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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高瞻計畫為國科會直接補助高中職進行研究性質的多年期創新課程
計畫，此計畫使得我國的課程發展得以向下扎根，並由高中職第一
線的教師領導課程開發及教學實施，因而此項變革對我國科學教育
的發展意義十分重大。為配合國科會科教處推動新興科技人才培育
政策，並整合與延續高瞻計畫第一期之執行成果，以進一步建構優
質科技學習環境與拓展國際合作，特規劃「第三期高瞻計畫：新興
科技融入中學之創新課程發展研究」。本期係為整合型計畫，共有
四個子計畫。子計畫二對於各高瞻團隊之課程研發具有重要的實質
功能與意義，相關的推動工作包括計畫辦公室的行政運作與資源統
整，以及舉辦國內外交流研討會等活動，將能有效提升學生科學學
習自信心，強化科學與科技素養融入學校教育，提升教師朝向教學
研究者的專業發展邁進，以達到科技人才培育扎根於高中職科學教
育的目標。

中文關鍵詞： 高瞻計畫、新興科技、跨學科課程、課程研發

英 文 摘 要 ：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es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ve been promote “The
third phase high scope progra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innovative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ince
2016. The purpose of high scope program is to assist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developing innovative curricula
of emerging technology themes, thu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mal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all
for proposal, The Multiple Assisting and Supporting
Platform of High Scope Program, is designed as a policy
type, and integrated four sub-project to provide multiple
supports for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third phase high scope program. The purpose of this
sub-project, High Scope Project Platform for Administration
Support and Evaluation, is to provide administrative
supports for implementing, examining, and promoting the
third phase high scope program. To achieve these purpose,
this project intend to accomplish the mission in three-
phase, thus to as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upporting
project.

英文關鍵詞： High Scope Progra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merging
Technology,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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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瞻計畫為國科會直接補助高中職進行研究性質的多年期創新課程計畫，此計畫使得我國

的課程發展得以向下扎根，並由高中職第一線的教師領導課程開發及教學實施，因而此項變革

對我國科學教育的發展意義十分重大。為配合國科會科教處推動新興科技人才培育政策，並整

合與延續高瞻計畫第一期之執行成果，以進一步建構優質科技學習環境與拓展國際合作，特規

劃「第三期高瞻計畫：新興科技融入中學之創新課程發展研究」。本期係為整合型計畫，共有

四個子計畫。子計畫二對於各高瞻團隊之課程研發具有重要的實質功能與意義，相關的推動工

作包括計畫辦公室的行政運作與資源統整，以及舉辦國內外交流研討會等活動，將能有效提升

學生科學學習自信心，強化科學與科技素養融入學校教育，提升教師朝向教學研究者的專業發

展邁進，以達到科技人才培育扎根於高中職科學教育的目標。 

關鍵字：高瞻計畫、創客運動、新興科技、跨學科課程、課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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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es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ve been promote “The third phase high scope 

progra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innovative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ince 2016. The 

purpose of high scope program is to assist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developing innovative curricula of 

emerging technology themes, thu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mal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all for proposal, The Multiple Assisting and Supporting Platform of High Scope Program, is designed as 

a policy type, and integrated four sub-project to provide multiple supports for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third phase high scope program. The purpose of this sub-project, High Scope Project Platform for 

Administration Support and Evaluation, is to provide administrative supports for implementing, examining, 

and promoting the third phase high scope program. To achieve these purpose, this project intends to 

accomplish the mission in three-phase, thus to as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upporting project. 

Keywords：Curriculum development, Emerging Technology, High scope program,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Maker movement 

 

 



壹、 前言： 

因應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新時代科技人才之核心素養，在於具備靈活之整合性概念知識、

能自主學習、能進行批判性思考及創新思考、更能與人溝通、互助合作以解決問題（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2014; NGSS Lead States, 

2013）。有鑑與此，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紛紛強調提升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教育（STEM）

的重要性，並著手推動許多改革措施（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NGA], 2007; Pitt, 2009; 

Ritz & Fan, 2014）。諸如日本之超級科學高中（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 SSH）計畫，即是日

本文部科學省為加強科學與科技教育、培育新興科技人才，而提出之課程改革計畫；美國所推

動之 Project Lead The Way 工程導向課程計畫、ITEEA 所推動之 Engineering by Design™課程

計畫，亦是全國性的跨學科統整式課程，強調藉由工程設計的歷程，強化學生探究思考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換言之，21 世紀人才之培育，應著重在建構學生跨學科知識的整合運用與靈活

的問題解決能力。 

跨學科的課程設計，著重在提供學生一個宏觀的學習經驗，用以連結學生課堂所學與現實

世界的挑戰，而非僅是學習單一領域的知識，藉此促進學生養成發現、探索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進而使其成為具有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能力的現代公民（Sorenson, 2010）。以工程設計或新興

科技議題為主軸，藉由動手實做的活動進行科學與數學知識的教學，可使 STEM 各領域的知

識在課程內容、教育環境、與學生的學習過程產生連貫性的交會（Kelley, 2010; Sanders, 2009）。 

於此同時，近代 Maker movement（自造運動或創客運動）的興起，亦呼應了跨領域學習

的理念。「製作、學習、分享」是創客運動之核心精神（Gershenfeld, 2003），在學校教育的場

域中，藉由以「動手做」為核心的創客教育，可引導學生學習整合應用跨學科的知識，並透過

開放性的知識分享、討論與持續性的修正，真正實踐解決問題的歷程。然而，創客運動的核心

源自於參與者自發性的需求與創意，因此，如何規劃符合創客理念之學習活動，並給予學生適

時的引導或協助，是科學與科技教育領域亟待探討的重要議題。 

 

一、 高瞻計畫之理念與目標 

「高瞻計畫」為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於 2006 年起規劃推動之專案研究計畫，

以高中、職學校為核心，著重在協助高中職發展具前瞻性的科學與科技課程，進而提昇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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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技教育的品質。整體高瞻計畫之理念，在於藉由「由下而上」的課程研發與教學實驗，以

高中、職學校主、大專院校學術研究單位為輔，聚焦於發展以科學及新興科技為主題的創新課

程。第一期之「高瞻計畫：高中、職新興科技課程發展研究與實驗計畫」於 2006 年至 2010 年

執行，其重點在於補助高中職研發「基礎科學的創新課程」或「融入新興科技的創新課程」；

同時，由大專院校研提針對高中端課程研發計畫之評鑑研究計畫。第一期的高瞻計畫共有 28 

所高中職學校參與，除研發出上百件多樣化之課程模組外，更延伸出許多國內外之交流活動及

學術論文發表。 

第二期之「高瞻計畫：高中、職新興科技課程研發與推廣計畫」於 2011 年至 2016 年執

行，其計畫案徵求重點分為三大重點：第一項為第一期高瞻計畫成果評估與推廣研究，主要著

重在評鑑及推廣第一期所研發之高瞻課程模組；第二項為新興科技課程發展與評鑑研究，聚焦

於研發與「生物科技」、「觀光旅遊」、「綠色能源」、「醫療照護」、「精緻農業」與「文化創意」

等新興產業相關之創新課程；第三項多元族群學生之新生科技素養提升研究，則以協助科技教

育弱勢族群提升其新興科技素養為目標。除各高瞻計畫團隊所執行之研究或推廣計畫外，由計

畫召集人執行之政策導向「高瞻計畫推動辦公室」計畫，則定期舉辦國內、外之交流活動，包

含期中座談、高瞻嘉年華、及台日科學教育交流研討會等大型活動。 

在歷經十年的推動與努力，高瞻計畫之執行成果已廣受高中職、家長、學生與大學的多方

肯定。第一、二期高瞻計畫共累積有 55 間大專院校、75 所高中、32 所高職及 4 所國中參與，

並研發逾 300 件之新興科技創新課程模組；每年度皆有培育出 600 位以上之種子教師，更激

發許多學生投入科學與科技學習之動機。在此同時，藉由豐富的國際交流活動，亦拓展高瞻學

校師生之國際視野。奠基於過去十年紮實之基礎，科技部規劃於 2016 年至 2021 年，首度納

入國中學校之參與，推動第三期之「高瞻計畫：國高中職跨學科課程發展與實驗計畫」。 

 

二、 第三期高瞻計畫之徵求重點 

第三期高瞻計畫之理念，著重在配合國家重要教育政策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的實施，鼓勵國

中及高中、職結合新興科技主題、Maker Movement（自造者/創客運動）的理念，研發跨學科

的學校特色課程。期望藉由輔助創新課程的研發，改進教學現況，誘發學生之學習動機，培養

學生科學探究與科技問題解決的能力，進而培育具備新興科技素養的現代化國民。第三期高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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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前兩期計畫最大之差異，在於首度納入國中端參與計畫，以高中職學校核心、大學端為

輔助，帶領國中學校投入跨領域新興科技創新課程之研發與實驗。具體而言，第三期計畫徵求

重點包含以下四點： 

1. 跨學科課程研發與實驗研究：透過專題導向、問題導向、情境學習等不同的學習途徑，提

供學生一個以真實問題情境為核心、整合應用不同學科知識以達成目標或解決問題的學習

經驗；所發展的跨學科課程需能在各校所訂的如：「彈性學習課程」、「校訂必修課程」、「選

修課程」、「專題製作課程」等中開設，並完整實施。 

2. 創客教育資源研發與實驗研究：結合國高中職的創客設施/機具（自造空間/教室），發展

具實用性的跨學科課程及教材，著重在激發學生「動手做」的熱情，激發解決問題的創意、

進而提升主動學習的內在動機。 

3. 多元社群友善學習的教育資源研發與實驗研究：針對校園內的多元社群，發展提升其學習

動機與學習成效之跨學科及創客教育資源，或提出輔助偏鄉、離島學校之課程模組推廣計

畫。 

4. 高瞻計畫多元輔導與支援平台計畫：協助第三期高瞻計畫之推動，提供有效率之行政支援、

計畫管考、辦理國內外推廣交流、及課程推廣與師資培育之輔導支援等。 

藉由鼓勵跨學科創新課程之研發與實驗，第三期高瞻計畫期待能持續協助學校改善教學品

質，進而培養高中、職學生具備靈活之整合性知識，誘發學生主動探索動態新興科技發展的好

奇心與興趣，養成探究及省思科技對人類的影響之能力，並能樂於動手實做與分享知識。 

 

貳、 研究目的： 

高瞻計畫在經歷第一期及第二期之耕耘後，已建立一完整之計畫管考模式。以第二期高瞻

計畫為例，其政策型計畫名稱為「高瞻計畫推動辦公室」，上承科技部科國司及高瞻計畫諮詢

委員會之指導，以計畫主持人為召集人設立計畫辦公室，聘有專任助理數名以分工執行各項業

務。第二期之高瞻計畫推動辦公室主要負責：(1)辦理計畫徵求說明及邀請專家參與管理考評；

(2)建立合理的計畫管理機制以提供必要之行政支援；(3)辦理國內的推廣與交流活動；(4)辦理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其中就「辦理計畫徵求說明及邀請專家參與管理考評」、「建立合理的計畫

管理機制以提供必要之行政支援執行」兩項事務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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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計畫徵求說明及邀請專家參與管理考評 

第二期高瞻計畫之徵求重點包含以下三類：(1)「高瞻」創新課程資源精緻化暨應用推廣

計畫；(2)「高瞻」創新課程資源交易媒合暨輔導平台計畫；(3)科展創新作品轉化與融入高中

職課程資源研發計畫。其課程研發與推廣著重在「基礎科學、能源科技與環境、生物科技、智

慧生活科技、資通科技、與文創科技」等六大主題。 

第二期高瞻計畫之監督與考核形式主要透過「年度期中訪視或期中審查會議」及「期末審

查會議」方式進行。「年度期中訪視」於計畫執行之第一年度實施，由高瞻計畫諮詢委員會委

任相關領域之學者，至各高瞻學校訪視其計畫執行情況，並提供計畫團隊後續執行之輔導與建

議；「年度期中審查會議」則於計畫執行之第二、第三年度召開，與期中交流會議同時進行。「期

末審查會議」與「高瞻嘉年華活動」同步進行，依據各校展現之成果，分別評審並選出表現優

良的高瞻計畫團隊。 

 

二、 建立合理的計畫管理機制以提供必要之行政支援 

為協助第二期計畫順利進行，計畫辦公室依據計畫執行進度於各年度辦理不同之輔導活動。

以 105 年度為例，共辦理了「高瞻計畫執行工作坊」、「年度期中訪視」、「高瞻嘉年華」等活

動。其中，「高瞻計畫執行工作坊」用於與高瞻計畫學校團隊溝通執行相關行政事宜，說明各

輔導平台所提供之支援服務與聯繫方式，並提供問題諮詢。「年度期中訪視」由高瞻計畫諮詢

委員會委任相關領域之學者，至各高瞻學校訪視其計畫執行情況，其目的在於實地瞭解各高瞻

學校執行情形，藉由面對面的溝通，實際瞭解是否有需第三期高瞻辦公室團隊提供協助之處。

同時，針對執行情況較差的學校，提供相關之改善建議或必要的協助，以提升其計畫執行成效。

「高瞻嘉年華」則是採攤位分享的形式，透過展覽會的形式讓團隊間以集團對外的民眾與其他

學校團隊了解高瞻課程發展成果，並透過各種方式媒合與推廣這些課程，使各高瞻團隊能充分

說明其課程模組研發概況、交流實施經驗，並與計畫辦公室溝通行政事宜。此外，亦邀請產業

界與學術界之專家學者，提供計畫團隊後續執行之輔導與建議。 

 

參、 活動辦理： 

1. 高瞻計畫執行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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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與高瞻計畫學校團隊溝通執行相關行政事宜，說明各輔導平台所提供之支援服務與聯

繫方式，並提供團隊學校在執行面上所遭遇之問題諮詢與輔導。 

2. 辦理期中訪視 

為活絡計畫團隊間的聯繫與互動，增進彼此經驗觀摩與學習，開拓合作機會，故辦理期中

交流活動，提供計畫成果分享、小組座談、專題演講等活動形式，並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專業的

輔導建議，促使計畫團隊即時調整計畫執行的步伐，掌握計畫核心精神，以達成計畫目標。 

3. 辦理期末成果嘉年華活動 

建立一個計畫成果發表與分享的平台，供計畫團隊展示年度成果，包括海報展示與實體成

果展示，並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專業的輔導建議。另規劃成果競賽獎勵計畫成果，每年度競賽項

目不一，大致涵蓋高瞻課程、教學推廣、大學團隊等，以獎勵傑出高瞻課程、優良種子教師以

及輔導有功的大學團隊。此外，高瞻期末成果嘉年華亦舉辦專題演講、師生經驗分享、動手做

教學等活動。 

 

肆、 活動辦理結果： 

以下本節針對子計畫二於本期的執行年度中所推動的各項活動成效說明： 

一、 計畫執行工作坊 

1. 第三期第一年 

於計畫審核結果公布後，為協助未曾參與過科技部計畫之高中職學校了解計畫執行規

範與執行重點，提升其計畫品質及後續計畫執行效益。子計畫二於「106 年 1 月 7 日（星

期六），下午 13:3018:30」，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202 演藝廳，辦

理「第三期高瞻計畫執行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共有 110 間學校、250 人參與，當日議程如圖 2 所示。本次工作坊之議程，

先由「高瞻計畫多元輔導與支援平台計畫」之總計畫召集人李德財院士，及四個子計畫之

主持人分別介紹高瞻計畫多元輔導與支援平台計畫之運作規劃及服務事項；再由科技部負

責人說明相關行政規範；最後開放各計畫團隊提問題互相交流。整體活動執行順利，活動

概況如圖 1~3 所示。 

 



 

圖 1 執行工作坊議程海報                        圖 2 計畫執行工作坊活動概況 

 

圖 3 計畫執行工作坊活動概況 

2. 第三期第二年 

於計畫審核結果公布後，為協助未曾參與過科技部計畫之高中職學校了解計畫執行規範與執

行重點，提升其計畫品質及後續計畫執行效益。子計畫二偕同總計畫協助規畫並連繫個高瞻團隊

於「10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0:0017:00」，大同大學 尚志教育研究館 B205 會議室，

辦理「第三期第二年高瞻計畫執行工作坊」。與第一年相同此項活動係協助科技部科教國合司辦理

之執行工作坊，主要是向各高瞻團隊說明執行計畫需知與應配合之行政相關事項。整體活動執行

順利，活動概況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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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執行工作坊說明 

3. 第三期第三年 

為協助科技部科教國合司辦理高瞻執行說明會，邀請高瞻計畫湯卿媺研究員說明高瞻團隊執行計

畫需知與應配合之行政相關事項；促進高瞻計畫團隊提升課程評鑑知能；進而搭建高瞻計畫團隊課程

推廣、建立專業社群交流與合作之橋梁。計畫辦公室在子計畫二與子計畫三的規劃下協助科技部科教

國合司，於 107 年 10 月 1 日舉辦第三年度的執行工作坊。此一活動，共計高瞻計畫相關人員共 150 名

出席。活動照片與說明如下所示： 

 

高瞻活動開幕儀式 

 

湯卿媺研究員說明高瞻計畫執行注意事項

與更新辦法 

高瞻副召集人游光昭教授進行高瞻課程平

台上線說明 

高瞻執行說明會 Q&A time-與會者進行相

關問題的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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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中訪視 

1. 第三期第一年 

本年度為第三期高瞻計畫第一年度，為瞭解計畫團隊之執行概況、提供必要之溝通與協助，

由科技部規劃、子計畫二協助自 2017 年 4 月 10 日起至 6 月 8 日止，辦理 48 所總計畫執行學校之

期中訪視。訪視過程中由高瞻委員針對學校計畫執行概況提供諮詢建議，並瞭解學校主要面臨之

困難，以作為次年度計畫辦公室規劃協助事項或辦理工作坊之參考。 

期間，為了給與高瞻團隊更多適切的建議，以輔助各團隊之課程研發與教學實驗的執行。訪

視活動包含了：期中訪視學校簡報、歷程檔案翻閱、學校高瞻計畫相關硬體參觀、教師座談、學

生座談、綜合座談等活動。首先，透過學校簡報讓各訪視委員得以了解該團隊所執行之工作進度

及其成效，並佐以課程發展的各項歷程檔案及學生實質作品的呈現。再透過與課程研發的教師團

隊以及授課學生的分別座談，以更進一步的了解教學現場的師生對於高瞻課程之直觀感受，並將

之意見與建議統整轉達計畫輔助之管考單位（國合司）、計畫執行之輔導單位（計辦與各子計畫）

以及該團隊的計畫主持人等。俾利各高瞻團隊所發展之各項課程可以達到最有效的效益。期中訪

視的各項活動紀實如圖 5 所示。 

 

 

圖 5 第一年期中訪視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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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期第二年 

為有效提升訪視效果及幫助團隊學校的課程規劃，自第三期第二年起（2018），由計辦發展並

提供視導自評表，分別針對計畫團隊之課程規劃、課程特色、課程內涵、課程評鑑、課程推廣、

自評意見等面向供團隊於期中訪視前進行自我審視。 

訪視時間為 2018 年 3 月初至 4 月底，共辦理 40 個高瞻團隊學校之訪視，其中包含偏鄉、特

偏、離島及原住民等學校共計 12 間，整體訪視活動執行順利。此外，因高瞻計畫第三期首次有國

中端加入，故高瞻計辦主動策畫辦理，並訂於國中團隊學校進行訪視。並於訪視之前，由本計畫

所規畫之視導自評表會先寄給團隊學校，以供受訪團隊先前自我審視期課程，並及早準備訪視相

關的資料。藉此讓供訪視委員可以根據此一資料聚焦於課程內容，並可更有效地針對該高瞻課程

於程特色、課程內涵、課程評鑑、課程推廣等面向給予更特定且適切的建議。本年度期中訪視的

各項活動紀實如圖 6 所示。 

 

 

 

圖 6 第二年訪視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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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期第三年（高瞻課程上傳） 

第三期高瞻計畫執行業已邁入第三階段，各高瞻團隊皆已完成研發跨學科的學校特色課程，

子計畫二偕計畫辦公室將第三年之期中訪視改以徵求各團隊將其發展並完成教學實驗之完整課程，

透過委員的審議與給予意見後，特於資源平臺內建置「高瞻課程分享」頁面，希冀藉此促進各團

隊所發展之高瞻課程的交流與推廣。 

而第三期高瞻計畫執行結束時之統計，則顯示 38 群高瞻團隊共發展了 127 套完整 18 週的新

興科技融入課程。以各種新興科技融入於國、高中的現行課程為主軸，這些課程可區分為「數位

設計」、「人文創意」、「人工智慧」、「綠能科技」以及「智慧生活」等五大主題（如圖 7 所示）。依

次體現「從學生的設計創意為發想，推展至人工智慧的創造；再延伸至環境永續綠能科技的應用，

最終以智能科技改善生活居家」之高瞻精神。其中「數位設計」的 3D 列印、AR 與 VR；「人文創

意」的藝術、人文與地方特色；「人工智慧」的機器人、機器手臂與自走車輛；「綠能科技」的汙

染監控防治；以及「智慧生活」的物聯網居家應用等等，這些課程模組都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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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度成果發表會 

1. 2017 科技松 

（1） 活動主旨 

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為推廣新興科技研究與教育成果，於 2017 年 7 月 10-13 日，於

松山文創園區 1 號倉庫辦理「科技松：高瞻扎根、連接全球、前瞻全球」聯展，匯集「第三期高

瞻計畫」以及「前瞻科技創新教育資源研發暨應用推廣計畫」成果，藉由多元化之靜態展示與動

態體驗活動，向社會大眾分享豐碩之計畫成果。第三期高瞻計畫配合科技松成果聯展活動，邀集

圖 7 第三期高瞻課程分類圖 



7 

 

各計畫團隊藉由成果展示與競賽形式，展現一年一度之課程研發與教學成果（亦即往年之高瞻嘉

年華活動），俾利團隊間相互觀摩與交流。此外，本次展覽亦邀集「第二期高瞻計畫優秀團隊」、「國

家實驗研究院」、「臺灣 GLOBE 國際合作計畫」、「HTC VIVE」、及「惠文高中星象館」等單位共

同參展，展現新興科技與教育之結合。 

本次科技松活動之時程規劃如表 1 所示，高瞻計畫將於活動中以競賽形式進行期末審查，競

賽組別分成：「高瞻課程組、大學團隊組、教師教學組、學生成果組、教具設計組」等五組，預計

每日將有 500 人次以上參與活動。本活動由子計畫二協助場地租借、活動辦法研擬、活動暨審查

流程規劃與團隊參展事務規劃（如提供交通接駁、住宿資訊、展品寄送）等工作事項。 

 

表 1 科技松活動流程表 

日期 7月10日 7月11日 7月12日 7月13日 

上午  開幕/導覽 
展覽活動/ 

競賽審查 

頒獎典禮 

下午 
團隊佈展 

(16:00-19:00) 

展覽活動/ 

競賽審查 
撤展 

註：7月10日為團隊進場佈展日 

（2） 展區規劃 

展區規劃如圖 8 所示。展覽以「連結在地、國際、未來」等三大連結為脈絡，共有規劃「文

化永續、連結在地」、「智慧網絡、連結全球」及「循環創新、連結未來」三大主題展區。在各展

區中：(1)「文化永續、連結在地」之高瞻團隊，包含：成淵高中、中山女高、師大附中、成功高

中、嘉義高中、樹德家商、臺南女中、虎尾高中、南科實中、大甲高工、南大附聰、民雄農工、

金門農工、政大附中、麗山高中、中科實中、大直高中等 18 個團隊。(2)「智慧網絡、連結全球」

之高瞻團隊，包含：中山高中、萬芳高中、明道中學、中港高中、臺南高工、海星高中、臺中女

中、彰師附工、文山高中、中央附中、嘉義高工、南澳高中、六龜高中、大同高中、新竹高工、

內湖高工、水里商工等 17 個團隊。(3)「循環創新、連結未來」之高瞻團隊，包含：慈大附中、新

竹女中、建國中學、暨大附中、大理高中、永豐高中、東勢高工、興大附農、臺中二中、虎尾農

工、中山附中、彰化高中、中正高中等 13 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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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科技松展區規劃圖 

（3） 期末審查 

為確保高瞻計畫課程的執行成果效益，並達到去蕪存菁之課程持續發展效益，於每年七月進

行期末審查。期末審查由科技部指導，高瞻計畫管考及推廣輔導平台辦理。審查成員包含第三期

高瞻諮詢委員會、科技部科國司、高瞻計畫辦公室。 

期末審查係依團隊所繳交之資料，包含計畫執行之進度報告、期中訪視意見回復以及訪視後

修訂之高瞻課程自評表。並由審查委員分別針對計畫團隊之課程規劃、課程特色、課程內涵、課

程評鑑、課程推廣、自評意見等面向進行審查。 

① 審查議程：審查議程安排係分三組進行，於 106 年 7/11 下午及 7/12 上下午進行審查。每

一計畫編號報告時間為 5 分鐘，每一計畫團隊答詢時間皆為 10 分鐘。若為三個子計畫之

團隊，則審查時間共有 25 分鐘；四個子計畫之團隊則為 30 分鐘，以此類推。 

② 活動成效：透過審查機制讓高瞻團隊檢視及整理其年度進度，並藉審查委員的意見，讓

團隊能察覺課程發展不足之處，進而修正精進其課程，以利下一年度課程發展與執行。

綜合審查結果以及團隊執行意願，本年度審查結束後整體高瞻團隊精簡為 40 個團隊。 

 

