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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資優在臺灣–第四屆亞太科學資優論

壇面面觀 

  

本文旨在介紹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舉辦之亞太科

學資優學生論壇（Asia-Pacific Forum for Science Talented, APFST），認識此論壇在

亞洲資優教育領域扮演之重要角色。透過觀察訪談與實地紀錄，先簡介此國際論壇

2018 年的實行運作，說明其活動安排與課程規劃，針對學生組科學實作競賽以及教

師組體驗活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來自亞太地區 11 國的學生跨國交流合作，分組競

賽中發揮創意以解決問題；各國帶隊教師於教師論壇發表報告其資優教學與課程，

促進國際交流與提升教師知能，並於實作活動中增加互動體驗。文末整合與會者意

見與籌備者省思，分別從科學實作競賽、語言與文化、師生活動安排、人力配置等

層面提供建議，以供未來相關籌備團隊參考，進而致使國際盛事更臻完美，盼能引

發國內各界相關領域專業人士積極關注與投入，提高我國資優教育在國際間能見度

及發揮影響力。 

 

關鍵字：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科學實作、創意、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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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Asia 

Pacific Forum for Science Talented, AP-

FST）目的旨在提供我國資優學生多元

學習機會及國際交流管道，以拓展國際

視野及提升競爭力，並增加我國資優教

育在國際之能見度及影響力（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 

2018 年為第四屆《亞太科學資優學

生論壇》（APFST），由教育部指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辦、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承辦，乃為期

六天的國際競賽活動，於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6 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舉行。各國資優教育領域學者、資優學

生齊聚臺灣，透過合作模式展開學術文

化交流，為國際資優教育每年夏季盛會

（王勛民，2018；王曼娜、王勛民、劉

雅欣，2015）。 

        來自俄羅斯、香港、印度、印尼、

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大韓民國、

泰國、越南及臺灣等十一國菁英，由兩

名帶隊老師及六名學生組成國家代表隊

與會，參與教師學術論壇及資優學生實

作競賽，展現多元智慧及創意。 

       論壇活動全程以英文進行，提供給

各國科學資賦優異學生發揮創意的舞

臺。本年度論壇主題訂為「創意人才、

美好社會」（Creativity for A Better So-

ciety）。學生在科學實作競賽中，透過

由跨國合作、腦力激盪，展現豐沛的想

像力與創意。 

教師論壇由來自各國從事資優教育

的學者教師，發表在各學科領域用心規

畫執行的創意教案，盼藉此專業交流，

引發共鳴、豐富資優教育教學方法與提

升教學成效。 

此外，有別於往年，除了文化參訪

以外，主辦單位於本年度特別規畫「教

師烹飪實作競賽」，各國評審與教師在

此聯誼競賽中，認識在地美食、體驗融

入科學原理的創新烹飪藝術。 

 二、活動與課程 

（一）、歡迎晚宴 

開幕式前的歡迎晚宴於臺北凱薩飯

店舉行，其目的在於透過宴會，讓來自

各國的學生打破國籍的藩籬，進行初次

交流。主辦單位在晚宴上，不僅精心設

計各項表演與交流活動，也配合不同國

家之文化與飲食習慣，準備多樣化的餐

點。例如：回教的清真食品 Halal、印度

飲食、日式飲食、素食等。正式活動雖

未開始，但國際友誼已悄然展開，來自

俄羅斯的Andrev Egorov同學，主動為與

會者獻上俄羅斯民俗樂器 балала́йка

（balalayka） 的精采獨奏表演；越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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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隊的 Minh 同學則向主辦單位表示，

