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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2019年為聯合國宣布之「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同
時也是國際純化學暨應用化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成立100週年慶。本計畫為
科技部科普計畫，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中國化學會聯合全臺逾
10餘間科教單位，共同響應IYPT辦理慶祝活動，內容包含：系列特
展、化學元素實驗活動、元素解謎及蒐集APP體驗遊戲、週期表海報
設計競賽、教具媒材設計競賽、線上有獎徵答、維基百科化學元素
翻譯等，並以彩繪列車、台北101點燈等新穎媒介進行科普推廣活動
。全年性的慶祝活動遍及全臺，觸及逾百萬人次，對象包含學生、
師培生及教師、一般民眾，相關計畫成果亦於IUPAC IYPT在日本東
京舉辦的閉幕式場合展出，成功宣揚並紀念IYPT，藉這些活動彰顯
化學與日常生活的緊密性，喚醒大眾對於科學與環境議題的重視。

中文關鍵詞：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化學元素、週期表、科普活動、特展、光
雕投影、彩繪列車、台北101大樓點燈

英 文 摘 要 ： 2019 was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and has therefore been proclaimed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2019)”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UNESCO. It was also a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 This project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SLT) with more than 10
science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to celebrate the
IYPT. The serial activities include special exhibitions,
chemical element experiment activities, element puzzles and
APP games, periodic table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dia design competition, online
question games, Wikipedia chemical element translation,
etc.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utilized painted trains and
Taipei 101 Lighting as novel media to popularize scientific
knowledge. Year-round celebrations spread throughout Taiwan
and reached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students, pre-service teachers, in-service teachers, and
the public. The achievements of related projects were also
exhibited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IUPAC IYPT in Tokyo,
Japan, and other occasions, successfully promoting and
commemorating the purpose of IYPT, highlighting the
relevance of chemistry in our daily life, and arousing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英文關鍵詞：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 Chemical Elements, Periodic Table,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Special exhibitions, Light-carved
Projection Work, Painted Train, Taipei 101 ligh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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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19 年為聯合國宣布之「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同時也是國際純化學暨應用化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成立 100 週年慶。本計畫為科技部科普計畫，由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和中國化學會聯合全臺逾 10 餘間科教單位，共同響應 IYPT 辦理慶祝活動，內容

包含：系列特展、化學元素實驗活動、元素解謎及蒐集 APP 體驗遊戲、週期表海報設計競賽、

教具媒材設計競賽、線上有獎徵答、維基百科化學元素翻譯等，並以彩繪列車、台北 101 點

燈等新穎媒介進行科普推廣活動。全年性的慶祝活動遍及全臺，觸及逾百萬人次，對象包含

學生、師培生及教師、一般民眾，相關計畫成果亦於 IUPAC IYPT 在日本東京舉辦的閉幕式

場合展出，成功宣揚並紀念 IYPT，藉這些活動彰顯化學與日常生活的緊密性，喚醒大眾對於

科學與環境議題的重視。 

 

關鍵字：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化學元素、週期表、科普活動、特展、光雕投影、彩繪列

車、台北 101 大樓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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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 was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and has therefore 

been proclaimed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2019)”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UNESCO. It was also a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 This project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SLT) with more than 10 science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to celebrate the IYPT. The 

serial activities include special exhibitions, chemical element experiment activities, element puzzles 

and APP games, periodic table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dia design 

competition, online question games, Wikipedia chemical element translation, etc.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utilized painted trains and Taipei 101 Lighting as novel media to popularize scientific 

knowledge. Year-round celebrations spread throughout Taiwan and reached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including students, pre-service teachers, in-service teachers, and the public. The 

achievements of related projects were also exhibited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IUPAC IYPT in 

Tokyo, Japan, and other occasions, successfully promoting and commemorating the purpose of 

IYPT, highlighting the relevance of chemistry in our daily life, and arousing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KeyWords：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Periodic Table of Chemical Elements (IYPT), Chemical 

Elements, Periodic Table,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Special exhibitions, Light-carved Projection 

Work, Painted Train, Taipei 101 ligh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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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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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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際純化學暨應用化學

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成立 100 週年慶。為紀念

這特別的時刻，國際間各大組織如 IUPAC、國際純物理暨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歐洲

化學和分子科學學會（EuCheMS）、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等，皆熱烈籌辦各項 IYPT 慶

祝活動，包括元素週期表競賽、年輕學者週期表選拔以及女性化學家早餐等。 

為響應國際共同慶祝此盛會，向大眾推廣元素週期表，科普化學元素與生活的關聯性與

應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師大）與中國化學會，向科技部提出「科普活動：慶祝 2019

國際元素週期表年（IYPT）及 IUPAC100 活動（主題五）」計畫，於科技部指導下，聯合國

內各大科教組織及協力單位—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科教學會）、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 101）、臺北市立大學理學院、台灣維基媒體協會、淡江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淡

大科教中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博館）、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工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生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科館）、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北教大）、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科教館）、新北市化學科課程發展中心、教育

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化學學科中心（化學學科中心）、教育部中等教育階段自然領域教學

研究中心—組成 IYPT 慶祝團隊，共同策劃多元的 IYPT 系列慶祝活動，傳達化學的價值，期

許提升全民科學素養並帶動議題討論。 

慶祝活動自臺師大、中國化學會、科教館共同辦理之「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起

始，團隊陸續辦理包括週期表教具媒材設計競賽、暑期科學營、化學元素及週期表海報設計

競賽、IYPT 系列特展、IYPT 線上有獎徵答競賽、101 點燈及週遊臺灣元素打卡集章等活動。

規劃之類型囊括靜態展覽、活動體驗營、設計比賽、線上問答、公眾媒介曝光及遊戲 APP 等；

受眾亦遍及科學教育工作者、學校師生及一般社會大眾；時間幅度則從短期競賽，至可常年

運作推廣科普之特展展品及遊戲 APP 皆有設計，以追求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之宣傳及慶祝

效益獲得最大的提升，並提高活動所能觸及之受眾層面。 

二、 活動推廣與成果 

茲整理 IYPT 慶祝團隊全年度辦理活動如下表： 

表 1、IYPT 慶祝活動一覽表 

項次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期間/地點 

1 IYPT 活動官網建置 中國化學會 - 

2 IYPT 系列特展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科教館、國北教大 

108.06.01-08.26 

3 樓西側特展室 

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

年特展 

科博館、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108.08.20-109.06.28 

1 樓立體劇場前廳展區 

海洋化學事–元素週期表年

150 週年特展 

海科館、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108.09.18-109.01.05 

主題館 7 樓廊道 

看見化學了！元素週期表年

150 週年特展 

科工館、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108.09.27-108.12.29 

北館 6 樓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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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期間/地點 

雲林縣週期表月 150 週年特

展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雲林

縣政府、他里霧文化園

區、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108.11.20-108.12.29 

他里霧文化園區 

68 電影館 

3 科教館系列慶祝活動 

科教館 

 

- 

假日單元課程 
108.02.24-108.10.27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暑假科學營 
108.07.08-108.08.16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2019 科學玩意節 
108.07.13-108.7.14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化學元素尋寶趣 
108.07-108.12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科學驚奇 Live 秀 
108.11.09-108.12.14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6 
慶祝國際元素週期表年海報

設計競賽 

國北教大、 

中國化學會、臺師大 
108.03.22-108.09.30 

7 
化學元素週期表教具、媒材設

計比賽 

科教學會、 

臺師大、國北教大 
108.04.01-108.06.15 

8 維基化學元素翻譯馬拉松 
台灣維基媒體協會、 

中國化學會 

108.07.13 台北場、 

108.08.03 台中場 

9 
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

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化學學科中心、臺師大 108.10.22-108.12.15 

10 101 點燈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台北 101 

108.11.14-108.11.15 

台北 101，59-60 樓外牆 

108.12.13-108.12.15 

台北 101 北面全幅燈網 

11 IYPT 彩繪列車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108.12.10-109.2.27 

臺北捷運板南線 

108.12.23-109.2.21 

臺北捷運淡水信義線 

12 
IUPAC IYPT Closing 

ceremony 臺灣成果展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108.12.05 

日本東京王子大飯店 

13 

18th Asian Chemical Congress

（第 18 屆亞洲化學聯盟國際

會議）IYPT in Taiwan 成果展 

臺師大、中國化學會 

108.12.08-108.12.12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TICC) 

14 臺灣化學教育期刊 中國化學會 
第29期(2019年1月號)、 

第34期(2019年11月號) 

15 週遊臺灣 淡江科教中心、親子天下 108.04~（常年活動） 

16 化學樂遊趣 淡江科教中心 108.12~（常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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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YPT 活動官網建置 

由中國化學會建置之 IYPT 官方網站，網站內容包含全臺各大 IYPT 活動最新消息，及元

素問答、元素海報等開放學習資源，並羅列活動指導、主協辦、贊助單位，作為統整宣傳慶

祝活動之網路平台，方便使用之民眾觸及更多 IYPT 活動訊息。詳細網站內容請參見活動官

網網址：https://iypt2019.chemistry.org.tw/ 

 

圖 1-1、IYPT 官網主頁面 

 

圖 1-2、IYPT 官網所示活動辦理單位 

 

 IYPT 系列特展 

1.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 

由臺師大、中國化學會、科教館共同策劃辦理之「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以下

簡稱 IYPT 特展），自 108 年 6 月 1 日至 108 年 8 月 26 日，假科教館 3 樓西側特展室展出。

展覽內容由臺師大邱美虹教授親手操刀，設計正立方體大型元素方塊堆疊成巨型元素週期

表，並結合光雕投影展出共享視覺與聽覺的元素週期表；特展設有豐富的元素及週期表相關

展品，如元素大事記、視障者週期表、稀缺元素週期表、元素翻翻樂、元素海報與藝廊等，

讓參觀者從歷史、藝術、生活等軟性角度親近元素週期表的議題；展間內另設有擴增實境

（AR）、虛擬實境（VR）遊戲體驗區，讓民眾以遊戲形式輕鬆地接觸化學的世界，並從中

瞭解元素與生活息息相關。 

其中光雕投影影片「魔方 118」將元素週期表結合中國風，以呈現獨特的東方風格（圖

2-4），其中尤以傳統臺灣特色為主。影片內使用了大量東方元素來詮釋元素週期表：以風水

羅盤的圓形排法替換現今週期表的矩型排法，象徵地球，更代表著週期表中的所有元素皆是

存在於這個圓中──即地球上。影片中列舉人類生活中常見、重要的 12 種元素，呈現該元素

的材質、顏色或特性等，讓人們認識到生活周遭其實有很多物品都和化學元素有關。此外，

將化學元素轉化為華人熟悉的象棋棋子，區分成金屬及非金屬兩類型來進行對弈，對戰間生

成化合物，將艱澀的化學變為親切的棋藝遊戲。而後使用廟宇的籤筒呈現傳統臺灣風格的週

期表，以矩形週期表旋轉收進籤筒，即是圍繞成一個圓圈，與開頭的圓呼應串聯整部影片。

結尾則以跳動的 IYPT 文字，及使用化學元素組成的週期表代表科學家門得列夫肖像進行收

尾。影片全長 4 分 57 秒，業公開於 Youtube 平臺，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qoPJsjApuJg。 

https://iypt2019.chemistry.org.tw/
https://youtu.be/qoPJsjApu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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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科教館 IYPT 特展主視覺 

  
圖 2-2、特展開幕式 圖 2-3、開幕實驗演示活動 

 
圖 2-4、光雕投影魔方 118 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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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民眾體驗 IYPT DIY 活動 圖 2-6、民眾觸摸視障者週期表展品 

  
圖 2-7、民眾於展場內體驗 VR 遊戲 圖 2-8、展品：元素方塊 

特展每日 14 時設有定時定點導覽，統計約 32,000 人次到館參觀，其中不乏國外來臺旅

遊的人士，如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歐美等國；亦有第 8 屆亞洲化學教育研討會（8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 for Inter-Asian Chemistry Educators, NICE）之與會人士前

來觀展（圖 2-10）；除定時導覽，特展同時辦理 6 場次之週末化學實驗教學（圖 2-11），教

學場次辦理時間、主題詳如下表 2，總計服務 230 人次學生參與實驗活動。 

展覽期間臺師大設計並發放觀展問卷，用以收集參觀民眾性別、年齡、學經歷等基本資

訊及觀展體驗回饋，並設計展覽內容問答用以檢測學習成效。至展期結束為止，總計收回 381

份有效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參觀者年齡分布以 18 歲以下區間佔 59.3%最高，19-39 歲區間

23.9%次之；參觀者多在展區內停留約 20-40 分鐘，並有 98.1%民眾可正確回答 IYPT 慶祝活

動之宗旨及基礎化學元素週期表知識；觀展體驗部分，民眾對展品內容設計、展區動線規劃、

引發學習動機等項目整體接給予正面評價，並願意推薦親朋好友來參觀。 

  
圖 2-9、特展導覽 圖 2-10、NICE 與會人士觀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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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週末化學實驗——鋁的實驗 

表 2、週末化學實驗教學活動辦理表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講師 參與人數 

6/15 鋁的實驗 周金城老師 44 

6/22 鐵的實驗 周金城老師 42 

7/6 氫氣的科學實驗 陳子聖老師 54 

7/20 碳的科學實驗-無字天書 陳子聖老師 55 

8/3 多種化學元素性質的實驗探究 鐘建坪老師 35 

參與總人數 230 

 

