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校校校內內內內外外外外((((科學類科學類科學類科學類))))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競賽及活動一覽表競賽及活動一覽表競賽及活動一覽表競賽及活動一覽表                            2012012012016666....00002222....26262626    

序序序序號號號號    公告日期公告日期公告日期公告日期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Feb-01 2016.02.26 活動名稱：2016年校內科展競賽  

說明：一、校內報名截止日期：105 年 3月 2日。 

二、作品收件截止日期：105年3月18日。 

三、詳情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www.chgsh.chc.edu.tw/newsin.php?_nClass=2&nID=786 

Jan-03 2016.01.18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辦理「第八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競賽 

說明：(1)3 月 31 日前於臺大數學系本獎網站進行網路報名，並上傳作品名稱及研究簡介 

至少二頁（pdf 電子檔）。4月 30日前將參賽作品之完整 pdf 電子檔上傳。 

(2)請逕上網址參閱逕上http://www.math.ntu.edu.tw/~shing_tung/yau_award 

Jan-02 2016.01.11 活動名稱：國立成功大學「第32屆高中物理資優學生培育計畫」招生簡章 

說明：(1)報名時間：105 年 1月 6日起至 1月 22日截止 

(2)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www.phys.ncku.edu.tw/~giftedsh/ 

Jan-01 2016.01.06 活動名稱：國立中央大學「2016年中華民國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報名簡章 

說明：(1)報名時間：105 年 1月 2日起至 2月 18日截止 

(2)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imotwn.stat.ncu.edu.tw/ 

Dez-06 2015.12.23 活動名稱：私立君毅高級中學「第四屆智慧型機器人創意闖關」 



說明：如附件 

Dez-05 2015.12.23 活動名稱：南臺科技大學「2016TIRC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說明：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robot.stust.edu.tw/ 

Dez-04 2015.12.23 活動名稱：「2016 WBR世界夯機器人大賽（2016 World Bond Robot Contest） 

說明：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www.gogreenmech.org 

Dez-03 2015.12.09 活動名稱：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2016 年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研習營』 

說明：(一)報名時間自104年12月1日起至12月25日止 

(二)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imotwn.stat.ncu.edu.tw/ 

Dez-02 2015.12.09 活動名稱：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2016 年資優數學研習營』 

說明：(一)報名時間自104年12月1日起至12月25日止 

(二)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imotwn.stat.ncu.edu.tw/ 

Dez-01 2015.12.09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大學『105 年度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說明：(一)報名初賽第一梯次：本(104)年12月15日起至105年2月17日止 

(二)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 

      (三)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    

NovNovNovNov----17171717    2015201520152015.11..11..11..11.28282828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2016201620162016 物理科學營物理科學營物理科學營物理科學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請逕上網址參閱請逕上網址參閱請逕上網址參閱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ccuphycamp2016.erhttp://ccuphycamp2016.erhttp://ccuphycamp2016.erhttp://ccuphycamp2016.er----webs.com/?cwebs.com/?cwebs.com/?cwebs.com/?ckattempt=1kattempt=1kattempt=1kattempt=1    

NovNovNovNov----16161616    2015201520152015....11.11.11.11.28282828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有關本實施要點壹有關本實施要點壹有關本實施要點壹有關本實施要點壹、、、、總則三總則三總則三總則三、、、、展覽組別高中組及高職組整併為高級中等學校組展覽組別高中組及高職組整併為高級中等學校組展覽組別高中組及高職組整併為高級中等學校組展覽組別高中組及高職組整併為高級中等學校組，，，，展展展展    

覽科別整併為覽科別整併為覽科別整併為覽科別整併為11111111科科科科，，，，已於已於已於已於103103103103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6262626日公告發布在案日公告發布在案日公告發布在案日公告發布在案。。。。相關修正規定自民國相關修正規定自民國相關修正規定自民國相關修正規定自民國105105105105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5656565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開始實施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開始實施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開始實施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開始實施。。。。    

NovNovNovNov----15151515    2015201520152015.11..11..11..11.28282828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修平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2015201520152015 高中職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高中職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高中職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高中職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1.1.1.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11月月月月17171717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2.2.2.2.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http://signup.hust.edu.tw/content.asp?actno=2145http://signup.hust.edu.tw/content.asp?actno=2145http://signup.hust.edu.tw/content.asp?actno=2145http://signup.hust.edu.tw/content.asp?actno=2145        

