紹、化學元素與新興科技議題等科教內容轉化為彩繪圖像，打造車廂

內部全包覆之彩繪列車、及拍照打卡抽獎等宣傳活動，於 108 年 12 月 11 日起行駛宣傳

至 109 年 2 月 27 日止，提供臺北捷運乘客親近化學之機會。彩繪列車宣傳期間，推估觸

及約 265 萬 1,716 人次，並獲得媒體報導計 17 篇，廣受好評，除激發民眾對科學的學習

興趣與關注，亦開創出新興科普活動形式。 

 

關鍵字：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彩繪列車、臺北捷運、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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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wa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o-organized by the Taipei Rapid Transit Corporation and School of 

Science of Taipei City University via the sponsorship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Education Bureau. 

Two painted MRT in Xinyi Line and Bannan Line were designed to celebrate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 aiming to use MRT as 

the stage to promote the purpose of IYPT and science education.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cal element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form of mosaic art, 

such as the periodic table, chemical elements, and emer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tents and applications. The painted images were fully covered inside the trains. Also, lottery 

draws for photos taken inside the painted train were carried out to encourage more engagement 

by the public. The project was implemented from December 11, 2019, to February 27, 2020, 

providing Taipei MRT passengers the opportunity to get close to chemistry.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painted train, it was estimated that it reached about 2,651,716 people and was 

reported in 17 press coverage with high recognition. In addition to stimulating the public's 

interest and interest in science education, it also innovated new forms of science activities. 

 

KeyWords：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Painted Train, 

Taipei MRT, Popula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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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19 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公佈之「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以紀念俄國化學家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門得列夫

（Dmitri I. Mendeleev）於 1869 年發表元素週期表屆滿 150 週年，國際間各大組織如國際純

化學暨應用化學聯合會（IUPAC）、國際純物理暨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歐洲化學會

（EuChemS）、國際科學理事會（ISU）等，皆熱烈籌辦各項 IYPT 慶祝活動。臺灣亦響應國

際，舉辦全國性的慶祝活動如系列展覽、夏令營、教具媒材設計、海報競賽、線上有獎徵答

等，藉以傳達化學元素的發現、與週期表的發表對於人類文明發展之貢獻，彰顯生活與化學

的親密性，期望藉由趣味科普活動觸及更多人群，提升民眾對於科學議題的興趣及了解，提

升全民科學素養，達到科普之宗旨。 

本計畫「化學 Go Go Go！-元素 MRT！」為慶祝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YPT），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師大）、中國化學會組成主辦團隊，尋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捷公司）、臺北市立大學理學院之指導、協助，以公益彩繪列車

創新科普宣傳形式，於臺北捷運內部車廂打造 IYPT 主題彩繪列車，將科普與彩繪結合，使

捷運不再僅是單純交通工具，更是科學知識傳達的媒介。利用臺北捷運的高運量，使乘客於

搭乘捷運的時間，透過彩繪圖像引發好奇心，進而了解 IYPT 宗旨及所宣揚之精神。 

本計畫透過主辦團隊之科教專業識能，規劃車廂設計之科學內容、範圍及正確性，內容

涵蓋化學元素簡介、週期表科學家介紹、化學與生活之連結、元素稀缺及資源有限等議題，

並與設計公司合作，轉化為車廂內部全包覆彩繪圖像，以彩繪列車形式進行宣傳，觸及人群

遍及通勤族及國際旅客等族群，與科學傳播的跨領域發展理論相符。計畫除開創新穎科普傳

播形式，扭轉一般民眾對於化學呆板生硬之負面形象，引導其思考科學議題，亦期許提供科

普計畫執行之思路。 

 

二、 彩繪列車設計及製作 

1. 車廂版面介紹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簡稱北捷），是臺灣第一座開始營運及現存最大規模的捷運交

通系統，路網範圍涵蓋臺北市、新北市，共有 6 條主要路線（文湖線、淡水信義線、松山新

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環狀線）與 2 條單站支線（新北投支線、小碧潭支線），共 131

個營運車站（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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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臺北捷運路網圖 

 

本計畫之科普傳播媒介——彩繪列車係指使用防水防燃彩色自黏貼紙，黏貼於火車、捷

運、輕軌等車輛內外部，改變車輛形象之作為。北捷公司自營運起便多角經營，列車除用於

運輸本業外，車輛內外之空間皆有規劃為廣告欄位，並委由廣告公司進行租售，提升公司經

營效益的同時，亦是一種空間活用，塑造出特有的捷運廣告文化。 

北捷系統所使用之電聯車，根據監造時的設計及運量需求，各線採用之車輛系統亦不同，

大致可分為中運量（文湖線、環狀線）系統及高運量（淡水信義線、新北投支線、松山新店

線、小碧潭支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系統兩類，根據車輛系統的差異，車輛可供彩繪（廣

告）張貼之版位類型及尺寸亦不同。 

主辦團隊為執行本計畫，籌備初期便洽詢北捷公司授權之廣告商，了解彩繪列車製作市

場行情，除圖像設計費用外，彩繪上刊張貼、媒體權利金（廣告費）、車輛使用權利金、彩繪

下刊撕除、車廂烤漆維護等作業皆所費不貲。為使本計畫得順利執行，主辦團隊與臺北市政

府合作，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指導，臺北市立大學理學院協辦，以公益彩繪列車模式推行 I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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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列車，並選擇北捷乘客運量最大的板南線（藍線）及淡水信義線（紅線）作為舞台，期

許觸及更多人潮，進而宣傳 IYPT 及科學知識。 

板南線及淡水信義線所使用之電聯車，皆屬於高運量系統，1 組 3 節車廂，2 組共 6 節為

1 列，可張貼之版面包含車廂外側車殼，及車廂內部地板、天花板、車壁、車窗、車門、座

位隔板、連通道牆面、橫幅海報區、座椅及手拉環。公益彩繪列車與一般商業彩繪列車可使

用之版面不同，如橫幅海報、方型海報、座椅及手拉環等醒目位置皆不得張貼彩繪貼紙，部

分版面如車窗、車門，可張貼面積也較商業列車限縮。本計畫充分利用北捷提供的空間進行

化學元素週期表和生活化學的設計，期待大眾可以對化學在人類發展上的貢獻有更深入的認

識。 

 