為紀錄特展開幕活動及展覽，臺師大拍攝剪輯 2 支紀錄影片（詳如下方連結），並於

Youtube平台公開；其中 3分種版本之影片參與 IUPAC舉辦之諾貝爾獎競賽（Nobelium Contest 

Award）並獲獎（如圖 2-12、2-13）。為提升特展之教育價值，臺師大亦製作 360 度環景攝

影導覽影片共 3 卷以及線上導覽（詳如下方連結），將導覽語音結合數位環景攝影技術，民

眾未來連接網路即可體驗參觀特展之樂趣。 

 科教館特展紀錄影片(30 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6uX2FLKx4 

 科教館特展紀錄影片(3 分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Pktr1vj9k 

 特展環景導覽影片 第一卷：https://youtu.be/K5fmmRSns2M 

 特展環景導覽影片第二卷：https://youtu.be/3jOkyfoF8Es 

 特展環景導覽影片 第三卷：https://youtu.be/TN1iAMYquns 

 特展環景導覽網站 https://super720.com/vr/2019-iypt-periodic-table-exhibition.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6uX2FLKx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Pktr1vj9k
https://youtu.be/K5fmmRSns2M
https://youtu.be/3jOkyfoF8Es
https://youtu.be/TN1iAMYquns
https://super720.com/vr/2019-iypt-periodic-table-exhibition.html


7 

 

 
◥圖 2-12、諾貝爾獎競賽獎品：IUPAC 發行之週期

表海報，並附上 2016 年化學諾貝爾獎得主 Fraser 

Stoddart 之簽名。 

◤圖 2-13、特展策展人、顧問獲獎合影。 

為擴及 IYPT 系列特展服務對象，將特展內容帶給更多學子，本校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申請偏鄉觀展經費，補助觀展所需之交通費及門票費，邀請偏鄉中等學校（含高中和

國中）參觀特展，計服務本島北中南及外島共 17 所偏鄉學校，626 人次偏鄉師生觀展。 

表 3、IYPT 系列特展觀展偏鄉學校一覽表 

編號 觀展學校全銜 觀展地點 觀展日期 觀展人數 

1 新北市立坪林國民中學 科教館 2019/8/5 23 

2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 科教館 2019/8/7 39 

3 苗栗縣立文林國中文隆分部 科教館 2019/8/23 37 

4 金門縣立烈嶼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0/17 40 

5 臺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0/25 48 

6 南投縣立明潭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0/29 22 

7 國立竹山高中 科博館 2019/11/13 35 

8 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 科工館 2019/11/13 22 

9 彰化縣立溪州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1/20 34 

10 南投縣立瑞峰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1/28 29 

11 屏東縣大路關國民中小學 科工館 2019/11/28 31 

12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科工館 2019/11/29 41 

13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中(小)學 科博館 2019/12/4 25 

14 雲林縣立馬光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2/8 43 

15 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2/12 75 

16 彰化縣立草湖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2/14 40 

17 雲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 科博館 2019/12/20 40 

總觀展人數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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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新北坪林國中觀展照片 圖 2-15、新北八里國中觀展照片 

做為 IYPT 系列特展之始，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取得亮眼成績，規劃之展品則陸

續移展至其他元素週期表特展，如後述之科博館、海科館、科工館、雲林他里霧園區等地。

海生館亦預定於 109 年度 5 月起，結合「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YPT）特展」及「海洋廢

棄物展」，籌辦展期為期一年的雙聯展。 

有鑑於 IYPT 特展之教育價值，除於計畫期限內陸續於全臺各大博物館展出外，臺師大

及中國化學會亦積極將展品內容數位化上網，增加特展科普推廣效益；並積極尋求企業贊助、

政府機關補助，預定於 109 年度，將展示形式轉化為輕便、可搬移式的微型展覽，於全臺國、

高中校內內進行巡展，讓 IYPT 走入第一線校園，增益學子學習樂趣，啟發關心科學議題之

意願。 

 

2. 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 

由科博館、臺師大、中國化學會共同主辦之「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

於 108 年 8 月 20 日至 109 年 2 月 23 日（延長至 109 年 6 月 28 日），假科博館 1 樓立體劇場

前廳展區展出。展覽內容除精選科教館特展之光雕投影、元素方塊、中學生眼中的週期表、

元素藝廊、稀缺元素週期表等展品，更展出科博館館藏的原礦標本（圖 3-3），讓民眾認識

原石中的化學元素，並加入人體健康及天文中的元素等主題，將週期表特展變化得更為多元。 

百變化學特展每日 11:00、15:00 皆設有專人定時導覽服務，週末每日上、下午，則各安

排一場化學實驗演示活動：9~10 月「化學很有色」、11~12 月「生活的化學」。長達半年的

展期間預估有逾 100 萬人次前來觀展。為長久留存特展內容，科博館亦製作 360 度環景攝影

供民眾於網路瀏覽，發覺學習化學的樂趣。環景網址如下：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YazBdfr1V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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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科博館 IYPT 特展主視覺 

  
圖 3-2、特展開幕式 圖 3-3、大地瑰寶展品 

  
圖 3-4、展品：中學生眼中的週期表。 圖 3-5、化學實驗演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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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化學事–元素週期表年 150 週年特展 

由海科館、臺師大、中國化學會共同主辦之「海洋化學事–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

於 108 年 9 月 18 日至 109 年 1 月 5 日，於海科館主題館七樓廊道展出。展出內容包含元素方

塊、元素大事紀、元素海報及稀缺元素週期表等展品，並結合海洋主題及自有館藏，開發海

洋元素尋寶、海鮮元素等週期表活動、展品，教導民眾日常實用的海鮮中含有哪些化學元素。

為期 3 個月的展出時間，推估逾 60,000 人次觀展。 

108 年 9 月 25 日辦理海科館教師研習活動，共計 22 人參與，介紹並演示週期表教具設

計競賽得獎作品，提供參與老師化學微翻轉教學方案及桌遊教案教具研習機會。108 年 10 月

25 日與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合辦一場高中職桌遊比賽，共計 4 校 40 名同學參加，並促成

109 年度國中組化學事桌遊大賽行動計畫。 

 
圖 4-1、海科館 IYPT 特展主視覺 

  
圖 4-2、元素海報展示廊道 圖 4-3、互動型元素探索地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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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海鮮元素上菜：以爬梯子遊戲介紹食物中的人體所需微量元素 

 
圖 4-5、海洋元素尋寶趣：結合特展展品與海科館常設館藏設計出的解謎學習單。 

4. 看見化學了！元素週期表年 150 週年特展 

由科工館、臺師大、中國化學會共同主辦之「看見了化學了！–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

展」，於 108 年 9 月 27 日至 108 年 12 月 29 日，於科工館北館 6 樓廊道展出。展覽內容複製

科教館特展之主視覺、光雕投影魔方 118、元素大事記、視障者元素週期表、最古老週期表

掛圖、中學生眼中的元素週期表、元素藝廊等展品，並精選 15 幅元素海報於廊道展出。 

展示期間規劃多項體驗活動，如展廳集章闖關活動，將常見的 8 種化學元素對應科工館

6 處展廳，並設置印章，讓參加者可以依照線索集章，以深入了解元素及週期表之特性及應

用；活動發送超過 12,000 份闖關單，計有 2,645 人次成功闖關。除前述活動，科工館亦辦理

特展定時導覽（每日 11 時、14 時辦理 2 場次）、週期表桌游體驗活動及假日演示活動等科

教活動，以日常主題、軼事闡釋方式，幫助民眾深入了解週期表及相關化學知識，計服務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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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針對弱勢學子，科工館辦理「科工平安燈，點燈傳愛」活動安排觀展，計有學生 2,575

人次、老師 379 人次，總計 2,954 人次參觀特展。 

除針對學生及一般民眾，科工館於 108 年 9 月 26 日、11 月 20 日辦理 2 場次教師研習活

動，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蔡仁哲老師、北市興華國民小學陶岳教師及北市北投國民小學陳

弦希老師分享其研發之元素週期表教具，說明如何融入課程引導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第一梯次計有 14 名、第二梯次 15 名，共 29 名教師報名培訓。 

 
圖 5-1、科工館 IYPT 特展主視覺 

  
圖 5-2、展場實景（光雕投影） 圖 5-3、展場實景（元素大事記） 

  
圖 5-4、展廳集章闖關活動 圖 5-5、假日演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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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教師研習活動現場 圖 5-7、彰化萬興國中觀展合影 

5. 雲林縣週期表月 150 週年特展 

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雲林縣政府、他里霧文化園區、臺師大、中國化學會共同主辦之

「雲林縣週期表月 150 週年特展」，自 108 年 11 月 20 日至 108 年 12 月 29 日，於雲林斗六

他里霧文化園區 68 電影館展出。本特展係科教館特展內容之移展，配合文化園區場地展出光

雕投影、元素大事記、元素方塊、元素藝廊、稀缺元素週期表、中學生眼中的元素週期表、

元素翻翻樂、元素海報等展品。 

  
圖 6-1、雲林特展開幕典禮 圖 6-2、展場實景（元素大事記及元素海報） 

  
圖 6-3、導覽解說 圖 6-4、動手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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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68 電影館撥放光雕影片 圖 6-6、崇德國中及元長國中參訪 

特展展出期間計辦理 4 場次 IYPT 專題演講（如表 4），並辦理團體導覽及動手做活動，

計有 20 所雲林縣中、小學校計 1,175 人次團體報名觀展，加上園區期餘參觀團客及散客，推

估展期間計服務逾 7,000 人次。 

展期結束後，展品盡數移至雲林縣地方中學，如石榴國中、二崙國中、斗南中學、維多

利亞中學、虎尾高中、東南國中、崇德國中、麥寮中學、宜梧國中及斗南國中圖書館等地持

續展出（詳表 5），再進行為期一年的巡展，將展覽的科教效益最大發揮。 

表 4、雲林縣週期表月系列專題講座一覽表 

項次 專題講座名稱 時間 講師 

1 
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化學的革新

和進化 
108.11.20 

臺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邱美虹教授 

2 食品中的有機化學 108.12.21 
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張耀南教授 

3 
從西伯利亞到聖彼得堡–門得列

夫築夢週期表之路 
108.12.25 

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于淑君教授 

4 超導體和低溫液態氮 108.12.25 
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 

洪連輝教授 

表 5、雲林縣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月預約導覽學校一覽表 

序號 學校名稱 預約導覽日期 
學生 

人數 
序號 學校名稱 預約導覽日期 

學生 

人數 

1 文安國小 2019-11-20（三）10:30 49 13 樟湖國中小 2019-12-13（五）10:30 32 

2 斗南高中 2019-11-20（三）13:30 55 14 西螺農工 2019-12-13（五）14:00 36 

3 西螺農工 2019-11-20（三）14:00 25 15 成功國小 2019-12-18（三）13:30 21 

4 西螺農工 2019-11-21（四）14:00 38 16 重興國小 2019-12-18（三）13:30 23 

5 東明國中 2019-11-21（四）13:30 81 17 崙背國中 2019-12-19（四）13:30 26 

6 東勢國中 2019-11-29（五）13:30 23 18 虎尾國中 2019-12-21（六）13:30 40 

7 維多利亞國中 2019-11-29（五）13:30 55 19 信義國小 2019-12-25（三）13:30 17 

8 四湖國中 2019-11-29（五）13:00 29 20 北興國中 2019-12-25（三）10:00 68 

9 台西國中 2019-12-04（三）10:30 122 21 斗南高中(國中部) 2019-12-25（三）13:30 150 

10 水林國中 2019-12-06（五）13:30 20 22 斗南國小 2019-12-26（四）13:30 60 

11 元長國中 2019-12-11（三）10:30 30 23 宜梧國中 2019-12-27（五）13:30 26  

12 崇德國中 2019-12-11（三）13:30 120 24 豐榮國小 2019-12-27（五）13:3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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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館系列慶祝活動 

為慶祝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科教館以化學元素實驗課規劃與推動、科普活動推展兩

層面進行 IYPT 系列慶祝活動，分別說明如下： 

1. 化學元素實驗課規劃與推動 

為發展優質且適合國中小學生學習的化學實驗課程，科教館規劃包含單一元素及結合相

近性質元素等多元課程，結合生活中重要且有趣的主題，呼應 108 新課綱強調學生探究與實

作能力的培養，開發假日單元課程及暑假科學營兩種實驗課程類型共 15 案： 

1) 假日單元課程 

「歷史」係指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

釋和研究，從林陳涌、鄭榮輝及張永達（2009）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融入科學史的教

材雖然對學生的學業成就沒有顯著提升，但在科學本質觀及對科學的態度上顯著優於沒

有無融入科學史教學的學生表現。於是，在假日單元課程的設計上，部分課程融入化學

元素被發現的科學史，帶領學習者了解科學知識發展的脈絡，幫助學習者進一步地認識

化學元素的性質及應用，包含 3 件「化學元素報你知」的元素教案，分別為「百變碳元

素」（圖 7-1）、「氫」及「氧」。教案介紹碳元素 8 種同素異形體、應用範圍，如奈

米碳的特性、巴克球製作及有機物與無機物的實驗。氫及氧的發現，則與燃燒現象息息

相關；氫元素及氧元素則從介紹 17 世紀至 18 世紀的波以耳、拉瓦節等科學家的科學研

究中，逐步建構出氫及氧的輪廓，理解燃素說與氧化說的異同，引導學習者思考科學家

提出理論時的依據及證據，培養學習者批判思考的能力。 

「化學元素報你知」課程實施在 108 年 5 月、9 月及 10 月其中一周的周日上午，每

堂課 3 小時，共有 61 位 4-9 年級學生參與。透過授課老師說明元素符號及化學方程式的

意義，明確示範實驗操作步驟，並嘗試讓學生分組自行設計「快問快答」題目做為學習

成果檢核的方式，藉由學生設計的題目與答案，教師可以了解他們理解的程度，並引導

學生修改，提供學生練習後設思考的機會，是值得推薦非制式場域進行課程設計者之參

考。  

 
圖 7-1、學生在百變碳元素的課程中觀察白糖燃燒的現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8E%E5%8E%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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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化學元素報你知」課程外，科教館也參考學生喜愛的議題進行規劃，包含與