他們才到臺北，就感受到臺灣人的熱情

以及流利的英文溝通能力。由此可知，

跨國交流活動，不僅有助於促進國際友

誼，也助於各國與會者對我國有更深度

的認識。 

（二）、破冰活動 

由於隨後兩天將進行跨國合作的學

生科學實作競賽，主辦單位率先安排破

冰活動，分師、生兩場次分別進行，旨

在使各國與會者以最短的時間認識彼此，

建構起各組默契與團結向心力。師生場

之活動設計皆頗具巧思，除了藉由各關

卡讓彼此認識未來夥伴、認識臺灣，並

給與會者介紹該國文化的機會，讓論壇

首日即充滿文化交流的熱絡。 

教師破冰活動第一回合為「真人賓

果」（Find Someone Who），與會教師

必須找到符合賓果單上符合各項敘述的

人，透過打招呼、提問、符合者便請對

方簽名，因此能快速與在場多位老師進

行交流、談話。第一位完成賓果的教師

是來自印度的教師 Amrita Gaur Swaroop，

她點選新北市鷺江國中的施慶芳老師，

請她表演賓果單上所簽名的任務—演唱

閩南語歌曲，Swaroop 老師希望與會者

一同認識臺灣的方言歌曲，施老師演唱

臺灣民謠「四季紅」獲得滿堂彩，此活

動不僅促進彼此認識，也帶動熱絡氣氛；

第二回合邀請各國教師用母語教大家打

招呼，教師們用心學習各國語言的過程，

使會場內各國語言問候聲此起彼落、趣

味橫生，此活動亦促進各國教師彼此認

識與文化交流。 

學生場次的破冰活動則由隊輔設計

十六道賓果關卡，各國代表隊需打散分

組、跨國合作。透過精心設計的關卡，

例如用自己國家的語言教唱生日快樂歌、

益智解題，與會學生一同動腦思考、闖

關破關，在短時間內培養出團隊默契。 

（三）、專題演講 

秦一男教授的專題演講「透過尋找

外星生命來了解我們的環境—外星人真

的存在嗎？」（Understanding Our Envi-

ronment through Searching for Extraterres-

trial Life）為論壇開啟一系列知識饗

宴，秦教授以生動活潑的描述，帶領在

場各國師生想像外星生物存在的可能

性，想像外星生物會有怎樣的特徵與感

官，並從光線的波長、強度、水的存

在、大氣層的組成分等等環境因素，引

導與會者思考環境對生命演化的影響。

演講尾聲之際，秦教授尚勉勵這些未來

人才：「不要把科學分成不同學門來

學。科學就是科學。硬要分開鑽研物

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並不容易；靠自



  

己整合這些學們也不容易。我建議各位

要學習從問問題開始。找問題的技能其

實比找答案更重要、更有趣。我們可能

需要花一輩子去找尋答案來回答我們的

問題，但從問問題的過程中，我們能獲

得更多追求知識的樂趣。當我們能運用

所有學得的知識來回答問題時，才是真

正學習的實踐。」簡言之，秦教授深入

淺出的演講內容，啟發這群各國萬中選

一的青少年科學家。 

（四）、教師論壇 

教師學術論壇則提供各國資優教育

學者教師的專業交流平臺，此次主題為

How to infuse creativity into science teach-

ing，各國教師莫不用心發表其在學科領

域規畫之創意教案，例如香港教師報告

中展示許多創意 3D 列印工作坊所製作

的保健產品照片；印度教師組則以實物

說明他們課堂中進行的數學教學；同樣

運用實物演示的尚有壓軸的臺灣教師組，

藉由理化與英文教師的搭檔合作，演示

表面張力及慣性定律教學。理化老師以

魔術表演引起現場與會者之好奇心，展

開熱烈討論，展現臺灣自然科教師透過

實作展演，啟發學生主動探究科學原理

的創新教學法。教師論壇中與會者見識

彼此在數學、理化、藝術等學科領域投

入的教學心力，專業的對話引發彼此共

鳴，分享豐富的創意教學法，共同提升

資優領域教學成效。 

（五）、開幕典禮 

不同於往年的開幕典禮時間，因應

颱風來行程調整至第三日，亞太科學資

優學生論壇籌備會主席─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郭靜姿教授代表主辦

單位歡迎各國嘉賓蒞臨臺灣，說明臺灣

與各國同樣重視且積極推動資優人才養

成，以面對未來世界挑戰。11 國的代表

隊穿著國家之服飾，以流利的英語，透

過舞蹈、戲劇、問答等形式，在舞台上

進行文化表演，用以展現其國家特色。

例如：臺灣地主隊介紹臺灣發展史、文

化樣貌、自然風光以及精彩的舞蹈表演，

揭開文化表演之序幕；韓國隊結合跆拳

道擊破術與韓流偶像舞蹈，使全場尖叫

歡呼連連；印度隊學生皆穿著華麗的傳

統服裝載歌載舞，鮮豔的服裝使觀眾印

象深刻；俄羅斯隊更透過短劇呈現傳統

農民生活，並頭戴花環、跳春之祭舞蹈。

同樣透過短劇的馬來西亞隊則以風趣幽

默的方式，呈現其特有之多元文化競合

之特色。 

開幕典禮中，各國代表隊在典禮中

呈現具國家文化特色之簡介與精彩才藝

表演，帶領與會者認識自己的國家文化，

可見各國師生互動熱絡、青春洋溢，嘉



 資優教育論壇 

 