2. 2018 科技山手線 

（1） 活動主旨 

第三期高瞻計畫藉由新興科技融入跨領域課程，加強縱向的連貫與橫向的統整，並透過跨科

概念與社會性科學議題的結合，讓中學生能在跨學科課程中建立自我期許與決策能力、在創客課

程中透過實作來建構知識與自主學習。 

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科國司）為推廣新興科技研究與教育成果，於 107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辦理高瞻計畫成果展─「科技山手線：連結你我的 AI 基地」，展覽訊息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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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技山手線活動流程表 

日期 7月19日 7月20日 7月21日 7月22日 

上午  開幕/導覽 
成果展覽/ 

成果審查 

頒獎典禮 

下午 
團隊佈展 

(14:00-16:00) 

成果展覽/ 

成果審查 
團隊撤展 

 

（2） 展區規劃 

高瞻展區係以「微笑 高瞻扎根」為展區規劃之主題，展區以各種新興科技融入於國、高中的

現行課程為主軸，五大主題區依序體現「從學生的設計創意為發想，推展至人工智慧的創造；再

延伸至環境永續綠能科技的應用，最終以智能科技改善生活居家」之精神，各區簡介如下： 

1. 數位設計區（SD）：本展區係以「數位設計 編碼人生」為主軸。展出高瞻計畫的 3D 列印、

AR 與 VR 等新興科技課程，透過數位科技與學校課程的結合，提供學生數位設計的學習

機會。共有 7 個高瞻團隊的攤位。 

2. 人文創意區（SC）：本展區係以「人文創意、關懷在地」為主軸。展出高瞻計畫的藝術、

人文、地方特色等新興科技課程，透過藝術、文化的創作與在地社會環境的相互結合，提

供新興科技中多元關懷的學習資源。共有 7 個高瞻團隊的攤位。 

3. 人工智慧區（SA）：本展區係以「智慧人工、微笑未來」為主軸。展出高瞻計畫的機器人、

機器手臂與自走車輛等新興科技課程，透過最尖端科技的邂逅，並將之應用於交通、農業

等領域中，提供開拓未來生活的學習契機。共有 8 個高瞻團隊的攤位。 

4. 綠能科技區（SG）：本展區係以「綠能科技、環境永續」為主軸。展出高瞻計畫的綠色能

源科技、永續環境、環境汙染監控與防治等新興科技課程，透過綠能科技與自然環境的相

互結合，提供學生在綠能科技、環境永續議題的學習基礎。共有 8 個高瞻團隊的攤位。共

有 8 個高瞻團隊的攤位。 

5. 智慧生活區（SI）：本展區係以「智慧網絡、居家生活」為主軸。展出高瞻計畫的物聯網

應用於居家、生活科技產品等新興科技課程，藉由智能網路串連生活居家的便利，並加強

物聯網技術與農耕種植的應用，提供開拓智能生活相關議題的學習機會。共有 10 個高瞻

團隊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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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展位布局近似笑臉圖樣，呼應本展區「微笑」寓意。攤位配置如圖 9 所示。 

 

圖 9 科技山手線展區規劃圖 

（3） 期末審查 

為確保高瞻計畫課程的執行成果效益，並達到去蕪存菁之課程持續發展效益，於每年七月進

行期末審查。期末審查由科技部指導，高瞻計畫管考及推廣輔導平台辦理。審查成員包含第三期

高瞻諮詢委員會、科技部科國司、高瞻計畫辦公室。 

期末審查係依團隊所繳交之資料，包含計畫執行之進度報告、期中訪視意見回復以及訪視後

修訂之高瞻課程自評表。並由審查委員分別針對計畫團隊之課程規劃、課程特色、課程內涵、課

程評鑑、課程推廣、自評意見等面向進行審查。 

審查議程安排原則：審查議程安排分三組同時進行，於 107 年 7/20 下午及 7/21 上下午進行審

查，審查議程如表 3 所示。每一計畫團隊，報告時間為 20 分鐘；若團隊子計畫超過三個子計畫以

上，每多一個子計畫則增加 5 分鐘的報告時間，以此類推至多報告 30 分鐘。每一計畫團隊答詢時

間皆為 20 分鐘。 

 

表 3 年度期末審查議程 

時間/日期 7 月 20 日 7 月 21 日 7 月 22 日 

09:00-10:00  成果審查(3)  

10:30-10:40 休息 
10:30 閉幕、頒獎 

10:00-12:00 
開幕/導覽 

攤位訪視 

12:00-14:00 午餐 

14:00-15:30 成果審查(1) 成果審查(4)  團隊撤展 



11 

 

15:30-16:00 休息 
攤位訪視 

16:00-17:30 成果審查(2) 

 

活動成效：透過審查機制讓高瞻團隊檢視及整理其課程研發與執行進度（第一年+第二年所研

發之課程），並藉審查委員的意見，讓團隊能察覺課程發展不足之處，進而修正精進其課程，以利

下一年度課程發展與執行。 

 

3. 2019 科技開屏 

（1） 活動簡介 

「2019 科技開屏─新興科技教育成果展」係由「第三期高瞻計畫」、「科轉計畫」以及「臺灣

GLOBE 計畫」等三個計畫在座落於大武山腳下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聯合舉辦年度成果展活

動。此一活動乃匯集了三個計畫及屏科大所研發之成果。「科技開屏」寓意科技進步與發展與在地

文化之相互緊扣、彼此連結，如此科技才會回到人的本身，進而推動社會發展，便捷生活。所謂

以人與土地為本的科技，才是有溫度的科技，才是真正關懷臺灣這片土地的科技。 

本次展覽 LOGO 意象設計（如圖 10 所示），旨在傳達

本次科技部年度成果展活動的意涵，表達本次參展團隊豐碩

之計畫成果及其與屏東在地文化連結之精神。視覺上，以孔

雀開屏的 7 片羽毛象徵本次分別展出之七項主題，其間以科

技部 LOGO 的橙色躍動元素串連「七項研究主題」、「臺灣」

圖象與「屏」東字樣，呈現活動主標之臺灣科技在屏東綻放

的意象；其次，由科技部 LOGO 植基於副標的新興科技教

育成果之上，則充分說明此七項主題的發展在科技部的推動

下，扎根臺灣、連接屏東、綻放未來的開屏雙關寓意；最後，

再由底部副標文字點題，再次強調新興科技植基教育推動人才培育之精神及展示的核心。 

本次展覽首先呈現「永續環境」展區，以屏科大在地研發成果與臺灣 GLOBE 計畫成果。接

著是科轉計畫的「生技醫藥」展區，以尖端科技轉化為教育資源的成果。高瞻及科轉計畫共同呈

現的「人工智慧」展區，則呈現科轉計畫與高瞻計畫中各級學校將 AI 科技轉化並融入課程之教

育應用成果。最後為呼應由研究端落實到科普教育的目標，依序呈現高瞻團隊將新興科技融入於

中學教育的課程研發之「人文創意」、「數位設計、「綠能科技」、「智慧生活」等主題。 

 

圖 10 科技開屏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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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區說明 

本次展覽結合屏科大、臺灣 GLOBE 計畫、科轉計畫以及高瞻計畫之各項研究成果。故整體

展區規劃順序即以屏科大在地研發成果與臺灣 GLOBE 計畫成果，接著為科轉計畫之生物醫療與

人工智慧等主題的呈現，展示尖端科技轉化為教育資源的成果。並透過中學端的 AI 融入課程之教

育應用高瞻之人工智慧主題接棒，呼應由研究端落實到科普教育的目標，最後依序為高瞻團隊將

人文創造、數位設計、綠能科技與智慧生活等新興科技融入於中學教育的課程研發成果展示。圖

11 顯示整體展區七大主題區以及 DIY 體驗區之規劃圖，以下分別針對本次展覽之各區進行說明： 

 

圖 11 展區規劃圖 

 

「永續環境」展區：展示屏科大在地團隊所進行之尖端科技研發成果以及臺灣 GLOBE 計畫

中國際團隊學生所探討之研究專題成果。透過兩大團隊研究成果的碰撞，達到立足屏東放眼全球

的目標。「生技醫藥」展區：係由科技部之科轉計畫團隊展示創新科技在生物醫藥上的運用，將艱

澀卻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生醫科技做生動的轉化介紹，其中包含醣蛋白科學、癌症標靶藥物治療、

失智症的治療、傷口癒合的創新療法等創新科技於教育資源上的轉化成果。「人工智慧」展區：展

示科轉計畫與高瞻計畫中與生活密不可分的網路人工智慧、智慧穿戴醫療系統、機器人、機器手

臂與自走車輛等新興科技之轉化為教育推廣應用，並呈現融入中等教育課程之課程研發成果。透

過最尖端科技的邂逅，並將之應用於醫學、交通、農業等領域中，提供開拓未來生活的學習契機。

「人文創造」展區：展示藝術、人文、地方特色等新興科技融入中等教育課程之課程研發成果。

透過新興科技與在地社會、環境、藝術、文化等元素的相互結合，提供新興科技中多元關懷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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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數位設計」展區：展示 3D 列印、AR 與 VR 等新興科技融入中等教育課程之課程研發成

果。透過數位科技與學校課程的結合，提供學生數位設計的學習機會，以及引發學生的好奇心進

而提升對科技／科學的興趣。「綠能科技」展區：展示綠色能源科技、永續環境、環境汙染監控與

防治等新興科技融入中等教育課程之課程研發成果。透過綠能科技與自然環境的相互結合，提供

學生在綠能科技、環境永續議題的學習基礎。「智慧生活」展區：展示物聯網應用於居家、生活科

技產品等新興科技融入中等教育課程之課程研發成果。藉由智能網路串連生活居家的便利，並加

強聯網技術與農耕種植的應用，提供開拓智能生活相關議題的學習機會。「DIY」體驗區：最後以

各大主題展區環繞其中的是 DIY 區，讓與展者透過國內外科教相關主題的探究實務與科技相關議

題的動手做實踐，來親自體驗其中蘊含的原理，引發對科學／科技的好奇心，達到科學普及、科

技推廣的重要意涵與目的。 

 

伍、 研究結論： 

第三期高瞻計畫於第一個年度間（105－106 年）著重於高中職新興科技課程研發，累積豐碩

的高瞻創新課程資源成果；第二年（106－107）年間則積極推動團隊進行課程實驗與教學的回饋；

第三年（107－108）年度間則聚焦於高瞻創新課程資源精緻化暨應用推廣之執行，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支援教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隨著高瞻計畫階段性目標的更迭，本計畫辦公室的輔導策略

亦會隨之調整，以利提出適性輔導的作法協助團隊計畫執行。 

合計高瞻第一、第二期計畫業已研發六大領域課程模組逾 200 套並累計 400 所推廣與合作學

校。而第三期高瞻計畫執行結束時之統計，則顯示 38 群高瞻團隊共發展了 127 套完整 18 週的新

興科技融入課程。顯現透過本計畫可以讓中學端的國、高中／職教師們得與學術研究者對話，進

而促進國、高中／職科技教育與相關人才的培育。綜觀第三期高瞻計畫對於我國中學教育可以分

為「對執行學校的影響」、「對參與教師的影響」以及「對參與學生的影響」。以下分別論述之： 

1. 高瞻計畫對於執行學校的影響： 

高瞻計畫加強了學校各科教師的整合與共同備課，促使教師交流與資源共享，進而發展出具

跨領域的課程模組（例如：師大附中之【數學串珠課程】即整合數學與化學）。而這些課程模組也

大多成為各學校發展之特色課程（例如：東勢高工）與校本課程（例如：南澳高中）。透過高瞻計

畫的挹注，也讓許多學校有了經費去採購課程所需的設備，來增加更多發展課程的可能。『設備資

源進校來；老師團隊動起來；成果經驗走出去！』 

2. 高瞻計畫對於參與教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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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高瞻課程的開發與執行，參與教師們開始建立跨領域教師交流網絡，甚至跨校教師社群

建立與教學合作（例如：麗山高中、龍門國中、仁愛國中與北政國中的跨校共同備課）。進而推動

教師參與教育研究學術活動，將其所執行的課程研究撰寫成學術論文發表，並刊登於期刊之上（例

如：南科實中蔡汶鴻、方韶曼發表於泰宇 UP 誌第 15 期物理專刊之「仿生向日葵製作實務」一文）。

總體而言，高瞻計畫讓高瞻教師們開始發現不一樣的課室，並發掘出不一樣的學生潛能。 

3. 高瞻計畫對於參與學生的影響 

學生經由高瞻課程之學習獲選代表至國外發表、全國科學競賽，藉此拓展學習經驗；開展對

科學研究的興趣（例如：臺南女中楊雨珊同學）。透過高瞻課程的教學，學生從中延伸設計並獲得

國家專利（例如：南科實中王品閑同學）。接受高瞻課程學生，透過特殊選材的順利進入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系（例如：東勢高工廖仁祥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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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益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洽談中 ■無 

其他：（以 2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1) 學術成就方面，本研究輔導計畫團隊推動具新興科技元素、科學探究內涵

之高瞻創新課程，並提供相關行政支援促進課程成果精緻化暨多元應用推

廣，同時從國際交流與國內推廣等兩大方面雙管齊下以延續高瞻計畫執行

效益，有助於提升國內高中職新興科技教育品質。 

(2) 社會影響方面，本研究整合計畫研發成果，轉化為更具生活化與互動性之

科普素材，透過多元策略結盟方式，進行大眾科普推廣，以提升大眾科學

素養。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___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益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8 年 1 月 21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第三期高瞻計畫在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的支持下，發展許多高中職前

瞻領域科學與科技課程，且在各級學校 (大學、高中與國中)師生的積極參與，確

實提昇高中職科學與科技教育的品質。高瞻計畫不僅輔導學校與授課教師投入時間、

精力於新興課程的研發，更積極推動發展結合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TEM)的科

際整合課程。故此，高瞻計畫支持下各團隊所發展之高瞻課程，實是我國在正規課

程以外對於 STEM教育最完整的且已進行教學實驗的課程。 

本次亞太區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於 108 年 1 月 16 日至 19 日假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韓國教育大學)舉行，共匯集了包含美國、加拿大、日本、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高瞻計畫多元輔導與支援平台計畫-總計畫 (3/3) 

出國人員

姓名 

游光昭 

吳百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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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會議時間 

108 年 1 月 16 日

至 

108 年 1 月 19 日 

會議地

點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eongju, South Korea 

會議名稱 

(中文) 第 13 屆亞太區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 

(英文)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CT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發表論文

題目 

Integration of STEM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into High Schools 

Curriculum: High Scope Program in Taiwan 



韓國、臺灣、香港、以及澳洲等七個國家的學者前往發表其在科技教育的研究成果。

我們的議程排在第一天 1 月 16 號上午 10 點 30 分至 11 點進行發表，同場次發表的

另外三組研究學者之研究主題與取向都是著重於 STEM 教育相關的研究。因此，在

我們分享高瞻計畫辦公室對各高瞻團隊給予的輔導與支援機制與措施的同時，對於

其他研究者們所發展的 STEM 相關課程及其對學習者的各項益處都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 

除此之外，其他各場次的論文發表亦都十分精彩，讓我們學到許多關於科技教

育以及 STEM 教育的新知，收穫十分豐富著實感到不虛此行。如：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Educators Association (ITEEA) 的 Dr. Johnny Moye 所分

享的研究極為有趣，他的研究室針對各年段 (從小學、中學到高中)之 STEM 動手做

的課室活動進行了四年的長期追蹤，Dr. Moye 的研究指出有 95%的教師表示如果他

們在有更多的時間與資源的情形下，他們願意發展更多的動手做的活動。他的研究

同時也發現超過 99%的 STEM 教師感受到動手做的活動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並增進他們在其他學科 (如，科學與數學)的學業表現。這個研究的發現不僅提

供實徵上的證據去支持科技與工程的教學活動在STEM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同時也與我高瞻計畫在科技部的支持下，為高中／職、國中等各級學校提供更多的

資源，並協助其發展 STEM 導向的高瞻課程之目的不謀而合。足見我國的 STEM 教

育係引領國際教育潮流。 

同時，本次韓國的主辦單位亦邀請了各會員國之大師級的研究者，擔任 Keynote 

Speaker 介紹在其國家中推動 STEM 教育的成果。其中包含美國 ITEEA 協會的主席 

Dr. Edward Reeve、澳洲科廷大學 (Curtin University)的 John Williams 教授、荷蘭台



夫特理工大學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同時，我國中臺科技大學的李隆盛

校長亦同樣受邀分享我國在推動新課綱之際所遭遇到的衝擊與挑戰。統整四個國家

STEM 科際整合課程的推動情形，雖然都對 STEM 教育的推動具有相當程度的憂慮

以及遭受到十分大的挑戰，例如：如何有效的統整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等四個

學科的內容，繼而發展出具統整性的 STEM 課程；同樣地 STEM 教育所需的師資亦

應對四個學科內容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這些困難都是當前 STEM 教育所面臨的重

大挑戰。然而，危機就是轉機，尤其是看到當前各會員國中仍有許多具熱忱的研究

者及現場教師對 STEM 的積極推動，更重要的是透過本次的研討會看到那麼多的實

徵證據來支持 STEM 教育對學生的幫助。故此，站在當前 STEM 教育浪潮前端的我

們，更應致力去克服這些困難來持續推動我國的 STEM 教育，其中高瞻計畫即為中

學端 (高中／職、國中)最貼近 STEM 教育的科際整合理念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實驗。 

 

二、與會心得 

經過本研討會的三天的議程，聽到許多研究先進們對 STEM 教育所抱持的理念

以及看到許多豐富且多元的 STEM 教育的課程模組。著實讓人不禁開始思考一些重

要的議題。 

1.STEM 的科際整合課程的困境 

自 1990 年代後期，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開始推

動 STEM 教育的運動，透過強調統整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各科的學習內容，來

發展各級學校的課程，希冀藉此促進學生具有解決真實社會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

未來公民面臨社會性科學議題所需之決策能力與及相關的素養。近 20 年的推動之

下，更引領了國際間各國 (如，美國、英國、澳洲及臺灣)及許多相關領域 (如，科



學、科技、工程以及數學)的教育研究者的著手發展相關課程與研究，可謂成果裴然。

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更於 2012年起推動的新一代

課程標準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NGSS)，即強調科學與工程學的結合

透過這些應用科學的沈浸，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之歷程，使學生從這些解題的歷

程中，習得核心概念知識並體認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實務，進而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 

(NRC, 2012, p. 45)。 

STEM 教育突現的 20 年以降，STEM 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卻仍困擾著現場教學的

教師們，例如：Blackley & Howell (2015)的文獻回顧中發現，教師對四大科目的定

義缺乏一致性的理解，導致早期的 STEM 教育不是偏重於「科學」與「數學」的學

科內容，形成 S.t.e.M 的課程 (如，普通高中)；或是偏重於「科技」與「工程」，形

成 s.T.E.m 的課程 (如，技職高中)。同時她們的研究中更進一步的指出這樣的偏重

情形，有很大的原因是源自教師對於STEM教育中，四大領域的知識與理解的缺乏，

進而導致教師缺乏自信去設計具整合性的 STEM 課程 (Blackley & Howell, 2015)。

雖然，近年來 STEM 教育的研究領域已然開始強調於整合式的 STEM 教育 (e.g., 

Blackley & Howell, 2015)。然而，各學者們均只在強調或提及其 STEM 課程係採用

整合式的 STEM 教育 (McGuire & Kayumova, 2018; Rasul, Zahriman, Halim, & Rauf, 

2018)，但仔細坦討其研究卻仍發現國際間對於 STEM整合式教育的定義莫衷一是，

對其詳細的教學流程亦仍屬各自表述。由此可見，建立整合式 STEM 教學模式以及

加強師資培育是當前國際間對於推動 STEM 教育所欲解決的首要目標。 

 

2.STEM 科際整合課程的評量 

除了前述之 STEM 需要大量科際整合的教師與適當的教學內容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外，我們同時也在思考的是在科際整合的學科

架構之下，該如何針對 STEM 課程進行評量。或許如同當前我國新課綱所推動的素

養導向的評量亦可以做為新一代的評量方式(教育部, 2014, 2015)。而且既然是為一

個新課程其課程內容、教學方法，乃至評量方式亦應挑脫傳統的思維模式。此外，

電腦導向的適性化測驗不僅可以透過多媒體以多重表徵的方式來呈現試題情境，更

可以讓學生藉由多媒體的方式來展現期工程設計流程中所需表現的能力(Kuo, Wu, 

Jen, & Hsu, 2015)。 

 

三、建議 

參加此次的亞太區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最大的收穫，就是能在全球性的舞台上

與科技教育領域中許多先進們一起進行學術上的討論，並從中得到直接的指教或汲

取他人寶貴的研究經驗，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同時，本次我們前往本次會議

的兩個目的：與各國科技教育的研究學者們分享我國的高瞻課程融入 STEM 及新興

科技的成果以及期望透過本次會議的參與能夠爭取 2021年 ICTE亞太區國際研討會

在臺灣的主辦權。而透過次此會議的參與我們可以很大聲的宣布 2021 年 ICTE 亞太

區國際研討會確定是臺灣主辦。Yes, 2021 ICTE in Taiwan!!!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資料名稱：Proceeding of the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CT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2. 相關內容：係將此次會議所發表之論文摘要集結成冊；並提供作者之聯絡方式。

對該主題之相關研究有興趣深入瞭解者，得以直接與作者聯繫，以取得或進一步討

論相關的議題。俾使從中汲取對自己的研究能夠更加完善的經驗。 



五、活動參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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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_帶隊教師 

                          日期： 108 年 6 月 27 日            

計畫編號 MOST 107-2514-S-003-001 

計畫名稱 
高瞻計畫多元輔導與支援平台計畫－子計畫二：計畫管考及推

廣輔導平台(3/3) 

會議時間 
108 年 5 月 26 日 至 
108 年 6 月 1 日 

會議地點 日本東京 

會議名稱 
(中文)日本櫻花科學交流計畫 
(英文) SAKURA Exchange Program in Science 

發表題目 帶領學生參加交流活動，無發表項目。 

出國教師服務學校/姓名 

1 中科實中 何家齊 4 麗山高中 蕭國偉 

2 師大附中 張敬楷 5 臺南高工 賴嘉宏 

3 大同高中 趙家興   

 
一、 參加會議經過 (可分天敘述) 

1、 D1 0526 出發前往日本 
(1) 早上 5:00 起床後感謝高瞻計畫辦公室租車讓我們一起前往桃園機場

展開序幕。 
(2) 到日本時還發生一些小插曲，有人在飛機上忘記先填好入境單、申報

單，所以花了一些等待，到日本遊客很多，光是入境就花了許多時間，

嘉宏老師的行李箱也受損，我暗自祈禱上帝讓這次訪談順利啊!我們

的領隊是日籍山西老師和小林老師，令我非常高興，因為”中文領隊”，
真是太棒了，感謝日本政府的貼心，派了中文解說員陪伴我們。 

(3) 前往台場開幕式，由日方 JST 先講說在日本注意事項，接著就是這

次國家學生互相認識的時間，利用類似大風吹的遊戲，讓孩子每個人

一分鐘快速認識對方，而老師們則是前往 13 樓聽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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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出發 小林老師 

山西老師 
學生交流 

學生交流 第一組合影 
 

2、 D2 0527 鎌倉鶴岡八幡宮_Jamstec 
(1) 前往神奈川鎌倉參觀日本重要神社” 鶴岡八幡宮”、 “高德院大佛”，

了解日本文化。距今 800 年前，1185 年成立的鎌倉幕府的中心地便

是現在的鎌倉，而鎌倉也是日本文人喜愛之地，保留許多文物與歷史

氣息，山西老師有解釋日本沒有特別祭拜的神，不像台灣有馬祖、菩

薩、註生娘娘、或土地公等等，日本通常祭拜的的大自然例如風、雨、

植物、大地等等，也有一些在歷史上有名的將軍或傳說。而日本的佛

教主要也是來自於中國，但基本上信仰佛教的人數不多。 
(2) 下午前往 Jamstec，日本潛海技術目前世界排名前五，20 年前便有深

潛至 600 米的能力，並且展示潛海基、做水深與壓力實驗給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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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而 Jamstec 建立在東京灣附近，並且要常常做測試，因此整個研

究機構是建立在港邊，一望無際的大海、和吹來的海風，令我羨慕機

構裡的工作人員了。 

鶴岡八幡宮 高德院大佛 

Jamstec Jamstec 
 

3、 D3 0528JAXA+筑波大學 
(1) 早上先前往 JAXA，也是日本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而且日本不僅與美