硼元素相關的「史萊姆」加入感溫粉後，設計為探究實作類型的實驗課程；結合新興科

技的 AR 技術，讓學生透過線上軟體設計元素 AR 名片，讓學習化學元素也變了科技又

有趣。108 年總計辦理 5 堂假日單元課程，參與人數如表 6。 

表 6、假日單元課程參與人數彙整表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講師 參與人數 

2/24 變色史萊姆 陳虹樺老師 6 

5/26 化學元素報你知-百變「碳」元素 陳虹樺老師 13 

6/9 AR 元素週期表 洪啓軒老師 16 

9/22 化學元素報你知-「氫」 陳虹樺老師 26 

10/27 化學元素報你知-「氧」 陳虹樺老師 22 

參與總人數 83 

 

2) 暑假科學營 

暑假科學營共有「電池與能源」及「生命大事記」2 個主題，在 108 年 7 月及 8 月

間各開一梯，總計 4 梯次。在「電池與能源」營隊中，以氫、銅、氮、矽的基本性質介

紹與相關特色實驗操作，以及電池組成與金屬材料間關係探究，帶領學習者認識電池與

能源相關概念的課程設計；在「生命大事記」營隊中，以碳、氧、碘的基本性質介紹與

相關重要實驗操作，以及鹼金族、鹼土族與鹵素族的化學性質測試與現象觀察，最後結

合 AR 技術的元素擴增實境，讓前幾堂課程學習的化學元素內容，以 AR 技術呈現與表

達，回扣到與生命有關的重要化學元素的學習上。 

108 年的暑假期間，科學營共招收國小高年級學生 77 位（報名統計如表 7），透過

課後課程回饋單的分析（採五分量表，分數 1-5 分，分數越高表示越滿意），得知學員

對講師的上課方式非常喜歡（M=4.41）、對課程內容非常感興趣（M=4.49）、參加後的

學習收穫感到非常豐富（M=4.52），顯示學生喜愛本次課程的設計；另外，從學員的訪

談中，學員自認瞭解課程中提到的科學名詞，如「氫氣 H、銅 Cu、Fe 是鐵、矽是 Si」，

且在參加營隊後，對於化學元素的學習更感興趣，也會想要了解其他元素的特性。除了

學生的回饋外，在營隊課程結束一個月內亦召開課程檢討會議，從授課回饋進行課程的

調整，後續續行作為科教館特色營隊開放給更多學生有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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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暑假科學營各班報名人數統計表 

編

號 
營隊名稱 

上課日

期 1 

上課日

期 2 
內容 

授課 

講師 

學生數

1 

學生數

2 

1 
IYPT 元素營 

-電池與能源 

7/8 8/8 「氫」快來電 吳宏達 

18 18 

7/9 8/6 「銅」顏「銅」語 陳淑華 

7/10 8/9 誰最來電 祁明輝 

7/11 8/5 低溫世界-氮 洪啓軒 

7/12 8/7 太陽能電池-矽 陳柏亨 

2 
IYTP 元素營 

-生命大事記 

7/15 8/12 「碳」微觀止 吳宏達 

21 20 

7/16 8/13 「氧」氣人生 陳淑華 

7/17 8/14 「碘碘」滴滴 陳柏亨 

7/18 8/15 元素家族 祁明輝 

7/19 8/16 元素擴增實境（AR） 洪啓軒 

課程總時數 60 小時 參與總人數 77 

2. 科普活動的推展 

為推動化學元素相關科普活動並發揮館藏特色及資源，科教館在 108 年下半年度規劃辦

理 2019 科學玩意節「元素不嚴肅 科學玩七來」、「化學元素尋寶趣」及「科學驚奇秀」三

項科普活動： 

1) 2019 科學玩意節 

科學玩意節是科教館暑假期間辦理的大型科普活動，2019 年 7 月 13 日到 7 月 14 日

辦理第 6 屆，配合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的盛會，活動以「元素不嚴肅，科學玩七來」

作為 solgan，邀請政府機構、大專院校、企業團體一同來分享科學理念，於科教館一樓

大廳及半戶外廣場展示了各種科學技術與科學玩意，規劃元素廣場、勇者舞台、嘗試工

坊、瘋狂桌遊、科學講堂、智博專區、科學特展等七大主題，75 個玩科學攤位，上演 24

場科學魔術表演、草地音樂會及化學實驗，並安排 5 場科普傳播一線推廣者現場分享科

學理念的講座等，適合各年齡層民眾體驗，兩天總計參與人數共 22,000 人次。 

 
圖 7-2、科學玩意節學生體驗化學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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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學元素尋寶趣 

在科學的發展上，解謎活動是科學家尋找自然奧秘的基礎，因對尋找未知的好奇與

渴望，才能發展出科學上新穎、創新的理論、方法與技術。「化學元素尋寶趣」活動將

解謎遊戲結合化學元素週期表的內容，讓參與者透過解謎的歷程，增進對化學元素的認

識以及與生活的連結與應用，達到科普傳播的目的。 

基於科普化學元素週期表知識及活化科教館設施的兩大目的，化學元素尋寶趣關卡

設計分為兩階段任務，第一階段任務是尋找藏在館所特定位置的元素謎題（例如：3 樓

探索化學世界的元素大點名、9 樓自造我們的科學時代展等），在此任務中，除了讓參

與者尋找第二階段的題目外，更進一步能夠引導參與者探索他從未仔細觀察的科教館不

同區域；當參與者依提示找到正確位置後，就能在附近發現元素謎題（A3 題目一張），

並進入第二個任務的解謎，解出任務二的答案後，才算完成該關卡。 

活動辦理時間從民國 108 年 7 月起至 12 月底，在科教館 B1 到 9 樓的整體建築中，

搭配展品或場域功能，設計結合展品與生活經驗的尋寶路線，每月都以一個特定的意象

為主題，發展有連貫性的故事情節，總計規劃 47 個元素關卡。各月份主題及對應元素整

理如表 8。 

表 8、化學元素尋寶趣每月設計主題 

月份 標題 主題概念 使用元素 

七月 國際化學

元素週期

表年 

讓民眾簡單認識元素符號、原子序及原子量，

進而認識今年為「2019 年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

年 150 週年」，是為了慶祝「門得列夫」的發

現！ 

碘 I、釔 Y、鉑 Pt、

鈣 Ca、鉀 K、釤 Sm、

鍆 Md 

八月 科科市的

危機 

配合本館暑期「名偵探柯南」特展，參與者擔

任偵探跟著科寶科妞進行犯罪搜查闖關活動，

以人體重要組成分為設計的元素題材。 

鐳 Ra、氫 H、碳 C、

氮 N、氧 O、硫 S、

鐵 Fe、磷 P 

九月 登月 50 今年是登月 50 週年，參與者和科寶科妞一同體

驗並完成各種太空任務，任務中用到的這些元

素有些是太空設備中重要的金屬成分，有些元

素則是跟宇宙有關。 

鋰 Li、鋅 Zn、鉕

Pm、鎢 W、矽 Si、

氦 He、鎳 Ni、鈦 Ti 

十月 Sci Story 

賽先生歷

險記 

科學史之書《Sci Story 賽先生歷險記》因漸漸

老舊而缺損了好幾頁的內容，參與者要跟著科

寶科妞一起進入書中，找回了失落的科學故

事，讓人們可以重新認識科學發展的歷史及數

位偉大的科學家與發明家。 

硒 Se、錫 Sn、鉛 Pb、

鈉 Na、鎂 Mg、硼 B、

砷 As、鉻 Cr 

十一月 尼古拉的

摩登冒險 

咦~明明是準備搭上時光機穿越時空，結果意外

的跟著科寶科妞協助穿越到現代的尼古拉修好

故障的時光機，原來是沒有電啟動時光機，要

在闖關的元素中找尋適合的電力來源，及了解

尼古拉在電學中的特殊地位。 

汞 Hg、錳 Mn、鈾

U、鋇 Ba、鋁 Al、

銅 Cu、鎘 Cd、鈷

Co 

十二月 小精靈出 準備慶祝元素週期表建立 150 周年的慶典活 金 Au、銀 Ag、銥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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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標題 主題概念 使用元素 

任務 動，聖誕老人的助手——小精靈突然來找科寶

科妞求救，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解

除了危機後一起慶祝節日吧！在節慶中的霓虹

煙火和佈置都有不同的元素應用在其中。 

溴 Br、氯 Cl、氟 F、

氖 Ne、氬 Ar 

 

近年來政府推廣運用科技技術輔助智慧學習的政策，本活動採用免費手機軟體「芝

麻出任務」闖關模組作為活動工具，參與者使用手機 APP 掃描 QR-code，即可蒐集每月

不同的化學元素任務寶藏。為了增加闖關動機，活動期間共設計三類獎項，讓參與者能

依照過關月數進行兌獎，也會在特殊節慶時加開相關活動及關卡，提升民眾參與活動的

機會。在六個月的活動期間，共 1,311 人次參與、876 人次過關，各月份參與及過關人數

整理如表 9。 

 

表 9、化學元素尋寶趣各月份參與及過關人數統計表 

月份謎題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小計 

設計元素數 7 8 8 8 8 8 47 

參與人次 341 220 257 192 135 166 1311 

過關人次 227 184 128 122 89 126 876 

 

圖 7-3、化學元素尋寶趣解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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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學驚奇 Live 秀 

科學演示是科學中心在傳達科學知識上一項重要的呈現形式，尤其化學演示實驗通

常是為了讓觀賞者能在短時間內，親眼目睹現象的化學變化，進而傳遞化學知識的內涵，

經由提問、互動問答、提供驚異變化的現象吸引觀眾的目光，達到吸引觀眾興趣後，升

起想要繼續探索與學習的動機。結合 IYPT 主題，科教館以「二氧化碳（CO2）」及「無

字天書」為主題，設計假日活動的「科學驚奇 Live 秀」。 

 

a. 神奇的 CO2 

首先從門得列夫的第一張週期表帶出本次演示秀的主角–二氧化碳（CO2），先簡要

介紹二氧化碳的基本性質後，讓觀眾思考生活中何處可取得碳酸鹽類與酸來製備二氧化

碳，以便回家後可再現演示的實驗。本次使用的材料是碳酸氫鈉（俗稱小蘇打）及檸檬

酸，利用排水集氣法將氣體蒐集在錐形瓶中，再加入氫氧化鈉水溶液，讓瓶中的二氧化

碳被鹼性溶液幾乎完全吸收後，瓶內氣壓相較瓶外氣壓來的特別低，再加入酚酞指示劑，

原本無色的液體一碰到瓶底的氫氧化鈉水溶液後，瞬間變為紅色，產生顏色上驚奇的效

果，吸引觀眾的眼光。接著，利用澄清石灰水與二氧化碳反應後產生白色固體的碳酸鈣，

讓澄清石灰水變為乳白色，並安排觀眾上台進行競賽，增加台上與台下互動的趣味性。

再利用二氧化碳固態化的形式–乾冰，進行蠟燭熄滅的實驗，從觀察低、中、高長度蠟燭

在容器中熄滅的順序，理解到二氧化碳比空氣重且不助燃的性質，最後利用清潔劑將容

器中昇華的二氧化碳包覆起來，當表面張力無法撐住二氧化碳氣體後造成一波乾冰氣體

傾斜而下的壯觀畫面，結束一場充滿顏色變化、煙霧效果的神奇的 CO2演示秀。 

 
圖 7-4、「神奇的 CO2」實驗演示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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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無字天書 

從演示者拾獲的一疊空白的白紙開場，我們想藉助現場名眾的智慧，發覺這疊白紙

上的祕密。設計包含:火烤法（硫酸水溶液+高熱，產生紙張脫水出現字跡）、塗色法（利

用蠟燭的防水性，當水彩畫上去後，可以出現字跡）、噴鹼法（高濃度氫氧化鈉水溶液

書寫乾燥後，當噴上酚酞水溶液時，粉紅色字跡顯現）、碘液法（利用澱粉遇到碘液變

色藍紫色的反應顯現字跡）、引燃法（使用硝酸鉀水溶液在紙上書寫文字，利用線香點

燃用酸酸鉀水溶液寫過的地方，或產生微微燃燒現象，讓字跡出現）、光顯法（使用透

明螢光劑書寫在淡黃色紙上，照射紫外光時，字跡顯現）等不同呈現方式，讓民眾探索

並與演示者進行互動找出答案。 

 
圖 7-5、台北市敦化國中陳子聖老師演示各種「無字天書」顯字的實驗結果 

 

 

 

本活動於 108 年 11 月及 12 月於本館 6 樓展場公共空間進行演示，總共辦理 4 梯次，共

計 150 人次民眾參與（如表 10）。 

表 10、科學驚奇 Live 秀各場次參與人次統計表 

演示秀主題 11/9 11/23 12/7 12/14 小計 

神奇的 CO2 45 - 40 - 85 

無字天書 - 35 - 30 65 

總計 45 35 40 3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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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國際週元素週期表年海報設計競賽 

為響應與慶祝 IYPT，國北教大與臺師大、中國化學會共同舉辦「國際元素週期表年」海

報設計比賽，以「118 種元素」、「元素週期表」、「慶祝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IYPT）」

三大主題進行全國徵件，並按參賽人員身份別分成「國小中、高年級組」、「國中組」、「高

中職組」、「大專院校組」四組競賽。 

競賽成果至 108 年 9 月 30 日止共徵得 112 件作品，計 332 人次師生參賽，其中以高中職

組參與最為踴躍，各組投稿件數及區域分布情形詳如下圖 8-1。競賽主題部分，則以化學元

素為主題之作品 75 件最多，週期表主題的作品有 23 件，慶祝 IYPT 者 14 件（詳表 11），參

賽作品除常見的碳、氫、氧元素，到罕見的「鋱」、「鑀」皆有學生選作主題創作，也不乏

使用諧音，與科學史相結合或以命名科學家為主題，亦或是描繪生活物品來代表元素之創作

巧思。經評選作品表達之意涵、美感及創意設計，各組前 3 名及 3 件佳作計 18 件獲獎作品，

皆於第 18 屆亞洲化學聯盟國際會議（18th Asian Chemical Congress, ACC）進行頒獎及公開展

示。 

 