2. 彩繪列車設計 

門得列夫於 1869 年發表週期表，提出元素的週期規律及可預測性，影導了世人持續探索

新元素，影響後世非凡；化學元素是構成世界的基石，舉凡太空、星球、地景、生物皆由元

素所構成，而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科技文明皆藉由發掘化學元素及其性質，從而有了飛躍的進

展。化學元素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紀念門得列夫之貢獻，彰顯元素及週期表於人類的重

要性，啟發世人關心科學、珍惜資源，即是本計畫慶祝 IYPT 之宗旨。為此，主辦團隊規劃

於板南線及淡水信義線設計製作 IYPT 彩繪列車，採用兩線共用同款設計，挑選 6 節車廂中

人流最高的中間第 3、4 節車廂（圖 2），以全包覆形式進行設計，貼附車廂內地板、天花板、

車壁、車窗、連通道，使乘客進入與日常不同的捷運車廂時，即可在第一時間被身處的情境

吸引。 

圖 2、本計畫彩繪張貼範圍如黃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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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受眾為搭乘臺北捷運板南線及淡水信義線之不特定乘客，涵蓋各年齡、學歷、

職別、性別之群眾，對於化學元素及週期表之印象多源自就學時期所接收的基礎化學知識，

如何設計彩繪使主題能跳脫制式教育的學術框架，以藝術圖像形式引發受眾興趣，同時使受

眾可以迅速連結相關知識實為挑戰。捷運車廂為一特殊三維空間，設計時除考量如何將科學

資訊轉化為可以引發思考與學習的圖像，同時要思考如何與車廂中座椅、立柱等無法張貼彩

繪之裝置取得和諧，讓科教效益與美學雙贏。 

經多次籌備會議，主辦團隊定調以「化學元素無所不在」作為車廂設計主軸。A 車廂從

最初的化學元素「氫」說起，呈現外太空、星球誕生，漸變延伸至地球上的山海地景，其中

散落太空衣、火箭、拱橋、輪船、太能能板及訊號臺等物件；B 車廂則打造餐桌與書桌，以

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如荷包蛋、蕃茄、太陽眼鏡、藥物及手機等物件組成。設計技法上則

使用了馬賽克（Mosaic）巧思，將車箱內的巨觀物件分切為邊長約 2cm 的彩色色塊，其中再

以色塊的近似色，按組成該物件的化學元素比例，鑲嵌上對應的化學元素中英文符號及原子

序（圖 3），如蕃茄使用其構成的碳、氫、氧、磷、鉀、鎂等（圖 4 與圖 5）。 

 

 

圖 3、IYPT 彩繪列車馬賽克視覺手法。所有圖像皆由鑲嵌元素符號之色塊構成，

示意圖為週期表代表科學家門得列夫肖像，使用元素為紀念其科學貢獻所

命名之第 101 號元素「鍆」（Mendelev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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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觀彩繪可看見我們身處的自然、空間和平時使用的工具物件，近看則可看見其由化學

元素組成，正象徵元素無所不在（Chemical Elements are Everywhere.）之意涵。彩繪列車乘客

在搭乘時即可藉由觀賞彩繪，從而認知化學與自身的連結，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並帶給人

類豐富且便利的生活。IYPT 彩繪列車全車箱設計圖及說明請參見次頁。 

 

 

圖 4、彩繪物件馬賽克效果 

 

圖 5、化學元素鑲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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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視覺設計 

IYPT 彩繪列車之主視覺，第一款即以白底黑外框之活動名稱英文縮寫「IYPT」，搭

配中文全名「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和英文全名（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組成；第二款則使用表列現有 118 種化學元素之經典造型週期表，

與本計畫設計理念「化學元素無所不在」（Chemical Elements are Everywhere）組合而成

（圖 6）。兩款主視覺皆用於車箱最為醒目的車門處，使乘客於進出列車時即可第一眼注

意到活動主題；本計畫之辦理單位亦設計於車門右下角進行露出（圖 7）。 

第三款主視覺標語則設計於車輛天花板處，以橫式#IYPT in TAIWAN 搭配中英文活

動全稱（圖 8），有效利用車箱天花板狹長空間。 

 

圖 6、IYPT 彩繪列車主視覺設計（車門處） 

 

圖 7、車門彩繪張貼效果模擬圖（辦理單位標示於右下角） 

 

圖 8、IYPT 彩繪列車主視覺設計（天花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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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車廂設計（天花板、地板、車壁、車門） 

車廂設計為全包覆圖像，A 車箱著重於呈現人類所處世界的景觀，同一座位區段內的天

花板、車壁、地板皆由小單元主題組成，並逐漸變換，給人身歷其境的體驗。車箱左段起

為外太空場景，散落超新星爆炸、星球、太空人、火箭、衛星等物件，寓意化學元素構成

宇宙，並促進太空科技的發展；車箱中段為海洋景觀，搭配郵輪、火山島、漁獲、拱橋、

飛機、沙灘等物件，車箱右段則由海洋漸進到陸地，濱海公路、草原、森林、熱氣球、訊

號基地台、城市、太陽能板等圖像皆分布於其中，說明地景景觀皆由化學元素構成，人類

使用的交通工具和自然資源皆與其密不可分（圖 9）。 

 

圖 9、A 車廂車廂設計示意圖（天花板、地板、車壁、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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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車廂設計（車廂連通道壁面） 

連通道為捷運高運量列車各節車箱間的連通走道，位於車箱頭尾處，連通道壁面即為乘

客於車箱間移動時可以看見的，與列車行進方向垂直的小面積牆面，北捷公司時常在此設

置捷運路網圖、安全宣導等文宣（如上圖白色方框處）。因此牆面緊貼三人座椅區，製作

彩繪車廂時常設計可互動、錯視之圖像，如本計畫即設計太空人於外太空漂浮的場景，視

覺上彷彿與乘客共同乘坐捷運，搭配製作太空衣所需的航太科技及化學元素。A 車箱兩座

壁面所呈現之小主題分別為：氫元素（最初的元素）、太空衣（航太中的化學元素）、氮循

環、碳循環（圖 10）。 

 

 

 

圖 10、A 車廂車廂連通道壁面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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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車廂設計（天花板、地板、車壁、車門） 