國合作監督許多太空設施，也是亞洲第一個被美國 NASA 派遣的太

空人執行計畫，再 JAXA 中雖然參訪時間較短，參觀設施與展示廳。 
(2) 下午行程是筑波大學(筑波大学／つくばだいがく Tsukuba daigaku)，

筑波大學是日本東京除了東京大學之外第二個重點發展學校，是許

多日本學子夢想大學，筑波大學除了占地廣大之外，更重要的是大學

培養許多優秀的科學家，例如 2019 因為發現研究 C60 並且獲得諾貝

爾得獎的白川英樹教授、1973 年諾貝爾物理學獎得主江崎玲於奈、

1965 年諾貝爾物理學獎得主朝永振一郎…等等，而且目前世界排名

第 260 名，我們除了聽取入學簡介、校園科系概況，還參觀超級電

腦，應該是世界排名前 10 的電腦，台灣學生表現十分優秀，很專注

聽取報告而且勇於舉手發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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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XA 參訪 つくばだいがく 超級電腦 

JAXA 參訪 JAXA 參訪 
 

4、 D4 0529 船橋高中 
(1) 今天整天都在船橋高中進行活動，在車上山西小姐解說日本高中的

學校生活，例如高中除了課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團，日本高中社團

實非活耀。船橋高中是千葉十分有名的公立高中，許多千葉縣學生都

以船橋高中為第一志願。首先登場的是校園介紹影片，其實影片中並

沒有描述有多學生的考上國立大學的比例，多是校園景觀、課程安

排、學校重要活動例如遊校會、畢業旅行，除了這些之外更多時間是

在學生表現例如校外比賽、社團…等等，令我羨慕日本學制了。 
(2) 之後是專題報告，我們總共四組，包含了生物科、數學科和 AI 技術，

台灣組的學生也是全場的焦點之一。 
(3) 下午是國際學生介紹自己的國家，我們的代表學生是徐寬同學，不僅

僅描述台灣地理環境，還有目前國際上遇到的問題、美景美食、政

策…等等，所獲得的掌聲是最多的，身為指導老師的我與有榮焉啊!
還有最令人期待梶田隆章(Takaaki Kajita)的演講，從求學過程、投入

科學界、到整個研究過程，整場講演無冷場，學到非常多東西，尤其

是梶田隆章的謙虛更是令人深刻，最後他勉勵學生”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successful,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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梶田隆章演講 資訊專題 

茶道社團 花道社團 

專題交流 介紹台灣 
 

5、 D5 0530 科學未來館+醫藥博物館 
(1) 重新造訪科學館，令人印象深刻的還是機器人展。 
(2) 醫藥館主要參觀研究過程和藥物對人類的重要性。 

6、 D6 0531 東京都市大學與閉幕 
(1) 早上先前往東京都市大學，這所學校主要是理工為主的大學，尤其是

工學系更是發展重要的學系，我們除了聽取東京大學入學管道之外，

日本教育局也派人宣導到日本唸書的方式還有可以得到的協助…等

等。之後參訪實驗室，參觀兩個實驗室，一個是做引擎方面的研究，

另一個是 3D 視覺效果研究。 
(2) 這天最重要的活動就是閉幕式，每個國家都會上台分享這幾天在日

本的感想和表演，我們和往年一樣，是學生唱歌、舞蹈，一樣獲得最

大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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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都市大學 東京都市大學 

台灣表演 與越南老師合影 
 

7、 D7 0601 返國 
 

二、 與會心得 
 

1.中科實中/何家齊老師 
 

1、 在第二天前往 Jamstec，展示水深與壓力實驗給學生們看，我想這就是推動

108 課綱的核心，讓學生從做中學、眼見為憑，而不是都是書本知識，紙

本知識已經被 google 取代了，許多知識早已經可以在網路上找到，甚至有

許多大學教授把課程上網，都可以自學，這次一同前往的學生當中，很早

就知道自己對數學有興趣，已經可以自學到大學程度，我想老師的角色必

須逐漸改變，轉變成領導學生對知識的追求與自我的成長，然而台灣因為

大學甄選的方式，目前還是紙筆測驗為主。 
2、 日本將文化保存的很好，無論是神社或是習俗，而他們的神社的習俗已經

逐漸融入到生活當中，例如進神社必須先洗手漱口、參拜時的禮儀…等等，

其實我們也是受宗教影響很大，例如我家每年農曆年必須到廟裡參拜或是

端午節吃粽子等等，我想每個民族都有自己的堅持與理念。日本政府也不

斷投入大量的經費在高科技的領域，這次參訪兩個非常前端的科技機構，

分別是深海底研究的 Jamstec 和太空發展 JAXA，這些都是值得我們學習，

不是一昧追求目前世界趨勢例如機器人或是 AI 發展，而是找到自己的地

位、建立龍頭、不可取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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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目前也是面臨少子化、老口老化的問題，因此花了許多的經費再招攬

優秀的國際學生，據我的了解我們這一梯次已經是 2019 第四梯次，而且

在東京都是大學時文教署(相當於我們教育部)也有派人解釋日本留學的優

點和趨勢，我相信這次交流除了參觀日本當地文化之外，另一層涵義便是

招生，而且 JST 的對象主要是亞洲高中學生，這是一個非常有遠見的想法，

儘管目前前往 SSHP 的學生沒有到日本留學，但對日本一定留下深刻的印

象和回憶。 
4、 經過山西小姐描述日本高中社團這令我聯想到許多日本漫畫中也會描述

社團的重要性，而下午大師講座是 2015 年諾貝爾物理學獎日本東京大學

梶田隆章(Takaaki Kajita)也提到他在高中時社團是射箭，他在大學的時候

甚至想朝射箭的道路邁進，成為一個運動員，由這裡可以更加了解日本社

團對日本學生的重要性，這不僅僅社團活動、人際關係的培養、對有些人

而言是發展自己的興趣起點，而日本社團自屬於自發性學習，利用早晨時

間或是放學時間進行，不像我們台灣是強制性的納入課程裡面，而且許多

學生也只是應付了事，並沒有達到社團的功能。 
5、 船橋高中非常盡心盡力舉辦這次交流，從專題發表、高中社團交流到梶田

隆章的演講，都非常用心舉辦，我覺得一個高中可以辦好政府計畫真的很

厲害，不愧是千葉縣的超級高中。 
 
2.師大附中/張敬楷老師 
 

    首先，我非常幸運能夠參與這次活動，整趟行程中有許多活動參訪都是

非常難得接觸到的，藉由這次交流活動，眼界大開。此外，從一開始的籌備，

高瞻計畫辦公室的陳虹妙小姐和葉玟萱小姐很盡心盡力的協助前置作業，

游光昭院士也抽空來關心。而且這次一起陪同的領隊老師也相當好相處，我

們合作非常愉快，所有旅程中的事宜都能細心的確認和互相支援提醒，更棒

的是學生都非常配合我們的安排，沒有無故脫隊或大遲到等情況發生，學生

也充分表達自我，無論是學術研討、和他國師生交流、專題報告、在眾人面

前演說及表演，學生們的表現都是可圈可點的。 
    此外，日方的安排也非常的細膩及貼心，這次的住宿和三餐都非常的精

緻舒適，感覺是不惜資本的照顧我們，從過去的消息也得知他們有參考之前

的活動檢討，也思考到我們的行程安排，對於交通動線還有景點配置都做了

完善的規劃，陪同的兩位導引人員也非常親切盡責，就連在車上移動的時間

也充分的運用，解說了很多當地文化及風情，非常感謝所有 JST 工作人員

在本活動的全心投入。 
    這次活動項目的宗旨是點燃我們對於科學技術的興趣和好奇心，擴展

對於天文、海洋、資訊、科技等等的視野，而日方也藉此展示了科技發展的

強大實力以及對於人才的渴望，他們很希望有更多優秀的人才能一起投入

這些研究項目中，因為各國少子化、高齡化的問題都逐漸浮現，所以更需要

國際之間的交流和合作，才能探索這個世界更多未知的可能。因此這個計畫

也著重於召募優秀學子去日本的學校和研究機構留學。看到日本對於人才

養成和吸收的積極態度，我國也可以作為借鏡思考我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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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同高中/趙家興老師 
 

日本櫻花科學交流計畫的體驗與感想 
 這是一趟機會難得且含金量高的海外交流活動，除了參訪兩所日本的頂

尖大學，且和當地高中學生互動，及海外留學生經驗分享之外交流；更可深

入參觀日本大學與日本國家級的研究機構，並了解日本目前最尖端的科技研

究，所以不論是學生或隨團的帶隊老師都是收穫良多。 

 
 

其中許多研究機構與大學實驗室的參訪，不是一般旅日遊客可以參觀的，

我們難得有機會透過 JST 的安排，深入這些最前端先進的科技研究場域真的

非常幸運。其中，在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STEC)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對於海洋與地球資源探索所付

出的心力。在筑波大學我們去參觀超級電腦的設備，可以看到日本對於學術

與產業創新結合的用心，亦可看到他們是用國家的力量讓基礎科學扎實的在

教育過程中扎根。 
這次的行程中，最眾所矚目的一環就是在船橋高中裡聽 2015 年物理諾貝

爾得主梶田隆章教授的演講，他用很淺顯易懂的方式試圖讓大家了解他的研

究工作，從他演講的內容裡我們可以看出成功絕非偶然，正所謂「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年功」我想就是梶田隆章教授最好的人生寫照，最後他以「打開國

家疆界，做對人類有貢獻的事」作為演講的結尾，著實給了我們一個令人感

動且充滿正能量的人生目標。 

 
希望台灣中學未來也能多請一些典範級的人來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透

過這樣的經驗分享，讓學生們知道這些人的學習歷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目

前的狀態的，除了能在聽講過程中吸取成功人士的經驗，重要的是能讓孩子

們知道該如何規劃自己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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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麗山高中/蕭國偉老師 
 
感謝高瞻計畫辦公室的老師與助理們，有你們的幫助與提醒才能讓活動順利進行，

讓學生能在行前說明會中了解參訪活動的相關細節，學習在日本的禮儀文化與簡

單的生活日語，以及能在練習會中排練晚會表演並製作道具，不然在日本因行程安

排緊湊與場地的因素也只能練習一場而已，非常感謝你們的協助，辛苦了！ 
    在日本考察過程中，有以下幾點令我印象深刻： 
1. 守時與重視細節： 

行程的安排與流程完全按照活動手冊上的規劃，並且希望大家能確實遵守，故

老師們在帶隊時都提醒學生要提早 3~5 分鐘到集合地點準備，避免耽誤接下來

的活動；日本的領隊老師在遊覽車上也會叮嚀每個活動的注意事項與集合時間，

甚至連每天要穿哪種型式的衣服都有寫在活動手冊上，而晚上回飯店後，各國

領隊與 JST 工作人員也會在飯店大廳開會，檢討今天活動的狀況與討論明天的

行程細節，顯示對於每個細節的高度要求。 
2. 環境保護與尊重生命： 

除了觀察到鶴岡八幡宮週遭環境乾淨外，在茨城縣守谷市休息站廁所內，洗手

檯上方就有燕子在築巢育幼，當地人還在鳥巢底下設置檔板避免泥土掉入洗手

檯內，甚至張貼告示牌提醒旅客注意燕子飛行，令我印象深刻。 
重視科學教育： 
在船橋高中海報發表與理科實驗體驗中，都能深刻感受到日本學生對於科學的熱

愛，讓我反思目前台灣的教育現況到底怎麼了，感覺越來越不重視基礎科學教育。

而在未來館內也可以看到許多日本父母帶著小朋友，以及許多校外教學的國中、小

學生來參觀，顯示從家庭到學校教育都積極培養科學相關的視野。 
 
5.臺南高工/賴嘉宏老師 
 

本次活動整體規劃流暢，且日方有派駐當地協調員進行活動的行程管控，且

我國前往的學生參與的活動過程相當積極，對於活動的感受也相當強烈，特別是

師大附中的宗弘，對於科學議題的強烈興趣，經常在過程中協助同學了解內容，

也時常看到他在遊覽車上與有問題的同學進行討論。在行程的規劃上非常感謝

科技部及高瞻計畫辦公室所提供的機會，能夠帶領這一群同學前往參加櫻花科

技舉辦的活動，台灣同學表現上相對較去年有大幅的主動提問，展現出求知的慾

望。此外較為特別的是，這些同學參與活動的過程皆展現高度的投入，能夠積極

的參與發問，並且進行紀錄，這是覺得表現台灣學生積極的最好的方式。在參與

的過程中，非常感謝同學能夠就一個團隊的方式大家互相協助與配合，主動協助

是這次同學身上看到的態度，不論是對於知識的主動性與對人群，亦或是對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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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主動性，都給予最高的肯定。 
這樣的活動確實可以觸動與協助有意願前往日本留學的學生動機，相對可

以藉由這樣的活動讓學生能與國際間進行接軌與合作，對於台灣未來國際合作

能有進一步的幫助，安排頂尖學者的見面確實是一個相當大的吸引力，此外日方

也提出相當大的幫助可以協助學生留學上的相關問題。 
 
三、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帶領學生參加交流活動，無發表項目 
 

四、建議 
1.中科實中/何家齊老師 
感謝科技部、高瞻計畫和日本 JST 的合作與支持，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到日本和其

他國家學生交流。 
 
2.師大附中/張敬楷老師 

1.在招募參訪學生時，首先要充分傳達本計畫的理念和目標，除了可以和其他國

家師生進行交流或是參觀到日本的尖端設備及技術，還有一個重點就是了解在日

本留學的機制。本次活動中，有學生反應出他們沒有對於在日本留學有任何規劃

和動機，所以對於日本學校的簡介和留學介紹就沒有興趣，因此要先傳達給學生

有這樣的環節，他們可以接受有這樣的活動再參加。另外學生的英文聽力和口語

表達也是需要具備的。 
   2.這次計畫整個旅程安排了非常多的活動和景點，其實我覺得這樣很棒，在短

時間之內可以有這麼豐富的行程真的很感謝，略為可惜的是有些行程還是有些倉

促，像是日本科學未來館有很多樣的設備，但是沒有時間去充份體驗，還有一些

學校的參訪活動，學生更期待的是能和當地學生直接進行互動交流，簡單的問候

聊天都能讓彼此更靠近，所以建議譬如午餐時間如果在學校使用，可以和日本當

地學生一起用餐，也可以趁機多聊聊。 
   3.這次因為和其他幾個國家一起參訪，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就跟其他國家的學生

熟絡，這要歸功於第一天他們有個自我介紹的環節，還有最後表演活動時，他們

也有一些交流的機會，此外感覺就很難有互動的時間，雖然在如此緊密的活動規

劃中很難再安排交流活動，不過學生還是很希望能有這樣的機會。 
 
3.大同高中/趙家興老師 

我國和日本同為海島型國家且擁有相似的地理環境，又有類似的教育制度，

但是透過此次的參訪，發現兩國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結果，卻有著顯著的差異。首

先從兩國的中學教育方面講起，日本對學生生活教育態度十分慎重，並尊重個體

發展，更重視團體紀律；我國在教育方面採取較為開放且自由的態度，從台灣學

校校規的鬆綁便可看出端倪，我們對於手機使用採開放態度，導致學生對生活態

度及學習習慣也多隨意進而造成隨便，而在日本學校對於手機的使用有著相關的

規定，所以學生在課堂間是不會隨意使用手機的，這是我國教育當局在身活教育

方面可以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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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日本大學的教學與研究強調理論與實務的連結性，研究內容以產出實際

應用價值的產品，並鼓勵產學合作的機會，因為唯有透過企業的資金協助，大學

端才有能力購買高端的設備儀器，並鼓勵學生出國交流且吸引各國優秀人才來這

裡就讀，這樣便能產生正循環，讓科學研究順利走在最前端並同時提升國家競爭

力。由前述兩個實際案例可以發現我們應該增加產學的交流，並設計好的制度與

方案吸引各國優秀人才到台灣來，一方面可以提高教育環境的國際化，另一方面

還可以增加研究的動能並進而提高國家競爭力。 

 

 
4.麗山高中/蕭國偉老師 

1. 學生甄選： 

(1) 建議甄選對理科領域有興趣且未來想要赴日留學的學生，因 JST 在行程安

排上偏向理科研究機構且會有多個大學交流分享。 

(2) 學校端在徵選上應該做好把關與確認學生是否對留學有興趣，有些學生聽

說是直接被指派參加，在不清楚活動目的下就在抱怨日方「業配大學」以及

食物難吃。 

2. 送禮報帳： 
   建議在國外參訪致贈禮品時，記錄受贈機構、受贈人數與禮品件數就好。這次

須記錄受贈者姓名、機構、單位、職稱等資訊，在對方缺少名片的情況下會很尷

尬，還需以迂迴的方式請對方留下個人相關資料，建議可以修改。 
 
5.臺南高工/賴嘉宏老師 

1. 強烈的建議這樣的活動應該持續進行下去，有助於台日雙方的交流與未來

發展性。 
2. 對於主辦單位的禮品部分，由於本次經費上較無法支應，希望未來至少能給

主辦方一份大禮，感謝這樣的活動促進台日之間的交流。 
3. 事前徵求學生的招收階段可強調對日本文化有強烈興趣者，或是有意願前

往日本大學就讀的學生，如此能透過這個活動來讓學生進一步了解未來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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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海洋研究開發機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的基本簡介摺頁。 
2、 筑波大學、東京都市大學的留學資訊。 
與日本學術交流部份也成果豐碩，我們除了一般寒暄和感謝接待單位的熱情，

計畫辦公室也特別準備精美小禮物，讓隨行老師致贈日方代表。 
 

 

 

 

 
 
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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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_學生 

                          日期： 108 年 6 月 27 日           

計畫編號 MOST 107-2514-S-003-001 

計畫名稱 
高瞻計畫多元輔導與支援平台計畫－子計畫二：計畫管考及推

廣輔導平台(3/3) 

會議時間 
108 年 5 月 26 日 至 
108 年 6 月 1 日 

會議地點 日本東京 

會議名稱 
(中文)日本櫻花科學交流計畫 
(英文) SAKURA Exchange Program in Science 

出國學生就讀學校/姓名 

1 中科實中 徐寬 16 中山附中 陳莉穎 

2 中科實中 廖苡汝 17 中山附中 方翰儒 

3 海星高中 陳翊宇 18 建國中學 陳冠寰 

4 建國中學 楊承寯 19 麗山高中 林媫柔 

5 樹德家商 林敬寶 20 樹德家商 陳璟欣 

6 中港高中 黃雋茵 21 瑞祥高中 藍彥龍 

7 師大附中 陳柏翰 22 瑞祥高中 吳英世 

8 師大附中 鄭宗弘 23 建國中學 劉奕均 

9 暨大附中 張耀宸 24 東勢高工 謝愷彥 

10 暨大附中 黃俊皓 25 臺南高工 翁瑨泉 

11 台中女中 王思閔 26 臺南高工 杜品聖 

12 台中女中 陳俠君 27 成功高中 李弘之 

13 大同高中 張雅筑 28 成功高中 林麒安 

14 大同高中 陳禾家 29 中山高中 吳庭慈 

15 彰化高中 黃煥凱 30 文山高中 陳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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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活動記錄 

(分天撰寫，根據每天參訪的不同單位/地方，分別寫下不同的心得，可圖文並茂，內容不用太多，主要是針對

當天或當個參訪地點，自己最有印象的人、事、物進行紀錄) 

日期 5 月 27 日 
活動地點 
(可寫多個) 

鶴岡八幡宮、鐮倉大佛、海

洋研究開發機構 

在拜訪鶴岡八幡宮時，了解了日本參進神社時，洗手、許願等習俗，也了解神社文

化與日本神社建築風格。而參觀鐮倉大佛時，雖然時間短暫，但也了解到了日本的

淨土宗。下午去的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MTEC)則像我們介紹了日本的海底探勘

船，如探測海底地形的 URASHIMA 的運作方式與日本如今可下潛最深的深海

6500，也模擬了深海壓力的實驗給我們看，介紹物質在深海壓力下外觀結構的改變，

在展覽室中，展示了許多深海生物的標本與可能是新物種的標本。晚餐在東京灣旁

的餐廳吃，東京灣的夕陽超美的。 

日期 5 月 28 日 
活動地點 

(可寫多個) 

宇宙航空研發開發計畫、筑

波大學 

參訪 JAXA 時，介紹了太空衣的功能，太空食物與日本與 ISS(國際太空站)，而在

展示中則陳列了日本發射衛星的各項突破與過程的模型，還有介紹 ISS 中的各個分

區的功能與用途，在人造衛星按造各個突破的展覽中，我見到了日本在宇宙航空的

一步步努力與突破，還有他們求好求卓越求不落於全球的精神與奮鬥。下午參訪的

筑波大學，由台灣到日本求學的學

長介紹，提及了他在日本求學的經

驗與動機，還有獎學金制度，對日

本的升學制度更加了解。在計算機

科學系參訪中，我也見到了日本對

這門科學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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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5 月 23 日 
活動地點 

(可寫多個) 

船橋高中、梶田隆章教授研

講 

這天是我覺得這是七天行程中覺得最為充實的一天。上午先去千葉縣立船橋高中，

在那兒是我覺得最充實的時刻，與日本學生交流，了解他們的教育體制與他們的性

格和文化。首先，他們學校的合唱團先為我們唱他們的校歌，好聽的根本是餘音繞

樑。再來是，各國講版，類似科展，每個國家的幾乎都聽過了，PNG 講的是一起他

們國家為環境保護的成功案例，由於礦場的開採，他

們的的的河川汙染嚴重，也引響到了周圍居民的身體

健康，也造成 pig-nosed turtle 的瀕臨絕種，因此他們

政府使用一種利用細菌養殖清理汙染物的方法，效果

很成功，PNG 很在意自然環境，他們國家自我介紹時

也不斷強調自己國家是生態破壞與全球暖化主要的受

害者，不斷地呼籲各國在意。而 Myanmar 的講版則是

機器人與 deforestation，他們在講機器人時希望日本可

以技術支援他們，讓他們國家可以更加興盛，在講

deforetation 時，也是希望各國可以不要貪圖林業的利

益，而罔顧生態環境潛在的重要性。印度的講半版中，

用非常正式的論文編排方式，目錄、大綱、主題、收

尾，看得出他們國家對於科學研究與論文寫作的注重

與訓練。後來的行程是體驗日本的高中的課程與文化，

首先我體驗的是日本茶道，過程中我們先通過一扇很

矮很矮的門進入茶室，再來從正座(背對著有掛畫與擺

設的地方)順時針依序跪坐，再來室主會敬禮進來我們

也得回敬，首先室主會煮茶，發下糕餅，我們吃的是紅

豆餡，外頭印著紫色的小花，接著依序發下茶，過程

中都要敬禮，喝茶時要先用左手托著，並在用右手將

茶具順時鐘旋轉兩次，一開始喝時沒有味道，後來會

變苦，最後回甘，跟我們的茶一樣，在體驗中我看到

日本對於茶道的神聖尊重，要爬著進入茶室，也看見

日本人對於細節的要求，他們的茶道中有著許多許多

細節，還有對於禮貌的重視，都可以在這體驗中看見。

接下來體驗的是他們學校的自然科學教學，我去看的

是利用平面鏡的立體摺疊讓鏡子反射呈現正多面體，

我做的是正二十面體，超簡單的，但好帥!我還有去

看利用一張平面的紙，不經過剪摺與黏貼，利用卡榫

將它做成一顆球!超酷的最後體驗的是他們的木工

課，他們帶我們摺紙鶴還有手裡劍，還送我一支摺好的小紙鶴吊飾。這些體驗課程

全都是她們學生自己安排規劃的呢!覺得他們學生自主能力好強規劃能力也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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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來是聽梶田隆章教授的演講，他的演講是我七天中受益最多的知識，他告訴了我

他的明朗化經驗，他是在研究所進入了很好的實驗室，在研究微中子時，才下定決

心要好好當一位物理學家，之前的生活都投入在射箭這項興趣中，之後他的另一次

明朗化經驗是在研究宇宙的微中子理論數量與觀測到的微中子並不相同時，他才認

真的想做這研究下去，並且也告訴了我們他研究微中子的過程與微中子的性質，他

的言講使我受益良多，尤其是他對於自己決定人生投入方向的決定，讓我知道一位

偉大的諾貝爾獎得主，他的人生風貌，他的興趣，他是如何做決定的。 

日期 5 月 29 日 
活動地點 

(可寫多個) 

科學未來館 

、醫藥博物館、淺草寺 

早上去了科學未來館，首先聽了毛利館長的演講，他向我們說了他小時候看電視時

見到第一位登上太空的俄國人時便立志要上太空，以及小時候第一次見到日全蝕

時，竟然在白天看到星星的驚訝，這兩次的明朗化經驗使他立志當太空人。接著向

我們說些宇宙有趣的知識，像是宇宙的黑與我們平時見到的黑還有夜晚看到的黑差

在哪，以及 ISS 的部分功能。最後他告訴大家，國界人畫的，可是世界是人類共同

擁有的，因此面對我們全球問題，各國應該要一同合作共同解決問題。言講完後是

自由參觀未來館，參觀的時間實在是太短了，我去看了 Asimo 的十分鐘表演，就沒

剩多少時間可以參觀，尤其未來館中有許多可以自己體驗的設施以及固定時間會表

演的機器人，都因為時間太短而沒看到。下午去醫藥博物館，我覺得在這博物館沒

有學到許多東西，僅有一些用藥知識、製藥過程與疾病和藥物種類。再來是去淺草

市觀光，超熱鬧的而且也有好多人穿浴衣，這次是第一次到東京，發覺與台北真的

差好多歐… 

日期 5 月 30 日 
活動地點 

(可寫多個) 