圖 8-1、海報競賽參賽者區域分布（件） 

 

表 11、參賽者學習階段及競賽主題彙整表 

主題/學習階段 化學元素 元素週期表 慶祝 IYPT 小計 

小學 3 5 7 15 

國中 29 2 2 33 

高

中

職 

普通科 35 12 4 51 

科學主修 2 2 1 5 

非科學主修 6 2 -- 8 

小計 75 23 1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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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主題：慶祝 IYPT  

 作品名稱：「慶祝週期表 150 週年」 

 作者：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雙語部

／林愷歆（國小組佳作） 

 創作理念：1.使用黃色的底來做創作；2.用小

餅乾及毛線自來做慶祝升旗；3.紀念發明週期

表的二位學者；4.用週期表的元素名來拚出週

期表和英文字；5.因與化學相關所以用一些化

學實驗器材來引起對化學的興趣。 

 評語：使用異材質的拼畫方式進行創作，童趣

的構圖及拼字巧思豐富了慶祝 IYPT 之意涵，

讓人不禁驚嘆國小生的創意！ 

 

 

 參賽主題：化學元素 

 作品名稱：「鈹 Be」（國中組首獎） 

 作者：高雄市立三民國中／劉恩慈 

 創作理念：鈹是在宇宙中較為稀有的元素，可

以和其他物質形成礦物，如祖母綠、綠柱石

等；鈹的密度小，很適合拿來作成航空或航太

的材料，結合以上兩種特色，我將代表航太的

太空人畫入了綠柱石中，而太空人臂上的國旗

標誌，不是美國而是法國的原因，是因為有一

個法國的化學家發現了此元素。此外，底下熔

化的綠柱石化為藍、紅兩色，代表鈹元素可溶

於鹼與酸中，而鈹元素大多從綠柱石中取得。 

 評語：結合元素鈹與太空之間的關係，其中更

有將發現此元素的科學家國籍加入到構圖的

小巧思，讓作品主題意義明確，加上別具創意

的構圖呈現及美感，深受評審喜愛。 

 

 

 參賽主題：元素週期表 

 作品名稱：「化學元素週期表」（國小組第二

名） 

 作者：臺北市北投國小／朱璿霓 

 創作理念：海報內容以介紹化學元素及發現元

素的科學家為主，我挑選兩個元素做介紹——

釙和鐳。 

 評語：圖畫以週期表、實驗器材和介紹著名科

學家瑪莉·居禮命名的兩種元素、IYPT 的源起

所構成，增添趣味又保持了平衡，給予佳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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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元素週期表教具、媒材設計比賽 

國北教大自然科學教育學系與臺師大、中國化學會共同主辦「化學元素週期表教具、媒

材設計比賽」響應慶祝 IYPT，透過 FB 等社群網業宣傳，自 108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間

針對教師及師資培育生進行活動徵件，共徵得實體教具 16 件及數位媒材 1 件，並經過初、複

審兩階段評選，最終選出實體教具前三名 6 件，佳作 4 件、數位媒材佳作 1 件，於第 8 屆亞

洲化學教育研討會（NICE）進行頒獎（圖 9-3）。獲獎名單及作品詳如表 12。 

表 12、週期表教具、媒材設計比賽得獎公告 

獎項 作品名稱 獲獎人 

實體教具／第一名 元素企業大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蔡仁哲 

實體教具／第二名 門得列夫的秘密 
新北市新興國小／陳家琦；新北市新

市國小／翁昇豐 

實體教具／第三名 

元素週期表桌遊 臺北市北投國小／陳弦希 

元素排排樂 臺北市興華國小／陶岳 

元素對對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余亭瑩、黃建澄 

實體教具／佳作 

元素符號跑馬燈 高雄市文山高中國中部／翁雅琦 

週期表卡牌 臺北市龍山國中／鄭志鵬 

人體的化學元素 臺北市成德國小／常宜安 

週期表撲克牌 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翁榮源 

數位媒材／佳作 
親愛的！我把原子變

大了！ 
臺中市惠文高中／陳建湧 

本競賽部分獲獎人 108 年 9 月 25 日受邀至海科館，108 年 9 月 26 日、11 月 20 日於科工

館辦理週期表主題之教師研習會，會議中獲獎人互相交流設計理念並演示教材，和與會教師

相互觀摩、交流經驗，啟發教師使用更多元的教學方式和教材應用於課堂或課後運用，提升

學生對於科學的學習興趣。 

 
圖 9-1、首獎作品：元素企業大亨。 

將生活中常見的化學

元素，及其相關技

術、產品做成組合卡

牌，玩家擔任企業的

董事長，需收集卡牌

並與其他玩家進行攻

防以獲得勝利，過程

中可以熟悉元素的特

性並解決各種化學元

素事件，以遊戲形式

加深玩家與化學知識

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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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競賽作品審查會 

 

圖 9-3、得獎作品於 NICE 進行頒獎 

 維基化學元素翻譯馬拉松 

為響應 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並提升中文維基百科的化學元素條目品質，台灣

維基媒體協會（Wikimedia Taiwan）和中國化學會，發起「維基化學元素翻譯馬拉松」活動，

翻譯英文維基百科中，達優良（Good Article）或典範（Featured Article）標準的條目，蒐集

文獻補充內容，並經化學專家及維基資深編者進行二次審校，確保內容正確性及流暢度後，

再更新至中文維基百科，實際改善條目品質，使維基使用民眾得以瀏覽更為豐富正確的週期

表知識，提升科普素養。 

活動採線上報名徵召有志之士，於 108 年 7 月 13 日臺北泛科學院、108 年 8 月 3 日臺中

艾利教育中心，辦理 2 場次工作坊，68 位志工無償投入翻譯工作之中，一共為中文維基百科

增添了 62.2 萬位元組的內容，相當於內文部分增加了約 10.4 萬的中文字。118 個化學元素的

條目中，扣除原本就已經十分完善的條目，以及翻譯來源品質也不甚佳的內容，一共有 65

個條目都在本活動中獲得改善，將提供中文維基使用者更新、更正確、更完整的內容。本活

動除產出具有持續性影響力的翻譯成果，亦是一次建立自發性社群公益合作的良好經驗。 

  

圖 10-1、臺北場翻譯馬拉松活動情形 圖 10-2、臺北場志工紀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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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臺中場志工紀念合影 圖 10-4、翻譯成果工作牆 

 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化學學科中心於 108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12 月 15 日止，與臺師大、中國化學會合辦為期

2 個月的線上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有獎徵答活動，由團隊撰寫或翻譯既有題庫，設計 114

題化學週期表問答，並架設活動專頁，參加者完成答題並且答對率符合要求，即可參加抽獎，

獎品包括週期表相關圖書及禮券等禮品。 

活動期間計有 12,095 人次參與，闖關成功人次計 11,794 名，成功率 97.8%，108 年 12

月 17 日抽出特別獎 10 人、特獎 20 人、頭獎 30 人、普獎 40 人獎項。由參加網址標誌結果，

參與者多集中於西臺灣。另統計其身份別，82.8%為在學學生，15.7%為教師及專家學者，1.4%

為社會人士，其餘參與年齡及教育程度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 13、有獎徵答活動參與人年齡統計 

年齡 次數 百分比（%） 

11~20 歲 9,411 79.7 

21~30 歲 2,061 17.4 

31~40 歲 182 1.5 

41~50 歲 128 1.0 

50 歲以上 12 0.1 
 

表 14、有獎徵答活動參與人教育程度統計 

學歷 次數 百分比（%） 

國小 94 0.8 

國中 342 2.9 

高中 8,583 72.7 

大學 765 6.5 

研究所 1,995 16.9 

其他 1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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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活動手機版作答畫面。參賽者可選

擇喜歡的化學元素作為闖關標記。 

 

圖 11-2、活動手機版題目頁面。 

 

圖 11-3、闖關成功可於臺灣地圖上留下標記。 

 

圖 11-4、活動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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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點燈 

台北 101（Taipei 101）是位於臺灣臺北市的摩天大樓，地上 101 層樓，高 508 公尺，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0 年 1 月 4 日間擁有世界第一高樓的紀錄。台北 101 是臺灣最具指

標性的地標之一，夜間外牆可以打上燈光秀，主題遍及節日慶典、全球意識、團結民心等議

題，視覺圖像一出便是全國焦點，如 2005 年用燈光打出質能互換公式（E=mc²），慶祝愛因

斯坦提出相對論百週年。 

IYPT 紀念之科學家門得列夫，其代表之化學元素第 101 號元素「鍆」（Mendelevium），

和臺灣著名地標台北 101 大樓正巧有諧音之妙。IYPT 慶祝團隊與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策劃 IYPT 公益點燈活動，於 101 大樓外牆進行兩階段之文字、動畫點燈，並籌辦點

燈宣傳記者會，用以慶祝 IYPT。 

1. 文字點燈 

第一波 IYPT 點燈活動，於民國 108 年 11 月 14、15 日晚間，在台北 101 大樓北側 50-60

層外牆進行文字點燈；與商業、公益廣告一同輪播的方式，慶祝 IYPT。 

點燈文字全文如下：「氫是 1 鋰是 3」、「元素 101 是？」、「鍆 Md 101」、「紀念門

得列夫」、「國際週期表年」、「IYPTinTW」。文字以宇宙中最輕，並且廣為人知的元素

「氫」、「鋰」開頭，緊接著詢問 IYPT 的代表化學元素第 101 號元素的名字，喚起國人對

於化學元素週期表的記憶，引發其好奇心及加深印象，究竟和 101 大樓擁有相同數字意象的

元素是什麼，而後說明「鍆」是為紀念科學家門得列夫，及活動宗旨——臺灣偕同國際，歡

慶 IYPT。 

 

圖 12-1、11 月 IYPT 點燈活動文字點燈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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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11 月文字點燈近距離紀錄影像 

2. 點燈儀式記者會 

為宣傳第二波大型點燈活動，團隊經科技部、教育部等單位指導，辦理『「國際化學元

素週期表年」在臺灣，2019 IYPT in TAIWAN 台北 101 亮起來點燈儀式記者會』，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30-10:20，假科技部 2 樓第 13 會議室舉行，記者會當日活動流程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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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點燈記者會流程表 

時間 流程 

09：00-09：30 迎賓 

09：30-09：45 長官及貴賓致詞 

09：45-09：50 發起人致詞 

09：50-10：00 101 點燈影片與 IYPT 系列活動成果分享 

10：00-10：15 化學實驗暨點燈儀式 

10：15-10：20 大合照 

10：20- 媒體聯訪 

記者會當日，科技部、教育部、環保署化學局、中央研究院、遠哲基金會、台灣默克生

命科學事業體，及主辦單位本會及臺師大等政府、學術、企業單位代表皆出席記者會共襄盛

舉。除活動發起人臺師大邱美虹教授外，科技部謝達斌政務次長、教育部朱楠賢主任秘書、

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及牟中原院士、本會蘇玉龍理事長皆為活動致詞。記者會亦安排主要貴

賓共同參與活動啟動儀式，藉由操作混合化學藥品引發螢光反應的魯米諾（Luminol）實驗，

配合台北 101 大樓造型的 LED 光纖裝置，同時發光意喻「點燈」活動啟動。記者會當天，除

新唐人、人間衛視新聞臺進行現場直播外，近 20 家媒體如聯合報、蘋果日報、大紀元、ETtoday

新聞、CTIMES 等，就本次活動進行報導、宣傳，記者會圓滿成功。 

 

圖 12-3、科技部謝達斌政務次長上臺致詞 

 

圖 12-4、魯米諾實驗演示 

 

圖 12-5、發起人邱美虹教授介紹全年度

IYPT 慶祝活動 

 

圖 12-6、記者會現場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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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貴賓與記者會背板合影 

 

圖 12-8、記者會背板發光裝置 

 

圖 12-9、點燈記者會啟動儀式 

 

圖 12-10、記者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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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畫點燈 

第二波 IYPT 點燈活動，於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起至 15 日晚間，在台北 101 大樓北側

進行外牆全幅動畫點燈，以 LED 燈網，播放尺寸 200 多米長的 IYPT 慶祝動畫紀念門得列夫，

並呼籲民眾珍惜資源，提升對於化學及環保議題的關注。全影片截圖如下： 

 

   

圖 12-11、以最輕的元

素「氫」（H）破題，

而後畫面按原子序快

速跳轉第 118 號元素

「气奧」（Og），表

示現今已發現的所有

元素 

圖 12-12、元素倒回至

IYPT 代表元素：以門

得列夫命名的「鍆」，

並與 101 大樓，門得列

夫肖像做結合。 

圖 12-13、畫面以隨機飄

動的化學元素及標題字

「元素週期表年」彰顯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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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4、像設計生活中的山川、建築、航宇

科技、3C 產品、食物、器具等，說明化學元

素無所不在，並提醒觀者珍惜資源（元素）。 

 

 

圖 12-15、以 118 種排列的化

學元素及主題標語畫面，為臺

灣參與 IYPT 慶祝活動作結。 

 

本次台北 101 點燈活動，蒙科技部、教育部經費補助，及眾多指導、協辦單位支援才能

有如此亮眼的成績。團隊另製作 2 支點燈活動紀念影片以茲紀念，影片網址請見下方連結： 

 《IYPT in Taiwan on Taipei 10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hKjycYqww 

 《101 x 科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7OAVcRuloE 

 