B 車箱設計著眼於人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舉凡食物（荷包蛋、蘋果、麵包、咖啡、

蕃茄、香蕉、茄子、核桃、南瓜）、生活物品（刀叉、太陽眼鏡和拭鏡布、鋁罐、口紅、

鋼筆和墨水、花瓶、鑰匙、筆記本、溫度計、鉛筆、燈泡）、藥品和 3C 產品等，天花板

則是仰角視角的煙火和氣球，以常見的日常用品拉近圖像與乘客間的距離，表達化學元

素無所不在之意涵。其中筆記本內容重現知名科學家瑪莉·居禮（Marie Curie, 1867-1934）

的研究筆記，由於其長年進行放射線研究，即便逝世已近百年，流傳下來的該筆記本仍

具有輻射能（圖 11）。 

 

圖 11、B 車廂車廂設計示意圖（天花板、地板、車壁、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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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 車廂設計（車廂連通道壁面） 

B 車箱兩座連通道壁面所呈現之小主題，如上圖左起分別為：人體組成的元素、稀

缺元素週期表、科學家門得列夫、科學家瑪莉·居禮。人體元素部分，以通勤上班族彷彿

正在搭乘捷運的畫面增添趣味性，輔以標籤說明人體主要由哪 4 大元素所組成；稀缺元

素週期表為歐洲化學會（EuChemS）所設計，向世人闡明現存的自然元素存量及是否面

臨使用危機；科學家部分則採用坐姿肖像，說明其生平主要科學貢獻及代表之化學元素，

分別為紀念門得列夫所命名的第 101 號元素「鍆」（Medelevium, Md）、瑪莉·居禮與其丈

夫皮耶·居禮（Pierre Curie）所發現並命名之第 88 號元素「鐳」（Radium, Ra）、第 84 號

元素「釙」（Polonium, Po），及紀念居禮夫婦科學貢獻所命名之第 96 號元素「鋦」（Curium, 

Cm） （圖 12）。 

 

 

 

圖 12、B 車廂車廂連通道壁面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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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車窗設計 

捷運車窗為乘客注目焦點，確認車站名稱及觀賞風景時皆會自然將目光移到此處，因此

團隊在此設計週期表造型之對位貼（圖 13），撰寫化學元素知識文案，2 節車廂共 32 個車窗

皆不相同。每一文案皆會選出與內容相對應的化學元素反白處理標示，如「冷卻的岩漿–火

山岩」單元，文案為：「火山噴出的火山岩中，岩漿含矽量高的成為流紋岩；低的成為玄武岩，

如澎湖的桶盤嶼。」說明化學元素「矽」（Silicon, Si）如何影響岩石的形成，故在週期表中

矽元素的位置將其反白強調。車窗左上角的 QR code 掃描後則可連結至 Youtube 化學元素介

紹影片頻道（https://reurl.cc/d0GK0y），富有教育意涵。 

IYPT 彩繪列車的圖像設計及文案撰寫，皆經過團隊監修及多次校正（圖 14），挑選呈現

之物件皆為臺灣人民的日常生活景觀及使用物件，文案內容則多與臺灣地理、科技發展相關，

以提升計畫親民感。車窗文案全文請詳見附錄二。 

 

圖 13、車窗文案視覺模擬圖 

  

圖 14、團隊以等比例彩繪假樣確認張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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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彩繪列車製作 

彩繪列車設計圖稿經北捷公司審核通過後，即進入製作環節。依北捷公司排程，108 年

12 月 10 日板南線列車於臺北捷運土城機廠製作，經車箱清潔、圖面確認、張貼、清場等近

12 小時作業始製作完成，次日（11 日）清晨正式向世人亮相（圖 15 至圖 27）。淡水信義線

列車則於 108 年 12 月 22 日安排於臺北捷運北投機廠製作，次日亦順利發車，雙線並行進行

IYPT 宣傳。 

 

  

  

圖 15(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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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彩繪列車製作過程。廠商依序張貼車門、車壁、天花板、地板及

車窗彩繪貼紙，並依車體形狀修型以服貼於車壁上。 

 

 

圖 16、IYPT 彩繪列車 A 車箱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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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IYPT 彩繪列車 B 車箱全景 

 

圖 18、車箱天花板彩繪效果 

 

圖 19、車門彩繪效果 

 

圖 20、彩繪近照可看見組成元素 

 

圖 21、設計於地貼上的活動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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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週期表科學家及 3C 產品 

 

圖 23、荷包蛋及稀缺元素週期表 

 

圖 24、車窗文案半透光效果 

 

圖 25、乘客搭乘彩繪列車實景（A 車箱） 

 

圖 26、乘客搭乘彩繪列車實景（B 車箱） 

 

圖 27、主視覺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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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推廣與成果 

1. IYPT 官網活動專頁 

IYPT 彩繪列車活動按北捷公司安排期程，板南線列車於 108 年 12 月 11 日起行駛至 109

年 2 月 27 日止；淡水信義線列車自 108 年 12 月 23 日起行駛至 109 年 2 月 21 日止，約進行

總長近 3 個月的活動宣傳。作為臺灣 IYPT 慶祝活動之一大亮點，IYPT 彩繪列車亦與國際化

學元素週期表年系列特展、週期表線上有獎徵答、台北 101 大樓點燈等活動一同於 IYPT 官

網宣傳（https://iypt2019.chemistry.org.tw/element-mrt-gogogo），公開列車局部彩繪影像，並說

明彩繪列車辦理宗旨、行駛路線、活動期限等相關資訊，以供民眾了解活動內容（見圖 28）。 

 

 

 

圖 28、IYPT 官網彩繪列車活動專頁截圖 

  

https://iypt2019.chemistry.org.tw/element-mrt-go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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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彩繪列車觸及人流量統計 

根據北捷公司旅運量統計資料，宣傳期間板南線各站進出人流量總計 144,337,238 人次

（進佔/出站各計一次），淡水信義線則為 98,008,712 人次，各月人流量詳如下表 1。農曆春節

期間受北部民眾返鄉影響，屬於捷運營運淡季，由於 109 年度春節於 1 月底即開始，加上後

續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衝擊，北捷板南線及淡水信義線 109 年 1、2 月份旅運量

皆較去年統計資料低。 

 