東京都市大學 

結業式 

上午參訪了東京都京都市大學，我們了解了日本留學生制度與獎學金制度，也帶我

們參觀了許多校內科系，在參觀他們的圖書館時，發現與台灣差很多...他們學生都

認真的討論讀書，而台灣的圖書館，卻常看到大家在玩手機…下午的結業式，首先

由各國派代表感想與經驗，又再一次讓我看到各國不同民族性格與風情。首先一樣

是印度發表，一樣是嚴謹架構與清晰明確的指出每天的印象深刻的經驗，完整滿滿

的經驗分享，應該深得官方的心。再來是緬甸的分享，我覺得所有裡面分享的最好

的最用心的便是緬甸，與他們的表演一樣，非常用心，演講者不僅說出自己深刻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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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1.中科實中/徐寬 
● 在最初得知入選的消息時，我完全不知道這短短的一星期是如此深刻的影響了

我的人生..... 
● 4/27 日的行前說明會，第一次遇見即將與我共度 7 天的夥伴們，當時羞澀的我

們各個在自我介紹時都帶著害羞，但是大家溫柔的微笑都給予彼此溫暖，化解

尷尬。短短的 1 小時後，大家已如多年不見的老同學重逢一般，侃侃而談起來，

不管是哪個縣市、哪個學校，都談得不亦樂乎！從一起表決換歌、編舞的種種

看出，我們是很有主見又團結的一群孩子，為了共同目標而努力的心態，第一

天就顯露無疑，相當振奮人心！ 
● 5/25 入住師大會館，第一次和團員們一起住宿，非常新鮮！師大夜市是我們留

下的第一個美好回憶！ 
● 5/26 的團進團出對於我來說並不陌生，我適應得還算合宜，和團員們相處也是

如魚得水般愉悅且舒適。在來到日本後，說明會上的與國際團員們自我介紹的

活動相當有趣，我認識了緬甸、印度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同學！晚上回到飯店

後，發現我們中獎了！我和另外兩位室友住進了 3 人房，位置相當寬敞，以至

於每晚老師們都會到我們房間進行開會的動作，也是每位團員必來的好去處。 

訪經驗，更提出日本與緬甸的文化科技差異的看法，還有變通的將印度的發表一同

融入，最重要的是，他的演講不是一味的感謝或陳述，而是穿插著笑話與日文，最

後還有一段長長的日文演講感謝，太強太用心了。接下來是 Samon 與 PNG 的演講

還有台灣的，大家都超緊張的!最後的是 Tonga 的演講，他超感性的!演講到一半竟

哭出來，對於離開日本超感慨的!接下的活動是各國的表演，首先表演的是 Tonga，

他們表演舞蹈，動作好緩好柔。PNG 的表演也是舞蹈，他們似乎是母系社會，因為

舞蹈中有動作是女生踩在男生身上，而男生的舞蹈超有活力的，會運用口、手發出

有趣的聲音，也會在場地上跑來跑去，Samon 則是表演唱歌，而緬甸的表演是我覺

得最最精采的，他們似乎行前有非常認真的準備，過程中有許多許多的隊伍變形、

繞圈，在三十多人的合作配合下，優美一致的動作，精準的換位與整齊的隊形，真

的看得出他們超用心而且超團結，為這活動付出了許多許多時間與努力，這是台灣

真的做不到的。壓軸是印度的表演，他們只有一位上場，表演的是舞蹈，舞蹈內容

是家庭婦女一天的各種生活日常，像是煮飯、洗衣與照顧嬰兒，可以看見印度婦女

仍是受教育程度低與資源不均，婦女仍是較傳統的負責家庭事務的社會風氣。行程

最後的活 Farewell Party 超讚的，可以與許多人認識，交換名片、拍照，交到許多

國家的朋友呢!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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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我們來到日本的行程就此展開。在第一天我們來到了鎌倉八幡宮神社

進行參拜的動作。那儀式我現在依舊記得清清楚楚。首先用以右手拿起勺子舀

起水，先洗左手，再以左手拿勺，洗右手。 接著以右手持勺，將水倒入左手掌

心中，用來漱口；最後將勺子立起(勺口朝內)，使勺子中剩餘的清水由上至下

流下、清洗勺柄。非常嚴謹又規矩的方法讓我感受到日本曾經為世界列強之一

的原因。下午則是來到了 Jamstec 海洋研究中心。平時對於海洋沒什麼研究的

我，來到此處後大開眼界，儀器、研究方法、標本⋯⋯他們都不藏私的展示出

來，令我體會到大方的真諦。 
● 接下去幾天的行程最令我難忘的就是和日本高校：千葉縣縣立船橋高中的交流，

當一天的日本學生，相當難忘。在進入學校之前，就感受到招待學生的熱情，

再看完他們的合唱後更是感受到日本學生的訓練有素。接著就是海報展示的時

間，雖說國際學生們的報告都非常有深度，但我要在這邊表揚一下我們台灣的

同學，從海報的設計、研究主題、研究內容等，可說是技壓群雄，在國際上發

光發熱！接著來到下午的流程，我們來到了體育館，先是由各個國家的同學介

紹自己的家鄉，而我則代表台灣。說實在的，我站上講台後，緊張的心情真是

無法言諭，在經過一番內心的波濤洶湧後，我終於完成了報告，也得到了如雷

的掌聲，讓我覺得一切辛苦和努力都得到了回報。接著就是和和諾貝爾獎得主

梶田隆章教授碰面並且聽他娓娓道來成功背後的故事。他當時說了一句名言，

影響了我的人生觀：「If you want to make anything successful, don't hesitate to do 
it.」我覺得受益匪淺，此次去日本真是不虛此行了！ 

● 這次去了日本，我認為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在去日本之前一直在思索自己人

生的目標，去了日本後，和這許多的人才共聚一堂後，我才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我下定決心，要在自己的歲月裡做出一番作為，感謝日本行讓我體認到這個事

實，我即將蛻變，成為高二生，而我覺得，不僅僅是智商，我的心智更會成熟

的比一般人更為迅速和穩定，以迎接未來的種種挑戰 
● 感謝 SSHP 的大家，我愛你們！ 
 
2.中科實中/廖苡汝 

在 4 月 7 日時，我第一次和這群素面未見來自台灣各個縣市的學生們、精英

們見面，當時我內心忐忑、緊張不已，因為我十分害怕認識陌生人，在完全不認

識其他任何人的情況下，我們開始分組、唱歌、討論表演、排演舞蹈，很意外的，

我是心情愉悅且興奮的完成這些事情，雖然過程中不免尷尬，但以第一次見面的

我們來說，我們已經很快速的熟悉認識彼此了！ 
而在前往日本的前一天下午，我們匯集在一起再次認真地練著舞、唱著歌，

總想著這表演代表著我們，代表著台灣，所以更是加把勁地在努力練習，希望讓

其他國家的人們能夠看到台灣的美好，而在經過充足的準備後，我們踏上了一段

獨一無二，且滿載而歸的旅程。 
在這段旅程中，前兩天的行程真的讓人大開眼界，有天——宇宙航空研究開

發機構，有地——鎌倉歷史遺跡，有海——海洋研究開發機構，這些我們平常都

不會接觸到，也不會得知這些相關工作以及研究內容，所以前兩天的參訪真的讓

人十分印象深刻，不過問我最喜愛哪一天，那屬第三天莫屬了！ 
第三天的參訪行程是到千葉高校進行日本文化體驗以及交流，光是上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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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體驗了花道以及和服試穿，其實花道隨看似只是插插花，不過卻大有學問！

不管是主花、還是襯托的小花，都需要一些排列和一些位置來讓它們呈現最美最

閃耀的姿態，而這些完美的證明了日本對於完美的追求和耐心的特質！而和服亦

也令人驚嘆，當他們在為我們穿戴和服時，我本以為這種和服的配戴過程已經足

夠繁雜了，但是山西老師卻告訴我們，其實這是最簡便最快速的一種和服，適合

炎熱的夏天穿著，還有更複雜、更難以穿戴的和服，而且高級一點的和服，也不

是人人都會穿著的過程，原來，穿和服也是一種藝術，一門學問！ 
而第四天，是我最心驚膽跳的一天，不是因為日本的行程，而是因為遠在台

灣的我們班，中科實中 204 迎來了這唯一一次花費許久也耗費許多的成果發表

會，其實早在之前，我也曾經很掙扎是否要留在台灣和同學、朋友、夥伴們一起

共同參與完成到最後，不過這次到日本進行交流的活動機會實在是太難得了，所

以我最後依然選擇到日本進行這次的學習活動，不過在日本的我，也沒忘記時刻

關注著我們班，詢問著最新消息與狀況，看到他們最後成功順利完成成發，向台

下敬禮時，當下的感動難以用言語表達！ 
緊接著，我迎來了在日本的最後一天，下午的閉幕典禮真的令人又興奮又期

待，這是最後一次與各國的大家交流認識，所以我們開啟無限拍照以及聊天模式，

真的最後十分的捨不得，這七天，說長不長，說短不短，你問我有沒有後悔來到

這裡參與這次的活動，我會回答：「不會！」這次的旅程我學到很多，也認識很

多人，真的很謝謝高瞻計畫讓我、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到日本交流！ 
 
3.海星高中/陳翊宇 

對於這次的日本行，其實讓我打開了以往不曾接觸過的視野，讓我更認識到

日本科技與科學推廣的進步，也認識到日本在高中、大學對於這方面的推廣，也

藉由這次機會，我認識了來自五個不同國家的學生，除了了解我們彼此間的差異，

也讓我更加了解我自己應該身為的角色。 
在這趟的旅程中，我最期待的就是聽諾貝爾物理學學獎得主梶田隆章先生的

演講，因為我本身就對於物理相當感興趣，因此在出發前就找了他曾寫過或參與

撰寫的論文和關於他生平的撰寫與報導，讓我在開始前就對他有些認識。他一開

始就跟從指導教授加入了從一開始完全不是設計給觀測微中子震盪的神岡探測

器，在原本的實驗受到了嚴重的打擊，因為完全測不到他們原本想測的東西，但

是他們卻在意外中測量到了微中子，為他們開啟了另一扇窗，才有接下來的超級

神岡探測器以及後續的研究，讓他獲得諾貝爾物理學獎。 
不過在聽完他的演講後，有讓我對他有更不一樣的認識與體會。在他的演講

中，他提到了他在大學時才真正認真開始學習物理，在研究所時也遇到好的教授，

他說到他在這一生中遇到了很多很好的機會，他把握了。他提到一句話，” 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successfully,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do it.”，當他遇到了好機

會，他也要把握住，才成就現在的他，這提醒著我們要把握機會，除了這些，我

也稍微認識到作為實驗型的研究者擁有的心理特質，他在無意間展示出他在研究

上的堅持和好奇心，或許這就是最為他科學家的特質之一吧！ 
在這次的活動中，有五個國家的學生們和我們一起參觀，雖然交流不是很深，

但是我藉著這次機會稍微認識各個國家不一樣的風俗與教育體制，讓我最印象深

刻的，我們在一開始時進行一個破冰，內外圈各坐一群人，藉由短短的時間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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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自己，再換下一個人，我就用一套公式問完所有外國人：「你幾歲？最喜歡

的科目？未來的志向？ 」當我來到一群都是緬甸的學生連續坐著，因此我認識

了所有來自緬甸的朋友，而我問到了一個滿好玩的結果，不管他們喜歡什麼科目，

有七成以後都要當醫生，跟台灣學生一樣呢！真是有趣的結果。 
或許在這次的過程中，讓我收穫最大的之一是認識這三十個夥伴吧！我們都

來在不同地方，不同學校，代表著三十個不同的故事，而我們聚集在這趟旅程，

我們從一開始地不熟識，青澀害羞的交談、交流，漸漸地在旅程中認識彼此、認

識彼此的學校、認識彼此的生活，都身為台灣的高中生，卻過著截然不同的人生、

面對不同的問題、擁有著不同的夢想，我們彼此分享著彼此的故事，藉由他們的

生命故事，讓我面對未來有更多的想法。 
 

4 建國中學/楊承寯  
首先，我要先感謝籌辦這個計畫的科技部及 JST，及相關單位工作人員，帶

隊的老師們（尤其是我們 A 隊的老師），和所有一同參與計劃的學生，大家都盡

了全力來完成負責的工作，使得活動進行得非常順利、圓滿落幕，謝謝各位。接

下來我以分點方式條列出我在這趟旅程中的收穫及感想： 
 就社交方面而言：原來的我是不擅長交朋友，屬於個性孤僻，沒有好朋友的類

型，但加入這個計畫後，我學到在和不熟悉的人聊天的訣竅——不要怕尷尬和

有自信。當做到不怕尷尬，就比較有勇氣能在陌生人面前侃侃而談，有自信更

是讓別人能接受自己觀點的一個關鍵。縱然在本次計劃中，沒有認識太多外國

朋友，國內卻累積了不少人脈，算是本趟旅程令人意外的收穫吧！ 
 就學術方面而言：學術參訪是本計劃的重點，從參觀他們的研究機構及大學實

驗室開始，學到許多相關知識，對一些先進科技也有更多的了解，也有看到一

些以往只能看圖片靠想像的實驗儀器，遺憾的是時間真的不夠充足，甚至連一

些有興趣的展區都沒能研究透徹，且日本有些解說板、書籍、導覽文字對於沒

有日文基礎的學者不太友善，且大部分日籍人員都沒有足以溝通、回答問題的

英語能力，可能有過多口音、腔調上的差異，對於外國人而言仍有一層障礙。

印度學生對我來說也有英文難理解的困擾，或許因為他們的母語是英文且有一

定的印度腔，導致他們有時候語速過快，且難以理解。反觀緬甸及其他國家的

學生英文是清晰且流利的，發音大致上都與臺灣相近，溝通幾乎沒有隔閡，台

灣同學的英文也相當好，值得我學習。再來是科學報告的部分，以海報設計、

內容、表達能力為重點，我的觀察結果是台灣同學優於日本優於其他國家，海

報設計方面，台灣的海報偏向科展模式，有完整地從摘要動機到結論延伸等等

交代一切重點，而日本也偏向科展模式，但有缺乏組織性的缺點，或者有部分

缺失，或設計實驗能力不佳，至於其他國只有搜集資料的程度，並不能算是科

學研究。內容方面，台灣、日本選的都是不同面向的研究做為代表，而緬甸幾

乎都是環境議題，印度及其他國家則偏重藥學，可能有的國家特別重視某些研

究，才會有這樣的狀況發生。報告能力方面和前述之英語能力有相似的情形。

接著是各國報告，台灣的幾位代表都相當優秀，且台風出色，英文也流暢、咬

字清晰，ppt 的製作更是完勝他國，他國有 ppt 過於多字、未條列重點的弊病，

及直接按照投影片逐字朗讀的問題，顯示出台灣在培育口語表達、演講能力的

方式雖然有待加強，但已經優於平均水準了。最後關於精彩的兩場演講，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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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價值而言，微中子震盪我認為過於專業，由於並非我所涉獵的議題，有點難

以吸收。而毛利先生的演講我又認為過於簡單，比較像是介紹生平。 
 就文化、生活層面而言：台灣人和他國相比仍稍嫌內向，在大家自由互相交流

時，台灣有一部分的人是縮在一圈不與國際學生交流的，如同台灣的國際局勢

般孤立，而印度人會想到你房間玩，聽說趕不走。日本在塑膠袋使用、免洗餐

具方面相當濫用，相較之下台灣對於限塑這方面的政策執行可圈可點。 
 
5.樹德家商/林敬寶  

在這一星期的行程當中，了解許多國家他們自己的特色，還有認識了非常多

的朋友，雖然整個過程大概只有兩三天有機會和其他國家朋友們聊天，但真的很

開心有些其他國家的朋友還很熱情的跑來我們旅館房間敲門，甚至發給我們一些

他們從自己國家帶來的紀念

品，這幾天真的很好玩，但行

程上總是覺得不夠滿足，有

些行程很趕，沒有買紀念品、

看看四周的時間。在剛開始

到達日本東京時，遇到的接

待人員都很熱情的和我們問

好，然而在離開的前一天，眼

前這些畫面真的很令人感動

，才認識一星期就總覺得認

識很久了，而和我們從台灣

開始同行的其他台灣學生，雖然也只見面一周多，就有種認識很久的感覺，甚至

心裡有事也會直接放開心胸聊天。在第一天前往鎌倉參觀時，有種正在外出門玩

，聽著導遊解說的感覺，又有種是戶外教學，正在上課的壓力，很怕忘記而經常

開始拍照的我，沿路拍，也非常小心的記住導遊所說的任何事情，在離開前還買

了許多御守，而後參觀其他地點才發現，到處其實都有賣御守，甚至大多都比神

社內買的還要便宜許多，最後只好相信神社賣的比較好了…在接下來參觀了他們

對於深海研究許久的成果，先是以為深海探測機頂多就只要潛得下去就好，殊不

知背後要控制升降，還要掃描地形，是一件多難的事情，背後藏有著各種科學家

花費一生時間所研發出來的技術，完全不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而之後參觀到

JAXA 的部分時，果然沒有讓我對宇宙研究機構失望，裡面的黑科技真的超酷，

導覽還和我們介紹了許多我們從來不會知道的細節，如太空服的設計，還有許多

細節等等。後來筑波大學的超級電腦是我覺得最特別的東西，從沒想過大學會買

一台超級電腦供研究使用，果然日本科技進步都是從教育開始的，而後船橋高中

引導我們參加了各種活動，甚至讓我們體驗到花道中，插花也不是一件簡單的事

情，背後繁雜的步驟和巧思才是花道的精神所在阿。接下來我覺得日本科學未來

館最酷的科技就是那台會踢足球、會自己行走的機器人了，以前只看過影片的版

本，但現在終於看到實體的機器人在我們眼前表演了，果然比想像的還要厲害許

多，直到最後表演結束都沒讓我有任何一點失望，而後這個參觀地點真的是讓人

十分難忘，雖然沒有太多時間繼續參觀，但還是很想把所有東西都看過一遍。接

下來到達醫藥博物館，感覺整個博物館設計也超高科技的，一個隨身攜帶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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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盤，就能聽取各種藥物敘述講解，甚至可以玩一些小遊戲等等，而到最後雖然

有些小遊戲還是沒時間來得及去玩完，但最終還是了解了許多藥物。在最後一天

，東京城市大學中，顛翻了我對大學的想法，從最初以為台灣的大學都已經夠大

了，日本大學卻有如一個足球場或遊樂場一樣大，甚至更大，而他們日本學生對

於科學研究也十分投入，非常熱心的和我們介紹他們自己製作的專題研究，回答

各種我們的疑問等等。從頭到尾都十分滿足，但在下午畢竟是最後一天和國外朋

友們見面了，大家心裡都十分不捨，最後聊天時間大家也都在爭奪時間去和別人

拍照，認識更多朋友，因此我也感到非常開心，能有機會和這群朋友們一起相遇

，在這五天行程中認識、合作和聊天，沒有什麼聊天交友軟體比這些體驗更加感

動了，在最後個國家的表演也十分配合，展現出每個國家對彼此的熱情，大家都

快要止不住眼眶中的淚水飄下來了，到最後離開大家都還在努力微笑，嘗試安慰

這些不捨的心情，整體行程大家都非常滿意，雖然有些部

分沒有非常的順利，但畢竟有機會過來日本參加這麼多的

行程，學習了解這麼多科技的知識，這趟旅程真的是十分

難得，而在最後也很謝謝日方讓我們這屆行程當中的所有

學生加入 Sakura Science Club 的行列，讓我們還能夠繼續

和其他國家的同學保持聯繫。 
 
6.中港高中/黃雋茵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間 8 天就過去了，但回憶並不只

有 8 天…。 
首先，謝謝日本科技部的邀請，讓台灣有機會參與這

次的計劃；也感謝高瞻計畫辦

公室的人員，協助我們各項的

準備工作；更謝謝學校給我這

個機會，能與其他學校、國家優

秀的學生們來場科學教育的交

流，在這過程當中所學到的事

物真的太多太多，很高興能擁

有這次的經驗。 
在出發前除了期待，忐忑

不安的心情也是少不了的，畢

竟是和一群完全不熟識的人出

國，加上去到國外必須以國際

語言語和來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學生溝通，且交流的內容是以學術性質為主，說毫

無壓力實在有點難說服人，不過，去了方知，一切擔心是多餘的，只要敢說、敢

表達，要與它國交流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而這趟旅程之所以精彩，不單是因日方精心安排的行程，也因有 5 位老師及

其他 29 位同學的陪伴，在日本最捨不得分開以及回到台灣最想念的，非台灣團

的大家莫屬了! 
回想在這 8 天裡，我們一起經歷了好多，或許最剛開始大家並不熟識， 但目

標一致共同合作，只為了使最後一天的表演出更完美，行前準備那天的練習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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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起來說不定接近百次，儘管，大家都累了卻仍盡全力的配合著，在日本學習

交流的時候，只要一有空閒，例如在前往參訪行程的路途中，大家就會開始練唱

童話這首歌-2019SSHP Taiwan team 的主題曲；在遇到有趣搞笑的事情時，大家一

起大笑；在遇到困難時，大家同心協力一起想辦法解決；在團員不舒服時，彼此

互相照顧留意；在面對其他國家的時候，大家團結起來一起克服溝通障礙；也想

念夜晚在飯店內的時光，喜歡大家聚集在一起欣賞東京的夜景的日子，喜歡大家

聚集在一起分擔心事的日子，喜歡大家聚集在一起為了明天行程作資料準備而犧

牲睡眠時間的日子，喜歡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每天在日本所見所聞的日子，喜歡

大家聚集在一起玩真心話大冒險的日子，喜歡大家聚集在一起集中精神寫卡片的

日子，喜歡大家聚集在一起寫回國前報告的日子，短短的時間內培養出一種革命

情感。 
雖然這幾天下來十分耗體力，也因為免疫力下降有被傳染感冒的情況，但一

切都很值得，短短的八天內創造了好多好多屬於我們的回憶…，在我十五歲的最

後以及十六歲的開始有大家的陪伴，還記得在最後一天結業式時，緬甸同學代表

所分享的一段話“This is not the end of our journey ,instead, we just begin.”，也許吧

，同時與來自七個國家的人交流，本來就是個很難得的機會，不知道以後還有沒

有機會再見到彼此，但相信在未來，當周遭的人再次提到這些國家的時候，心裡

都會湧出這段在日本曾經有過的美好，國家包含印度、緬甸、幾內亞、薩摩亞、

湯加，大家因為這個計畫一起在日本相遇了，透過這次的台日交流櫻花科技計畫

，除了學科知識上的

長進，也交到了很多

好朋友，感謝科技部

的用心，讓我們有機

會遇見彼此，回憶將

留存到永遠，不會輕

易遺忘那段共同有過

的精彩。 
 
7.師大附中/陳柏翰  

這次能參與到這個活動真的是十分幸

運！十分感謝日本科技部及台灣高瞻計畫

的協助！任我們有這麼良好的體驗活動，

真的學習到很多！在過程中印象深刻的莫

過於這幾個點：一是 JAMSTEC，全名日本

海洋研究開發機構，有很多先進的深海探

測儀器，如 URASIMA 深海探測器，他可

以精準的浮在距海底一百公尺的深度並以

雷達掃描周遭海底地形，而且精準度十分

的高，真是大開眼界；另外看到一個標本，是日本最新發現的一種魚，只知道是

黑頭魚類，聽說因為水壓降低魚身就會解體無法保存，這裡使用特殊的技術將保

存液加壓才得以帶回地表，相當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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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JAXA，因為本來就對太空十分有興趣，

這次去增加了很多衛星、太空站的知識，如

在衛星表面的保溫層居然是只用泡棉膠貼

上去的，理由是外太空沒有風阻，所以根本

不會脫落，而且這樣製作過程中拆開維修有

更方便，雖然是都合理，但是真的沒想到如

此高科技的東西實際包裝方法竟如此隨便，

果然在科學中，只要合理沒有事情是不能做

的！還有聽說在 2020 舉行奧運時，日本太

空站會放出一隻鋼彈機甲後面拉著「奧運加

油」的字樣，十分期待！ 
 

而在筑波大學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居然有自己的超級電腦！而且還

有兩台！一台是與東京大學合用的純CPU主機Oakforest-PACS，共 8208個Node，
計算速度 25PFLOPS（每秒 25 兆次浮點數運算）在 2016 年時是全世界第 14 名；