 IYPT 彩繪列車 

為強化 IYPT 活動宣傳，臺師大與中國化學會執行科技部「科普活動：化學 Go Go Go！

元素-MRT！」計畫，經臺北市教育局指導，臺北市立大學協辦，於臺北捷運板南線（藍線）、

淡水信義線（紅線）製作兩列 IYPT 公益彩繪列車。列車使用馬賽克視覺傳達手法設計兩節

車廂彩繪，將圖像分割為格狀，每格鑲入其組成的化學元素（圖 13-4），自宇宙中氫元素開

始，描繪星球、自然景觀、生活物品與人類科技文明的誕生，用以傳達萬物皆由化學元素構

成之意涵；並搭配週期表造型的車窗小知識文案，及介紹 118 種化學元素的影片 QR code 連

結，彩繪妝點車廂的同時擁有教育意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hKjycYqw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7OAVcRu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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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彩繪車廂實景，以生活常見的咖啡、蕃茄、荷包蛋等物品裝飾車廂地

面、牆面，讓乘客可以觀察各物品的元素組成。 

 

圖 13-2、車廂中藏有科學家

門得列夫和瑪麗·居禮的身

影。 

 

圖 13-3、彩繪列車中每一扇

車窗皆有不同的小知識。 

 

圖 13-4、彩繪圖案是由化學

元素色塊組成。 

IYPT 彩繪列車活動按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安排期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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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臺北捷運旅運量統計資料推估，板南線每

一列車可觸及 5,154,901 人次旅客，淡水信義線 2,800,248 人次，總計約 265 萬 1,716 人次，

活動宣傳效益非凡。 

為加強宣傳效益，活動期間亦使用臉書（Facebook）網路社群平台，假《臺灣化學教育》

Chemistry Education in Taiwan 臉書粉絲專頁[1]，舉辦「追到天涯海角，捷運化學元素尋寶記」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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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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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塗鴉牆打卡並#IYPTinTaiwan，參加週期表禮品抽獎活動，共抽出 30 位幸運得主。FB 活動專

頁除辦理抽獎活動，同時不定期會於專頁討論區以圖片、文宣、宣傳影片等形式，發表彩繪

列車活動資訊、設計理念、週期表科普知識、新聞報導之貼文，進行活動介紹及宣傳，增進

民眾的理解及對計畫的親近感。截至 109 年 2 月 28 日，兩列 IYPT 彩繪列車結束宣傳行駛為

止，總計於 FB 平台發表 13 篇文章，總觸及人數達 17,000 人次，統計資料詳如表 16。 

表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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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將本計畫彩繪列車製作、宣傳之經驗予以留存，團隊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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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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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影片可至下列網址觀賞： 

 1 分鐘版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UPrCuOyLU 

 3 分鐘縮時攝影版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h0K2TEfk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UPrCuOy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h0K2TEf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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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PAC IYPT Closing ceremony 臺灣成果展 

國際 IYPT 慶祝活動由 IUPAC 統籌辦理，活動開幕典禮於 108 年 1 月 29 日法國巴黎

UNESCO 總部舉辦，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學會代表，以及業界共 700 多人參加盛會，針

對 2019 年 IUPAC 將進行的各項活動，如元素週期表競賽、年輕化學家週期表等做系列介紹，

揭開全年活動的序幕。臺師大邱美虹教授即以 IYPT Management Committee 委員身分以及中

國化學會（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SLT）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與會，共襄

盛舉。 

IYPT 活動閉幕典禮則於 108 年 12 月 5 日在日本東京舉辦，全球超過 800 位科學組織代

表及科教專家齊聚一堂，分享國際籌辦 IYPT 慶祝活動成果。邱美虹教授除受邀與會，同時

獲邀在會場內設置 IYPT in Taiwan 臺灣活動成果展區，帶領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廖旭茂教

師、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曾茂仁教師，以易拉展展架及紀錄影片等便攜展示型態，搭配電

解蝕刻化學動手做活動，親赴日本架設展區，並透過演講與世界分享臺灣辦理成果，擴展臺

灣國際知名度同時，亦在 IUPAC 的歷史上留下臺灣的足跡(閉幕式紀錄影片: 

https://youtu.be/hFtpzeLMxMk)。 

 

圖 14-1、邱美虹教授受邀於閉幕式報告臺灣 IYPT 慶祝成果 

 

圖 14-2、與會人於臺灣展區體驗動手做活動 

 

圖 14-3、策展人與 IUPAC 主席周其鳳、秘書

長 Richard Hartshorn、日本籌辦人之一 Ken 

Sakai 等人於臺灣展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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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th Asian Chemical Congress（第 18 屆亞洲化學聯盟國際會議）IYPT in Taiwan 成果展 

亞洲化學聯盟 （Federation of Asian Chemical Societies, FACS） 是亞洲最大化學學會組

織，由 31 個不同國家及地區之化學會組成，如澳洲皇家化學會、俄國化學會、以色列化學會、

日本化學會、韓國化學會、新加坡化學會、中國化學會等。亞洲化學聯盟國際會議 （Asian 

Chemical Congress, ACC）為由亞洲化學聯盟主辦，每兩年在亞洲不同國家舉行一次之國際級

化學大會，提供化學家優質交流平台，促進全世界化學學術與相關產業等研究資訊交換。 

我國中國化學會代表團於西元 2016 年，前往孟加拉參加第 16 屆 ACC 會議，經二十個

左右不同國家之化學學會會長投票，成功競逐第 18 屆 ACC 暨第 20 屆亞洲化學聯盟會員代

表大會（20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Federation of Asian Chemical Societies, FACS）主辦權，

並於 108年 12月 8日至 12月 12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Taipe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TICC）辦理完竣。 

本計畫慶祝團隊藉此良機，於 ACC 會場內設置 IYPT in Taiwan 成果展，以國際化學元素

週期表年特展為基底，精選部分展品及紀錄影片於大會會場展出，安排導覽解說及填寫問券

兌換小禮品活動，在為期五天的大會中，與 IUPAC、美國化學會、英國化學會、Wiley 出版

社之亞洲化學編輯學會（ACES）等組織一同展出。臺師大邱美虹教授亦受邀於會議分享 IYPT

活動辦理成果，推估活動曝光餘 2,000 名國內外與會人士，來自逾 50 個國家之科學家及工商

業界，效益非凡。 

 

 

圖 15、ACC 與會者參觀展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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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化學教育期刊 

《臺灣化學教育》是一本由中國化學會發行之電子雙月期刊，其出版宗旨為透過介紹化

學教育教學、評量及課程設計；新興科技與化學教育；化學實驗和活動開發；應用化學於日

常生活報導以及化學科普故事等化學教育應用，提升臺灣化學教育品質。為慶祝 IYPT 活動，

《臺灣化學教育》即於第 29 期（108 年 1 月刊）刊載介紹 IYPT 活動緣起、週期表科普知識，

為臺灣於全臺辦理 IYPT 活動做宣傳；並於第 34 期（108 年 11 月刊）刊載 108 年度活動辦理

成果。兩期專題內容表列如下（點選標題可連結至目錄頁）： 

1.  第 29 期：2019 國際元素週期表年（IYPT） 

專題名稱 撰稿 專題連結 

主編的話 邱美虹 HTML 

2019 國際元素週期表年（IYPT） 邱美虹 HTML 

追尋元素週期表的歷史軌跡 蔡蘊明 HTML 

開啟化學與週期表的「萬應室之鑰」 陳竹亭 HTML 

門得列夫化學元素週期表最具突破性的研究報告是

哪一篇？ 

邱美虹 HTML 

中文和日文在元素與化學名詞翻譯上的異同 林震煌 HTML 

鉻不叫 Chromium，也是五彩繽紛！ 李祐慈 HTML 

煉金術經濟學──從商業活動來看現代化學的誕生 蔡文潔、 

戴桓青 

HTML 

同位素之簡介及應用 廖文昌、 

連經憶 

HTML 

化學學習與元素週期表 周金城 HTML 

現代藝術家與門得列夫的時空交會 楊水平 HTML 

讓藝術腦撈過界～跨腦學週期表 吉佛慈 HTML 

微量元素，人體中的有感元素！ 張榮耀 HTML 

鹵素歷史及生活運用–榮譽、戰爭、醫學 許之音 HTML 

美學與化學的邂逅：元素週期表巧拼創作 李雁婷 HTML 

2.  第 34 期：慶祝 IUPAC100&2019 國際週期表年在臺灣（IYPT in Taiwan）活動成果展示 

專題名稱 撰稿 專題連結 

主編的話 邱美虹 HTML 

系列活動介紹（二） 邱美虹 HTML 

第 21 期 CASE 探索基礎科學講座 陳竹亭 HTML 

歐洲化學會週期表與稀缺元素 邱美虹 HTML 

視障者點字週期表的製作與教學 楊水平 HTML；附錄 

「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 張鈞翔、鍾坤煒 HTML 

從展示、演示與實驗跨出科教館在國際化學元素週

期表年的盛宴 

陳虹樺、陳雪玉、 

林祝里、李姤妤、 

HTML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633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628&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312&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1944&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1892&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323&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1947&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291&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344&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1960&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690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427&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034&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299&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283&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2063&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621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618&preview=true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795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333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343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870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903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375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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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名稱 撰稿 專題連結 

陳思羽、周憶慈 

海洋化學事–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 鄭淑菁、陳麗淑 HTML 

看見化學了!元素週期表 150 周年特展-科工館的展

示、科教活動及推廣 

洪莞媜、陳綺霞 HTML 

「維基化學同學會」的成果與展望 王則文 HTML 

化學元素週期表教具、媒材設計比賽 中華民國科學教育

學會秘書處 

HTML 

 

臺灣慶祝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海報競賽作品分析

與簡介 

李宜諺、林靜雯 HTML 

「Curie Me Away! 放飛自我」科學劇策畫紀實 林怡萱 HTML 

 週遊臺灣 

「週遊臺灣」是一支由淡大科教中心所設計的手機 APP，將化學元素設計成元素圖騰，

與臺灣地理、歷史、人文景觀進行連結，讓玩家可以在旅遊的過程中，透過 GPS 定位在指定

打卡位置收集元素圖騰，並透過線上的資料庫學習化學元素科學知識，是一個可以同時介紹

化學元素，及臺灣地理特色與歷史文化的教育遊戲程式。化學元素與地點的關聯，以錒系元

素為例列於表 17。 

淡江團隊將週期表的 118 個元素依據行列或是特定的主題進行區分，做成系列開放之遊

戲，每隔一段時間便開放新系列，方便民眾進行收集；同時設計系列元素藏書票，在玩家完

成系列元素收集後還可以收集藏書票卡。目週遊台灣 APP 已完成錒系、鹵素、惰性氣體、原

子序 22~30 過渡金屬元素等系列設定製作，可於 iOS 10 及 android 10 以上系統運作， 遊戲

方式：將元素週期表上的元素，挑選特定的地點，在程式中以 GPS 點設定好濾鏡的限制，於

特定地點的一定範圍內可以開啟濾鏡，在拍照的同時將專屬的元素圖騰以濾鏡疊圖的方式疊

出一張專屬於這個地點的照片。程式中在開啟拍照模式照相後，就可以收集到這個元素的圖

騰，並連結到資料庫，得到關於這個元素的簡介、地點文物的介紹等資訊。透過台灣民眾喜

愛四處遊玩分享景點與收藏集點的嗜好，每到一個週遊點，收集一個元素，除了認識元素符

號、元素名稱之外，也能透過線上的資料庫學習元素的科學知識，或是與元素名稱相關的歷

史文化。 

淡江團隊將整個元素週期表上的 118 個元素依據行列或是特定的主題進行區分，使週期

表上的元素可以變成一個個系列的活動，每隔一段時間開啟一個系列，方便民眾進行收集。

在完成系列的收集後，團隊準備了該系列元素的藏書票，讓民眾除了在手機上收集圖騰，還

可以收集藏書票卡。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目前 APP 未開放下載，後續可於大型科教活動期間同步開啟，

讓民眾透過此特殊的管道認識元素週期表。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427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677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439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451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475
http://chemed.chemistry.org.tw/?p=3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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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週遊臺灣 APP 錒系元素打卡地點 

原

子

序 

元

素

名 

符

號 
地區 地點 敘述文字  

89 錒 Ac 新北市 
三貂角 

燈塔 

錒是錒系元素的老大，排在第一個，在天然的鈾礦中找得到這個元素，錒

這個元素的符號是 Ac，取名字古希臘語的 aktis，意思是光。 

開個開關就會有亮光的現代，如果說要追逐光，大概就是每年的第一天去

追逐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台灣本島上的第一道曙光出現在哪裡呢? 不是花

蓮也不是台東，台灣本島的極東點，其實是在新北市貢寮區的三貂角喔 ! 

90 釷 Th 新竹市 
清華大學

原科中心 

釷被譽為核能界的明日之星，是一種蘊藏量相對豐富的放射性元素，通常

以化合物的形式藏在一種叫做獨居石的礦物中，當二氧化釷被加熱的時

候，會發出強烈的白光，所以曾經被用做煤氣燈的紗罩，出現在很多人的

生活之中。 

釷的元素符號是 Th，是以北歐神話中的雷神索爾(Thor)命名，清華大學裡

因為學術研究用途，有一個特殊的反應爐，叫做清華水池式反應器

(Tsing-Hua Open-pool Reactor)，縮寫剛好也是 THOR 呢! 