表 1、臺北捷運進出站旅運量統計 

月份/人次 板南線 淡水信義線 

108 年 12 月[1]
 38,533,111 

 
14,390,890  

109 年 1 月 69,694,918  59,757,395  

109 年 2 月[2]
 36,109,209  23,860,427  

總計 144,337,238  98,008,712  

 

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08年 12月業務資訊所示，北捷板南線現有 28列電聯列車（321

型、341 型、371 型及 381 型等），淡水信義線則有 35 列電聯列車（301 型、381 型）提供載

客服務。北捷因應交通尖峰時段及車輛清潔、維護檢修需求，需即時進行車輛調度，故每一

列車服勤時間不定，難以結算 IYPT 彩繪列車實際觸及之民眾人數；惟以旅運量與列車及彩

繪車廂數量推估載客數，平均板南線每一列車可觸及約 5,154,901 人次旅客，淡水信義線約

2,800,248 人次，IYPT 彩繪列車車廂位於列車中間兩節車廂（佔 6 節車廂 1/3 比率），故概估

彩繪列車車廂於板南線觸及 1,718,300 人次、淡水信義線觸及 933,416 人次，宣傳期間合計約

觸及 265 萬 1,716 人次，活動宣傳效益非凡，宣傳期間主辦團隊亦收到乘客反應彩繪設計富

有教育意義。 

 

3. 彩繪列車紀錄影片 

為將本計畫彩繪列車製作、宣傳之經驗予以留存，團隊委請廠商以縮時攝影技術完整紀

錄列車彩繪張貼之過程，及發車時之全貌，並剪輯成 30秒及 3分鐘兩支短影片，放置於Youtube

公開閱覽。紀錄影片以中英雙語字幕呈現計畫之宗旨及設計理念，使民眾能輕鬆了解 IYPT

之意涵，並欣賞彩繪列車之美，因而激起對科學之學習興趣，即便是列車宣傳期結束之後，

亦可藉由紀錄影片回顧本計畫執行之成果。3 分鐘紀錄影片全片可至下列網址觀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h0K2TEfk4 （見圖 29）。 

 

 

 

                                                      
1
 板南線統計值為 12/11-12/31 旅運量；淡水信義線為 12/23-12/31 旅運量。 

2
 板南線統計值為 2/1-2/27 旅運量；淡水信義線為 2/1-2/21 旅運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h0K2TEf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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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IYPT 彩繪列車縮時攝影影片截圖。施作師傅根據車體的弧度為彩繪貼紙修型。 

 

4. 社群媒體宣傳 

活動結束前為加強宣傳效益，主辦團隊使用臉書（Facebook）網路社群平台（以下簡稱

FB 平台），假《臺灣化學教育》Chemistry Education in Taiwan 臉書粉絲專頁[3]，舉辦「追到

天涯海角，捷運化學元素尋寶記」活動（見圖 30），於 109 年 2 月 6 日至 109 年 2 月 27 日期

間，鼓勵民眾與 IYPT 彩繪列車合影，於個人塗鴉牆打卡並#IYPTinTaiwan，即可參加週期表

相關禮品抽獎活動，獎項包含 IYPT 主題之 L 夾、明信片等文宣品。為快速擴展專頁觸及群

眾、提升宣傳效益，活動相關宣傳藉由科技大觀園、CASE 探索講座、化學學科中心等社群

協助轉發；期間另輔以 Instagram、LINE 等社交軟體訊息觸及非《臺灣化學教育》粉絲團民

眾，增加彩繪列車活動訊息曝光度。 

圖 30、化學元素尋寶記抽獎活動 FB 公告頁面截圖 

                                                      
3
 《臺灣化學教育》FB 粉絲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chemed.chemistry.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chemed.chemist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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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辦理抽獎活動，主辦團隊亦於 109 年 2 月 7 日於 FB 平台建立「追到天涯海角，捷運

化學元素尋寶記」活動專頁，將彩繪列車活動資訊、設計理念、週期表科普知識、新聞報導

等內容，以圖片、文宣、宣傳影片等形式發表於專頁討論區，並同步分享至《臺灣化學教育》

粉絲團，進行活動介紹及宣傳，增進民眾的理解及對計畫的親近感（圖 31） 

 

 

 

 

 

 

 

 

 

 

 

圖 31、化學元素尋寶記活動專頁貼文節錄 

 

根據社群網站內部資料統計，截至 109 年 2 月 28 日，兩列 IYPT 彩繪列車結束宣傳行駛

為止，團隊共於 FB 平台發表 13 篇文章（詳如表 2），總觸及人數達 17,000 人次；其中以第

一篇活動宣布公告觸及人數最高，計有 8,554 人，分享次數達 40 次。觸及群眾年齡分布比例

以 25 歲至 34 歲最高（32.6%），為本活動主要受眾，其次為 35 歲至 44 歲（27.7%）。相關數

據與處及人數分布情形如圖 32、圖 33 所示。 

表 2、化學元素尋寶記活動專頁貼文資料與觸及人數統計 

編號 貼文日期 標題名稱 內容 形式 觸及人數 

1 2020.02.06 追到天涯海角，MRT 化學元素尋寶記 活動宣布 圖文 8,554 

2 2020.02.08 MRT 化學元素專車—影片搶先看 展覽品介紹 影片 642 

3 2020.02.09 MRT 化學元素列車，上新聞!!! 媒體報導 報導 1,335 

4 2020.02.11 MRT 化學列車同慶國際女性化學日 展覽品介紹 圖文 714 

5 2020.02.12 MRT 化學元素尋寶記—宣布活動延長 活動宣布 圖文 451 

6 2020.02.13 MRT 化學列車─太陽眼鏡 展覽品介紹 圖文 644 

7 2020.02.14 化學元素專車—內部導覽 展覽品介紹 影片 516 

8 2020.02.16 居禮夫人的筆記本 展覽品介紹 圖文 809 

9 2020.02.18 MRT 化學元素列車─淡水線退場倒數中 展覽品介紹 圖文 486 

10 2020.02.19 MRT 化學元素列車全活動紀錄 展覽品介紹 影片 374 

11 2020.02.21 MRT 化學元素列車─淡水線今晚退場 活動宣布 圖文 525 

12 2020.02.23 MRT 化學元素列車─板南線持續發車 展覽品介紹 圖文 580 

13 2020.02.27 MRT 化學元素列車─最終章 活動宣布 圖文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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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社群網站活動統計資料 