而筑波大學自己的超級電腦 Cygnus 共 80Node，計算速度也有 2.4PFLOPS，還有

約 40%的 Node 配備有 GPU，可以做高速的機器學習訓練計算；而反觀台灣目前

開放使用的超級電腦，由國網中心設置的 Taiwania（台灣衫），具備 630 個 Node，
而計算速度只有 1.7PFLOPS，這意思是，目前台灣頂尖科研使用的超級電腦計算

速度竟比不上一個東京郊區的大學自己建置的超級電腦！更別說只有機器學習

部分有需要用到 GPU 計算，一般的材料科學計算只需要 CPU 計算就好，而日本

兩間大學用的 CPU 超級電腦計算速度比台灣國家建置的超級電腦快 14.7 倍！  
 

接著船橋高校的行程是整個參訪活動中最最有與日本人交流機會的時間，而

整天卻有極大部分的時間在跑行程，根本沒時間跟日本人好好交流，真的覺得十

分可惜！如果互相多熟悉一些再交換聯繫方式應該互動會更熱絡的！先不提這

個，日本高中給人的感覺真的十分有動漫裡的那種氣氛，雖然我想他們平日應該

也是深陷在教育制度的苦海中吧！但他們的社團活動真的十分熱絡，一堆人午休

時在社團辦公室一起吃飯聊天，感覺整體對社團的觀感就不是像台灣「不好好讀



25 
 

書去什麼社團」這種心態，台灣的教育...唉...。不過有一點值得提起的就是，日本

人普遍英文很差，我們去參觀時，他們每人手中都拿一台翻譯機，而且很多我們

覺得簡單的單字他們都聽不懂，剛開始我覺得十分困惑：為什麼如此國際化的國

家英文竟不普遍呢？後來打聽到原因卻不禁肅然起敬，原來日本人民族意識十分

強，他們認為：外國人進日本也沒有學日文，那為何我們卻要配合你們學英文呢？

認為日本人沒有義務需要學好英文，那畢竟是外來的。 
無論如何，十分感謝高瞻計辦的老師們還有科技部的各位長官任我們有這個

開拓視野的機會！也感謝所有帶隊老師的照顧！ 
 
8.師大附中/鄭宗弘 

筆者於此次訪問中，在各國科學研究上有一些觀察與想法，會藉由此心得描

述並說明。我們在這篇心得中主要以其他國家高中生的科學發表及日本高中生的

兩篇科學研究為主題討論。首先，筆者需先高度肯定我國在科學教育上所付出的

努力，也高度認同我國同學在製作海報、口頭發表上的能力（或許這種能力背後

代表的是我國的科展競賽體制已十分成熟，進而各校或各縣市政府有良好的訓練

體制，但筆者不敢妄自斷言）。我們可以在當下的發表會場發現：除臺灣以外的其

他國家，海報的排版或整體的設計概念都不太成熟。以下方三張圖說明（左方為

臺灣同學之發表照片，中間及右方的圖片為他國同學之發表照片） 

     
若更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在主題選取上來說，其他國家的學生大多選擇一個

已知的科學事實，或者針對一個科學主題的資料蒐集作為此次發表的題材，而臺

灣學生則更趨向於選擇自己的科學研究，或者自己團隊的研發項目作為題材。這

幕顯示了我國學生在科學方面的成熟度及高度。筆者在參與國內的科展競賽，可

以發現大部分的學生並不覺得自己的學術能力出眾。但在筆者觀察到這幕後，認

為我國學生（此非指本團學生，而是更廣義的一般學生）應該對自己的能力更有

自信，畢竟就算在科展的會場看起來並不出眾，我國中學生的研究水平也遠遠超

過其他國家（如此良好的科學基礎也讓本國 ISEF 代表隊在平均得獎率 2~3 成的

分布下，拿下了 9 成的得獎率）。 
或許有人會質疑：本次同我們前赴日本參與計畫的國家，以國家開發程度

上來說與我國還是有些差距。若直接比較他國與我國的學術水平，對其他國家

不公平，也無法說明我國的高中生學術水平是否真如前段筆者所訴說的如此傑

出。因此以下我會以日本高中生所做之研究來相比較，並比較兩方科學研究上

的差別。本次筆者去日本參訪，在海報發表的科學研究部分，僅觀察到二篇，

雖說如此的量難以讓我們斷言一些事情，但就結果來看，也不失為我們觀察日

本高中生的科學研究能力的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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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些對我國科展教育不熟悉的一般民眾，或許會認為這兩篇作品所展現

出的科學已達到一定高度。但恕筆者直言，若這兩篇作品是臺灣學生完成的，並

將其投至我國的科展體系進行競賽（甚至是國中組），其所展現的科學實力是不可

能讓他們獲得縣是代表權並晉級全國科展的。上方那篇作品的研究目的與動機不

明，做出來的結果並不深刻，也沒有其重要性，其第三段的 Extension 證明上還有

邏輯上的瑕疵。下方那篇作品，對能力稍好的高中生（筆者非常有自信敝校有數

百個學生符合所謂的能力稍好）來說，僅只是個無聊的計算題目而已。因此，筆

者在此可以非常驕傲的說，以亞洲國家而言，我國的高中生研究已然身在領導地

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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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暨大附中/張耀宸 
從櫻花計劃的行前說明會的時候，大家才認識不到幾個小時，就要完成一整

首歌的表演，真的有點難度，但是大家還是同心協力的一起編完了整首歌的表演。

回去後大家也花了差不多一個月的時間去背歌詞和練舞，中間還有大部分的人要

考期中考和讀書。在出發前一天的行前會的時候我們也花了三四個小時的時間去

修改表演的舞蹈和製作表演時需要的道具，還拿了上次計畫學長姊們做的道具來

用，不知道下一次的學生們也會不會拿我們做的道具來使用呢？隔天早上 5 點就

要結合出發前往桃園機場，真的很累，大家早上看起來都是一副沒有睡飽的感覺。

到了日本後先去聽了說明會，然後就突然說要自我介紹，害我很怕因為是要一位

一位起來自我介紹，結果兩國兩個是面對面的自我介紹，自我介紹完後就回到飯

店休息了。 
在後來的五天的行程其實真的蠻累的，有的時候都要 5 點就起來，又因為時

差的關係有點不適應，不過櫻花計劃拍的行程真的都很有趣，不只有讓我們學習，

還有參觀許多日本的景點，像是第二天參觀的海洋研究開發機構和第三天的

JAXA 及第五天的科學未來館，看到了很多平時在學校上課根部不可能有機會看

到的衛星、探測器、機器人和海洋生物，也學到很多老師平時在上課的時候不會

教到的事物，還有就是參觀的兩所大學和一所高中，兩所高中讓我們了解在日本

大學都在做什麼研究，感覺和台灣的大學有很大的差別，例如台灣的大學生感覺

就是為了找到好工作才上大學讀書，而日本的感覺就是因為是自己喜歡的興趣才

去學的。而日本的高中和台灣的也有很大的差別，比較各式各樣的課程，讓日本

學生們更能夠找到自己喜歡的興趣不像台灣就是一直不斷的重複讀書和考試。 
等到了最後一天的結業式表演完後，我才突然的意識到明天就要回國了，時

間真的過得很快，剛開始來的時候還覺得 7 天很久，沒有想到一轉眼就要回國了，

真的很捨不得和大家分開，好不容易才開始和大家變的更熟而已，卻又要分開了。

對了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去的這幾天吃的好住的也好，我覺得我回來的時候都有

點變胖了。真的很感謝櫻花計劃的所以老師、同學和工作人員，大家真的都辛苦

了！ 
我相信大家都在這次活動真學習到了平時學不到的事情，不是光只有知識方

面而言，其實從說明會開始就可以發現每個人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有的人很有

領導風格、有的台風很好上台看起來完全都不緊張，有的人很會照顧別人，櫻花

計劃這其他 29 個人們每個人都有不同的特點，可以讓我去學習，真的很感謝駱奕

凡老師給我這個機會然我參加櫻花計劃，也希望未來的櫻花計劃也可以辦的越來

越好，能夠讓更多的學生學習到不一樣的事物。 
 

10.暨大附中/黃俊皓 
「天下無不散的筵席」，我回眸，再看一眼熙來攘往的機場，成群的旅客正以

極快的速度在我腦海裡幻化成色彩繽紛的拼圖，拼成七天令我畢生難忘的旅程。 
第一站，是宗教氣息濃厚的神奈川鶴岡八幡宮和鎌倉大佛，具有日本傳統特色

的鶴岡八幡宮和莊嚴肅穆的鎌倉大佛結合了歷史的更迭興衰，祈求平安的日式御

守和中國自唐朝即傳入的巨大佛像表現得文化融合在創新的價值，也讓我感受到

心靈的洗滌和寄託，而賽錢、鞠躬拍手等傳統禮儀更在我心中留下深刻的印象，不

愧是日本頗富盛名的宗教聖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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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是這次計畫中最讓我大開眼界的 JAMSTEC(海洋研究開發機構)，除

了各式各樣的探測儀器和潛水艇之外，包羅萬象的海洋生物標本在我眼前如跑馬

燈般輪番放映，讓我發覺海洋科技的進步和生物保育的重要性，如果面對日漸惡化

的環境我們仍然袖手旁觀的話，在不久的未來，以後的人們都只能從博物館裡看動

植物標本，真實的生物反而成為所有人的奢望。 
第三站，是帶領我航向未知世界的宇宙航空研究開發中心 JAXA,新奇的太空

器材、逼真的模擬研究室和太空中心規模龐大的事物開啟了我對太空塵封於未知

的視野，也讓我以探索神秘的宇宙為志向，而最令人感到不虛此行的則是重頭戲－

真正的火箭，他是我夢想中的基地，也是開啟我對太空知識追求的起點。 
第四站，是諾貝爾獎得主梶田隆章先生的演講，他闡述了研究微中子震盪時的

困難和失敗，但鍥而不捨的精神和一次又一次的嘗試讓我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必須

先有非常傑出的科學素養，才可能以超級神岡探測器搭建了理論和現實的橋樑，突

破了科學界的瓶頸，也在諾貝爾獎的名單上留下一段膾炙人口的佳話。而他對研究

的熱情和秉持著謙遜的態度更令我感到敬佩，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吧! 
第五站，是頂尖的教育環境-東京城市大學，由最優秀的教師團隊帶領著最積

極的學生，在教與學得互動中呈現在他們熟練的介紹各個科系的學習內容，讓我體

驗到大學專才的課程，也發現了特別替人著想的圖書館專區，如此貼心的設計，反

映了日本人的特質；而超級電腦和生物研究室更讓我看見專業的力量，希望有機會

可以親自去操作體驗。 
這次旅程的最後一站，是各國極富特色的歡送會表演，其中最令我印象深刻的

是緬甸的表演，他們精彩絕倫的隊形變化和純熟又華麗的舞蹈動作呈現了富有藝

術價值的傳統服飾，因此我也深深的體會到：最美的文化特色和溫暖的人情味，十

分值得我們用心去保存、去發現。還有其他像印度，東加，巴布亞紐幾內亞等來自

世界各地的國家，也都帶來了來自世界各地的表演，真讓我意猶未盡。 
最後我要感謝這幾天為了能讓行程順利而努力的 JST 團隊，各個學校的領隊

老師還有在這幾天從互不相識到大家打成一片的同學讓我在這 7 天內留下了永生

難忘的記憶。 
 
11.台中女中/王思閔 

七天，一下子便過去了，猶記得第一次踏上日本土地上時，心情澎湃且期待不

已的我在心底發誓要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努力學習。回國後，曾有同學問我此行的價

值性在哪？我便笑著回答:寧願再花一個禮拜補課業進度，我也想再參加一次櫻花

科技計畫。這次之旅令我結交了不只本國甚至國外友人，也使我對科學研究方面更

有認知，進而改變及擴大我對未來大學校系的選擇。 
首先，在千葉縣縣立船橋高中的參訪中，認識了一些日本同學，回臺後依然保

持著筆友關係，互相分享彼此的日常生活。而在這七天中，也跟各國學生有初步交

流，現在藉由通訊軟體把關係延續，深深將我的華人世界劃出一道繽紛的割痕，不

再封閉且狹小。未來館的毛利衛館長說過一個觀念，我們應打破疆界，攜手發展我

們共有的地球。我想我們已經達成了最為重要的第一步。 
除了文化交流，在各機構的參訪中，其展示的專業及背後的實驗精神更為我開

闊了新視野。 
先從我熱衷的生物、醫學、及 AI 科技說起，第一天的 JAMSTEC(海洋研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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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機構)展示了深潛艇的模型跟構造，而他們蒐集的深海魚類標本室是我這個生物

控放飛自我的好去處。第四天的毛利館，我彷彿真的看到了「未來」，先不論他們

一個個展示廳配合科技詳細介紹的展覽主題，光是一個機器人的走路、踢球表演就

已經振奮人心，同時也是現在 AI 科技的發達程度的最佳體現。而同樣在第四天，

下午的醫藥博物館結合科技，將制藥過程和機制用簡易遊戲清楚呈現，這個參訪是

我永遠無法忘懷的經驗，也開啟了我對製藥方面的興趣。 
接下來的宇宙航空方面行程，不斷為我揭開浩瀚宇宙的神秘面紗，使我感到興

奮不已。起初，在第二天的 JAXA（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參訪中，巨型的火箭、

衛星模型以及太空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介紹，讓我初步的了解此領域發展的艱辛及

偉大，而經由毛利衛館長（曾是一名太空人）的座談後，他的人生經歷及經驗分享

更喚起我們對浩瀚宇宙的無限想像。 
其中穿插的物理方面研究也令人收穫良多。最深刻的莫過於梶田隆章教授的

演講了，雖然其中的一些理論知識尚未明瞭，不過仍是可以看到他跟他夥伴為了觀

察微中子震盪所付出的種種努力，展現出我們都該學習的實驗精神。而之後在東京

城市大學由專人帶領參觀的三間研究室:分別展示使用液晶 3D 眼鏡的影像技術、

透過光線或射線偵測物體表面型態的實驗器材及引擎方面的研究，都使我大開眼

界。 
上述行程的豐富度及寶貴，我想每個成員都深有領會，雖然這次赴日之旅已然

結束，但卻也同時開啟我們人生的另一條路。最後，我想特別感謝 JST 團隊為我們

做的這一切，沒有如此親切又專業的翻譯人員，我想我們也不會有如此精彩的體驗，

也很感謝此次帶領我們的各校老師及一路上的小夥伴們，因為你們，活動才能圓滿，

不留遺憾。 
 
12.台中女中/陳俠君 

在日本的七天，轉瞬即逝，卻又深深的刻印在腦海裡。 
  有幸能參與這項計畫是我想都沒有想過的，在過程中，我不僅與同行的同學

們建立了深刻的友誼，更鼓起勇氣與各國不同的學生交流。而在日本的所見所聞更

是令我大開眼界，從乾淨的街道、古色古香的神社，到先進的科技、偌大的校園……，

一點一滴都成為了珍貴的回憶。 
  於是，我愛上了日本，這個文化與科學並茂的國度。 
 相見歡 
  第一天便以特別的方式與其他六國的學

生自我介紹，在短短的 40 秒內除了要將自己最

希望別人知道的信息傳達完畢，還得互相交流一

番，這時時間與內容的掌握就變得非常重要。整

個會場充斥著笑聲及英語交織成的對話，匆匆忙

忙地，幾十位新面孔從眼前一閃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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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文化之旅 
  說到日本，便不得不提起壯觀的神社及

獨特的禮儀、建築風格。不只踏進了鶴岡八幡

宮，完成了我的參拜初體驗，在那之前更學習

日本人用一勺水洗淨雙手並漱口。在淺草參觀

時，除了與醒目的雷門合照，還求了兩次籤。

我清楚記得兩次都抽到了大兇，使我擔憂不

已，便在繫完籤詩後買了一個消災的御守。 
  順道一提，我也學到了不少日本的禮儀。最

使我印象深刻的便是在街道上行走時，日本人習慣

靠左行走。這不禁使我感嘆，這個國家不僅街道乾

淨整齊，連通行都這麼地有秩序。 
 科學新知 
  這整個計畫最著重的部分，不外乎就是日

本先進的科技。在 JAXA 一睹了逼真的人工衛星模

型，滿足了我對宇宙開發的想像；在未來館親眼觀

賞了 AI 機器人唱歌、跳舞及踢球，還學習到 IPS 細

胞的原理與應用；在筑波大學參觀了傳說中的超級電

腦、見識到東京城市大學學生的研究成果……。 
  不容錯過的是，與毛利館長和梶田教授的會

面。這兩位的演講中，不只提到了他們年輕時奮鬥的

經歷，也向我們展示了他們的研究成果。從他們的經

驗中，我學到了擁有目標且不輕易放棄的重要性，就像

毛利館長從小立志要上太空、梶田教授從看似失敗的數

據中發現了新方向一樣——“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successful,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do it.” (梶田隆章) 

 記憶猶新 
  我最慶幸的事情，便是能夠透過這個計畫認識

這些善良、認真的老師及同學。雖然相處的時間僅有短

短的七天，卻因為身處國外的關係，培養了深厚的革命

情感。在參訪的過程中，我也看到了台灣同學突出的表

現，以及老師們盡責帶領的模樣。因為是各校選出來的

學生，因此每一位都很優秀，使整個日本行更加的愉快

及難忘。我也交到了許多興趣相同、觀念契合的朋友。 
  還有，能夠代表全體在東京城市大學致詞，是我

最難忘的小插曲。感謝那些陪我練習、替我加油的小天

使。 
  當然，我也遇到了不同國家的人們。即使我們的

文化背景不同，但卻因為這個計畫聚在一起，實屬難得。

毛利館長說過，界線是人類創造的。我們應該學習互相

接納、合作，打破彼此之間的分界線，共同攜手打造更美好的世界。 
 最後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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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HP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它不可否認地替我的高中生涯畫上了鮮豔

的色彩。同時，我也感謝參與計畫的每一個單位、人員，因為他們的細心策畫，才

使得這個活動能圓滿落幕。 
  2019 的 5 月，我踏出了舒適圈，迎來了新的人們、新的視野、新的體驗。 

   
13.大同高中/張雅筑 

這是我第二次到日本，上次去的是日本的沖繩，日本濃厚的人情味、整齊的街

道、估藍色的海洋從那時就一直令我念念不忘，過了 6 年，當年的夢終於實現了！

很喜歡日本的我，非常很喜歡櫻花科技幫我們規劃的一切～坐巴士到東京交流會

館的路上一直到坐巴士到成田機場的路上都有山西小姐和小林小姐的陪伴，真的

很感謝他們！在車上原本尷尬的氣氛因為有他們熱情分享他們生活中的趣事及生

動的介紹日本的一個個景點，大家都開始活潑了起來(﹖)也感謝與會的所有老師，

解決大家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問題，也積極的幫助大家，我差點遲到時幸好有老師的

協助和打電話提醒，才及時趕到現場。我最感動的是，即使不是同組的學生，老師

仍很有耐心的幫我解決問題，像是教我使用國際漫遊、幫我找不見的 SIM 卡和 SD
卡，雖然那時我不確定到底是不是我的，但他用詼諧有趣的口吻告訴我也許會看到

別人拍到的特別照片，也是種意外的收穫！也用數學的方式告訴我，若掉在我位子

附近又剛好是 SIM 卡和 SD 卡，有百分之 90 的機率一定是我掉的。我忘記表演的

動作時也微笑的輕拍我的頭告訴我這樣站在第一排會很尷尬，而非用沉重的語氣

責備我﹔老師在大家參觀時用專注且認真的神情說明著我聽不懂的專有名詞和原

理…那些和老師們相處的時光都覺得歷歷在目呢☆他們都幽默、有智慧、關心學生

的狀況，真的很有榮幸可以遇到他們！也很高興可以遇到這群櫻花科技的小伙伴

們，每個人都很謙虛但很聰明，不禁讓我想到鐮倉大佛的寧靜致遠，真實智慧的虛

懷若谷。高二高三的學長姐們也不厭其煩為問題一向很多的我，用許多不同的比喻

及淺顯易懂的描述讓我了解。希望我以後也可以跟他們一樣能將自己所學知識完

整的讓不懂的人了解！大家也在我需要幫忙時伸出援手，像是幫我提行李、很重的

蘇打餅、幫粗心的我把包包關上、提醒我在機場檢查時要注意不能把小刀放在隨身

包包，水也要倒乾淨…，看似平凡卻一點都不平凡的 30 個人為我的記憶增添了無

價的寶藏！還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和印度女生一起玩～猶記某日在全家外面用餐

區坐著等飯店洗衣機的我及另外 2 位室友，受到印度女生們的邀請，和她們一起玩

遊戲也到他們的房間去聊天、玩 uno 他們超熱情也和我們分享了印度生活的特別

習慣，也和我們分享只在特殊時節會吃的一種小餅乾，那入口即化的內餡真的是人

美味呀☆除此之外，我也收到了來自各國的小禮品～有緬甸的小包包及可愛的小手

鍊、印度用竹子製成的包包及筆筒，讓喜歡異國風情的我超開心☆最後我想感謝櫻

花科技的舉辦及工作人員、台灣的科技部、這幾天中幫過我的日本人、在各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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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的人員和工作人員、高瞻計畫的老師們，謝謝你們帶給我彷彿踏入仙境的這幾

天！！辛苦大家了～ 
 
14.大同高中/陳禾家 

其實這個活動在本校並沒有被大肆宣傳，雖然校網有公布，但知道的人還是不

多。對於平常沒有在逛校網的我來說，原本是不可能知道這個消息的，不過剛好上

一屆參與的學姊是我社團直屬，透過他我才在面試三天前知道這個活動。當時他跟

我說:「這個活動非常棒，就算熬夜準備面試都值得。」，就憑著他這句話，在僅剩

的兩個晚上我都準備面試到非常晚，而當最後錄取名單出來時，真可說是鬆了一口

氣。 
我想這個活動的開始應該算是 4/27 的行前會吧，這個行前會也許對某些人來

說並不是很重要，但對我來說卻意義重大，在那裏遇見了來自全台的優秀高中生，

有些人雖然來自分數比大同低的學校，但他們的程度卻絕對不比我差，有些甚至比

我還強很多，更不用說其他本身就很強的學校，各種奧林匹亞選手及科展進全國都

有，這讓我感到挫敗，讓我感到不甘心，因為平常在我屬的環境中，就算我不是最

好，我都算是前面的一群，但到了這裡，面對一群強者，會不知不覺地開始思考自

己到底有哪些地方能夠贏過這一群人，有哪些是自己的優勢，再思考過後我得到的

結論是:無。這使了解到自己的不足，還有讓我得到努力的動力，我想這也是我在

這整個計畫中學到最寶貴的事情之一。 
由於行前會見識到了大家有多麼的強，在出發前不免有些緊張，怕自己在不管

是英文能力或是討論中無法跟上其他人快速的步調，還有怕自己無法與陌生人妥

善相處，我平常是一個慢熟的人，到一個陌生環境時總需要將近一個月的適應時間，

才會開始講話、與人接觸，但我知道這個活動只有短短的七天，並沒有時間讓我慢

慢耗，如果不好好把握機會，只會留下一輩子的遺憾。我現在很慶幸我當時所做的

決定，認識了好幾個投緣的朋友，他們肯定是這趟日本行我另一項重大的收穫，他

們在這幾天教我的態度、帶給我的快樂、跟我分享的事，以及給我的照顧，都會永

遠留在我心中，期待在為來的某一天，還能與他們相見，尤其是彰化、台中以及高

雄的朋友們 
再來講到國際交流，日方今年好像特地安排了更多讓我們能跟其他國家學生

講話的機會，像是第一天尷尬地轉圈圈自我介紹，完全在培養我們跟陌生人尬聊以

及講幹話的能力，雖然是這樣說，但其實這個活動還是有它的好處的，一來可以先

看清各國女生的長相，以利日後拍照選擇的參考，二來能讓我們能練習英文口說，

在台灣我們是很少能接觸到全英語環境的，至於開口講英文的機會更是少之又少，

透過開口與對方聊天的過程，也可以更深入的了解該國高中生的文化，像是喜歡的

歌手、流行的運動，還有未來的志向(大概有一瓣都想當醫生)等等，整體來說雖然

有點累，但還是滿有趣的，也因為這個活動，日後不管是在飯店還是街上，只要看

到有戴粉紅色名牌的，我們都會互相使出尷尬的眼神以及微笑，有些熱情的印度女

生，甚至還會在晚上及體察我們台灣團顏質擔當徐先生的房，搞的徐先生晚上都不

敢出門，想必他應該不太喜歡這個自我介紹的活動。 
最後，我必須很遺憾的說，如果這次計畫的目的是增進科學知識的話，似乎沒

有起太大的作用，不過若是要讓高中生彼此達到學術交流的話倒是很成功，在一開

始大家彼此還不熟時通常都會使用自擅長的東西來開話題，而大部分人提的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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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大家會分享自己科展的題目以及研究動機方法等等，雖然我並沒有在做科展，

但聽著聽著也讓我收穫不少，如果未來有需要或是想要嘗試的話，他們絕對會是我

請教的對象。 
感謝科技部以及學校給我這個機會參加這個計畫，希望在這幾天學到的東西

我會永遠記得，明年我一定會鼓勵優秀的學弟妹來參加，不過當然是要在我們學校

有名額的狀況下啦! 
 