NovNovNovNov----14141414    2015201520152015.11..11..11..11.23232323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中華民國電腦學會中華民國電腦學會中華民國電腦學會中華民國電腦學會『『『『2015201520152015 青年程式設計競賽青年程式設計競賽青年程式設計競賽青年程式設計競賽----全國自走車競賽全國自走車競賽全國自走車競賽全國自走車競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www.csroc.org.twhttp://www.csroc.org.twhttp://www.csroc.org.twhttp://www.csroc.org.tw    

NovNovNovNov----13131313    2015201520152015.11..11..11..11.23232323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2012012012016666 年全美中學數學分級能力測驗年全美中學數學分級能力測驗年全美中學數學分級能力測驗年全美中學數學分級能力測驗 AMC10A&12AAMC10A&12AAMC10A&12AAMC10A&12A』』』』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網址參閱    http://www.99cef.org.twhttp://www.99cef.org.twhttp://www.99cef.org.twhttp://www.99cef.org.tw        

補充：團體報名，欲參加者請至科學館3F設備組登記，截止日期11/27(五)。    

NovNovNovNov----12121212    2015201520152015.11.16.11.16.11.16.11.16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5201520152015 科普活動科普活動科普活動科普活動：：：：運用手機運用手機運用手機運用手機 APPAPPAPPAPP 進行開發自然科學現象應用進行開發自然科學現象應用進行開發自然科學現象應用進行開發自然科學現象應用    

的創意活動的創意活動的創意活動的創意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本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本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本網址參閱競賽詳細辦法請逕上本網址參閱    http://120.96.59.130/appnuhttp://120.96.59.130/appnuhttp://120.96.59.130/appnuhttp://120.96.59.130/appnu    

NovNovNovNov----11111111    2015201520152015.11.16.11.16.11.16.11.16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2015201520152015    徵機器人全國智能創新應用大賽徵機器人全國智能創新應用大賽徵機器人全國智能創新應用大賽徵機器人全國智能創新應用大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    http://goo.gl/forms/2um595tGFBhttp://goo.gl/forms/2um595tGFBhttp://goo.gl/forms/2um595tGFBhttp://goo.gl/forms/2um595tGFB    

NovNovNovNov----10101010    2015201520152015.11.16.11.16.11.16.11.16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臺灣知識創新學會臺灣知識創新學會臺灣知識創新學會臺灣知識創新學會『『『『    LEDLEDLEDLED 實作科學營實作科學營實作科學營實作科學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網路報名網路報名網路報名網路報名        nfuphysics@gmail.comnfuphysics@gmail.comnfuphysics@gmail.comnfuphysics@gmail.com    

NovNovNovNov----00009999    2015201520152015.11.16.11.16.11.16.11.16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無線清潔王機器人研習營無線清潔王機器人研習營無線清潔王機器人研習營無線清潔王機器人研習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2016TKBcamphttp://tinyurl.com/2016TKBcamphttp://tinyurl.com/2016TKBcamphttp://tinyurl.com/2016TKBcamp    

Nov-08    2015.11.16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第二階段科學實驗寫作工作坊第二階段科學實驗寫作工作坊第二階段科學實驗寫作工作坊第二階段科學實驗寫作工作坊』』』』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活動詳細請見活動詳細請見活動詳細請見活動詳細請見「「「「科學科學科學科學OnlineOnlineOnlineOnline」」」」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64729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64729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64729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64729    

Nov-07    2015.11.07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2015201520152015 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autoweb.nfu.edu.tw/robot20http://autoweb.nfu.edu.tw/robot20http://autoweb.nfu.edu.tw/robot20http://autoweb.nfu.edu.tw/robot2015/15/15/15/    

Nov-06 2015.11.07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2016201620162016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營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營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營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2016ntussc.weebly.comhttp://2016ntussc.weebly.comhttp://2016ntussc.weebly.comhttp://2016ntussc.weebly.com    

Nov-05 2015.11.07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第六屆冬令數學資優培育研習營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第六屆冬令數學資優培育研習營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第六屆冬令數學資優培育研習營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第六屆冬令數學資優培育研習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umcmath.stat.ncu.edu.tw/http://umcmath.stat.ncu.edu.tw/http://umcmath.stat.ncu.edu.tw/http://umcmath.stat.ncu.edu.tw/    

Nov-04 2015.11.07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2016201620162016 年中華民國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考試年中華民國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考試年中華民國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考試年中華民國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考試』』』』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imotwn.stat.ncu.edu.twhttp://imotwn.stat.ncu.edu.twhttp://imotwn.stat.ncu.edu.twhttp://imotwn.stat.ncu.edu.tw    