 

 

 

 

 

 

 

 

 

拍照打卡抽獎活動，則於 109 年 3 月 3 日抽出 30 位符合活動規定之得獎人，寄送 IYPT

獎品（L 夾 2 款、紀念明信片 3 張一套、元素方塊摺紙 6 張一套）（圖 34）。茲整理得獎名單

及節錄部分參與活動民眾打卡內容如圖 35、圖 36。 

 

 

圖 34、抽獎活動獎品一覽 圖 35、活動得獎名單 

圖 33、觸及人數基本資料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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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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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民眾參與化學元素尋寶記活動打卡截圖節錄 

 

 

四、 結論 

本計畫執行結合學術界[4]、公部門、設計廣告業界協力合作，於臺北捷運板南線及淡水

信義線推行全臺第一列化學主題之彩繪列車，將大眾運輸工具作為科學知識之載體，以彩繪

藝術形式提升一般民眾之親近感，具有開創新興科普傳播形式之意義，改變化學嚴肅的印象，

兼具創意、美感及科教價值。近 3 個月的列車宣傳行駛期，兩線彩繪列車推估觸及 265 萬 1,716

人次，獲得計 17 篇紙本、網路、影音媒體報導，宣傳效益非凡，成功宣傳國際化學元素週期

表年及其訂定之宗旨，提升民眾對化學之正面觀感，廣受各界好評。計畫執行歷經各單位研

商及公文往返、彩繪設計、列車行駛維護、科教文宣撰寫、宣傳活動推行及製作紀錄影像，

過程中相關協力單位及人員，皆累積珍貴科普經驗；不拘泥於現有推廣形式，本計畫成果可

做為跨部門合作之科普案例，予以續行或作為開發新型態科普活動之參考。  

 

  

                                                      
4
 製作團隊：邱美虹、趙奕姼、張一知、陳竹亭、周金城、曾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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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tro.taipei/cp.aspx?n=FF31501BEBDD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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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媒體報導 

捷運車廂變美了！元素週期表彩繪板南線亮相 

2019 年 12 月 11 日 00:53 

ETtoday 新聞雲 

 

▲元素週期表彩繪今日於板南線車廂亮相。（圖／科技部提供） 

記者周康玉／台北報導 

你知道太空人所穿的太空頭盔外層是由黃金塗料來抵抗紅外線與紫外線嗎？今年為「國際元

素週期表年」，為響應國際並紀念這特別的一年，科技部與教育局策劃 IYPT 彩繪列車，預訂

今（11）日於台北捷運板南線車廂亮相。擁有同款彩繪的淡水信義線列車亦在安排製作中，

近日便可與乘客相見歡，為期 2 個半月。 

聯合國為了紀念俄國科學家門得列夫（D. I. Mendeleev）在 1869 年所提出之週期表問世 150 週

年，訂定今（2019）年為「國際元素週期表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簡稱 IYPT），為這百年間為科學研究開展一扇寬廣的大門。 

活動主辦人台師大教授邱美虹表示，該團隊此次以捷運彩繪慶祝國際週期表年，是希望讓乘

車民眾感受到化學無所不在——從衣食住行到太空，無處不化學。從而對化學有正面的觀點，

並能珍惜元素，以達永續發展的目標。 

IYPT 彩繪列車將行駛至 109 年 2 月 25 日止，2 個月半的時間將提供北捷乘客們一次與化學更

靠近的機會，歡迎踴躍前往搭乘並與彩繪合影，做一次與化學不一樣的接觸。別忘囉，將你

所拍攝的照片上傳臉書、IG，並標註 #IYPT in Taiwan，一起慶祝來自台灣的國際化學元素週

期表年。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1211/1599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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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化學元素週期表  黑色星期五登上台北 101 和捷運車廂  

2019-12-10 10:36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元素週期表這星期在兩節台北捷運板南車廂上展出。圖／台師大提供 

「氫鋰鈉鉀銣銫鍅，鈹鎂鈣鍶鋇鐳。」背化學元素週期表是每個台灣人的中學記憶，很多人

都忘記了，也不想再背起來。這個週期表誕生至今 150 年，聯合國宣布今年是「國際化學元

素週期表年」。我國中國化學會為推廣科普，這個月 13 日至 15 日每天下午 6 點半在台北 101

北面外牆點燈，並在台北捷運的兩節車廂展示週期表，讓大家理解化學無所不在。 

科技部今天舉辦活動記者會，活動發起人、中國化學會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美虹說，週期

表上原子序第 1 為氫，第 101 為「鍆」，是以提出週期表的門得列夫為名，故學會爭取在台

北 101 大樓點燈。 

邱美虹說，元素表無所不在，一支手機就包含 30 多種化學元素。中國化學會把與元素有關的

科普知識製成大幅圖像，本周包下台北捷運板南線的兩節車廂展示，今天上午記者會也首度

公開圖像。 

中研院前院長、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致詞表示，門得烈夫提出的週期表之所以成功，是

他把已經知道的東西先排下來，且將相似排在一起，沒有硬排滿，留下很多空位，而後讓新

發現的化學元素一一補進。 

邱美虹說，週期表是化學界的重要圖騰，門得列夫最初按原子量，將週期表系統性排序，還

預測了未被發現元素的原子量，這是他偉大的地方。週期表有 118 個空位，目前已圓滿，化

學界陸續有討論，也許不久後的將來會有排序第 119、第 120 的新元素。週期表中有 5 名女性

科學家，大眾最熟悉的是居禮夫人。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216726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C%9710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C%9710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D%8E%E9%81%A0%E5%9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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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士、台大化學系教授牟中原說，化學元素表的位置安排討論很久，日前有化學家認為，

提出此表的門得列夫也該有位置，討論多時才決定放在 101。化學元素真的很多，他教化學

42 年，也只記得約 52 個元素。 

教育部主任秘書朱楠賢致詞表示，教育是興趣的探索與培養，而科普正是科技與教育的交叉

點，欣見這個活動辦成。全球都在慶祝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科教館今年已經辦完相關展覽，