15.彰化高中/黃煥凱 

從好久前就開始準備的這趟日本旅行，落幕了。記得當初我們第一次見面，發

現大家很能聊，讓我放心不會尷尬了，大家在討論事情的積極度也很高，一起完成

編舞、一起練舞、一起做道具，最後的表演也很成功，這都是大家努力而來的。 

    
行前會當晚我就與室友談了很多，但冷氣似乎有點冷，隔天竟然開始流鼻水，

所以我到日本的前幾天身體一直不太舒服，還記得我在日本買的第一樣東西居然

是感冒藥......但我還是努力地參與活動，吃藥後幾天果然好點了(日本的藥藥效真

強)。剛開始的交流，與各國學生交流，他們年齡層很廣，最年輕的甚至有 14 歲，

我 14 歲不知道在幹嘛……之後有人統整了他聽到的很多外國學生的共通點，許多

人想在未來從事醫生職業，怎麼跟台灣很相像？似乎很多人認為醫生是很神聖(賺
錢)的職業，應該說很多人的興趣剛好是當醫生吧......一開始聽到要跟他們交流，有

點害怕英文能力不足，但沒想到我們都能互相理解，真是太感動了 XD，到最後反

而覺得時間不夠讓我們認識彼此。在最後的宴會，我們可以互相交換名片，自由的

聊天，也欣賞到很多有當地特色的表演，但令我納悶的是，為什麼老師們覺得表演

要用英文，只有少部分中文？其他國家都用自己的語言唱歌，一定要他們都聽得懂

才較表演嗎？但最後我們的表演還是獲得了掌聲與喝采，這一切也都不值得斤斤

計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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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日方很貼心，提供我們中文導覽人員，小林老師跟山西老師人都很好，對

我們很關心，希望他們在未來能繼續當台灣團的導覽員。 
但對於各研究機構的參訪，他們畢竟不是專業的人員，要提供很細部的翻譯是

有困難的。雖然日本都有貼心的英文注釋，但我還是希望有一定程度的口頭導覽，

且導覽人員能夠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否則答不出來會很尷尬，哈哈。不過，親眼

見證日本宇宙航太科技的發達，讓我心生敬佩，希望台灣也能跟其一樣，對於此領

域的研究能更興盛。 
筑波大學參訪時，校方請了一位台灣過去的學長來與我們交談，但他知道的竟

出乎我們意料地少，他不了解高中畢業如何申請進入日本大學，因為他高中就在當

地就讀，所以難以提供我們充足的資訊。我本身在現階段並沒有到日本就讀大學之

打算，而且在聽完學長的講解後，我並不覺得台、日的大學生活有差多少，不會吸

引我前往日本大學。 
東京城市大學則帶領我們參觀大學實驗室，讓我手摸得到實品、眼看得到操作

過程、耳聽得到講解，真的很棒。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3D 眼鏡(其原理與一般的 3D
眼鏡不同，僅針對鏡片做改變，投影方式則是一般投影方式，鏡片的設計別出心裁，

很有趣。)我真心認為，若是大學參訪全部時間皆為參訪其實驗室，那就是完美了。 

        
高校參訪，我認為時間過於短暫，希望安排一整天的時間，像我是分配到茶道

與手工藝，但我也想體驗花道與和服，如果時間多一點，或許就有機會了。若是前

述無法達成，我覺得至少要讓我們與日本學生相處時間增多，或許可以讓我們跟他

們一起上課，當然是活動課、社團課、實驗課，一些不用太多日語的課，可以與台

灣既有的上課方式做比較，也能更靠近日本學生進行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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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山附中/陳莉穎 

很榮幸我能夠參加此次的日本櫻花科技營，在剛開始得知此消息時，我心裡是

又高興又害怕，很開心這麼難得的機會落在我身上，能夠和別國學生交流、參訪日

本各式各樣的研究機構、與來自台灣不同縣市的菁英們一同旅行，這樣種種的機會，

何止是難得，得到這個機會可以說是難上加難；但這也是我第一次參加像這樣的活

動，難免心裡會有一些負擔，因為要跟來自台灣的學生們一起出國，還可以和其他

國家的學生交流，在學科表現上是需要一定程度的。不過既然有此機會，何不嘗試

一下呢？ 
在這整個櫻花科技計畫的安排下，我真的非常滿意，不僅有觀光旅遊的行程，

也參觀了許多研究機構，還參訪了高中、大學，整個行程安排得非常充實，在參訪

了研究機構後，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像是在 JAMSTEC 參觀的深潛器，這是我第

一次知道如何測量海底地形，以及此類型機器的原理，還有在展覽室參觀的模型、

標本等等都非常特別，像是在生物展覽室裡，大多都是海底生物，外型都非常奇特，

還有一隻疑似未被發現的海底生物，正在確認品種中，雖然展覽室裡無法拍照，我

大概除了此次機會，也很難再有第二次看到這些生物的時候，所以這樣難得的經驗

我此生也不會忘記。而在第二天參訪的 JAXA 中，也是非常特別的一次經驗，我在

今年一月時已經拜訪過 JAXA 了，但是是以遊客的身分，而這次不一樣的是，我們

看到了很多遊客看不到的內容，像是控制室，它可以與 NASA 和 ISS（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等國際太空機構聯繫，身為一個學生，儘管只能夠隔著一層玻璃看

到此景象，我已心滿意足。除此之外，在這次參訪中，我也了解到當太空人的辛苦

與過程，不管是在 JAXA 或是未來館看到的太空人簡介，我心裡都感到由衷的佩

服。而未來館裡的展示及設施也讓我嘆為觀止呢！裡面不僅有梶田隆章教授在演

講中所提到的實驗模型，在一樓大廳上還高掛著一顆有ＥＬ顯示器的球體顯示屏

幕，用此屏幕可以呈現出太空上看到的地球樣貌，不僅如此，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

不一樣的主題呈現出來，是個非常棒的設計。除了展示內容外，還有 Asimo 機器

人的表演，此機器人非常可愛，不僅會唱歌、對話，還會踢球。在整個參訪機構中，

我是非常喜歡未來館的，很可惜參觀時間較少，也希望以後有機會到日本能夠再次

拜訪未來館。最後參觀的醫藥博物館裡頭的設備也是非常具有未來感，原先聽到裡

面不開放拍照，我是覺得蠻不合理的，但當我們進到裡面聽完解說員的介紹後，如

果我是創辦人，我也不會想開放讓訪客拍照，若要使用博物館裡的設施，就必須使

用磁盤當作鑰匙才能進行設施的使用，並且利用醫藥的知識與遊戲結合，可以讓學

生們更融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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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參觀研究機構外，學校參訪更是重要的行程，首先高中參訪的是千葉縣立

船橋高中，每次只要參訪日本學校，都非常佩服他們的管理，不管是大型活動還是

小型活動，大多的行程是由學生主持，很少有老師主理活動，還有他們的合唱團表

現非常驚艷，不管是高音部還是低音部聲音都非常洪亮，不會退縮，也感覺得出來

他們有把校歌所要表達的精神給唱出來，我這次的高校的體驗行程有茶道和摺紙，

這是我第一次體驗茶道，也是第一次品嚐茶道所泡出來的茶，腳也跪到非常麻，不

過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驗。而摺紙課程則是學習摺紙鶴，也可以和日方學生在課程

進行中聊天，他們也很用心的幫每人做了一隻小紙鶴送給我們，非常可愛。除了體

驗課程外，還有各國學生的專題講解，專題製作是我目前正在進行的行程之一，能

夠在日本看到不同國家、不同學生所進行的專題內容，當然要好好把握機會，雖然

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將所有專題看完，但這也讓我有更強大的動力繼續進行我的

專題研究。除了參訪高中，也參訪了兩間大學，第一間是筑波大學，在此有來自台

灣的學長姐跟我們進行經驗分享，還參觀了超級電腦，在參觀超級電腦之前，也就

是參加 SSHP 之前，我完全沒想到超級電腦佔用的空間是如此的龐大，一台超級電

腦需要一間房間才夠，並且是冷氣房，超級電腦搭配超級冷的房間，我此生難忘!
而另一間大學是東京城市大學，在此，向我們介紹了許多留日的注意事項及方法，

也參觀了不同的研究室，還有他們學校的圖書館。能夠有此機會參訪日本高中、大

學，我真的感到非常開心，這幾天在日本學到的事物是不會被我遺忘的。 
而參加此活動最讓我感到榮幸的是可以聽到諾貝爾得獎主-梶田隆章教授及日

本首位登上外太空的科學家-毛利館長，兩位研究學者的演講，而在聽完兩位教授

的演講後，我覺得兩位的風格差異慎大，尾田教授較偏向學術派，演講的內容是關

於微分子震盪的研究實驗，介紹了一些專有名詞的定義、實驗過程及遇到的困難等

等，較具專業知識，也較難懂，不過也只有專有名詞難懂，演講內容經由簡報就可

以大致上了解，而最有印象的一句話，也就是演講的結尾，我非常喜歡：「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don’t hesitate to do so. Yes, you can.」。而毛利館長的演講內容較偏

向務實派，館長的演講內容是有關於為何他想成為太空人、一些太空實驗、太空設

備、還有從太空看地球的感受等等，而館長也提出幾個問題：太空的黑是怎樣的黑？

地球的藍到底長怎樣？這些內容非常吸引我，也就是因為這幾個問題，讓館長想成

為科學家，登上太空一探究竟，聽完館長的演講後也使我覺得外太空好像是人生必

去的一趟旅程呢！ 
能夠參加此計畫，我真的備感榮幸，在這七天的行程中我學到了很多，也交了

很多新朋友，不管是學術上的知識，還是旅遊上的經驗，我都會將這些記憶好好保

存。從與台灣學生第一次見面的生疏陌生到最後一天依依不捨的道別，還有和其他

國家學生的互動從剛開始的冷漠到後來變成總是面帶微笑迎接他人，甚至一起玩

團康遊戲、跑到印度人房間聊天玩遊戲，她們衝進我們房間道別等，都是非常難得

的經驗，這次能夠參加櫻花科技營，我個人覺得收穫到最多的除了學術上的知識，

其實還有心態上的轉變，能夠和台灣其他學生們一起參加此活動，和別國菁英們一

起交流，而我是否可以再精進自己的實力，不管是英文能力方面，還是學術知識的

強化等，都是非常重要的。 
 
17.中山附中/方翰儒 

我非常榮幸能參與這次的參訪活動，並能前往心中嚮往已久的寶地—日本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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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學生進行交流。在這次的活動中，我不但認識了許多外國朋友，更結交了來自

全台各地的菁英；不僅找到了志同道合的夥伴，更增長了國際視野並了解了南北及

文化差異；不但汲取了科學先進們的知識，更從中看到了先進的技術、設施，可謂

是收穫良多！ 
上師大集合的那天，雖然是抱著興奮的心情北上，但活動時卻仍然只敢跟已經

認識的人互動，不敢主動去認識新夥伴(覺得自己太弱小，怕會有隔閡、怕被瞧不

起，尤其是看到建中生)，但第一天晚上便被分到與建中生(冠寰)同房，不過相處後

發現其實沒那麼可怕，並且是從菁英們身上學習新知識很好的機會，與其畏縮，不

如勇敢面對自己的短處向別人請益，於是我便開始主動認識別的團員，不再蜷縮在

「舒適圈」內。 
在赴日的第一天，我便經歷整趟行程令我最心驚膽戰的時刻—英文自我介紹，

而且對象還所有的外國學生，這活動讓我發現了每個國家不同的腔調特色以及—
自己英文口說能力的不足……。因為在學校被訓練得只會考筆試而已，口說能力未

經訓練，自然差強人意啦！好險我還算有勇氣及耐心，還是能用不流利的英文與外

國朋友聊天，但也看到了學習上的盲點。不知道是不是命運的刻意安排，於日本的

期間我又與建中生(承寯)同房共寢，除了他之外，另一位室友是來自大同高中的禾

家。在一天的行程結束後，我們都會利用睡前的時間進行討論和分享，內容從當天

的活動、學業、專長、學校趣事等無所不談，這不只讓我們成為了親密的朋友、更

加了解彼此，更讓我們三人學到了許多知識並了解不同生活環境下生長的差異，這

可以算是在這次活動中令我最欣喜的收穫了！ 
在與外國朋友相處的時候，我本來都與他們保持距離，直到有一天吃晚餐的時

候，居然有緬甸的同學主動找我拍照，讓我嚇了一跳，並發現自己的被動與畏縮。

也因為這樣，我開主動去釋出善意，並嘗試去認識他們、了解他們，畢竟機會難得，

倘若一再的逃避與他們溝通，不只不會進步，更喪失了出外參訪的意義了！幸好我

做了這決定，也讓我認識了許多外國朋友，更讓我說英文時不再扭扭捏捏，敢主動

開口。 
這次活動中參觀了許多地點，也聽了許多演講與介紹，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還

是在船橋高中進行的體驗活動，因為我不但體驗了不同文化的藝術(茶道、紙鶴)、
看到了日本學生的研究成果，更讓我感動的是那份熱情以及與我不同的那份勇氣

(與外國人溝通)，我在那裏不只有文化層面的提升，更了解到如何設計活動、鼓起

勇氣等，也讓我知道英文不好不能當作不開口的理由。總結來說，經過這次的活動

後，我於各方面都有所學習(人文、自然、人際關係等)，也結繳了許多朋友，更知

道了自己學習的盲點與弱點。 
感謝在過程中帶隊的老師以及陪伴我們的翻譯老師，您們額外的補充和細心的

照護是這趟旅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成為了我學習的養分和基礎。也非常感謝同行

的每一位團員，我從你們身上學到了許多在學校學不到的事情，這趟旅程與你們相

處得很愉快，希望以後能有緣再相會。最後感謝科技部提供我這個機會出國開拓視

野，我會將這次學到的知識好好吸收，作為之後學習的經驗及養分，並設法回饋給

社會，讓這次的參訪不虛此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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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建國中學/陳冠寰 

與來自不同國家的學生交流絕對是本次計畫最特別之處，而有四個國家的學生

讓人印象深刻。首先是東加，一位來自東加第一志願高中的學生在科學海報交流的

表現讓我必須給上最誠摯的掌聲，他做的是一種東加傳統植物與人類心臟和腦部

影響的相關研究。這樣的研究讓人吃驚，而他卻能由淺入深、從他們的民族傳說切

入研究課題，讓我完全聽懂他的研究真的非常厲害。之後是印度，雖然印度學生的

英文腔調讓我們溝通慢了些，仍然阻止不了我們的交流。約莫八成的學生喜愛數學

物理讓我隱隱感受到印度理科的震撼力，然而，他們也不是只會一頭栽進課業的學

生，許多印度同學和我一樣都喜歡羽球或籃球，當聊到學術專業時，他們也不會讓

人覺得浮誇，反而縮短了我們彼此間的距離。如果說，印度還是個開發中國家，絕

對不是在學術方面！接下來是日本學生，最讓人驚豔的是船橋高校負責讓我們體

驗日本傳統文化的同學。船橋高校是千葉縣最好的公立高中，經查詢後發現他們的

偏差值高達 74，難度遠高於我讀的建中，可是他們展現出的禮數與態度讓我望塵

莫及。在體驗傳統茶道的時候，日本學生的一舉一動都十分嚴謹，她們在煮茶時和

奉茶時都是跪著的，在許多台灣學生都受不了時，她們還是泰然自若。奉茶時要順

時鐘轉碗兩次、跪著給我們茶還敬禮，她們沒有一絲抱怨、沒有一點嘆息。如果要

我們的同學這樣跪著接待來賓、給來賓體驗我們國家的傳統，相信大部分的高中生

給出的反應是：別想了、不可能。可是，在學業上如此優秀的日本學生卻做得到，

他們的教育成功了。還有，在摺紙體驗上也讓我深深感受到日本學生的耐心，當我

們組有人做不出來或是跟不上進度時，日本學生不僅耐心協助，更不會感到厭煩。

或許，求學除了知識之外，更重要的是態度，因為良好態度真的讓人感動。最後是

緬甸的學生，緬甸學生是我交流最多的，也給了我當頭棒喝。如果在台灣隨機找人

來問大概都認為緬甸是個落後國家，可是，當緬甸和臺灣教育都一樣將英文設為第

一外語，臺灣學生總是有著濃濃的亞洲腔、溝通時總是斷斷續續，緬甸學生卻總是

充滿笑容、英文標準流利的無法挑剔、自信灑於言行中。我在專題海報展時和一個

緬甸學生辦討論辦辯論氣候暖化的問題，由於我有參加地科競賽外加個人興趣，我

在氣候變遷上的研究可說是全國最深入的高中生之一，和同儕交流時，我在這方面

總是領先者，可是跟這位緬甸學生交流時，我們平分秋色。身為一個反氣候變遷提

倡者，我有著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論據，畢竟現在的地球均溫和古時期相較不算高，

地球經歷了大滅絕還是更進步。當我拿出了平時的殺手鐧：巨觀宇宙論來打算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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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緬甸同學居然用了人類學和人道觀點抵禦成功。我想，我當然可以繼續

用科學觀點繼續論戰，可是，滔滔不絕的尖端知識和數據瞬間變得冰冷，我們是感

情動物，我們國家的教育，少了人道、少了感性思考…… 
的確，從外太空鳥瞰地球看不到國界，我非常感謝日方的 SSHP 計畫讓我有機

會認識他國的菁英學生，即便活動結束，我們還是可以繼續切磋、繼續成長，培養

最重要卻最欠缺的世界觀…… 
 
19.麗山高中/林媫柔 

在到日本之前，我曾多次想像過會是什麼情形，我曾想會學到很多科學新知，

看到許多特別的研究工具、認識新的研究方法，這些我都真的有學到看到，但我沒

想過最令我印象深刻的是認識的人。 
到日本當天，我和組員在機場出關時比大家慢一些，一走出來到處都是人，遠

遠一看分不出那些是我們團員，哪些是日本人，正當我有些緊張時，突然有人對我

們講了一串話，我嚇了一大跳，愣了好幾秒才反應過來，他講的是中文，以口流利

標準的中文！他引導我們到一旁集合，我一邊等一邊想，真不愧是日本人，甚麼都

安排得很妥當，導遊會講中文，名牌吊帶是螢光粉的，遠遠就能看到，書包上要掛

名牌，護照、錢包裡要放聯絡資訊，避免遺失，真的是甚麼都幫我們想好了，真是

令人震驚的日本人。 
導遊是兩位優雅的小姐，中文講得很不錯，最讓我佩服的是，即使在講解到她

們不確定要怎麼用中文解釋的事物時，她們依然鼓起勇氣試著講，並虛心接受我們

的建議。每天晚上我們購物回來時都可以看到她們群聚在一角開會，經過一天是那

麼累了，還是滿臉嚴肅正經為我們明天的行程做最後的確認，只在我們偶爾經過時，

對我們微微一笑。這一周在日本能如此順利，全靠她們的認真努力，JST 的用心安

排，真的很謝謝她們。 
同寢室的兩個都是學妹，一開是超無奈，因為我晚上要趕報告，特別怕遇到那

種很晚睡的，沒想到一個超乖，回飯店就準備洗澡，寫兩題數學就睡覺了，完全就

是來自上個世紀的小孩！另一個和我一樣來自台北，而且又都是數理資優，特別有

話聊，對東西的審美又很相似，很快就變成好朋友了，晚上聊到兩點，購物時間我

們都一下就買完，開始各種瘋狂各種拍，遇到她們特別幸運，是回到台灣還會聯繫

的好朋友。她們在我在日本時給我很多協助，從陪我去買咖啡到晚上叫我起來，在

我忙不過來時幫我一把，早上提醒我注意事項，我特別感謝她們。 
在日本時我們每天都要在車上度過很長的時間，隔壁走道的男生是全國科展數

學科一等獎國際科展一等獎的大神，和我分享了許多關於科展的小知識，同時，他

是一個對事情很有看法的人，同時又對很多事情有了解，是一個有深度的人。 
最令我意外的人則是毛利衛先生，日本的第一位職業太空人。他和我想像的完

全不同，演講的主題也和我們的推測的完全不同，看到他形容太空的那種神情時，

我真的覺得一輩子不上一次太空就像白活了一樣，他說太空的黑和我們知道的黑

都不一樣，不是沒有光的黑，也不完全像黑炭的黑，那是一種空無一物的黑，沒辦

法用文字形容，只能自己體會。我原本就對太空充滿興趣，但我從沒像過要上太空，

我是一個很膽小的人，我只想待在地球上靜靜的看著星空就好了，也許當改進火箭

的科學家，也許當個地面控制人員，從來不想當太空人，可是看到他演講的神情時，

當他說到脫離大氣層時天空的顏色變化時，當他說到從太空看地球時，我真的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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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起了強烈的興趣，很難形容那種感覺，我只能說當下我突然覺得為了看一眼這種

美景，我死不足惜，我什麼都不怕了。他是真的很著迷於太空，著迷於當一個太空

人，以前曾聽人說眼睛是最騙不了人，他講到太空時眼裡有星光，照亮了他平凡的

臉，點燃了我們對成為一個太空人的興趣。 
在日本我並不是在科學領域沒有學到很多，相反的在各個研究機構的參觀擴展

了我的視野，讓我對多課本裡的知識有了更深的認識，讓我對做研究有了新的看法，

但我相信這些所有人都有學到看到，我更想記錄下這些也讓我學到很多的人，從

JST 的工作人員身上我看到了敬業的工作態度；從我兩個可愛的室友身上我學到了

如何和剛認識的人相處；從車上走道隔壁的男生身上我學到要對新知識有用不完

的熱情去了解，不要只對自己的領域花時間，未來會用到什麼知識我們並不清楚，

有機會學習就好好把握；還有上文沒提到的好多好多人，對旁人充滿關懷的建中男

生，懂得領導大家的「學姊」，教我橋牌的男生們，熱情的印度女孩等等。 
在日本，我學到了新的知識，看到新的工具，可我還學到好多好多，是一兩句

話沒辦法說清楚的，是與會的所有人教會我的，謝謝參與的每個人。 
 

20.樹德家商/陳璟欣 
5/26 早晨搭上前往桃園機場的巴士，在前往登機口的路上，老師也幫我們拍了

可愛的照片，登機後，一輛輛的飛機排隊等待起飛，機上有各式各樣的電影，還有

美味的餐點，轉眼間就到了日本，可愛的小林老師和山西老師，早已在門口等待我

們，接著大家一起前往說明會地點，India、Myanmar、Papua new guinea、Samoa、
Tonga 的同學已經在會議廳等待我們了!說明會中 JST 人員貼心的告訴我們許多在

日本的禮儀或注意事項，接著大家一對一的自我介紹及交換名片，結束會議後日方

體諒大家搭機剛到日本，就讓我們各自回到飯店休息和預習著明天的行程。 
5/27 早上我們前往鐮倉的八鐇宮參觀，沿途看到一位奶奶在做麻糬，就跟他買

了一個口感超 Q 彈的草莓大福。高德院的「鎌倉大佛」位於日本神奈川縣鎌倉市

的長谷，是一間佛教淨土宗的寺院坐落於大異山供奉，但其實原本的大佛在海邊，

因海嘯的沖刷而損壞，又建了一個大佛在這裡，提供遊客參拜。下午到海洋研究開

發機構的展覽館中，我們也看到了測試水壓的機器、海中不同高度的海洋生物標本、

潛水艙的操作的控制台和許多的船的樣本，另外他們也使用音響測深器、聲納等用

具測量和分析出海底地形。晚餐時間我們在擁有閃耀海景、大型商城與娛樂設施的

巨大人工島的台場吃了自助式晚餐，從餐廳的窗戶往外看就可看到自由女神雕像

和彩虹大橋呢! 
5/28 這天的行程我已經期待了好久「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園區正

門就可以看到 50 公尺長 H-II 火箭的實體，機構主要任務包括研究、開發人造衛星

與發射載具，及其它任務包括探測小行星和未來可能的登月工程等。其中波宇宙中

心這個展示館最讓我驚艷，平凡無奇的外面，裡面卻好有氣勢，展場有: 日本放射

衛星、1975 年第一個發射的人工衛星 NASDA、2006 世界最大的靜止衛星、國際

宇宙站(ISS)中最大的實驗棟等…。 
5/29 早上在船橋高中跟日本同學一起上課，第一堂是茶道課，從跪姿、泡茶一

直到喝茶，都蘊藏著許多知識；第二堂是日本同學跟我們分享他們做的生物、化學

等…的研究，其中一個是發想於削下的蘋果皮所呈現的型態，還有瓶子中的液體透

過氧化還原作用而變色的實驗。最後一堂是摺紙課，我們學了摺紙鶴，每組都有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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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日本同學實際示範，輕鬆的學習環境上起課都很開心。 
5/30 在淺草寺前的仲見世通商店街中，從伴手禮、傳統工藝品到各式美食小吃