Nov-03 2015.11.07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104104104104 年智慧年智慧年智慧年智慧鐵鐵鐵鐵人創意競賽人創意競賽人創意競賽人創意競賽得獎得獎得獎得獎學學學學生生生生及及及及晉晉晉晉級級級級隊伍隊伍隊伍隊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Nov-02 2015.11.07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新新新新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局局局局『『『『2015201520152015IIIIEEEEYIYIYIYI 世界世界世界世界青青青青少少少少年發明展公開展覽活動年發明展公開展覽活動年發明展公開展覽活動年發明展公開展覽活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請逕詳細資料請參考請逕詳細資料請參考請逕詳細資料請參考請逕洽洽洽洽新新新新泰泰泰泰國中國中國中國中輔導主任張倩菁輔導主任張倩菁輔導主任張倩菁輔導主任張倩菁，，，，電電電電話話話話為為為為((((02020202))))    29960745299607452996074529960745分機分機分機分機400400400400。。。。 

Nov-01 2015.11.07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國立臺中國立臺中國立臺中國立臺中女女女女子高級中學子高級中學子高級中學子高級中學『『『『2015201520152015----2016FLL2016FLL2016FLL2016FLL 機器人創意競賽機器人創意競賽機器人創意競賽機器人創意競賽----台台台台中中中中場場場場競賽競賽競賽競賽』』』』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prohttp://prohttp://prohttp://projjjject.tcgs.tc.edu.tw/robotect.tcgs.tc.edu.tw/robotect.tcgs.tc.edu.tw/robotect.tcgs.tc.edu.tw/robot 

Okt-27 2015.10.28 活動名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goo.gl/MX34NN 

Okt-26 2015.10.28 活動名稱：萬能科技大學『2015 全國高中職機器人實務專題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csie.vnu.edu.tw/ 



Okt-25 2015.10.28 活動名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微型機器人研習會』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聯絡電話：楊閔傑 04-23924505分機7122 

Okt-24 2015.10.28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大學『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校園說明會』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聯絡人：陳小姐，電話(02)3366- 2635， 

Email: ironmanoffice@gmail.com 

智慧鐵人創意競賽官網：http://ironman.creativity.edu.tw 

Okt-23 2015.10.28 活動名稱：國立嘉義高級中學『104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臺灣省 

第五區(彰雲嘉區)複賽』補充公告事項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cysh.cy.edu.tw 

Okt-22 2015.10.28 活動名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館史檔案海報展』展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聯絡該館秘書室葉家興先生（07-3800089分機8488） 

Okt-21 2015.10.28 活動名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高中生地球科學 3D攝影與應用研習營活動』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s8.ntue.edu.tw 

Okt-20 2015.10.28 活動名稱：東南科技大學『 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tnu.edu.tw/ 

Okt-19 2015.10.26 活動名稱：國立清華大學『第 12屆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力競賽』應考注意事項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chemcontest.web.nthu.edu.tw/files/14-1205-93307,r11-1.php 

Okt-18 2015.10.26 活動名稱：國立成功大學『第七屆成大生命科學營』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qwerty239qwe.wix.com/ncku-cls2016 



Okt-17 2015.10.23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6 年第 48屆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twicho.tw（參賽計畫-初選-線上報名） 

補充：一律採網路線上報名，自行報名日期自104年10月23日起至11月2日中午12:00止。 

Okt-16 2015.10.17 活動名稱：國立中山大學『 2016 年第廿七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ctbo.org.tw 

補充：採學校團體報名，欲參加者請至科學館3F設備組登記，截止日期10/23(五)。 

Okt-15 2015.10.17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6 年第 17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及第 47屆國際物理 

奧林匹亞競賽計畫』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phy.ntnu.edu.tw/ipho 

補充：採線上報名，欲參加者請至科學館3F設備組登記，截止日期10/23(五)。 

Okt-14 2015.10.17 活動名稱：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選訓營(TOI)』線上練習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toi.csie.ntnu.edu.tw/practicesNet/index 

Okt-13 2015.10.17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暨「臺灣國際科 

學展覽會實施要點」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下載區(http://attach.tpde.edu.tw/)下載 

發文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文號：1040113261 

驗證碼：40VJYM 

Okt-12 2015.10.17 活動名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015 年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autoweb.nfu.edu.tw/robot2015/ 