超過 2 萬人次參加。 

科普知識並非首次在台北 101 外牆點燈，李遠哲說，幾年前國際物理學年主題是「物理照亮

全世界」，當時為強調愛因斯坦發表的三篇重要文章，台北 101 也點燈，燈號寫「e=mc 平方」

紀念他。 

 

歐洲化學會將化學元素按量的多寡，呈現每隔大小不一的元素週期表。圖／中國化學會提供

 

化學元素週期表本周五將在 101 外牆舉行點燈儀式，活動記者會邀前中研院長李遠哲致詞。

記者潘乃欣／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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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TODAY 

台北メトロ、国際周期表年を記念して「IYPT ラッピング車両」 

 

【 2019-12-12 】 ロシアの化学者ドミトリ・メンデレーエフが「元素周期律」を発見して

今年で 150 年になる。国連は今年を国際周期表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Elements、通称 IYPT2019）として祝うことを総会で決めている。臺北市教育局はこれに合

わせ、11 日より台北メトロ（MRT）の板南線（ブルーライン）で「IYPT ラッピング車両」

の運行を開始した。今月 23 日からは淡水線（レッドライン）にも投入する。運行は来年 2

月 25 日まで。（国立台湾師範大学より） 

 

  

https://jp.taiwantoday.tw/list_photo.php?pag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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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化學元素密碼藏身北捷板南線車廂 今天起搭得到 

2019-12-11 15:01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即時報導 

 
中國化學會在台北捷運板南線一節車廂中，展示有關化學元素的科普知識。圖／邱美虹提供 

 

中國化學會教育委員會主委邱美虹介紹今年一系列化學元素科普活動。 

台灣第一班化學元素列車今天起行駛！我國化學學術組織中國化學會為響應聯合國「國際元

素週期表年」，將有關化學元素的科普常識放上捷運車廂，今天起有一節台北捷運板南線車

廂，車廂布景展至明年 2 月 25 日前，讓乘客體驗化學就在你我身邊。 

中國化學會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美虹說，這一節 IYPT列車使用馬賽克手法，搭配知識車窗，

將這些問題的解答呈現在捷運車廂內，歡迎乘客在車廂中邊搭車邊找答案，認識我們的生活

是由哪些化學元素構成。 

邱美虹說，列車上的題目如太空人所穿的太空頭盔外層，都漆上黃金塗料來抵抗紅外線與紫

外線、人類每天從食物中攝取的微量元素等。另有一節台北捷運淡水線車廂也在籌畫中，不

久後就會展出。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21987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8%97%E8%BB%8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D%B7%E9%81%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A%E7%A9%BA%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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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學會也規畫本周五至周日，每天下午 6 時 30 分在台北 101 大樓北面牆點燈，紀念提出

週期表的俄國化學家門得列夫。學會成員表示，最佳觀賞地點在信義誠品松高路上的入口前、

臺北市政府前廣場。 

 

蘋果即時新聞 

我們與化學的距離 「元素週期表」彩繪塗裝北

捷板南線亮相  

更新時間： 2019/12/13 06:45 

 

適逢化學元素週期表問世 150 周年，學術單位也與台北捷運合作，推出元素週期表內部塗裝。

台師大提供 

適逢化學元素週期表問世 150 周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與中國化學會、臺北市立大

學理學院合作，共同策畫捷運元素週期表彩繪列車，將化學元素結合民眾日常用品，

拉近民眾與化學的距離，今起搭乘台北捷運板南線列車即有機會一睹風采。  

  

為紀念元素週期表問世 150 周年，聯合國訂 2019 年為「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

（ IYPT），國立台灣大學攜手中國化學會、臺北市立大學理學院，共同策劃 IYPT

彩繪列車，即日起民眾若搭乘台北捷運板南線列車即有機會一睹風采，同款彩繪淡

水信義線列車也將上線。  

  

台師大教授、中國化學會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美虹表示，本次策畫捷運內部塗裝，

是從食衣住行到外太空多個主題著手，如手機零件中的化學院素、身體組成元素，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20191213/KH5P3OQYT5SU762WXOTRLRPFKQ/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b0f3d85de502bc88e0cde68d8eeafc9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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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太空人頭盔，處處都可見化學元素的身影，故期望以內部塗裝呈現元素各種面

目，讓民眾感受到化學無所不在的魅力。  

  

「化學與我們的距離沒有想像中來得遠。」邱美虹談到，彩繪列車內部採馬賽克圖

案、以色塊呈現化學元素，也另外以所含元素比例組成香蕉、蘋果的等日常食物，

呈現食物中所含主要化學元素，車廂內也配有元素 QR Code，可讓民眾隨掃隨讀，

車廂設計盡量表現元素的親和力與應用層面，讓民眾細讀了解元素的各種樣貌。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台北捷運元素週期表內部塗裝，呈現食物至外太空各種化學元素應用。台師大提供 

 

 

學術單位與莫斯科駐台北協會、台北捷運合作，推出捷運元素週期表內部塗裝。台師大提供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846cb06e46bfa0f490289da265a2bf92.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846cb06e46bfa0f490289da265a2bf92.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846cb06e46bfa0f490289da265a2bf92.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55ae41627f2434f3e4ae2f8b5214d5b3.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55ae41627f2434f3e4ae2f8b5214d5b3.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55ae41627f2434f3e4ae2f8b5214d5b3.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55ae41627f2434f3e4ae2f8b5214d5b3.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846cb06e46bfa0f490289da265a2bf92.jpg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55ae41627f2434f3e4ae2f8b5214d5b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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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新聞 

化學週期表登北捷彩繪列車 歡迎合照抽獎 

2020 年 2 月 11 日 下午 4:08 

檢視相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中國化學會辦理 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YPT）慶祝活動，於臺北

捷運板南線及淡水信義線各製作一列元素週期表主題的彩繪列車，並開始於《臺灣化學教育

期刊》FB 粉絲團舉辦合照抽獎活動，歡迎民眾分享和彩繪列車的合照，就有機會獲得精美週

期表小禮品一套！彩繪中的每個方格，都是象徵物質組成的元素，歡迎快來列車尋找所不知

道的化學知識！歡迎搜尋「彩繪列車尋寶」FB 活動專頁。 

https://tw.news.yahoo.com/%E5%8C%96%E5%AD%B8%E9%80%B1%E6%9C%9F%E8%A1%A8%E7%99%BB%E5%8C%97%E6%8D%B7%E5%BD%A9%E7%B9%AA%E5%88%97%E8%BB%8A-%E6%AD%A1%E8%BF%8E%E5%90%88%E7%85%A7%E6%8A%BD%E7%8D%8E-080802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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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新聞報導 