91 鏷 Pa 新北市 

原能會 

放射性物料

管理局 

鏷是個超級稀有的天然放射性元素，讀音，少到連 Wiki 上的地殼元素豐

度列表上都沒有資料，所以鏷也很貴，是最貴的幾個天然金屬之一，因為

少、毒、放射性強，鏷只用在學術用途，而且必須從核能反應爐的廢料中

提煉出來。 

全台灣只有一個單位負責管理核廢料，不管是核電廠用完的、或是醫院放

射科用過的，都由這個單位負責指揮管理，這個單位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下的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不過台灣的核廢料並沒有使用來生產鏷元素。 

92 鈾 U 新北市 
核二北部

展示館 

人類其實在西元前就懂得利用色彩鮮艷的含鈾礦物來製作彩色玻璃，科學

家學會如何提煉純的鈾之後，依據其數十億年的半衰期、可以自發產生核

分裂連鎖反應等特性，將鈾使用在放射性定年法、核能燃料、核武等用途

上，可以說是實用性最高的放射性元素之一。 

近年來台灣在核能問題上爭議不斷，很容易就陷入口耳相傳、三人成虎的

處境，雖然核電廠不能隨隨便便進去晃，但是為了讓民眾更了解核能，台

電在核能電廠附近都蓋了展示館，如果真的想要認識原子能的驚人威力，

可以到這邊參觀。 

93 錼 Np 台北市 

臺北市立

天文科學

教育館 

錼這個元素讀音「奈」，是第一個被人工合成的錒系元素，跟它的左右鄰

兵相比，比它輕一點的是鈾，比它重一點的是鈽，都是赫赫有名的元素，

相較之下錼就默默無聞的多，甚至連微軟注音的字表上面都打不出這個字

來。雖然是放射性元素，但是半衰期短短的只有兩百多萬年，所以地球形

成時產生的錼，早就衰變光光了。 

錼的名字 Neptunium 來自於海王星(Neptune)，鈾和鈽則分別來自天王星和

冥王星，要觀察海王星，肉眼可能看不太到，因此，最好的地方當然是天

文館了 !  

94 鈽 Pu 桃園市 
桃園龍潭 

核能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投在日本長崎的原子彈胖子，就使用了鈽元素，鈽是

自然界存在最重的元素，因為鈽容易產生核分裂，釋放大量的能量，因此

除了軍事用途，鈽也用在能源或熱源等用途。 

核能反應爐所產生的核廢料中含有鈽，是核廢料中最難處理的部分，也因

此有核能反應爐的國家常有可以用來製作核武的錯覺，不過台灣可是真的

秘密研究製造這類武器，因張憲義的揭露而曝光，當時進行研究的地點就

在這個位於龍潭的核能研究所。 

95 鋂 Am 新北市 

光點台北 

清泉崗機場 

（台中） 

鋂這個元素讀音「美」，在元素週期表的位置上，代表美洲大陸的鋂(Am)

剛剛好在以歐洲大陸命名的元素銪(Eu)樓下。鋂的半衰期在原子量大於鈾

(91)的元素中，算是超級短的，最多也不過幾百年，所以在地球上的天然

鋂早就衰變光光了，必須要靠人工製造。鋂是最貼近生活的人工放射性元

素，煙霧偵測器就是利用鋂的放射性讓空氣導電，當吸收到煙霧導電性改

變，就會觸發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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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陸上，就數美國在台灣的歷史上特別佔有一席之地，座落在台北市

的這座二層樓白色洋房，現在已經訂為古蹟了，這裡曾是美國領事館和官

邸，目前是古蹟與電影文化交流的好所在。 

96 鋦 Cm 

台北市 

南投縣 

新北市 

1. 法國在

臺協會 

（Bureau 

Français） 

2. 國立台

灣工藝

研究發

展中心

鶯歌分

館 

在火星上跑來跑去的那些無人探測車上，搭載了一種簡稱 APXS，專門分

析岩石成分的光譜儀，這種儀器設計的核心就是鋦元素作為放射源，這個

人造的放射性元素是以瑪麗·居禮和皮埃爾·居禮命名，每一噸使用完畢的

核能廢料，大約含有 20 公克的鋦。 

鋦在生活不太有機會碰到，但是我們有一項傳統工藝倒是用到了鋦這個

字，稱為「鋦瓷」，這是一種把已經碎了的瓷器，用像訂書釘一樣的金屬

「鋦子」把碎片連接修復成完整瓷器的一門技藝，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

看到鋦瓷匠人在街邊鋦瓷的場景喔 ! 

97 鉳 Bk 台北市 
原子與分子 

科學研究所 

鉳是一個人造放射性元素，以它的發現地柏克萊(Berkeley)為名，主要只用

在學術研究用途上，也只能透過核反應爐產生，與一般放射性元素不同，

鉳的輻射是釋放電子，相較之下安全很多，不過當鉳的第一個半衰期過了

之後，鉳會變成另一個放射性元素鉲，這時候就變得超危險了。 

台灣最著名的柏克萊校友就屬李遠哲院士了，他也是第一位出生於台灣的

諾貝爾獎得主，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便是在李遠哲等十五位院士

的努力下成立的，原分所是國內這個領域最頂級的研究機構喔! 

98 鉲 Cf 台北市 台北車站 

鉲這個元素讀音「卡」，是天然元素中原子量最高的，地球含量超級稀少，

所以這個元素真的貴到不行，一公克的鉲可要上億美金。不過這並不是這

個元素被命名為"金卡"的原因，鉲的命名是取自它首次被合成的地方-美國

的加利福尼亞州。 

但是講到可以刷的卡，在台灣最多人用的大概就是悠遊卡了，台北車站這

個全台運量第一的車站，每天嗶嗶的刷卡聲響不停，在國際週期表年，台

北捷運特別配合協助，讓兩台捷運車廂變成超級科普車廂，一輛在淡水線

上，一輛在板南線上，這兩條路線在台北車站交會，在刷"鉲"的時候，別

忘了找找這兩台車喔! 

99 鑀 Es 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 

物理所 

1952 年第一次氫彈爆炸時產生了好幾個放射元素，其中一個就是鑀，這個

元素以愛因斯坦命名而稱為 Einsteinium，元素符號是 Es，具有很強的放

射性，可以拿來發射 X 射線，鑀曾被拿來合成"鍆"這個元素，當時成功地

合成了"17 顆鍆原子"。 

提到愛因斯坦這位近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當然必須提到他所創立的相對

論，2019 年中央研究院天文所與天文物理所參加的「事件視界望遠鏡」

(EHT)國際合作計畫，公布了史上第一張黑洞與黑洞陰影的影像，提供了科

學家們研究廣義相對論的一種方法，更首度以實驗印證廣義相對論。 

100 鐨 Fm 台北市 
台大物理

文物廳 

費米是把人類帶入原子能時代的美籍義大利裔科學家，被譽為原子能之

父，在曼哈頓計畫進行的時候，費米帶領一群科學家完成了人類史上第一

個核子反應爐 - 芝加哥一號堆，這個反應爐的成功運轉，為美國原子彈成

功爆炸奠基。費米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透過中子撞擊實驗成功產生新放射性

元素的科學家。 

台大物理文物廳重現了台大二號館原子和物理實驗室原本的相貌，這個實

驗室有一台古早的直線加速器，是當初亞洲首度有能力完成人工擊破鋰原

子實驗的地方，這裡還放了台灣特有的放射性礦石"北投石"。 

101 鍆 Md 台北市 
1. 101 大樓 

2. 金門 

門得列夫是俄國有名的化學家暨發明家，有著一年只剪一次頭髮的有趣習

慣，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在於建構出元素週期表，不只歸納出元素的特性，

更準確預測出好幾個當時還未知的元素，第 101 號元素鍆(Md)就是以他的

名字來命名。 

鍆的化學符號為 Md，原子序是 101，鍆是具有放射性的人工元素，它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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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只能透過粒子加速器，以帶電粒子轟擊較輕元素製成的元素。鍆除了

在基礎科學研究之外，沒有任何用途。 

鍆將這個字的部首及偏旁拆開後，剛好就是金門。 

台北 101 是台灣著名的地標，名字跟鍆的原子序相同，觀景台還是全球最

高的戶外屋頂觀景步道，來這裡看台北市的時候，別忘了這個紀念門德列

夫的元素喔! 

102 鍩 No 
台北市 

新北市 

3. IKEA

（北部有

四間分店） 

1. 諾貝爾

奶凍 

諾貝爾大概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科學家之一，他所發明的矽藻土炸藥改變了

歷史，這項發明也讓他累積了許多財富，他進而創立諾貝爾獎，每年的十

月，選出在生醫、物理、化學、文學、和平等領域對人類貢獻卓越的人。

鍩這個人造放射性元素，就是以諾貝爾為名的。 

諾貝爾是瑞典人，在台灣只要提到瑞典印象，許多人除了諾貝爾獎之外，

可能就數這個居家用品零售商了，而且，台灣可是全世界除了瑞典之外有

最高密度 IKEA 分店的地方喔 ! 

根據小道消息指出，提到諾貝爾，很多小朋友會想到的不是諾貝爾獎，反

而是來宜蘭玩的時候會買的名產-諾貝爾奶凍捲，美食可以讓人心情愉悅，

這算是對人類世界很大的貢獻吧 ! 

103 鐒 Lr 新竹市 
同步輻射

中心 

鐒這個元素讀音「勞」，是錒系元素最重的一個，這是一個人工元素，必

須要用硼去轟擊另一個放射性元素"鉲"才能取得，而且辛苦很久很久取得

的鐒，十一小時後半衰期到了就不見了，所以這個元素只有在學術用途上

使用，沒有什麼在生活中用到的機會。 

鐒這個元素取名自發明迴旋加速器的科學家勞倫斯，他所發明的加速器經

過不斷的演變，在基本粒子與探索宇宙本質的研究上佔了非常重要的地

位，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加速器可產生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光源，可以

說是最強大的台灣之光喔 ! 

 

圖 16-1、APP 運作畫面，顯

示全臺各元素打卡位置。 

 

圖 16-2、於指定位置打

卡，可以收集元素圖騰，

並學習化學知識。 

 

圖 16-3、元素「鍆」藏書票照片。

因元素鍆的中文字可拆解成金、

門，故其中一個打卡點便設在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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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遊樂趣 

淡江團隊另辦理「化學遊樂趣」活動，配合慶祝 IYPT，將兩台 3.5 噸的貨車改裝成中英

雙語版本的週期表彩繪化學車，於 108 年度巡迴全台 12 縣市共 72 所中學（包括離島金門），

並受邀至科博館進行 2 場次科普活動，合計辦理 74 場次活動。 

化學遊樂趣除展示週期表車輛彩繪，同時設計銀鏡實驗魔術秀、介紹奈米金的「金彩奈

奈」實驗演示等舞台表演，以活潑的動作演繹形式吸引觀眾目光，推廣元素冷知識、發現史

及週期表科學家故事等，並搭配動手做活動，加深學子參與印象並提升對化學的興趣。 

 
圖 17-1、「化學樂遊趣」活動化學車，駐點開啟側版即可成為團隊表演舞台。 

 

圖 17-2、於科博館廣場進行週期表科普推廣

活動 

 

圖 17-3、團隊解說「金彩奈奈」實驗。 

說明奈米尺度與金元素，並介紹瑞芳、黃金

博物館等專屬於台灣的歷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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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 

本計畫適逢 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及 IUPAC 成立 100 週年此化學界盛會，響應國

際慶祝活動，於臺灣實行一系列化學元素週期表主題之科普推廣活動，即是要跳脫傳統課本

的學習框架，以特展、遊戲體驗、有獎徵答、彩繪列車等各類型活動，宣傳並普及活動宗旨

及科學知識，翻轉民眾對於化學及週期表之刻板印象，並提升對科學的興趣，從而培養其對

於議題之敏銳度及省思能力，達到科普傳播之目的。黃俊儒（2015）認為科普為科學傳播的

一環，因此，依照推動科學傳播的方向，應掌握三個階段：「能正確」即為科學知識在傳遞

中的正確性；「能普及」強調使用生活化的題材作為媒介，藉此降低科學知識的門檻，透過

動畫或是藝術展演，夠使科學與庶民文化融合；「能反省」是指並非一昧讚上科學所帶來的

美妙，在部分科學所造成的爭議議題應要主動提出省思。化學元素週期表是臺灣中學生理化

課的必修課程內容，同時也被視為考驗記憶力的夢魘；然而化學元素其實可以很有趣、很親

民，透過不同的述說方式，就能勾起民眾對於科學的好奇心。 

本計畫執行、協辦單位多具有科教專業背景及經驗，可確保活動內容設計及推行過程中

科學傳播之正確性；針對在學學生、科學教育工作者及普羅民眾等受眾之不同，設計不同類

型之科普活動，並且不吝於嘗試使用如捷運彩繪列車及知名地標台北 101 大樓點燈等新穎形

式，增加 IYPT 活動之曝光度及聲量，藉由話題來引導受眾接觸議題，吸引民眾的目光，不

論是在提升科普活動的能見度上，亦或是累積臺灣科教單位跨部門、跨領域合作之經驗，皆

有正面影響，實為一次難能可貴的科普推廣經驗。 

計畫成果除 76 篇新聞媒體報導，年度特展及相關活動辦理辦理場次數、實驗課程及體驗

APP 遊戲開發數量、教具設計件數量、專題文章撰寫數量，及推估逾百萬人次之活動參與人

次等分述於各章節之可量化指標外，亦包含部分後續將轉化為常年形式之活動，與未來預定

公開之科教資源（如設計之週期表展品等）的科普推廣效益，以及無形的科教推廣經驗、臺

灣國際能見度提升等成效。聯合國訂定 2019 年為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藉由紀念俄國科學

家門得列夫發表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期許提升全球對於化學的關注與重視，促進永續發展

和能源、教育、農業、健康議題的覺醒，臺灣不落人後，貢獻一己之力推動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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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跨科際（頁 161-184）。臺北市：教育部。 

  

https://www.metro.taipei/cp.aspx?n=FF31501BEBDD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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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媒體報導 

中國時報 108 年 6 月 9 日 A8 版報導-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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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 

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 科博館推出百變化學特展 

 

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百變化學特展入口－元素週期表牆。（賴瑞／大紀元） 

更新: 2019-08-20 8:01 PM    標籤：元素週期表, 化學元素 

【大紀元 2019 年 08 月 20 日訊】（大紀元記者賴瑞台灣台中報導）為慶祝俄羅斯化學家門得

列夫（Dmitri I. Mendeleev）發表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科博館自 8 月 20 日起與台師大及中國

