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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科學普及教育除了廣泛地介紹科學知識之外，也包含了基本科學素
養的養成。但是邏輯分析等能力需要透過親身實踐研究的過程，以
及反覆的詰問、討論才能成就。為了提高國內高中和大學生熟習科
學
邏輯、研究方法和溝通討論的能力，自2010年起本系（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物理系）即開始與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共同主辦
「台灣青年物理辯論競賽」（TYPT），並且從參賽者中選出表現優
異的5人組成代表隊，參與同年暑假舉行的「國際青年物理辯論賽」
（IYPT）。為了把活動對學生的影響擴展到大學生及更大的學生社
群，在本系從2011年開始舉辦大專生物理辯論高峰會（TCPT）。發
展到今日，已經形成一系列橫跨一整年以中文和英文進行的競賽活
動，讓高中生和大學生從一月份的兩岸學生物理高峰會、三月初的
TYPT，五月底的中文物理辯論賽到十月份的TCPT，有一整年的活動
可以充分互動交流。透過以口頭報告及面對面詰問、討論的方式進
行活動，對研究的物理問題進行實作檢驗，參與的學生除了需要事
前的實驗操作、數據分析以及應用理論模型進行解釋。還可以養成
對數據或是模型敘述的敏感度。我們預期，這計畫可以使國內科學
教育活動與國際接軌，提升學生的視野以及科學學習方法。透過
IYPT培訓老師和數所大學組成的團隊，加上高中端老師形成的網絡
，形成國內
物理辯論相關活動的培訓平台，利用台灣青年物理競賽提升台灣學
生對科學問題的討論與研究風氣，養成團隊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溝通
協調能力。

中文關鍵詞： 物理辯論賽，物理教育，科學素養，科學邏輯，大學生，高中生

英 文 摘 要 ： Beside the commonly used knowledge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logical reasoning is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of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or education. However, logical reasoning
cannot be taught by demonstration but only through
experiencing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mote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for their capabilities on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discussions.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Far
Eastern Y. Z. H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morial
Foundation, The“Taiwan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
(TYPT) is held annually since 2010 by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of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five
most outstanding participants in the tournament are chosen
to form the national team, which will take part in the
subsequent event of “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 (IYPT) during summer vacation of the same
year. To further exte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activities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greater student community,
series of activities through the whole year are developed.
The activities include “Cross Straight Student
Physicists’ Tournament” in January, TYPT in March,
“Physicists’ Tournament in Chinese” in late May, and



TCPT in October. The series of tournaments provide plenty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nts and links
universities and high schools together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Since the games require oral presentation
and face-to-face discussion, students will acquire not only
the capability to execute an research task but also the
physics sensitivity. By these activities, we hope to
establish connections with the science education
commun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With the IYPT training teachers,
collaborated universities, a training plate form is built
with the newly forming networks between high school
teachers. We hope to enhance the researching and discussion
atmosphere in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team work spirit an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英文關鍵詞：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 physics education, scientific
literacy, scientific logic, college Students,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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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內容 

1. 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 國際賽的引進，可以

激發學生追求知識的熱情與能力 

IYPT 競賽可在探究實作課程中展現兩種能力；第一種是「探究能

力」：IYPT 的題目主題包含了物理學各領域、生活化的題目敘述(圖 

1)，能引起學生廣泛的討論與深入研究的興趣。 

圖 1 2018IYPT Problem 17題中的第 11 題 

 

另一方面，開放性的命題特性，適合學生整合實驗研究與理論探

討，將結果應用於問題的解決，這整個問題解答的過程，經過適當的

整合，可以開發成適合「探究能力」課程的教材；第二種是「溝通能

力」：IYPT 物理辯論賽的競賽模式，需要學生以整合過的方式發表研

究結果，並且對其他人發表的結果提出評論與詰問。故推廣 IYPT競

賽，不僅可以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同時還能透過辯論的形式，培養

科學探究的精神，在進行競賽活動的過程中，更可以激發同學對於學

習求知的熱情。 

 

2. 2009年起本校與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共同主辦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

論競賽(Taiwan Young-Student Physicists’ Tournament，以下簡稱

TYPT) 

臺灣師大物理系和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自 2009 年開始共同主

辦徐有庠盃-第一屆 TYPT以來，今年邁入第十一屆。在九年中，累積

豐富的物理教材可以培訓國手，且可以用於高中職的物理教學。每一

年由許多高中老師與大學教授共同合作(圖 2)，透過競賽題目的研究

與討論，教導學生理論知識並指導學生進行實驗操作，同時也發現這

樣的經驗可以完全地融入教學之中。在這九年中，已經收集了足夠多

的題材與教材，經過長期的推廣，讓辯論的學習和教材融入高職中的

課程中，培養學生研究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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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8年 3月 19日於師大分部中正堂舉行決賽 

 

3. 比賽進行方式： 

至今，為了推廣辯論競賽，而將辯論賽的競賽規則分為兩種進行

方式，第一種是規則完全比照 IYPT 的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同

時考慮實務操作的安全性，會刪減較具危險性題目。因此會從 17題題

目中選擇 12題作為 TYPT競賽的題目。每一場競賽都由三隊同時分別

擔任「正辯(opponent)」、「反辯(reporter)」、「評論(reviewer)」三

種角色，於競賽過程中，由反辯隊伍向正辯隊伍提出要挑戰對方的題

目，待正辯隊伍選定題目後，即開始進行辯論。辯論過程的語言為英

語，學生除了須具備物理知識，同時也需要有良好的英語表達能力；

第二種是將規則修改成較簡易的臺灣大專生辯論高峰會，最主要的差

別是大專生辯論高峰會的競賽模式為單純的結果報告，在辯論過程中

釐清對手的提問。在競賽報名的階段，先詢問每一支隊伍想要報告的

題目，再由主辦方先安排對戰組合，因此每支隊伍通常僅需準備 2~3

道題目的研究即可參加競賽。  

 