26 

賓們亦多次上臺同歡共舞，全場歡聲雷

動，會後各國師生票選最佳表演團隊，

獲獎國家為韓國隊。此活動讓各國認識

彼此文化、拉近距離，建立起無國界的

友誼。 

（六）、科學實作競賽  （Hands-on 

Project） 

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的重頭戲為

科學實作競賽，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分別進行學生與教師實作。各國青年科

學家進入科教館物理、地球科學實驗

室，跨國合作分組進行實作。 

1. 學生實作競賽與作品發表 

打破國界限制，大會在綜合考量國

籍年齡性別等因素後，將學生編排分為

十六組，進行科學實作主題競賽。今年

實作主題為「眾人的未來樂園」（A Fu-

ture Amusement Park for All）。經過一

天一夜的腦力激盪和合作動手做，7/15

（日）上午各組以 15 分鐘以英文進行

PPT 簡報說明與答問，陳述設計理念與

呈現方式。 

例如有一組把時空拉至 150 年之後

的月球，呈現外太空的未來樂園；有一

組則是強調飲水思源的理念，以旋轉木

馬連接著歷史和未來；另一組設計結合

情緒辨視系統（ detect the customer’s 

emotion），達到客製化調整的娛樂效果，

不 謀 而 合 的 也 有 小 組 以 虛 擬 實 境

（Virtual Reality）建立個人化的娛樂經

驗的設計；更多組別強調多元的能源轉

換型式、使用綠色能源、節能省碳、環

境保護等環境永續理念；其中一組甚至

以前瞻的方式設計了人性化的遊樂園行

動廁所，將廁所廢棄物處理方式，投以

人工智慧節省用水列入設計元素。 

各組發表結束後，接受各國教授評

審輪番犀利提問，考驗學生的邏輯思考

與應變能力，亦協助學生釐清實作過程

中的盲點。實作作品須具備社會人文關

懷，設計出的未來遊樂園除了要能給全

家同樂，並且能讓身障人士亦能自在享

受遊樂設施，藉由這個樂園消弭社會標

籤及世代鴻溝。 

各國小科學家克服初來乍到的惶恐，

努力運用英文與夥伴溝通，以有限的時

間與材料資源，發揮想像力、落實想法，

共同創作出豐富多樣的未來樂園模型，

以流利有條理的英文發表作品，與會者

見證了各組令人激賞的表現，評審期勉



  

與會優秀青少年能在不遠的將來，實踐

創造美好社會的夢想。此競賽不僅提供

讓各國科學資優生相互激盪、培養團隊

精神，跨越語言障礙，共創知識交流的

價值，同時亦突顯表達溝通的重要性。 

2. 教師實作競賽 

主辦單位安排 11 國的資優教育學

者與帶隊教師至科學教育館的「未來廚

房」進行臺灣美食烹飪實作競賽，以全

新先進的廚房科學實驗室，讓各國資優

教育學者從生活中的廚房探索科學，運

用科學來找尋食物料理背後的奧秘，故

與會者採取兩人一組的跨國合作，應用

科學原理以製作數項競賽作品：鳳梨酥、

舒肥牛排（梅納反應）、巧克力、晶球、

以及蝶豆花實驗（酸鹼測試）探究。與

會教師體驗獨特的烹調方式，得到跨國

合作烹飪的特殊體驗，不時驚呼連連、

嘖嘖稱奇，隊友們眼神專注、交頭接耳

討論，烹飪競賽戰況激烈，最後由地主

臺灣隊的立體 101 造型拔得頭籌。此競

賽讓各國教育學者寓教於樂，認識臺灣

特色美食之餘，尚促進文化交流。 

 

（七）、閉幕典禮 

《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閉幕典

禮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校本部禮堂舉

行，頒發各項實作大獎給各國優秀青少

年科學家。與會者盛情參與與主辦單位

工作小組群策群力、合作無間，使此次

論壇充實精彩。隨著各大團體獎項一一

頒發，隊輔與跨國合作之組員上臺領獎

的歡呼尖叫聲中圓滿落幕，與會者依依

不捨道別，相約要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努

力，期在地球村的某處相見。筆者會後

訪問數位與會教師，同表此次深切感受

主辦單位在籌辦論壇各個面向的用心，

藉此平台結識、觀摩許多同在資優教育

努力的教師，相互切磋交流的經驗相當

寶貴。 

三、省思與建議 

第四屆《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

因天候因素而時程雖未詳如預期進行，

然長時間的人員培訓、活動規劃與執行、

工作協調與籌備，猶如美酒佳釀需熟成，

而論壇期間滿室佳釀陸續推出，至閉幕

宴到達高潮。誠如籌備會主席郭靜姿教

授所言，與會的資優學生很可能成為未

來各國的領導人才，故此論壇不僅促進

未來國際人才之交流，同時提升我國國

際能見度及影響力，鞏固國際友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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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臺灣於國民外交領域的軟實力。整體