師大新聞：捷運車廂變美了！元素週期表彩繪板南線亮相 

六度新聞：化學元素週期表黑色星期五登上台北 101 和捷運車廂 

Hit FM 新聞：化學元素週期表 黑色星期五登上台北 101 和捷運車廂 

Reco 新聞：化學元素密碼藏身北捷板南線車廂 今天起搭得到 

六度新聞：化學元素密碼藏身北捷板南線車廂 今天起搭得到 

六度新聞：我們與化學的距離 「元素週期表」彩繪塗裝北捷板南線亮相 

PChome 新聞：化學週期表登北捷彩繪列車 歡迎合照抽獎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化學週期表登北捷彩繪列車 歡迎合照抽獎 

HiNet 生活誌：化學週期表登北捷彩繪列車 歡迎合照抽獎 

Sina 新浪新聞：化學週期表登北捷彩繪列車 歡迎合照抽獎 

聯合新聞網：化學元素表藏身北捷車廂 搭到還可拍照抽獎 

 

 

Youtube 頻道 

臺灣交通鐵道影像 台湾の鉄道映像 Taiwan Railway Movies （BV2DP） ： 

TRTC 台北捷運 淡水信義線 2019 IYPT 國際化學週期表年 彩繪列車 

  

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45746
https://6do.news/article/1878161-21
http://www.hitoradio.com/newweb/28847hotnews
https://tw.reconews.com/news/15977678
https://6do.news/article/1885886-22
https://6do.news/article/1896155-81
https://news.pchome.com.tw/living/eradio/20200211/photo-58140848267743217009.html
https://www.ner.gov.tw/news/5e42644b9927db00062de745
https://times.hinet.net/500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211/34197808.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33168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UH0EPCE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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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IYPT 彩繪列車車窗文案 

1. A 車廂左側車窗 

項目 來源 車窗文案 

連通道 

#A 
▲ 

世上最貴服飾–太空衣：現代太空衣共有 14 層，由不同材質組合，有萊卡、芳綸、聚酯纖維

等，都為碳、氫、氧、氮等元素形成之分子聚合而成。頭盔的內層透明，外層則運用黃金塗

料，可阻擋紅外線和紫外線的照射。 

窗#1 ▲ 

太空金屬–鈦：由於其輕質、堅固的特性，為太空工程的必備材料。飛彈、火箭的外殼，太空

船的船艙、骨架等，都要需用鈦或鈦合金來製造。 

窗#2 ▲ 
你所不知道的太陽：太陽是一個巨大氣團，大約 75%為氫氣 25%為氦氣，其他元素佔比很小。 

窗#3 ▲ 

大氣中抗紫外線的戰士–臭氧：臭氧可吸收紫外線，為氧氣的同素異形體，由於組成與結構不

同，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也都有差異。 

窗#4 ▲ 

冷卻的岩漿–火山岩：火山噴出的火山岩中，岩漿含矽量高的成為流紋岩；低的成為玄武岩，

如澎湖的桶盤嶼。 

窗#5 ▲ 

海洋的微量元素：海洋是由 96.5%的水以及 3.5%的鹽類所構成，鹽類則是由氯、鈉、硫、鎂、

鈣、鉀、溴等離子所構成。 

窗#6 ▲ 
風力發電葉片：主要由玻璃纖維構成，近年也逐漸替換成質輕堅固的「碳纖維」。 

窗#7 ▲ 

外太空更多的元素–碳：碳的含量在地球上排名第 15 名，然而在宇宙中卻是排名第四多的元

素。 

窗#8 ▲ 

碳循環：碳循環是一種化學循環，指碳元素在地球上的生物圈、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及大

氣中交換。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上升太快，會造成全球暖化。 

連通道 

#C 
- （碳循環說明圖） 

 

2. A 車箱右側車窗 

項目 來源 車窗文案 

連通道 

#B 
▲ 

元素之始–氫：現今所有的元素，皆是透過氫原子核聚變演化而來。現在太陽依然大量的轉換

氫氣成氦氣，並散發出光和熱。氫是含量最豐富、也是最輕的元素，更是所有生物體的主要

構成元素之一。 

窗#1 ▲ 

人造衛星結構材料：大多採用鋁、鎂合金，高強度零件則採用鈦合金和不鏽鋼。近年來為提

高剛性和減輕重量，已開始加入碳纖維等複合材料。 

窗#2 ▲ 

輪船用鋼：輪船材料中，主要使用低合金高強度用鋼，成分中除了碳、錳、矽等元素外，更

加了硫、磷、鎳等元素。 

窗#3 ▲ 

耐候型鋼材–橋墩：耐候鋼為特殊鐵合金。在空氣中，能在表面形成一層較緊密的氧化層。合

金除鐵外，主要含矽、鉻、錳、碳等元素。 

窗#4 ▲ 

飛機機身材料：多以鋁合金為主，亦常使用銅、鋅、錳、矽、鎂等元素，近年來也開始加入

碳纖維等複合材料。 

https://read01.com/zh-tw/oQ2M86.html#.Xa0hkpMzYyk
https://kknews.cc/zh-tw/tech/59ox9x3.html
https://web.fg.tp.edu.tw/~earth/learn/tasastro/ch081.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7%E7%9A%84%E5%90%8C%E7%B4%A0%E5%BC%82%E5%BD%A2%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B7%E5%87%BA%E5%B2%A9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2Zs.htm
https://kknews.cc/zh-tw/home/zgnjveg.html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f8W.htm
https://www.lifechem.tw/blog/190802
https://kknews.cc/zh-tw/science/ma4xpz6.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8%AA%E5%A4%A9%E5%99%A8%E6%9D%90%E6%96%99
https://kknews.cc/invest/z5g6j9p.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5%80%99%E9%92%A2
https://aerolife123.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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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來源 車窗文案 

窗#5 ▲ 

金黃沙灘的由來：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矽，也就是所謂的石英，會因組成砂石的礦物種類差異