二、計畫目標： 

由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與本校合辦的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TYPT)

競賽中，選出優秀的選手進行培訓，並於第一階段培訓結束後，進行決選

選出代表出賽的國手參加 IYPT國際競賽。透過參加國際賽以提升 TYPT活

動的影響力，並且經由收集、整理參加 IYPT及培訓國手的經驗，從中統整

出較適合高中生的題目，設計成探究課程，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 

 

三、預期成果 

由於辯論賽有三種不同的角色，各自有不同的任務，擔任正辯者需要

運用簡報的方式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故學生除了必須充實自然科學的專

業知，也需要將清楚地表達的想法。擔任反辯者、評論者在聽取對手報告

的同時，學生也必須記錄有疑慮的部分，並且以簡報方式呈現，因此學生

也需培養臨場反應能力。整個比賽若全數由一位學生來完成，對同學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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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過重，因此學生需分工合作來完成競賽。因此透過推廣舉辦辯論賽，預

期能培養學生具備科學思維、科學表達、臨場反應、團隊合作的能力。 

 

四、執行成果 

1. 106 年大專物理辯論賽(12月) 

12月 10 日，於彰化女中舉辦第七屆臺灣大專物理辯論賽，以期學生

能參加隔年元月分的臺灣大專生辯論高峰會，促使兩岸學生互相交流，了

解彼此的優缺點。本次競賽分為高中組及大專組兩組，高中組 12支隊伍及

大專組 10支隊伍參賽，總計 130人參加競賽，連同教師人數共 152人。參

賽的學校分別來自花蓮女中、彰化高中、彰化女中、台南一中、建中附中

聯隊、建國中學、師大附中、台南女中、竹科實中、衛道中學、中科實

中、興大附中三校聯隊、台中一中、中港高中、台中高工聯隊等 12所高中

職學校、陸軍官校、清華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等 5所大專院校。(圖 3) 

圖 3比賽期間隊員互相討論 

 
 

2. 107 年 1月 26~28日兩岸交流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協辦大專生物理辯論高峰會與高中生練習賽，參賽

的學校分別有南開大學、北京師大、南京大學、中興大學、陸軍官校、成

功大學，共 6所大專院校分別組成 10 支隊伍，與北大高中、師大附中、花

蓮女中、海星高中、建國中學、竹科實中，共 5所高中學校分別組成 7支

隊伍，師生參與人數共 80人(圖 4)，以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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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南京大學隊伍說明實驗數據 

 

 

3. 107 年第十屆徐有庠盃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3月至 7 月) 

3月 16 日~19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師大分部)舉辦第十

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國際物理競賽題材融入十二年國教系統思

考與解決問題課程研習活動。本次競賽共有 26隊參加，共計參賽學校總數

有 17所學校參加，共計 156名師生報名參與，最後總冠軍隊伍為台北美國

學校(圖 5)。 

圖 5 TYPT總冠軍台北美國學校 

 

2017年 3月 24日~3月 25日，於每週週末，進行第一階段培訓(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培訓 12名優秀學生，這 12位學生分別來自台北美國

學校、竹科實中、彰化女中、協同中學、台南一中等五所學校，學生年級

的分布由高一至高三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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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培訓期間實驗操作照片 

 

 

並於 4月 30日進行最終 5名國手的決選。5月 5日~6 月 10日，於每

週週末，進行第二階段培訓，培訓最終 5名國手。6月 19日~7月 13日，

將國手集中於臺灣師範大學進行最後的整備。7月 19日~7 月 26日，參加

國際青年學生物理辯論錦標賽(圖 7)，分別與其他 32個國家競爭(圖 8)，

臺灣代表隊奪得競賽銅牌的佳績(圖 9)。 

圖 7 2018IYPT參賽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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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第 31屆 IYPT 參賽國家與排名 

 

 

 

4. 107 年 5月 19~20日大專中文賽 

5月 19 日，中南區中文物理辯論賽由陸軍官校協辦，競賽分為高中組

及大專組兩組，大專組有 3校 6支隊伍參賽，參賽的學校分別來自陸軍軍

官學校、中興大學、屏東大學。高中組有 7校 12支隊伍參賽，參賽的學校

分別來自台南二中、協同中學、台南一中、道明中學、嘉義女中、高雄中

學、衛道中學。 

5月 20 日，本校主辦北區中文物理辯論賽，師生參與人數 43人。競

賽分為高中組及大專組兩組，大專組有 3校 8支隊伍參賽，參賽的學校分

別是東華大學、中興大學、臺灣師範大學。高中組有 6校 2 支隊參賽，參

圖 9 IYPT獲獎銀牌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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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學校分別是花蓮縣私立四維高中、興大附中、衛道中學、中港高中、

中科實中、臺中一中(圖 10)。 

圖 10 競賽結束頒發參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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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作等全方面團隊合作和分工協調的能力,全系列活動與中學及大學教學
整合，推廣探索式科學學習到全國大專及高級中學,並連結、整合科學人才培
養的能量。考慮到教學引導的整體性將在未來包含暑期研習營，期望讓參與人
員續可以跟一般性科普活動有良好的接續性，深化學習的成果和科普的推廣。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教育部,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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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參與TYPT問題的研究與競賽學習科學知識及研究方法的應用,並使參與學
生及期同學與大學物理系教授頻繁接觸並開始參與科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