化學會共同合作推出『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化學元素無所不在，存在於

我們日常的生活環境、礦物精品等處處都充滿著化學元素，也洋溢著奧妙的化學變化，科博

館期盼透過此次特展，增進民眾對化學元素與生活關係的認識，並且激起大家關心化學、環

境與永續發展之議題。 

 

元素週期表中的氧與矽是地殼含量最多的元素。（賴瑞）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9/8/20/n11465700.htm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83%e7%b4%a0%e9%80%b1%e6%9c%9f%e8%a1%a8.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c%96%e5%ad%b8%e5%85%83%e7%b4%a0.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83%e7%b4%a0%e9%80%b1%e6%9c%9f%e8%a1%a8.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c%96%e5%ad%b8%e5%85%83%e7%b4%a0.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83%e7%b4%a0%e9%80%b1%e6%9c%9f%e8%a1%a8.html
https://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19/08/af923cc764ab3038f81ef93c72e36050-600x4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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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博館立體劇場前廳展出的特展，共有元素週期表、元素週期表光雕投影、探索元素週期

表、細說從頭－宇宙的化學成分、地殼中的化學元素與化學魔術舞台等六大展區。其中元素

週期表光雕投影秀，大量使用東方元素結合西方的元素週期表，以風水羅盤的圓形排法替換

元素週期表的矩形排法，廟宇籤筒的東方元素呈現具有台灣味的週期表。 

孫維新館長致詞時表示，背誦化學元素週期表，似乎是許多人學生時代共同的痛苦回憶之一，

然而當我們累積了足夠的科學知識再去看週期表，週期表其實會告訴我們宇宙從過去到現在

的美麗歷程。 

台師大科教所教授邱美虹表示，化學元素週期表這些元素，並不只是學生時代要背的知識，

而化學元素卻是組成宇宙萬物的原料，包括手機、雨傘及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和化學習習相

關。目前元素週期表雖然只有 118 個元素，但卻可組成三千多萬種的物質，而出現在地殼中

由化學元素所組成的礦物就超過 4600 種，希望透過本次特展，帶領民眾一起去認識從盤古開

天地時的宇宙萬物到你我日常生活周邊的種種，化學元素就在你我身邊。 

 
台師大科教所教授邱美虹表示， 

生活中的一切與化學習習相關。 

（科博館提供） 

 
『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周末假日推出

兩場化學魔幻秀。（賴瑞／大紀元） 

 

聯合國定出「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的意義不僅僅在宣揚化學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讓我

們體認化學終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如製造手機和電腦觸控螢幕的「銦」，只能再供開採數

十年，因此亟需開發循環再使用的方法，共同保衛地球的未來。 

『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展期至 2020 年 2 月 23 日止，特展期間上午 11 時

與下午 3 時，各有一場現場解說導覽。周末假日的每日上午 10 時與下午 2 時，還特別推出化

學魔幻秀，有興趣的民眾可一起來探索，進入化學元素的奇妙世界！ 

責任編輯：文正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c%96%e5%ad%b8%e5%85%83%e7%b4%a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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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好報 

啟發學習樂趣 海科館海洋化學事微特展 

  文教 • 焦點 

【記者 薛秀蓮／基隆 報導】2019 年 11 月 29 日 

了解與理解化學元素很難嗎？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目前於主題館內所陳展的「海洋化學事」

微特展，以淺顯易懂的陳展設計，吸引親子和學校團體進行場域教學及輕鬆理解化學元素與

生活的關係，也經由地貼遊戲找到與自己特質相符的元素相當有趣，有興趣的民眾歡迎入館

參觀。 

  

海科館說明，化學元素週期表是每個人國中學習的記憶，許多人背著化學元素週期表總是一

頭霧水及覺得枯味生澀，其實化學元素一直圍繞在我們生活的四周。今年適逢化學元素週期

表 150 周年，海科館規劃了海味十足的海洋化學事微型特展與大眾分享，主視覺以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及中國化學會特展的展品成果「元素方塊週期表」，融入海浪意象成為本次展覽的

主視覺外，展項的背面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周金城教授整理的「元素大事記」，並以時間軸

呈現讓元素的發現具有前後順序概念。而「元素週期表的故事」及週期表演進的故事，則有

科學家的小故事，如看到拉瓦節較為直覺式的分類（金屬、非金屬、氣體、土質）方式及門

得列夫用元素性質及原子量的大小排序製作出來的元素週期表，從小故事了解科學家的成果

非一蹴可幾以及元素命名的緣由故事。 

 

在「海鮮元素上菜」的展項中，則透過美食小吃搭配鬼腳圖互動的遊戲方式可認識海鮮所含

的礦物質元素，同時搭配著「海洋元素尋寶趣」的學習單，也可了解如生活中常吃的「烤鯖

魚」所具有的海洋元素，以及許多日常所食的海味具有的生長環境及食物鏈中與其他海洋生

物的關係。而「你是哪種元素的?」則以大型的地貼遊戲的引導方式，讓參觀者透過自我的檢

視，找到與自己特質相符的元素，這也吸引了許多參訪者的體驗和做中學的樂趣。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p=136236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author=62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cat=6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cat=4760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cat=4760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wp-content/uploads/2019/11/1-51.jpg
http://www.taiwandiginews.com.tw/wp-content/uploads/2019/11/3-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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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館表示，此特展至 109 年 1 月 5 日止在海科館主題館 7 樓廊道展示，來到主題館，不妨

也可走到 7 樓這「海洋化學事微特展」免費參觀，透過這展覽讓化學事不再生澀無趣或難理

解，並可感受化學元素其實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且無所不在，了解化學事就更能清楚在生活

中的食、衣、行、育、樂所碰觸的化學元素，人們可如何因了解而更能讓生活更健康及如何

防患於未來。 

  

 

展覽資訊 : 

108/9/18~109/1/5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主題館 7 樓廊道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detail/221/4445/0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detail/221/4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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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元素週期表歷史 150 年！ 雲林縣舉行周期表特展 

18:082019/11/20 中時 周麗蘭 

 
元素週期表歷史 150 年了，雲林縣在斗南火車站旁的他里霧文化園區舉行為期一個月周期表

特展。（雲林縣政府提供） 

 
「雲林縣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月」展出主軸涵蓋教具自造、主動學習、觀念澄清、概念

系統四大方向。（雲林縣政府提供）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120003911-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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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 20 日在展覽動中專注自造教具。（雲林縣政府提供） 

元素週期表歷史 150 年了！「雲林縣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月」活動 20 日起在斗南火車

站旁的斗南他里霧文化園區登場，本次特展共有五場次專題講座，活動力邀專家與學者透過講

座分享與討論問答，建立師生完整的元素系統概念。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邱美虹 20 日以「元素週期表 150 周年—化學的革新和進化」為題，帶領多

校師生進入有趣的化學世界。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邱美虹 20 日以「元素週期表 150 周年—化學的革新和進化」為題，帶領多

校師生進入有趣的化學世界。（雲林縣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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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表是國中八年級自然科、高中基礎化學的必修課程，配合週期表 150 週年紀念，雲林縣政

府、豐泰文教基金會、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化學會，共同規畫為期 1 個月

的「雲林縣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月」活動。 

「雲林縣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月」展出主軸涵蓋教具自造、主動學習、觀念澄清、概念

系統四大方向。 

 

國小到高中學生都能得到符合理解範圍內的化學知識。（雲林縣政府提供） 

靜態展示有元素方塊週期表、光雕投影、元素海報、元素文學小品藝廊、元素大事記、視障者

元素週期表、稀缺元素週期表與元素問答。 

動態遊戲有擴增實境（AR）和虛擬實境（VR）體驗、動手自造簡易元素教具、3D 列印、數位

訊號傳輸等資訊科技教育。 

雲林縣府教育處表示，參觀時間為每星期三至星期日，導覽時間是每星期三至星期六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每一場次約計 90 分鐘，每場次參觀人數以 60 人為現，

採自由入場，目前已有 15 校預約，活動地點在他里霧文化園區的生活美學館與電影館。 

教育處表示，還有四場重量級講座將登場，主講人與題目包括中正大學于淑君教授談「從西伯

利亞到聖彼得堡—門得列夫築夢週期表之路」、臺灣大學陳竹亭名譽教授談「發現元素新大

陸」、虎尾科技大學張耀南教授談「生活中的有機化學」、臺灣大學牟中原教授談「瑪里居禮

與放射性元素」，敬請密切注意講座日期。 

（中時 ） 

#元素 #週期表 #元素週期表 #化學 #大學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85%83%E7%B4%A0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9%80%B1%E6%9C%9F%E8%A1%A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85%83%E7%B4%A0%E9%80%B1%E6%9C%9F%E8%A1%A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8C%96%E5%AD%B8
https://www.chinatimes.com/Search/%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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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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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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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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大學理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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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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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20191213/KH5P3OQYT5SU762WXOTRLRPFKQ/
https://img.appledaily.com.tw/images/ReNews/20191213/640_b0f3d85de502bc88e0cde68d8eeafc9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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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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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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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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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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CNA 

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 

最新更新：2019/12/11 10:23 

 

科技部舉辦記者會，宣布台北 101 關於化學元素週期表的點燈動畫將於 12 月 13 日起、

連續 3 天，於晚間 18 時 30 分至 19 時播放。中央社記者潘姿羽攝 108 年 12 月 10 日 

 

（中央社記者潘姿羽台北 10 日電）科技部與教育部聯手拉近大眾與化學元素的距離，13

日起、連續 3 天晚上，民眾經過台北市信義區的台北 101 大樓時，不妨抬起頭，將會驚

喜地看見以化學元素週期表為主題的巨幅動畫，象徵「化學元素無所不在」。 

2019 年是俄國科學家門得列夫建立週期表 150 年，聯合國指定 2019 年為「國際化學元素

週期表年（IYPT）」，在科技部指導下，台灣師範大學與中國化學會規劃「IYPT 特展」、

「台北捷運 IYPT 彩繪列車」、「IYPT 週末元素實驗活動等多項活動，已吸引全台數萬

人參與。 

特別的是，為了紀念門得列夫而命名的化學元素「鍆」（化學符號 Md），原子序為 101，

台北 101 特地以地標 101 大樓北面全新的技術燈網，響應「化學元素無所不在」、「珍

惜資源」概念，大規模點燈。 

科技部今天舉辦記者會，宣布點燈動畫將於 13 日起、連續 3 天，於晚間 18 時 30 分至 19

時播放，動畫中會公開 101 大樓與化學元素週期表的特殊關係；而信義誠品（松高路）

前、台北市政府前廣場、台北市政府東門廣場（松智路）、松壽廣場等，都是很好的觀

賞地點。 

科技部次長謝達斌致詞指出，希望透過台北 101 這個舉世聞名的地標，且是國際指標建

築，讓化學受到更多關注，並讓台灣跟國際的科普活動接軌。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也在

現場分享他與化學元素週期表的故事，逗得現場來賓哈哈大笑。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1210006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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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宣導「化學元素無所不在」與「珍惜元素」的觀念，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將於

11 日起、為期 2 個半月，在台北捷運板南線與淡水線，行駛「IYPT 彩繪列車」。 

教育部主任秘書朱楠賢表示，教育部樂於與科技部合作，將持續推廣科普，也希望更多

人在搭捷運、經過台北 101 時，都能感受到「化學無所不在」。（編輯：林孟汝）1081210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在台灣」2019 IYPT in Taiwan 台北 101 亮起來點燈儀式記者會，

10 日在科技部舉行，科技部次長謝達斌（左）、前中研院長李遠哲（右）應邀出席，希

望透過活動拉近民眾與化學元素的距離。中央社記者謝佳璋攝 108 年 12 月 10 日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在台灣」2019 IYPT in Taiwan 台北 101 亮起來點燈儀式記者會，

10 日在科技部舉行，前中研院長李遠哲（圖）應邀出席，分享他與化學元素週期表的故

事。中央社記者謝佳璋攝 108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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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在台灣」2019 IYPT in Taiwan 台北 101 亮起來點燈儀式記者會， 

10 日在科技部舉行，現場安排小小實驗室，說明化學元素在生活的應用，宣導化學元素

無所不在與珍惜資源的觀念。中央社記者謝佳璋攝 108 年 12 月 10 日 

 

大紀元 

元素週期表 150 周年慶 北捷台北 101 同慶 

更新： 2019 年 12 月 10 日 

 

科技部舉行「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在台灣 台北 101 亮起來」記者會，使用魯米諾

（Luminol）實驗進行點燈儀式。（記者袁世鋼／攝影）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299494/%E5%85%83%E7%B4%A0%E9%80%B1%E6%9C%9F%E8%A1%A8150%E5%91%A8%E5%B9%B4%E6%85%B6-%E5%8C%97%E6%8D%B7%E5%8F%B0%E5%8C%97101%E5%90%8C%E6%85%B6.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tw/n299494/å��ç´ é�±æ��è¡¨150å�¨å¹´æ�¶-å��æ�·å�°å��101å��æ�¶.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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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袁世鋼／台北報導】科技部 10 日舉辦「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在台灣 台北 101

亮起來點燈儀式記者會」，主辦人、中國化學會教育委員會主委邱美虹表示，為期 2 個半月

的 IYPT 北捷彩繪列車，11 日起現身板南線。另外，自 13 日起連續 3 天，將於台北 101 大樓

播放點燈動畫，傳遞化學無所不在、珍惜元素的觀念。 

 

前中研院長、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表示，

新的元素已可用仍在世的科學家命名。 

（記者袁世鋼／攝影） 

 

台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國化學會教

育委員會主會邱美虹表示，化學無所不在，

也呼籲民眾珍惜元素。（記者袁世鋼／攝影） 

 

俄國科學家門得列夫於 1869 年排列出化學元素週期表，對科學界產生巨大貢獻，因此，聯合

國將 2019 年訂定為「國際元素週期表年（IYPT）」，紀念週期表問世 150 周年。前中研院長、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表示，門德列夫與前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將相似元素排列在一起