都應有盡有，最具特色的是現烤仙貝店、淺草名物人形燒等等，最讓我興奮的就是

一路上看到五花八門的和服，所以利用參觀時間，我也到一間專賣店，立刻入手一

套，不論是品質或是花色，還有和藹可親的日本奶奶專業的手法，都讓我超級滿意

的。 
5/31 期待已久的閉幕晚會即將開始，長官都致詞完，緊接著就是各國學生代表

致詞，可以從不同國家的詞句中，發現各國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差異性。最後就是重

頭戲，各國準備的表演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緬甸同學準備的表演，輕快活潑的音

樂搭配上年輕有活力的舞步，以及每個同學身穿傳統服飾更是突顯其國家特色。 

  

5/26 台灣桃園機場準備出發 5/26 抵達日本成田機場 

  

5/26 各國同學相見歡 5/27 參觀鎌倉八幡宮 

 

 

5/27 高德院鎌倉大佛 5/27 海洋開發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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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自由女神雕像和彩虹大橋 5/28 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 

 

 

5/28 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 5/28 筑波大學參觀 Super Computer 

 

 

5/29 千葉縣縣立船橋高中-茶道課 5/29 千葉縣縣立船橋高中-摺紙鶴 

 

 

5/29 千葉縣縣立船橋高中-交流時間 5/29 諾貝爾物理獎梶田隆章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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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日本科學未來館 5/30 第一三共株式會社醫藥博物館 

 

 

5/30 淺草寺和仲見世通商店街 5/31 東京城市大學 

 

 

5/31 閉幕晚會表演 5/31 閉幕晚會交流 

 

5/31 頒發結業證書與帶隊老師們合照 

 



45 
 

21.瑞祥高中/藍彥龍 
這次的活動中，我經歷了很多第一次，像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體驗日式茶道

文化、第一次用日本人的方式拜拜等等，都是很多新穎的體驗，對我來說感觸最深

的是日本人的處世態度，走到哪裡都會有日本人鞠著躬和熱情的歡迎你的到來，也

許是民族性吧，促使他們有這樣子的態度，進而發展出這樣子的文化，在經歷這如

夢般的經歷過後，我必須找到自我價值，因為同團的各位每一個都比我有內涵、涵

養、知識，在日本也看到日本的強盛，使我深知自己需要好好充實自我。在學校裡，

同學都覺得我的能力還不錯，對他們來說我參加這個計畫可說是有資格的，但是同

是高校生心理學同好，我們討論時我發現我們幾個裡面涉獵的心理學最淺，這使我

發現我還可以讓自己往更好的方向走。 
/ 
聽完毛利館長的演講使我有當個國際研究生的念頭，包括這次我總共參與了

三次國際交流，和超過五個國家的人交流過，我認為同是人類就可以和平共處，並

合力做好任何一件事，雖然來自不同文化圈、說不同語言，但是我們都是人類，而

且因為多元性使我們有更大的可能性。 
國界真的是人設立的，在最後一天的 farewell party 各個國家的人聊天、互送

小禮物時，要不是我們都說著英文不然在這個和諧的氣氛裡真的會讓人忘記國籍，

在場的各位都以一個愛好自然的高校生的身分互相互動著。 
/ 
有這個榮幸成為台灣代表團三十個人中的一員，這是我極大的榮幸，這個交流

計畫確實深深的改變了我，雖然因此有一整個禮拜的課要追上，但相較之下我依然

覺得很值得，無論是行程內容還是交到的朋友，都是無法用時間長度和金錢衡量，

也感謝科技部和日方的資助，如果沒有這些補助，我可能不會參加到這此完美的計

畫。 
/ 
很高興可以交到同是對心理學有興趣的朋友， 在自己的學校

裡，對心理學有興趣不知道為什麼會被覺得很奇怪，當晚上我們

心理學同好一起討論各個學派時，心理盡是歸屬感，希望日後可

以在大學心理系中和他們一起學習心理學。 
在台灣我們因為對自然科的興趣而在一起，在這團裡面我們

因為對心理學有興去而盡情討論，這是個莫大的榮幸可以暢談共

同的喜好，在這之中我也學到其他人對於學習的態度。 
/ 
參加過這個計畫過後，明年學校如果有名額，我將會大力推

薦學弟妹報名校內徵選，並就像蔡俊鴻學長一樣，並和選上的學

弟妹不定時一起吃午餐，叮嚀該準備的東西還有心態，我認為應

該要傳承下去。 
/ 

雖然人已經回到台灣，閉上眼睛感覺還在日本，這趟真的如

夢般在我的生命中發生，這幾天給我的意義不只是大開眼界，還

有提醒自己該多吸收東西，不論是知識、想法等等，我應該要更

開放並容納更多，在多元中刺激思考，還有讓自己有能力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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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際研究生。 
 

22.瑞祥高中/吳英世 
在一整個櫻花計畫的行程中，是一趟令人驚豔的旅程。一開始第一次在台北相

遇時，就覺得這群同學每個人身上都散發出一種特別的氣息，現在想想，覺得那是

自信地體現，在活動中大家都不吝於表達自己的意見、想法，每個人都想表現出自

己最好、最完美的一面，也想在活動中，藉由踴躍發言來提升國際形象，比如說，

在去未來館當天的晚上，因為我在未來館，有回答毛利館長的提問，當我在電梯遇

到印度人時，他們會很熱情的說:哦!你就是那個回答問題的台灣人嗎?你們台灣人

很厲害耶，一直可以提問，或回答問題。我相信，即使是在這個備受打壓的時代，

學術交流也能夠使我們的國際地位攀升。學術是不分國界的，就如同毛利館長所說

的:我在太空中無法看到任何一條國界。而我相信學術也是一樣的。而在活動行程

中，我最喜歡的行程，就是 5/28 的 Jaxa 之旅。在那裡，我能夠學習到現今航太的

最新知識，而這對從小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太空人的我，有著無與倫比的吸引力。即

使展場的介紹都是英文，但我依然可以從過去累積的知識、以及展場的圖片，來推

測出那些機器的用途是為何。而在 Jaxa 內，有一個辦公室，是不開放拍照的，而

那間辦公室的用途則是可以和 Nasa 即時通訊，宛如電影關鍵少數中，主角等人所

辦公、研究、監測衛星及太空人的場所。而因為我在不久前才參觀完高雄捷運的機

房，而裡頭的控制室，就宛若縮小版的 Jaxa 辦公室，真的很像電影中的駭客在入

侵國防機密時會出現的場景。Jaxa 在紀念品販賣部，有賣最最特別的紀念品－太空

食物。即使聽說太空食物非常的難吃，但我還是買了四樣:太空章魚燒、太空布丁、

太空冰淇淋，送禮自用兩相宜，雖然說後來中午在學校配飯吃真的是非常難吃就是

了……不過卻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體驗，但是很辛苦太空人們就是了，離鄉背井冒著

生命危險的來到太空，不只要忍受太空中的種種不適，連食物這種基本的需求也無

法照顧好......希望科學家們能盡早研究出跟我們日常所食相差不多的太空食物吧! 
我覺得日方真的是很用心的安排整個 SSHP，從人文方面的文化之旅，到科學

方面的 Jaxa、醫藥博物館，再到探討未來生活的未來館，以及商業參訪......等等，

讓我們能夠體驗到平時去日本也無法、非主流的行程。還有一項我很喜歡的行程，

那日本高校交流。早上先是各國的專題發表，其中最讓我有興趣的，是湯加向我們

介紹他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我個人認為，那有點像迷幻藥，吃了可以讓人身體放鬆，

更易入眠，另外一個則是來自印度骨髓幹細胞的研究。還有接下來道地的日本茶道

課程，除了跪太久腳麻外，都非常棒。下午的梶田教授演講，更是一輩子難得的體

驗。我要謝謝學校老師，能夠選擇我代表學校出國，我也要感謝科技部，發放名額

給我們學校，更要感謝日方，因為是他們促成整個櫻花計畫的，還有帶隊老師、同

學們和翻譯老師，他們一起創造了一段完美的永恆回憶。 
 

23.建國中學/劉奕均 
在這次的參訪中我看見了許多許多日本的尖端科技、努力發展的科技的態度與

成就還有了解日的文化人文風情以及認識其他國家的人與他們的人文風情。在第

一天中始業式中，我們初步認識了另外五個國家的學生，有緬甸、印度 PGN、Tonga
與 Samoa，向一半的學生自我介紹也大致了解他們國家的風情與位置，還有彼此的

興趣，很可惜的是，那時是無預警的開始，沒有帶上名片，因此沒法發給互相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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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的同學，在第一天中沒有機會認識，不然六天下來一定可以認識更多他國朋友。 
第二天的日本文化參訪，在小林老師與山西老師的解釋下，我很快地便了解到

日本的神社文化與及參拜的禮儀，日本文化中參拜寺廟前必須先洗手，雖然流程很

死板，卻能看出他們對參拜神聖視為潔淨與神聖的態度，也了解日本對於傳統文化

信仰的保存與重視，尤其是在參觀鶴岡八幡宮時，入寺參觀時竟還有警衛指示著路

線，拜拜時也有指示人員教我們許願，並時時留意著觀光客以防觀光客無意的破壞

了寺廟古蹟。在參觀 JAMTEC 時，我看到日本，一個大島國對於海洋研究的努力

與認真，他們的深海 6500 曾是世界可以深潛研究海底最深的潛艇，而各式各樣的

潛水裝置與雷達裝置，也讓我知道海底研究是需要許多不同方向研究的組合。第二

天參觀 JAXA 與筑波大學，在 JAXA 中，我了解到日本人才對於太空探索的渴望

與投入，日本不僅參與了 ISS 的建造，裡頭更有著許多的日本科學家太空人進行著

許多研究，我覺得在太空研究中可以看見我們台灣與日本民族中顯著的差異，儘管

我們都是島國，可是日本對於追求世界腳步，跟上世界頂尖的努力不遺餘力，人才

更是不斷被鼓勵往自己想走的方線深入，因此他們有著各方面的人才，反觀台灣，

我們民族中，似乎對於這個世界的變化這個世界的腳步與發展毫無興趣，我們沒有

努力在各方面都做到最好做到世界頂級，沒有各方面的人才，大部分的人們僅走在

過去以創造的路上，對於海底研究，對於太空發展，我們沒有人才致力於此，國家

也沒有想在世界這方面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沒有努力投入發展，我們就像故步

自封，沒有努力追上世界的腳步。 
第三天是我覺得最為精采的一天，這天去了船橋高中，並聆聽諾貝爾獎得主椲

田隆章教授的演講。在船橋高中聽各國講版時，我更深入的認識了另外五國的風貌

與他們國家對於哪些事務的重視與民族性情。如之前所述，印度的講版非常嚴謹，

雖然僅是簡單介紹些幹細胞用途，但他們仍是用論文嚴謹的方式排版說版，有著目

錄、引言、簡介、下面的分述與最後的總結，看得出他們國家對於科學研究與論文

寫作的重視，在教育中已經深植印度學生之中。而緬甸的講版中，可以聽到他們自

認為開發中國家，希望各國可以提供技術資源以及不要破壞生態環境的發聲。最讓

我像深刻的是 PGN 的版，他訴說的是它們國家一起成功的環境保育與人民抗議行

動，可以在這講版中，了解到他們國家對於環境的重視以及一個僅建國四十幾年的

國家，人民權益以及人民了解如何行使公民權益的發展已成熟，實在非常厲害。後

來在船橋高中中參訪日本的文化與教育，他們給我們體驗的每個課程與文化，都是

學生自主準備，來帶給我們的，覺得日本高中生對於自主活動與能力，已經能規劃

的詳細，分工也好完善，這或許是台灣高中生中，大家各忙各的課業，較少合作很

難培養出的能力。下午聽椲田隆章教授的演講時，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教授一直到

研究所時，在一次實驗，才決定了自己未來想當一位物理學家，在之前的生涯中，

他高中最愛射箭，全心投入射箭之中，直到高三考大學時才努力拚進東大，而進入

大學時，他仍是醉心於射箭之中，也是直到大四，他才認真想考研究所，我想一位

偉大的物理諾貝爾獎得主，如此慢才發現自己嗜好與興趣，卻不受限制，在發現後

全心投入，最後仍是在物理學界中展露頭角的人生經驗，使我對於人生對於自己對

未來打算與職涯選擇有了許多的新啟示。 
第五天參觀的未來館與醫藥博物館，就像是台北的科博館，裡頭有許多互動的

設施，給予我們遊戲與學習，對於科普與大眾教育，日本也投入許多心血，而毛利

館長的演說也更是讓我在了解一位偉大科學家的生命歷程與致力方向，他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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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地球的全球問題是每個國家得一同努力解決的。這次去日本時，我在 Mall 買
東西時，見到了許多自動結帳機器，減少了人力資本的耗損，日本對於高齡化勞動

力不足的規劃與應變，還有他們的垃圾回收，大家都自動地將其分類好，寶特瓶都

會處理好再丟入回收桶之中，人人將環境以及資源回收視為自己的責任。而他們上

下班時，大部分的人皆是騎腳踏車，不僅可以減少石油的消耗炭的排放，也可以減

少塞車帶來的不便，人民也可以因此運動健康，日本在這政策上的推行非常成功。

最後，這次的參訪活動中，我看見了日本對於科學研究的投入與追上或帶領世界頂

尖的努力與企圖心，也見識了他們人才的努力，還有他們具體在世界上的成果，希

望台灣也可以更加的努力，向日本這精神看齊。 
 

24.東勢高工/謝愷彥 
第一天到鎌倉去參觀鶴岡八幡宮，終於看到了日本神社特有的鳥居，煞是感動， 

再進去八幡宮前我們體驗了在進神社前必須經過的「手水舍」，日本人認為，在經

過鳥居的時侯，就代表你已進入神明的居所，所以在手水舍的洗手和漱口即代表著

淨身，是對神明表現尊敬的方式，而在手水舍洗淨手的順序為拿起勺子舀一勺水，

接著右手拿勺洗左手，再來左手拿勺洗右手，然後右手拿勺將一些水倒入左掌心用

來漱口，最後再將勺子立起讓水順著把柄流下來洗淨勺柄。 
進到八幡宮的廣場之後，抬頭一看，八幡宮的外觀讓人覺得莊嚴，周圍也盡是

些沒有看過的東西， 往正門出口走一點，再回頭看了一下八幡宮，它的莊嚴和美

麗更是表露無遺，在拜訪完八幡宮之後我們下一個行程是去拜訪鎌倉大佛，到了鎌

倉大佛面前，也跟八幡宮一樣讓人感覺到莊嚴而且巨大，可惜時間不夠，沒有時間

進去大佛的裡面參觀。第一天最後一個行程是參觀 JAMSTEC 裡面的設施，導遊小

姐介紹裡面的模型與實物是 1:1 還原，而且他們還給我們展示了在水下的壓力對物

體有甚麼影響，還有一支新發現的魚類，但在裡面不能拍照，原因是他們擔心若他

們發現的是世界上還沒有被發現的生物，對他們來說可能會失去一些專利之類的。 
到了第二天，我們的第一站是參訪 JAXA，在那裡，他們展示在地球上的指揮

中心的樣子，在模型展覽館內，那裡展示著各式各樣的太空設施和星球的模型，參

觀結束後，我們的下一站是訪問筑波大學，在那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的超級電

腦，在超級電腦在的房間裡，房間的冷氣真的很冷，畢竟那麼大臺的電腦若是過熱

那就不妙了，還有就是我們有見到兩位留學日本的學長和學姊，不過我們台灣學生

是分成兩組，所以我們只有跟學長交流，不過沒關係，知道學長有跟我同樣的興趣

之後我也就滿足了。 
到了第三天，唯一的行程是訪問船橋高中，在那裡我們看到了他們部份的社團

展覽，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傳統的日本茶道，那正坐的感覺真的是令人難以忘

懷，在那邊吃完午餐後，我們移動到了他們學校的體育館去聽梶田教授演講，有趣

的是十幾分鐘後左右看一下，有不少人都在低頭打瞌睡，在聽完他的演講之後，我

了解到改變永遠不嫌晚，當然在一開始最好是先三思在選擇啦。 
第四天我們先前往日本科學館去聽毛利館長演講，接著就參觀裡面的展示，裡

面展示很多人類跟自然之間的關係，接著我們到醫藥博物館去看藥物和人體的各

種關係與歷史，接著，是今天最後一個，也是我最期待的一個----淺草寺，早就向

看看那遠境馳名的雷門大燈籠，在正殿前往左一看，天啊，是東京晴空塔，那曾是

世界第一高建築，現任為第二高的塔啊，可惜這次的行程沒有這個項目，不然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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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看一看。 
到了最後一天，最後一個行程是去參東京大學，我們在那參觀了他們的圖書館

與教學設施，晚上，是閉幕晚會，各個國家用全力來表演舞蹈，這也是國家之間交

流最熱絡的一次。 
總的來說，這幾天的行程讓我覺得很充實，已經很久沒有到其他的國家走走了，

感謝櫻花科技計畫讓我有這個機會，也感謝高瞻計畫和所有人也給我這個機會出

來走走，增廣見聞，謝謝！ 
 

25.臺南高工/翁瑨泉 
從第一天的行程就發現，日方對於這次活動非常用心，早上我們參觀了鶴岡八

幡宮與鎌倉大佛，小林老師與山西老師為我們介紹了關於鎌倉幕府的歷史，與源氏

與北條氏之間的關係，源賴朝是日本鎌倉幕府首任征夷大將軍，也是日本幕府制度

的建立者。他是平安時代末期河內源氏的源義朝的第三子，幼名「鬼武者」，或者

是「鬼武丸」。著名的武將源義經是他的同父異母弟。 
他們也介紹了為什麼鎌倉大佛會暴露在外──聽說是因為一次颱風把大殿吹走

了。 
下午我們參觀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是日本文部科學省管轄的國立研究開發法

人。英文簡稱為 JAMSTEC。除了現有的調查船及潛水船等之外，2004 年獨立行政

法人化時，又移管了東京大學海洋研究所的調查船，進行海洋、大陸架、深海的觀

測研究。此外，還使用地球模擬器等超級計算機，進行氣候變化、地震等相關的模

擬研究。並給我們看了水壓對物體影響的實驗，並運用這個實驗來進行材料的試驗。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了ＪＡＸＡ，他是日本專門研究太空的單位，我在那邊跟

著解說員一起參觀館內許多的設施，也很感謝山西老師的翻譯，跟著解說員一起走

真的跟自己看來比，會學到更多東西，我們知道了衛星的表面材質，也了解了它的

運作原理，真的讓我學習到了很多。下午我們去了筑波大學，聽了在那邊讀書學長

的介紹，也進行了一對一的問答，之後還參觀筑波大學的超級電腦，很高興我們能

有這個機會。 
第三天一大早我們來到了千葉縣立船橋高中，一開始我們聽了他們學校合唱團

的表演，之後我進行了我的海報專題報告，並且與其他國外的學生進行交流，我相

信我的英文一定有所收穫，下午我們聽了梶田教授的演講，他是諾貝爾物理學獎得

主，我們非常高興有這個得來不易的機會。 
第四天早上我們去了科學未來館，那邊的機器人技術真的讓我感到非常新奇，

使我對機器人產生了濃厚的興趣。之後我們去了醫藥博物館，參觀了裡面製藥方面

的知識，以及一些關於藥物方面的遊戲，有這一趟行程原本對醫藥一竅不通的我，

也對藥物有了一些的基本知識。隨後，我們去了淺草寺，淺草寺是東京都內歷史最

悠久的寺院。山號為金龍山。供奉的本尊是聖觀音。原屬天台宗，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獨立，成為聖觀音宗的總本山。觀音菩薩本尊通稱為「淺草觀音」，能參觀到

日本在文化史上佔一席之地的淺草寺，我感到非常高興。 
時間來到最後一天，早上我們參觀了東京都市大學，在裡面我們參觀了他們許

多設施，有些是我們從來都沒有見過的，對於這次參訪，我也見識到這一生從未聽

聞的事物，真的很慶幸有參加這一次的活動，下午我們來到ＪＳＴ本部參加結業式，

算是為這一次旅行畫下了完美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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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出訪日本，真的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尤其是日本人的態度，日本人是

非常重視禮儀的民族，看到人要敬禮打招呼，謝謝兩個字總是掛在嘴邊，做事情的

態度也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不會忽略任何一個小細節，會把事情做到比我們想

像中的完善，任何可能發生的問題，他們都會在心裡預演一遍，把失誤的機率降到

最低，以不造成他人的困擾為原則，把事情做到最好，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向他們看

齊。 
 

26.臺南高工/杜品聖 
其實我從來都想沒有過，有一天能夠代表台灣去參加一個科技性的國際交流

活動，當初也是在報名截止前一個小時得知有這個國際參訪活動。那時候老師就跟

我說，去試看看嘛，面試成功可以免費去日本欸，就算沒過也是可以當學習到一課

啊，於是就抱持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態去投履歷了，經過一番的面試以及一連

串的英語問答，出來以後，其實原本以為自己會表現很差，沒想到情況比自己預想

的稍為好一些，沒想到隔天就發布甄選結果了，我跟飛修科的學長一起錄取了!! 
而本來以為到日本因為是公費生，以為會住在一般的小飯店，結果是住在伊夢

飯店!!!!!! 

 
(這是我們房間往外面看出去的 view，真的很漂亮) 
 

後來經過詢問以後才知道，日方在我們每一位參加活動的，不管老師還是學生，

都投入了非常多的心血以及金錢，只為了讓這個大團體裡第一次到日本旅遊或是

參訪的人員對日本這塊土地有好的印象，真的非常的用心。而第一天下飛機以後，

其實不是先回飯店，而是先到 JST 總部集合，做甚麼呢？ 
沒錯，就是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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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圍成一個大圈圈，分成內圈與外圈，每一分多鐘，就往旁邊坐一個位子，

直到剛好轉一圈為止，這個真的超!刺!激!!而且非常有趣，一開始大家都蠻尷尬的，

不過走了幾個以後，開始玩出感覺了，遇到每個人都有一套自己的 sop，不過，自

己講很簡單，但是聽清楚別人

怎麼講就不容易了，印度人的

口音真的一度讓我快懷疑人生

呢 xD 同樣一句話可能要聽兩

三次才聽得懂。 
第一天其實除了先跟各國

學生相見歡，後來就沒什麼行

程了，晚上就開始買買買了 xD
日本會被叫做購物天堂真的不

是沒有原因的，都超便宜。 
附上在日本機場拍的照

片，圓滿的結束 5/26。 
 
第二天安排得比較像是觀光參訪的概念，鶴岡八璠宮

跟鐮倉大佛都是享有盛名的古蹟聖地，也是好好滿足了我

這個第一次到日本觀光的小小心願哈哈哈。 
在參觀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MSTEC)介紹到了一艘

蠻特別的無人潛水鑑，蠻新奇的，在實驗室測試水壓的時

候也真的是大開眼界。 
測試用多大的水壓可以把水杯從左邊縮成右邊的樣

子，在海洋科技這方面，看得出來日本花費不少心力在維

護海洋的生態，也不禁心裡想著，不只是往天空上探索，

在海底下不知道還有多少未知的事物值得我們去探索.也
許又是一個新的文明?或許又是各種新發現的生物..這些

都讓人想更往海底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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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在 第 三 天 參 訪 日 本 太 空 總 署

(JAXA)時,可以說是非常非常的興奮,平
常只能在教科書上看到的火箭,今天總

算要親眼目睹了!! 
是真滴火箭 RRRRRRRRR!!!!! 
光是在門口看到心臟就快跳出來了呢。 
而進去以後則是到一個寬敞的坊間裡看

JAXA 為我們準備的影片,不得不說準備

得非常精緻,而且還非常的勵志,讓我好

想直接留下來當工作人員呢(掃廁所也

好...誤 x 
 
而內部的展示館也是非常精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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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筑波大學在某

方面來說比較沒有那麼的

吸引我，因為校園的落點有

點偏僻，附近其實沒什麼商

店之類的，不過有安排台灣

的大學生來讓我們問問題

真的蠻加分的。 
 

那總體在筑波這邊...其
實我是興致缺缺的一個狀

態，不過可以肯定這是一間

非常好的學校，不管是設備.
師資....等等，其實都是好得

無可挑剔。 
而在船橋高中的高校交流則是好好讓我對我的英語口說程度有了一個全新的

認知，還不是一般慘阿哈哈哈，在海報發表時其實也學到了很多，例如說是巴布新

幾內亞的同學介紹了自己家鄉用特殊草藥做成的安眠藥，薩摩亞的同學則是介紹

了再生能源的使用。 

 
海報做得非常精緻呢 
 

而下午梶田隆章教授的演講因為對物理的程度不夠好，其實都聽不太懂教授

演講的內容，但是能親眼看到諾貝爾獎得主也是讓我開闊了視野，最後拍照還站在

教授前面呢哈哈。 
第三天在參觀日本科學未來館時，最吸引的就是毛利衛館長的演說，我到現在

都還記得他說過的一句話:[When u want to do something, just do it! don’t hesitate.]
這句話真的給了我滿滿的動力,也讓我決定用更積極的心態去面對每一個挑戰! 