而言，評審、帶隊老師、學生、工作人

員，不分國籍，共同展現資優教育領域

未來繼續蓬勃發展之氣勢。 

對於剛起步的青少年科學家而言，

固然很難將勝負拋諸腦後，不過就如同

釀酒一般，每個步驟皆為舉足輕重的關

鍵，即使做足準備與努力，仍不可操之

過急，故筆者以為資優生勿因論壇一次

的獎項結果而妄自菲薄，競賽時間短促

而學海無涯，重要的是發掘自身特質潛

能和志趣，甚或不僅限於科學知識，自

信昻首又虛懷若谷，珍惜身邊資源與師

長之啟發教誨，進而時時專注開發自

我、關懷他人、放眼世界。《亞太科學

資優學生論壇》將烙印在與會者人生回

憶錄裡的共同記憶地標，與夥伴們共同

努力之後深刻成長，拓展更加開闊的眼

界，懷著愈加謙卑的學習心態，未來更

樂於接受挑戰，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論壇進行中筆者陸續訪談師生回饋，筆

者發現與會教師與學生皆從中收穫豐

碩，尤其是資優生對於文化交流活動與

科學實作的挑戰印象深刻。整體論壇活

動符合國際科學營隊所需具備的五項要

素（張美珍，2010），不僅具備明確的

科學主題，更提供國際化語文溝通的學

習情境，嘗試提供與會者資源整合及合

作學習的機會，同時提供難題的解決與

創意發展的平台，最後則透過短期的團

體生活訓練學生互相尊重與自重的能

力；然而，由於大多學生皆為首次跨國

分組合作競賽，經驗稍顯不足且溝通難

免產生困難，短時間產出的競賽作品亦

難能盡善盡美，活動設計與人力配置亦

尚有美中不足之處，故依下列四點建議

分別說明： 

（一）、科學實作競賽 

部分與會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待加

強，限縮學生發揮展演科學資優的才能

實屬可惜，故筆者建議各國能提前訓練

學生英語發表的技能，並建議大會評分

時以「每位組員都能發表」為列為評分

加分標準，以增進學生表達之機會與呈

現團隊默契。科學實作主要是製作模版

或者呈現模擬圖，若能跳脫一次實作競

賽的應用程度，增加其設計內涵延伸與

持續性（游健弘，2016），朝向讓學生

真正製作一樣工具或實驗模組的方面邁

進，未來將對解決真實世界問題有所裨

益。 

 

（二）、語言與文化 

  此次明顯美中不足之處為，與會者

到天文館參訪時，太空劇場的解說以中

文進行，使其他國家參與者，不易充分



  

了解影片內容，使得此段活動安排失去

部分參訪意義。另外，在開幕式的文化

表演前，建議各國應提早繳交英文表演

簡介給主辦單位統整，並在論壇進行

中，請各國隊輔推薦一位代表接受新聞

組採訪，說明表演準備與意旨，不僅能 

促進文化理解、亦能為各國用心籌備的

表演留下紀錄。 

（三）、活動設計安排 

帶隊教師參與的活動豐富有趣，然

或斟酌留一些空白時間，給予教師能休

息或關照學生的時間，減少掛心學生的

狀況。另一方面，學生的實作採跨國團

隊運作，可促進學生交流，然彼此一開

始熟悉程度不足、溝通尚存困難，建議

增加跨國小組活動，促進交流與默契建

立，有效提升跨國人才激盪的效果。 

（四）、人力配置 

筆者觀察到論壇活動人力調配的狀

況，例如：晚宴現場音控場控僅由一位

助理擔任；主持人與隊輔團隊須擔任英

文口譯與主持、安排表演節目來帶動氣

氛，未能好好享用佳餚。建議聘請專業

音控場控及安排增加主持人力；或請嘉

賓盡量以英文簡短致詞，減少需要中英

文口譯的致詞，讓與會者、籌辦者一起

放心用餐、自在交流。 

此外，新聞組與攝影組為首次合作

的團隊，儘管籌備會已討論過流程，面

對論壇現場多樣的活動內容、要即時整

理、製作、輸出、發稿，需要穩定的網

路連線與的器材配置。此次合作在工作

團隊夥伴的體諒與包容中圓滿完成，但

若要長久讓論壇活動順利進行展現成果

的話，建議人力需安排得當與軟硬體配

置。 

四、結語 

筆者藉由整理《亞太科學資優學生

論壇》實地觀察、活動紀錄，以及訪談

與會者師生，發現此論壇確屬資優教育

界優良的國際盛事，然也從上述分析與

建議，可見官方對資優國際教育之資源

有改善空間。再者，國際論壇實為展現

國家軟實力的媒介平臺，與會教師、籌

辦單位皆為在資優教育耕耘多年的教育

專業工作者，大家共同目標皆為自己國

家培養各領域之傑出人才，因此，欲確

實培養國家優秀人才，將臺灣的未來帶

向更好的發展，盼能挹注充足的資源、

落實經費支援、建立完整的會議籌備程

序，配置相對應的人力，提昇國際論壇

的品質與信譽，以期開發更多願意投入

此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培育國家未來

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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