後，在某些元素間預留了空位，這也是他成功排列出元素週期表的關鍵。 

為紀念門得列夫命名的化學元素「鍆（Md）」，邱美虹表示，由於鍆的原子序是 101，因此，

特別與台北 101 大樓結合，利用北面全新技術燈網點燈播放動畫，共同慶祝；台北捷運也分

別在板南線、淡水信義線 2 台列車設置 IYPT 彩繪列車，在第 3、4 節車廂使用元素馬賽克、

知識車窗及門德列夫、居禮夫人口型貼，讓民眾穿越時空與化學家們合照打卡。 

在科技部指導下，台灣師大與中國化學會也在全台各地的科博館、海科館、科工館、海生館

舉辦了「IYPT 特展」等多項活動，傳遞「化學無所不在」、宣導「珍惜元素」的觀念。邱美

虹舉例，智慧型手機當中就包含了多達 30 種元素，其中有很多未來將嚴重臨缺乏，日本回收

廢棄金屬、製作成東京奧運獎牌就是很好的範例。 

 

邱美虹強調，IYPT 彩繪列車 11 日起由板南線優先出場，淡水信義線也正在規劃中，彩繪列

車將行駛至 2 月 25 日止，共有 2 個半月，提供乘客更了解化學的機會；101 大樓將於 13~15

日晚間 6 時 30 分至 10 時播放點燈動畫，松高路信義誠品前、北市府前廣場、東門廣場、松

壽廣場等地點都是絕佳的觀賞處。 

 

https://img.epochtimes.com.tw/upload/images/2019/12/10/416469_medium.jpg
https://img.epochtimes.com.tw/upload/images/2019/12/10/416470_mediu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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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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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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reporter/OTIz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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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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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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化學元素周期表登 101 周五晚上點燈 
2019-12-10 13:42 聯合晚報  / 記者潘乃欣／台北報導  

 
化學元素周期表在台北 101 大樓北面牆示意照。 圖／中國化學會提供 

 

「化學元素周期表」發表 150 周年，聯合國宣布今年是國際化學元素周期表年。中國化學會

表示，為推廣科普，13 日下午 6 時 30 分將在台北 101 北面外牆點燈，並在台北捷運的兩節

車廂展示周期表，今天公開圖像，讓大眾理解化學無所不在。 

上午在科技部的記者會上，活動發起人、中國化學學會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邱美虹說，周期

表上原子序第一為「氫」，第 101 為「鍆」，是以提出周期表的門得列夫為名，所以爭取在

台北 101 大樓點燈。化學元素無所不在，一支手機就包含 30 多種化學元素。 

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致詞時表示，門得烈夫提出的周期表之所以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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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之後發現的化學元素補進。 

科普知識非首次在台北 101 外牆點燈，幾年前國際物理學年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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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2」紀念。 

邱美虹說，周期表是化學界重要圖騰，門得列夫最初是按原子量系統性排序，還預測未被發

現元素的原子量，這也是他偉大的地方。 

周期表共有 118 個空位，目前已填滿，化學界陸續有討論，也許將來會有排序第 119、120 的

新元素。周期表只有五個以女性科學家命名，其中大家熟悉的居禮夫人，她發現的化學元素

「鐳」排序第 88。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4217044
https://udn.com/news/reporter/OTIz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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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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學者列全球年輕科學家 

邱美虹說，國際化學組織國際年輕化學家社群為表揚全球年輕科學家，去年起選出 118 名年

輕化學家，製作年輕化學家周期表，當中有一名台灣學者上榜，是台大化學系副教授戴桓青，

排序第 15。 

戴桓青也是今年的吳大猷科學獎得主。科技部長陳良基說，戴桓青是有特色的跨領域科學家，

既研究帕金森氏症病理，也從木材材質研究小提琴音色絕妙的秘密。 

 

聯合新聞網  

影／化學元素周期表 150 年 台北 101 外牆點燈展示

周期表 
2019-12-13 19:39 攝影中心  /  記者許正宏／即時報導  

 
「化學元素周期表」發表 150 周年，台北 101 北面外牆今晚點燈展示周期表。記者許正宏／

攝影 

 

「化學元素周期表」發表 150 周年，聯合國宣布今年是國際化學元素周期表年，為推廣科普

中國化學會今晚在台北 101 北面外牆點燈展示周期表，讓大眾理解化學無所不在。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225381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MT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1%AF%E5%90%88%E5%9C%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8C%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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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元素周期表」發表 150 周年，台北 101

北面外牆今晚點燈展示周期表。 

記者許正宏／攝影 

 
「化學元素周期表」發表 150 周年，台北 101

北面外牆今晚點燈展示周期表。 

記者許正宏／攝影 

 
「化學元素周期表」發表 150 周年，台北 101

北面外牆今晚點燈展示周期表。 

記者許正宏／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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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報導： 

【電視報導】民視新聞：結合 AR.VR 育樂性質 週期表特展開跑 

師大新聞：師大策劃《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 科教館隆重開展 

中時電子報：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 周六開幕 

Yahoo!新聞：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 周六開幕 

中時電子報：背化學元素週期表很難？科博館推出特展帶你探索箇中趣味 

【電視報導】台視新聞：讓元素週期表不難背!科博館辦特展探索樂趣 

台視新聞：顛覆元素枯燥印象 科博館特展給全新體驗 

自由時報：科博館從天文、地質說元素的故事 化學元素週期表不再背得痛苦 

師大新聞：科教所與科博館合作 舉辦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 

Yahoo!新聞：化學元素週期表 科博館特展很生活 

文化部：百變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特展 

台灣好報：啟發學習樂趣 海科館海洋化學事微特展 

Yahoo!新聞：啟發學習樂趣 海科館海洋化學事微特展 

中華新聞雲：海洋化學事 盡在海科館 

東台灣新聞網：海科館海洋化學事微特展啟發學習樂趣 感受化學元素與生活息息相關 

雲林縣政府：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特展 接續展開校園巡迴 

工商時報：元素週期表歷史 150 年！ 雲林縣舉行周期表特展 

六度新聞：元素週期表歷史 150 年！ 雲林縣舉行周期表特展 

CNA 中央社：2019「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150 年紀念特展雲林場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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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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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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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2Z9nQd0rw&fbclid=IwAR272uohEXkw2N1QSFxijdHrEVodiGOUcgSxnpnhLUUR-YSDmH4yM286FYc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538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30000759-260107?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30000759-260107?chdtvhttps:/tw.news.yahoo.com/%E5%8C%96%E5%AD%B8%E5%85%83%E7%B4%A0%E9%80%B1%E6%9C%9F%E8%A1%A8%E5%B9%B4%E7%89%B9%E5%B1%95-%E5%91%A8%E5%85%AD%E9%96%8B%E5%B9%95-215008372.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820003083-260405?chdt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8T1svA8C4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811020008900I/572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90248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687
https://tw.news.yahoo.com/%E5%8C%96%E5%AD%B8%E5%85%83%E7%B4%A0%E9%80%B1%E6%9C%9F%E8%A1%A8-%E7%A7%91%E5%8D%9A%E9%A4%A8%E7%89%B9%E5%B1%95%E5%BE%88%E7%94%9F%E6%B4%BB-215014504.html
https://museums.moc.gov.tw/MocEntrance/Detail?activityId=ad3d04cd-ba2b-4bc1-bfac-b37a4a7797b3
https://www.newstaiwandigi.com/newspage.php?nnid=277783
https://tw.news.yahoo.com/%E5%95%9F%E7%99%BC%E5%AD%B8%E7%BF%92%E6%A8%82%E8%B6%A3-%E6%B5%B7%E7%A7%91%E9%A4%A8%E6%B5%B7%E6%B4%8B%E5%8C%96%E5%AD%B8%E4%BA%8B%E5%BE%AE%E7%89%B9%E5%B1%95-105422944.html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67801
https://easttaiwan.news/2019/11/29/%E6%B5%B7%E7%A7%91%E9%A4%A8%E6%B5%B7%E6%B4%8B%E5%8C%96%E5%AD%B8%E4%BA%8B%E5%BE%AE%E7%89%B9%E5%B1%95%E5%95%9F%E7%99%BC%E5%AD%B8%E7%BF%92%E6%A8%82%E8%B6%A3%E3%80%80%E3%80%80%E3%80%80%E6%84%9F%E5%8F%97/
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277500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91120003911-260405
https://6do.news/article/1801297-81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64774.aspx#.XqXpZWgzZ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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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taiwantoday.tw/list_photo.php?page=21
https://tw.reconews.com/news/15977678
https://6do.news/article/1885886-22
https://6do.news/article/18961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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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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花新聞：元素周期錶 150 周年慶 北捷 IYPT 彩繪列車登場 

Hit FM 新聞：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 

新頭殼 newtalk：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 

SETA 三立新聞網：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 

經濟日報：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 

Yahoo!新聞：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圖） 

Sina 新浪新聞：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 

六度新聞：台北 101 浮現化學元素 一連 3 日巨幅動畫秀創意 

HiNet 生活誌：化學元素週期表黑色星期五登上台北 101 和捷運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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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TODAY：台北 101 ビル、「国際周期表年」祝うアニメーションを 3 日間限定で上映 

聯合新聞網：廣角鏡／台北 101 亮起週期表 

師大新聞：化學元素表登上臺北 101 點燈 師大跨界合作推廣科普 

科技部：化學元素 101 鍆與台北 101 碰撞 擊出歡慶國際週期表年的火花 

中時電子報：歡慶國際周期表年 化學元素 101 鍆與台北 101 相遇 

工商時報：歡慶國際周期表年 化學元素 101 鍆與台北 101 相遇 

台灣醒報：李遠哲談週期表 101 點燈致敬命名者 

Peopo 公民新聞：2019 慶祝門得列夫建立週期表 150 週年臺北 101 外牆燈飾 

中央廣播電臺：化學元素 101 躍上台北 101 動畫燈光秀 13 日晚間登場 

Yahoo!新聞：化學元素 101 躍上台北 101 動畫燈光秀 13 日晚間登場 

六度新聞：影／化学元素周期表 150 年 台北 101 外墙点灯展示周期表 

聯合新聞網：台北 101 亮起化學元素週期表 跟化學之父原來有這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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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hua.tw/2019/12/10/%e5%85%83%e7%b4%a0%e5%91%a8%e6%9c%9f%e9%8c%b6150%e5%91%a8%e5%b9%b4%e6%85%b6-%e5%8c%97%e6%8d%b7iypt%e5%bd%a9%e7%b9%aa%e5%88%97%e8%bb%8a%e7%99%bb%e5%a0%b4/
http://www.hitoradio.com/newweb/28847hotnews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2-10/338249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5113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216822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8C%97101%E6%B5%AE%E7%8F%BE%E5%8C%96%E5%AD%B8%E5%85%83%E7%B4%A0-%E9%80%A33%E6%97%A5%E5%B7%A8%E5%B9%85%E5%8B%95%E7%95%AB%E7%A7%80%E5%89%B5%E6%84%8F-%E5%9C%96-031956547.html
https://iview.sina.com.tw/post/21368768
https://6do.news/article/1877886-61
https://times.hinet.net/times/500
https://6do.news/article/1878161-21
https://jp.taiwantoday.tw/news.php?unit=151&post=167570&unitname=%E3%83%8B%E3%83%A5%E3%83%BC%E3%82%B9-%E6%94%BF%E6%B2%BB&postname=%E5%8F%B0%E5%8C%97101%E3%83%93%E3%83%AB%E3%80%81%E3%80%8C%E5%9B%BD%E9%9A%9B%E5%91%A8%E6%9C%9F%E8%A1%A8%E5%B9%B4%E3%80%8D%E7%A5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225749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014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c4f07026-ccbd-4653-9dbe-a160461756ea&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210002466-260405?chdtv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chinatimes/20191210002466-260405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91210-n8St
https://www.peopo.org/news/435303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44366
https://tw.news.yahoo.com/%E5%8C%96%E5%AD%B8%E5%85%83%E7%B4%A0101%E8%BA%8D%E4%B8%8A%E5%8F%B0%E5%8C%97101-%E5%8B%95%E7%95%AB%E7%87%88%E5%85%89%E7%A7%8013%E6%97%A5%E6%99%9A%E9%96%93%E7%99%BB%E5%A0%B4-034028216.html
https://6do.news/article/1900340-21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226054


69 

聯合新聞網：年輕化學家周期表 台大戴桓青入選 

聯合新聞網：唯一的台灣學者 戴桓青列名全球年輕化學家週期表 

Hit FM 新聞：化學元素週期表登上台北 101 外牆 今晚亮相 

HiNet 生活誌：台北 101 突秀元素週期表！ 「連 3 晚限時登場」原來和化學之父有關 

師大新聞：台北 101 突秀元素週期表！ 「連 3 晚限時登場」原來和化學之父有關 

ETtoday 新聞雲：台北 101 突秀元素週期表！ 「連 3 晚限時登場」原來和化學之父有關 

蘋果即時新聞：慶祝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年 周五起 101 大樓燈光秀給你看 

國語日報：化學元素週期表登上臺北 101 

【電視報導】佛光山人間衛視：20191211 原來我們這麼近！化學元素週期表 150 週年 

【電視報導】新唐人電視臺： 

（直播）12.10 李遠哲出席科技部「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 在臺灣」101 點燈儀式記者

會 

（回放）李遠哲出席科技部「2019 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年 在臺灣」101 點燈儀式記者會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218632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216831
http://www.hitoradio.com/newweb/28150hotnews
https://times.hinet.net/500
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45785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1214/1601783.htm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91210/FDGHQIYJMTXC76FPCPVRI3FURM/
https://www.mdnkids.com/mobile/?Serial=1145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7MaN7PIq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k46NXekU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9k46NXekU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65fVCZht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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