在這次的日本旅行裡,我學到了非常多的知識,也結交了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這七天裡,與這群朋友們建立了深厚的情誼,非常感謝每一位為了這個高瞻計畫

付出心力的老師,工作人員,謝謝科技部長,日本 JST 協會,少了您們任何一位的協助,
這七天都不會那麼的完美 .JST 代表說過 :[THIS IS NOT THE END OF OUR 
JOURNEY,INSTEAD,THIS IS JUST THE BEGINING.]期待下一次所有人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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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成功高中/李弘之 

When my teacher first called me into her office at school, I was initially confused as 
to why. When I got there, I met another student from our school. Then, our teacher 
explained to us that we had been recommended by several of our teachers, and asked if 
we wanted to apply for this chance to take part in the Sakura Exchange Program in 
Science. We both immediately agreed, filling out the necessary application forms and 
applying. Later, when it was confirmed that we had both been accepted, and were going 
to Japan for one week, I was elated. As a student interested in science, fluent in English, 
and interested in Japanese culture, this was a once in a lifetime chance, and indeed, it 
truly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I was extremely impressed with Japanese research institutes. Visiting JAMSTEC and 

JAXA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Both institutes are involved in exploration of 
frontiers that have always fascinated humanity, from the deep-sea trenches thousands of 
meters deep, to the cosmos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bove. In addition, I was also 
amazed by the cutting-edge research at the two institutes. Both the research to further 
JAMSTEC and JAXA exploration work, and research that could be used to benefit 
humanity were fascinating, and it was tru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o visit the two 
institutes.   
 
 AUV Urashima, JAMSTEC                                Spacesuit, JAXA 

   
 
In addition, visiting Funabashi High School was also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poster 
presentations by students from each country were very impressive. There were posters and 
presentations on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from unique chemical compounds found in a 
special type of powder ground from a tropical plant (Kava) and how they affect the body, 
to dragonfly flight research and simulating airflow using a soap solution with viscosity 
nearly the same as air. There was also an amazing mathematical presenta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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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byshev-Type Functions, which was extremely hard to understand, nevertheless, the 
student presented it very well. I hope that I can one day present my research as well as 
they did.  
 

Presentation on Chebyshev-Type Functions         Dragonfly Flight Research, Simulating Airflow 

   
 
 It was also an amazing chance to meet with Japanese students at Funabashi High School. 
We also listened to presentations by Jap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which were also 
presented very well. I was also impressed by their friendliness and hospitality. In addition 
to showing us their research, which included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from The Law of 
Projection, about the flight of projectiles, to the different kinds of sakura, cherry blossoms, 
found in Japan. In addition, they also introduced us to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by 
letting us fold origami, and also allowing us to experience a traditional Japanese tea 
ceremony. I think it is very nice that they have school clubs where they keep and promote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In Taiwan, we have a wide variety of clubs ranging from 
science to sports, like Japan, but we do not have many clubs like this in Taiwan, which I 
think is a bit of a pity. 
 
Japanese students’ presentation on sakura       Traditional Japanese tea ceremony 

   
 
 Both of the talks by notable speakers Professor Kajita, a Nobel laureate in physics 
(2015), and Dr. Mohri, former NASDA astronaut and director of the Miraikan, were 
extremely inspiring. Professor Kajita presented his research on neutrinos and neutrino 
oscillation very well, and as a result we were all able to understand his research,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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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quite complicated and which we hadn’t understood before. In addition, he shared his 
experiences as a researcher, which was particularly inspiring. Dr. Mohri’s talk was also 
very inspiring, and he used his experiences as an astronaut to explain to us that we should 
all work together for the benefit of humanity regardless of borders and nationalities, and 
also that we should pursue our dreams regardless of hardships we may face. It wa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talks given by not one, but two men who 
have contributed so much to both science and the world, and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ir 
inspiring talks. 
 
Before Dr. Mohri’s talk at the Miraikan        Before Professor Kajita’s talk at Funabashi High School 

   

 
 Visiting historic Japanese landmarks in Kamakura and Tokyo was also a great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giving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 it was also nice to see how the Japanese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ir historic 
landmarks, some of which have survived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Sensō-ji, Tokyo                   Tsurugaoka Hachimangū, Kam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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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was truly amazing to talk and interact with 
students from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alking about our interested fields, we 
also talked about our hobbies, what life and 
school was like in our countries, and more. In the 
poster session at Funabashi High School, we were 
able to discuss our research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during free time, we could 
also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t our hotel, we also 
played cards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ough sometimes we had trouble 
understanding others due to a difference in accents, we were still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them, and it was a nice experience overall. 
 
Meeting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Visiting museums such as the Miraikan and Daiichi Sankyo Kusuri Museum was also 
very interesting. The various interactive exhibits were very interesting, teaching me a lot 
through fun and interesting exhibits, and much better compared to some museums where 
you can only look at exhibits.  
 
Geo-Cosmos Globe, Miraikan     Daiichi Sankyo Kusuri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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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visiting Japanese universities was also a great experience. It was an amazing 
opportunity to visit Tsukuba University and learn about Japanese universities, and it was 
also interesting to learn about the supercomputers in Japan, especially the one in Tsukuba 
University, which we got to see. Visiting labs and seeing TCU students’ research was also 
very interesting and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 experience.  
 
Laboratory at TCU                                   Cygnus Supercomputer, Tsukuba 

   
 
 
 It was truly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9 Sakura Exchange 
Program in Science, and throughout the trip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various research 
institutes such as JAMSTEC and JAXA, notable speakers such as Professor Kajita and Dr. 
Mohri, museums such as the Miraikan and Kusuri Museum, students from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 Japanese universities such as Tsukuba University and Tokyo City 
University, and much more. I am glad that I was able to be part of this amazing program 
which has taught me a great deal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Mount Fuji, as seen from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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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成功高中/林麒安 
記得當時獲選參加此次櫻花科技計畫時，害怕自己程度不夠，無法有很大的收

穫。參訪結束後，我才發現，我錯了。 
第一天，五月二十五，如同四月底的行前會，分成三組教學，大家把動作練熟

後排隊型練習，各位都相當配合，練習與製作道具的效率均非常快。此外，小學畢

業後，我就沒有「練動作」過，這次練習表演讓我回憶到國小英語歌唱比賽的時光。 
第二天，五月二十六，早晨四點起床，睡眼惺忪地前往機場。第一次沒和家人

出國，害怕打包的行李內含了違禁品，一直到行李過了檢查處，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頭。到日本後，JST 人員告知要和數十個外國人談話，鮮少用英語對話的我瞬時緊

張起來，談話當下才發現其實沒想像中的難，像聊天沒兩樣。 
第三天，五月二十七，先參觀兩個景點，其中鎌倉大佛營造出莊重的氣氛，儼

然產生數波靈氣往外擴散，使大家抱著謙恭的心態參觀。有開放參觀大佛內部，為

中空，且有支架架住頭部，是相當牢固的設計。午後至海洋研究開發機構，採用日

譯中的方式介紹，介紹許多儀器及研究成果，還有做一個水壓實驗，把一個泡麵的

碗放入高水壓環境，變形甚鉅，可感受到做潛艇的困難度。 
第四天，五月二十八，先去 JAXA，占地非常大，有分數館，各做不同的研究。

且 JAXA 為此次參訪第一個用英語介紹的機構，但講員有明顯的日本腔，縱然如

此，還是有大於五成的團員有辦法做筆記，而我只聽得懂些許，著實可惜，能力顯

得不足。下午行程筑波大學的超級電腦很壯觀，第一次感受 1 與 0 不斷交織的溫

度，可惜的是臺灣學生問的問題教授都沒有具體回答到。 
第五天，五月二十九，來到千葉縣船橋高校，各國就定位後，日方學生唱出悅

耳的校歌，這宏亮的歌聲，讓我感受到學生的熱情。接著各國海報發表，有各領域

科學，包括生物、數學、環境等。其中臺灣的一張數學海報難倒了不少人，當然包

括我在內，此講員雖口齒清晰、有條理地解說，我還是不解，顯然我不能望其項背。

到下午雖已筋疲力盡，還是鼓起精神聽完諾貝爾獎得主演講，他介紹他從小的環境、

研究的動機及方法，我感受到研究科學要有足夠的興趣、動力，還要有機緣，成功

真是不容易，背後不知藏了幾百次失敗。 
第六天，五月三十，聽毛利先生的演講，他的演講風格明顯不同，採用互動式

演講，每過三分鐘就問問題，請大家舉手，非常重視學生的參與度。未來館內有座

相當好的動態展示器，用不同的機關，組合成一個系統，來表示人類排放廢物對全

球產生的影響，三樓的機器人表演也相當有趣，印象最深刻的是機器人踢球這橋段，

可想機器人需先偵測球心位置，再傳達精準的指令給機器人轉身對準足球，再正向

踢出，毫無差錯。醫藥博物館裝潢富含高科技感，展示設備佳，清楚傳達藥物的知

識及概念，參觀前我以為一種藥物只要經過簡單的臨床實驗就能發行，後來才知可

能要超過十年才能確定藥物的可行性。 
第七天，五月三十一，東京城市大學的設備完善，看到許多科學儀器，其中有

操作高階電動手術刀，我彷彿成了主治醫生，流利地劃著刀，刀口工整，手段平滑，

回過神來，原來這一切只是夢……。傍晚晚會團員展現了團結的力量，無失誤表演

完，掌聲巨大，原來之前辛苦的一切都值得。 
第八天，六月一號，整晚沒睡，把握最後一刻與團員相處的我，最終還是在遊

覽車上昏睡。下車後感到不妙，開始微微暈眩，幸好並不嚴重，再閉一下眼睛就恢

復了。抵台後，與團員道別，心中不只是不捨，更是滿懷感激，是那其他 33 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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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們豐富了我的旅程。 
此次參訪，不僅吸收了許多科學知識，也大致清楚日本大學的制度，最大的收

穫是清楚自己的不足，應當加強自己的外語溝通能力，不應因為腔調的不同就聽得

一頭霧水。希望每屆櫻花科技計畫都能如此順利，讓亞洲各地優秀高中生交流，相

互提升科學水準，一同用科技營造更美好的世界。 
 

29.中山高中/吳庭慈 
這次的櫻花科技計畫讓我收穫很多不僅是在學術方面,更是在交友以及溝通上

面感受到自己改變很多。這次行程中我們有去參觀了,海洋發展機構,這個參訪行程

讓我接觸到不曾觸及的領域,也更瞭解日本的技術相較於其他國家是多麼的進步和

領先,印象較深刻的是這次有導覽員講解的＂深海 6500＂,讓我知道他的沉浮原理

以及用途,收穫真的很多。 
之後也去參觀了日本宇宙開發機構(JAXA),讓我知道更多與宇宙相關的知識,

也認識了一位日本籍太空人,更去參觀了它內部的機構,有看到太空人平常在訓練

的儀器和場地,也看到了各式各樣的太空食物,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工作的地

方,那裡有一個大螢幕直接與國外的太空機構連線,雖然他們在裡面看起來好像沒

再做什麼事,但其實他們是真的很忙的,導覽員說他們一但進去裡面就要連續工作

好多天才會跟下一個人交班。 
再來我們也去了兩所大學參訪,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去東京都市大學,因為在那邊

參觀到比較多設施,而且講解的也比較清楚。其中在東京都市大學我最印象深刻也

嘴有興趣的部分是他們的無人機還有電動輪椅的介紹,他們的無人跡可以同時在一

個小房間裡面飛五台都不會相撞,另外他們設計的電動輪椅甚至有自動避開障礙物

的功能,這事讓我覺得最酷也是最厲害的部分,聽了他們研究者的設計介紹讓我覺

得好想趕快上大學也去自己研究出一個成果,葉想讓自己變得跟他們一樣厲害。 
我們還去了千葉縣立的船橋高等中學,我們在那邊聽了各國學生的研究成果報

告,不過很可惜的是我自己並不是報告的其中一位,但我作為聽眾去聽了很多組的

研究報告,其中我覺得獎的最棒最吸引我的是一樣來自台灣的學生的報告他的報告

內容是關於蜻蜓飛的時候拍動翅膀的震波和空氣之間的關係的探討,雖然講的全是

英文又有些專業術語,不過還算聽得懂,也了解到原來它們是有這樣的關係存在,真
的是讓我收穫很多。另外我們還去體驗了他們的學校生活,我們這組去上了他們的

茶道課,大家跪坐跪到腳都麻了,不過真的是一次很難得的經驗,學習倒茶道的禮儀

以及順序還有喝之前應該說什麼。之後還去看他們的自然科,是由他們學生來教我

們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知識,我也從中學到了該怎麼用兩張紙做出一顆空心的球體,
也將這個新知識帶回了台灣。 

 我們還和日本的學生一起去聽了梶田隆章教授的演講,不過很可惜的是因為

他的口音有點重且現場的收音設備沒那麼好所以沒聽得很清楚,這真的是我覺得最

最最可惜的部分。不過最後有一起合照到,所以還是很開心啦。 
 我們也去了日本科學未來館廳館長毛利衛的演講,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一句

話是＂未來是我們的,而各個國家彼此的隔閡也是我們自己創造出來的,所以身為

未來主人公的我們就應該要打破這個隔閡,和各個國家和平的相處互動,一起努力

讓世界變得更好＂,想要世界更進步絕對是要靠我們自己的力量,互相合作才是上

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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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其實我覺得這次的計畫中所收穫的東西中讓我最開心的並不是那些科技

上的知識,而是很感謝有這次的機會可以認識到各個國家的人,很高興可以了解他

們的文化,更開心可以和他們當朋友並持續保持連絡。而我也很高興可以認識到這

次代表台灣參加的大家,要不是有這次的櫻花科技計畫,我想我們應該是不可能會

相遇也不可能會認識彼此,此次計畫對我來說最大的收穫就是認識參加這次計畫的

我們大家,希望未來有一天我們可以再相遇。 

 
 
30.文山高中/陳羿均 

 
 
首先感謝科技部舉辦教育旅行跟開放名額，讓我有榮幸跟全台灣優秀的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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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同在海外跟外國學生進行交流和學習，尤其能夠參訪許多鮮少有機會參觀的

機構、博物館，以及特別榮幸能親眼見到梶田隆章先生及毛利館長，聆聽他們的演

講及心路分享，不僅是更上一層的學習，更覺得自己是個很幸運的人。感謝我的母

校文山高中，讓我有機會代表學校跟台灣參與這趟教育之旅；感謝隨行的五位老師

們，不論是行前會的耳提面命跟叮嚀、陪著我們準備歡送會表演並給予建議、在機

場時幫我們辦理出入關手續、在日本時無微不至的照顧我們，時時注意我們的健康

跟安危、每天緊湊行程結束回飯店後仍被我們這群小毛頭拖著四處跑、無時無刻的

攝影為我們的回憶留下紀錄…等，也感謝所有 SSHP 的工作人員在這趟旅行中的

照顧及協助。 
最後感謝日方的老師及工作人員六天以來的照顧跟行程額外的經驗分享，未來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再拜訪老師們。 
此趟教育旅行令我收穫最多的是在船橋高校和日本高中生交流，以及到東京城

市大學的參訪。在各國學生主題簡報交流的活動中，不僅有機會涉獵不同科學主題，

更認識其他國家的學生及了解他們的文化。而在初次的日本茶道體驗中，我深刻體

會到日本人做事一絲不苟、嚴謹的精神，對待賓客讓對方賓至如歸的態度跟禮節；

參觀他們學生在科學方面的成果時，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們對科學的熱忱及追根究

柢的態度，而這些都是我們可以多多學習的地方。在東京城市大學時，從親手操作

儀器實驗，到人性化電動輪椅體驗及無人機解說和提問都讓我從中體驗了活用學

習的樂趣。 
旅行的尾聲，特別感謝家齊老師跟嘉宏老師，選我當結業代表發言人，雖然準

備的時間不多，最後的發言也不是最滿意的一次表現，還是很感謝老師們給我的指

導跟表現的機會。 
參與這趟教育之旅前，日本對我而言是個相當陌生的國度。但是當我親自踏上

日本的國土，體會到日本人的好客及溫暖，一窺日本的文化的奧妙，還有乾淨整潔

舒服的環境，我下定決心未來一定還要來日本旅遊，更加深入了解這個國家之外，

也要向日本許多令人佩服的優點看齊。 
 

 
三、建議 

1.中科實中/徐寬 
希望下次不要只有一天吃到飽，而且不要集中在同一天，希望能每天都

有，但只有一餐，這樣會更享受！ 
 

2.中科實中/廖苡汝 
我覺得這次的吃飯間隔時間有點緊湊，感覺剛吃飽就又要吃下一餐了，不

過日本的計辦工作人員真的都超級厲害的！時間都能掌握住，不管路上是否有

塞車，總是能順利抵達目的地，他們一定事前做了許多準備，花了許多心思！

真的很感謝日本和台灣的計畫讓我們順利進行這次的活動！ 
 

3.海星高中/陳翊宇 
這次的旅程規劃的相當的好，不過有一點小小的缺點是我們好像花了太多

的時間在坐車上，有些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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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國中學/楊承寯  

1. 減少行前會花在表演準備上的時間，這應該是學術性活動，應將時間用在介

紹各大會議之背景知識或研討內容。 
2. 可增加台灣同學行前交流的機會，如果連自己國內的同學都不熟悉，何來認

識外國朋友呢？ 
3. 建議將一些大學簡介及商場購物的時間縮短，把寶貴的時間花在研究機構、

日本傳統建築的參觀及探索，或者和當地高中生有更多交流。 
 
5.樹德家商/林敬寶  

部分行程希望能預留一些購買紀念品的時間，還有部分參觀行程也希望可

以有多一點的時間，畢竟一天只有一次機會到那參觀，時間緊迫讓大家在參觀

上都在趕時間，沒有辦法仔細學習了解參觀內容就要離開了，有點遺憾，不過

整體上都還可以，聽說之前有幾屆沒有中文導遊，在此建議也希望之後幾屆都

有導遊陪同，沒了導遊，許多地方當英文無法溝通時，就會出現無法了解對方

的高牆，大多是在日方學校參觀時，雖然部分地方還能用手比的，但是如果在

發問就會有點隔閡，需要中日導遊的翻譯支持，感覺利用手機翻譯可能也會有

點不便，在行程過後最希望繼續保有的我認為就是這個了，其他部分都很順

利，也很謝謝日方人員和科技部的計畫、幫忙與協助。 
 
6.中港高中/黃雋茵 

1. 應特別告知各國文化，避免造成不愉快(例如；未經他人許可隨便進入房

間。) 
2. 改善早餐位置安排，以免造成沒位置的困擾。 
3. 高校交流形式可改為由日方學生全程帶領。 
4. 加強大學研究生解說員的語言能力 
5. 參觀科學機構的時間延長。 
6. 少一點大學業配。 
 

7.師大附中/陳柏翰  
希望如果有與日本高校生交流的活動時多安排一點 1 對 1 或小組的活動！

才可以更近一步的認識！ 
 
8.師大附中/鄭宗弘 

本次活動雖名為櫻花科學交流計畫，但一到科學部分均淺嚐即止，讓人稍稍

覺得有些可惜，若可以有較深入的科學交流或科學學習，相信本次活動會更具啟

發性。 
 

9.暨大附中/張耀宸 
說明會練習時間太少，應該要再多一點時間 
參觀未來館. JAXA 的時間太少 
 
10.暨大附中/黃俊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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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這個計畫能一直持續下去 
 
11.台中女中/王思閔 
未來館參訪時間可以多一些 
 
12.台中女中/陳俠君 

1. 行程的安排上有些緊湊，導致某些部分只能蜻蜓點水，有些可惜。 
2. 在日本高校的時間若能長一點，並入班觀摩，相信能帶來更多收穫與認識。 

 
13.大同高中/張雅筑 

1.在通勤上所花的時間有點過久，導致在每個地點停留的時間有點短，有點可

惜。 
2.希望可以和日本高中生有一對一交流或到他們班上課的機會。 

 
14.大同高中/陳禾家 

1. 希望在出國前能先辦個營隊之類的讓大家先彼此認識，也可以透過這段時間

練習表演，或甚至可以讓住在同意區域的同學憶起準備科展到日本報告，這

樣學生在英文以及自然科學的能力上一定能學習到更多。 
2. 各項行程參觀的時間都過短，很多展覽都來不及看完時間就到了，連紀念品

都沒機會買。 
3. 吃飯時間也太趕，就會變成吃的很急，導致最後幾天團員出現子不舒服的狀

況。 
4. 回程的飛機希望排晚一點，下午坐右到就可以，台灣有高鐵很快就可以到

了，這樣道別的時間會多一些。 
5. 吃到飽餐廳不要排在同一天，會有點撐。 
6. 希望在回國之後團員間還會有學術交流活動 

 
15.彰化高中/黃煥凱 

上述提到在大學參訪時可以增加實驗室的參訪，還有高校交流時可以與日

本學生多多交流，以及在各機構參訪時可以增加導覽，此外我認為住的地方可

以選交通較方便的地方，不一定要市中心，這樣可以讓我們在自由時間時更加

深入的探訪東京，嘗試坐當地的地鐵，去逛一些其他地方，而不是飯店附近的

商場與便利商店，雖然這與科技交流無關，僅是我的一點小意見而已。 
 

16.中山附中/陳莉穎 
有些有趣的展覽都可以停留久一點的時間，例如未來館，因為在這裡不但

會聽毛利館長的演說，也有機器人的表演，其實這樣就會佔掉多數時間，因此

我建議自由參觀時間可以多一點。 
希望此計畫可以一直舉辦下去，是個非常棒的活動！ 

 
17.中山附中/方翰儒 

1.路程過長，導致參訪時間縮短 
2.表演不像其他國表現出本國特色，下次可考慮原住民及客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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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將時間延長兩天，能有更寬裕的時間參觀，同時讓團員們能有更長的時間

磨合並認識彼此 
 
18.建國中學/陳冠寰 

臺灣選的回程班機時間實在是太早了，我們需要更多和國外同學的交流時

間！！！！！ 
 
19.麗山高中/林媫柔 

去的地方可以少一些，但希望每個地方可以停留久一些。 
 

20.樹德家商/陳璟欣 
透過本次科技部與日本交流的櫻花計畫中，體驗不同的民俗文化和學習模

式，更是激勵我的學習動機，很感謝科技部與高瞻計畫辦公室老師全程活動的協

助與安排，讓我在本次見習能開心、無憂無慮的學習。 
 

21.瑞祥高中/藍彥龍 
1.多增加機會(行前會長度增長、line 群組舉辦小活動)使台灣團內部增進感情在

我們團結起來的時候竟然就要回國了... 
2.繼續舉辦這個活動，此活動對敝人的益處極大，希望可以繼續使學弟妹受惠 
 

22.瑞祥高中/吳英世 
可以多加嘗試日本美食例如拉麵、鰻魚飯......等等，晚上可以增加活動行程，

例如由日本人向我們介紹當地景點。 
 

23.建國中學/劉奕均 
1.希望可以更多與參與的其他國家學生互動交流時間，以了解各國對於全球問

題的看法還有對與彼此國家更加認識。 
2.在參訪高中時，可以一對一與日本學生交流，使我們更了解日本的高中教育

與他們的民族性情。 
3.希望可以增加生科的參訪。 

 
24.東勢高工/謝愷彥 

可惜的是沒有吃到日本道地拉麵很，也沒有看到期待已久的櫻花，希望可以

請日方把日期延後一些，讓之後的學弟妹有機會體驗到。 
 

25.臺南高工/翁瑨泉 
1.與日本學生交流時間太少，應安排多一點時間交流。 
2.5/29 午餐有點太辣，午餐應該盡量準備不辣的。 
 

26.臺南高工/杜品聖 
1.參訪時可以安排對科技領域有涉獵的翻譯 
2.沒了,一切都很完美 
 



66 
 

27.成功高中/李弘之 
1. 與日本學生交流時間太少，應安排多一點時間交流。 
2. 5/29 午餐有點太辣，午餐應該盡量準備不辣的。 
 

28.成功高中/林麒安 
參觀時，均與國際學生分開參觀。若能有多一點時間與國際學生交流，收穫

會更多。 
 

29.中山高中/吳庭慈 
1.有些行程會讓我們去自由參觀但講解的看板上面都是日文所以會看不懂 
2.有些行程的參觀時間太短才看步到一半就要離開了 
3.吃飯時間太短每次都吃得很趕希望時間可以長一點 
4.某些行程的車程太長希望可以短一點 
5.有些行程的翻譯並不是那麼專業,不是他不知道怎麼翻譯,不然就是他翻的我

們聽不懂 
 
30.文山高中/陳羿均 

我在這趟旅行中受益良多，最感謝的是給我機會的科技部跟學校及老師，如

果可以，希望行程可以不要安排的這麼緊湊，讓學生可以在機構、博物館交流或

自主學習的時間多一點，這是我唯一覺得可以稍稍改善的地方，謝謝 SSHP 全體

人員，辛苦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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