而有不同色澤，例如澳洲的黃金海岸。 

窗#6 ▲ 

大氣演化三部曲：第一階段大氣成分主要為氫、氦→第二階段主要為水氣、二氧化碳以及些

許氮→第三階段，現今大氣主要為氮氣、氧氣。 

窗#7 ▲ 

太陽能板的構成：太陽能板大多以「矽」為主，但仍有以化合物（砷化鎵、碲化鎘、磷化銦

等）為主的太陽能板。 

窗#8 ▲ 

氮循環：氮是生物構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如胺基酸和 DNA。氮循環是自然界中氮氣與含氮物

質之間相互轉換的過程，是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之一。 

連通道

#D 
- （氮循環說明圖） 

 

3. B 車箱左側車窗 

項目 來源 車窗文案 

連通道 

#A 
▲ 

（人體組成的元素） 

窗#1 ▲ 

人體的元素：人體由 40 多種元素所組成，主要為氧、碳、氫、氮等元素，總和約佔 97%。其

餘微量金屬元素，雖然量少但對我們身體的功能有關鍵的影響。 

窗#2 ▲ 

煙火的魔法：煙火是由火藥和金屬鹽類製成，而煙火顏色則是由不同金屬鹽類所產生，例如

含鉀離子可放出紫色，鈣離子則放出橙紅色。 

窗#3 ▲ 

香蕉消失的危機：香蕉含有豐富的鉀、鎂、磷、銅等微量礦物質。1950 年代曾受到黃葉病的

威脅，造成全球香蕉幾乎「全軍覆滅」。 

窗#4 ▲ 

營養元素–番茄篇：番茄除了富含維生素外，也含有許多人體所需的礦物質，如鉀、磷、鈣、

鎂、鐵、鋅等元素。 

窗#5 ▲ 

「鉍」藥元素：鉍是胃藥的主要成分之一。特別對細菌引發的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一定

要用含鉍之藥物。 

窗#6 ▲ 
青花瓷的秘密：青花的顏色主要是鈷藍，若與不同礦物質調合，可使藍色呈現不同的色調。 

窗#7 ▲ 

鎢絲燈泡：透過通電，把鎢絲加熱至白熾來發光。為防止燈絲在高溫下氧化，需在玻璃泡中

保持真空或添加惰性氣體。 

窗#8 ▲ 

事出必有「銦」：銦是製造導電玻璃的重要元素，如果用罄，就會導致無法生產螢幕顯示器，

如觸控面板。目前歸類為瀕臨稀缺的元素。 

連通道 

#C 
▲ 

Dmitri I. 

Mendeleev 

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門得列夫 

俄國化學家，在 150 年前，即 1869 年提出含有 63 個已知元素，並預測了 4 個未知元素的週

期表。第 101 號元素「鍆」便是紀念門得列夫。 

 

https://kknews.cc/zh-tw/travel/23yqay.html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WY0.htm
https://cmgshes.pixnet.net/blog/post/239934362-%E5%9C%96%E8%AA%AA%E5%9C%B0%E7%A7%91%EF%BC%9A%E5%A4%A7%E6%B0%A3%E6%BC%94%E5%8C%96
http://www.smctw.tw/portfolio-item/?p=7266/
https://kknews.cc/zh-tw/health/kxenpp.html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51797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2512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4982.html
https://www.canceraway.org.tw/page.asp?IDno=2998
https://news.cnyes.com/news/id/18325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8A%B1%E7%93%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86%BE%E7%87%88
https://www.bbc.com/ukchina/trad/vert_fut/2016/01/160106_vert_fut_the-worlds-scarcest-material
https://kknews.cc/zh-tw/culture/66bkqj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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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車箱右側車窗 

項目 來源 車窗文案 

連通道 

#B 
▲ 

（稀缺元素週期表） 

窗#1 ▲ 

我們將來會挨餓嗎？磷是 DNA 的重要組成元素之一，同時也是農業肥料中無可替代的成分。

但約數百年之內，人類便會將容易開採的磷礦用完。 

窗#2 ▲ 

化學元素與藝術：油畫中的顏料與化學元素息息相關，常見的「鎘黃」、「鎘紅」便是由不同

的鎘化合物調製而來。 

窗#3 ▲ 

「鎂」中不足：身體如果缺鎂，會影響腦部、神經系統、肌肉的運作。鎂也常作為胃藥、瀉

藥的成分。 

窗#4 ▲ 

營養元素–核桃篇：核桃富含鈣、鎂、磷、鋅、鐵等元素，據分析每公斤的核桃仁所含微量元

素等於 9 公斤牛奶、5 公斤雞蛋、或 2 公斤牛肉。 

窗#5 ▲ 

彩色玻璃的製作：加氧化鈷可製成藍色玻璃、加入氧化鐵可製作綠色玻璃、加入硒化鎘可製

作黃色玻璃、加入硫化鎘與硒可製作紅色玻璃。 

窗#6 ▲ 

「鋁鋁」皆是：鋁是地殼中最豐富的金屬元素（8%）。在 150 年前，提煉鋁的技術尚未成熟，

你知道嗎？那時鋁的價格比黃金還貴呢！  

窗#7 ▲ 

氦氣為何如此重要：氦氣最大應用並不在於氣球，而是低溫技術。許多超導體都需要液態氦

的超低溫才能運轉，例如醫學上的磁共振成像（MRI）。目前氦歸類為瀕臨稀缺的元素。 

窗#8 ▲ 

鐳能治癌亦能致癌：鐳及其衰變放射的伽瑪射線，能同時破壞人體內的惡性和良性組織。居

禮夫人留下的筆記，至今還放在鉛盒中，就是因其依然有強烈的放射性。 

連通道 

#D 
▲ 

Marie S. Curie 

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 

第一位獲頒諾貝爾獎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兩度榮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開創了放射性理論，

並發現兩種新元素，釙和鐳。沒有她就不會有目前用來治療癌症的放射性療法。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1870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1414
https://www.shoppingdesign.com.tw/post/view/1103
https://formulawave.com/magnesium-benefit-side-effect/
https://kknews.cc/zh-tw/health/eo46xbr.html
https://www.lifechem.tw/blog/151108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glU.ht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49795838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p92pbx8.html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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