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科普論壇排程 
 
科普心旅行：阿朗壹古道尋幽，活動為自費參與行程每人收費 500 元整。 
105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行政中心報到，出發至阿朗壹古道入口。 

18:00 九棚社區風味餐 

20:00 回到海生館 

 
 
105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行政大樓 B1 第三第四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09:00~09:30 報 到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行政中心) 

09:30-10:00 

開幕式 ：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陳啟祥館長 
貴賓致辭： 
教育部 蔡次長清華 

10:00-10:40 
專題演講： 打開海洋之窗 
主講人：方力行 教授（正修大學講座教授）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陳啟祥館長 
10:40-11:00 茶 敘 

11:00-12:00 

圓桌論壇主題：科普開門 
行政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三大重點是「十二年國

教」、「資優人才培育」以及「科普」。因此，各館

所除提供科普工作者與大眾一個參與平台之外，

更應從永續經營的角度，反映科普現狀、需求及

困境；以共同提出科普新世紀宣言，例如：提出

設立國家級「科普產業園區」及「科普傳播中心」。 
與談人： 
教育部 蔡次長清華 
吳俊仁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館長 
呂春嬌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館長 
孫維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館長 
陳啟祥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長 
陳訓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館長 
曾淑賢  國家圖書館 館長 
曾聰邦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主任祕書 

正修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方力行 教授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曾耀寰  科學月刊 理事長 
楊玉惠  國立臺灣圖書館 館長 
鄭國威  PanSci 泛科學/PanX 泛科技 總編輯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專題演講： 「中國大陸迅速擴張的海洋公園產

業—問題與影響｣ 
主講人：Dr. Naomi Rose (Animal Welfare 

Institute) 

陳玉敏 主任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14:00-15:40 
主題一： 
館所推科普 
 

講題：科教館本位課程發展 
講員：林祝里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實驗組主

任) 

吳俊仁 館長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講題：科普：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講員：劉德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科教組主任） 

講題：科普推廣與資源整合 
講員：張簡智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技教育

組主任） 

講題：海洋 fun 學-海洋科學學習中心經驗分享 

講員：陳麗淑（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展教組主任） 

講題：海洋科普推廣策略 
講員：陳勇輝（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 

15:40-18:00 茶敘&海報互動時間&海生館展場參觀 

18:30～20:00 大會宴（鯨典館） 

20:00～21:30 後灣夜間生態導覽 

 
105 年 9 月 23~24 日 行政大樓 B1 第三會議室 壁報展示（於 9 月 22 日下午貼上） 
 
  



105 年 9 月 23 日 行政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4:00-15:40 
主題二： 
科普愛動保 

講題： 珍惜每一個生命 

主講人：林德恩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生物馴養組 
陳德豪主任 

講題：國際間動物福利的發展與台灣現況 
講員：朱增宏（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 

講題：台灣東部海域鯨豚保育現況與危機 
講者：張卉君 (黑潮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講題：美食的追求與人道的付出 
講員：蔡明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 

15:40-16:00 茶 敘 

15:40-18:00 茶敘&海報互動時間&海生館展場參觀 

18:30～20:00 大會宴（鯨典館） 

20:00～21:30 後灣夜間生態導覽 

  



 
105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行政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09:00-10:00 
主題三： 
科研跨科普 

講題：科普路上意外的外來客 
講員：嚴宏洋（中央研究院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

究所 研究員/ 東沙海洋研究中心義工）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

中心 
王兆璋 所長 

講題：為海洋科普札根-培養未來海洋教育師資 
講員：張正杰（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兼教育研究所） 

講題： 科普環島列車與全民科學素養 

主講人：邱美虹 (台灣師範大學 教授) 

10:00-10:20 荼  敘 

10:20-11:20 
主題四： 
閱讀悅科普 

講題：啟動孩子的科普自學力 
講員：賴玉敏老師(國家圖書館，新北市鶯歌國小) 

江國樑 
恆春國小 校長 

講題：科普閱讀融入領域教學－以專題探究式學

習為例 
講員： 童師薇老師（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台中

市大墩國中） 

講題：動手玩科普 
講員：徐美文 (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特藏組組員) 

11:20-11:50 
傳承與閉幕儀式 
陳啟祥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館長  
曾聰邦   國立科學教育館 主任祕書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海生館後場導覽 

16:00～ 賦 歸 

 
 
 

 

  



105 年度科普論壇排程 
105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行政大樓 B1 第三第四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9:00-10:00 
主題五： 
社群讚科普 

講題：社群媒體經營下的科學教育 
講員：雷雅淇（泛科學 主編 ） 

邱郁文博士 
(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 科學教育組)

講題：在茫茫社群人海中，用數據找到你的觀眾－

談大數據在科普傳播與展覽行銷的應用 
講員：陸子鈞 
(聯合報系 總管理處媒體創新研發中心 研究員)  

講題：柴山湧泉的沒落與再現 
講員：梁世雄（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高

雄柴山會 理事長） 

10:00-10:20 荼  敘（行政中心 B1 中庭） 

10:20-11:20 
主題五： 
社群讚科普 

講題：科普人材培育：屏東大學經驗 
講員：高慧蓮（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主任） 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 科學教育組

主任 講題：漫話海洋生物 
講員：宋克義（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