Okt-11 2015.10.17 活動名稱：遠東科技大學『104 年中小學師生創意發明模型製作實務研習會』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goo.gl/J2Bm2T 

Okt-10 2015.10.17 活動名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04 學年度高中生自然科學研習營活動』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s8.ntue.edu.tw/ 

Okt-09 2015.10.17 活動名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16 年(第 11 屆)工業機器人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ppml.url.tw/2016_robot_competition/ 

Okt-08 2015.10.17 活動名稱：明新科技大學『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rc2015must.blogspot.tw/ 

Okt-07 2015.10.17 活動名稱：聖約翰科技大學『2015 全國高中職太陽車設計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aloha.sju.edu.tw/SOLARCAR2015/ 

Okt-06 2015.10.17 活動名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2015 年愛寶盃智慧機器人全國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goo.gl/Zm80Lj 

Okt-05 2015.10.17 活動名稱：正修科技大學『 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patent.ee.csu.edu.tw/patent/2015warac/ 

Okt-04 2015.10.17 活動名稱：南臺科技大學『2015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高中職專題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www.temi.org.tw/modules/temi/ 

Okt-03 2015.10.09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2016 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國內學生報名注意事項』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http://twsf.ntsec.gov.tw 

Okt-02 2015.10.09 活動名稱：國立暨南大學『企業吉祥物設計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 www.duro.com.tw 

Okt-01 2015.10.09 活動名稱：國立虎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電子工程系將辦理三場『LED 實作科學營』 

說明：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 okt-01 

Nov-29 2015.09.24 活動名稱：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第 21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ytlee.org.tw 

Nov-28 2015.09.23 活動名稱：國立清華大學『2015原子科學探奇之旅』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nneerf.org.tw/index.php/ns-adventure 

補充：本活動以學校為單位，想參加之班級至科學館3F設備組登記，截止日期9/25(五)。  

Nov-27 2015.09.23 活動名稱：南臺科技大學『2015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教育部館』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vcd.vc.stust.edu.tw/2015invent/ 

Nov-26 2015.09.23 活動名稱：中央氣象局『天地人學思論壇-我與氣候』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cwb.gov.tw/ 



Nov-25 2015.09.23 活動名稱：臺北城市科技大學『2015城市盃智慧型自走車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match.tpcu.edu.tw/bin/home.php 

Nov-24 2015.09.22 活動名稱：南臺科技大學『2015 電動模型方程式賽車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mech.stust.edu.tw/tc/node/A1 

Nov-23 2015.09.22 活動名稱：國立臺中一中『週六通識教育-人文與自然科學講座』 

說明：詳細資料請聯絡 04-22226081轉 204鍾組長 

      或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s://inservice.edu.tw 

Nov-22 2015.09.17 活動名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2015 機械原理及實作訓練營』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cec.web2.ncut.edu.tw/files/13-1004-35974.php 

Nov-21 2015.09.17 活動名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探尋臺灣哺乳動物化石研習活動』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apply.nmns.edu.tw/mp.asp?mp=3 

Nov-20 2015.09.17 活動名稱：臺北城市大學『2015 年愛寶盃智慧機器人全國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jyic.net/act 

Nov-19 2015.09.12 活動名稱：大葉大學『2015 全國高中職太陽能搖控車研習營暨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sae2015.dyu.edu.tw/ 

Nov-18 2015.09.12 活動名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4 學年度高中物理資優班培育甄試入學』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phys5.ncue.edu.tw/(高中資優生計畫) 

補充：校內推薦報名截止日期 9/15(二)，地點科學館 3F設備組。 

Nov-17 2015.09.12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智慧型二足機器人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mt.ntnu.edu.tw 

Nov-16 2015.09.12 活動名稱：萬能科技大學『2015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coec.vnu.edu.tw/ 

Nov-15 2015.09.12 活動名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2015 全國飛行機器人飛行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tarc2015.blogspot.tw 

Nov-14 2015.09.12 活動名稱：國立中山大學『高中學生生物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南區』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2.nsysu.edu.tw/Bio 

Nov-13 2015.09.12 活動名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104 年資訊月資訊應用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www.infomonth.com 

Nov-12 2015.09.12 活動名稱：中華創新發明協會『2015 第十一屆國際傑出發明家獎甄選辦法』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innosociety.org 

Nov-11 2015.09.12 活動名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15 年全國手擲機飛行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fly.nstm.gov.tw  

Nov-10 2015.09.12 活動名稱：國立中興大學『104 學年度高中物理及高中數學資優生輔導班課程』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物理)http://ezphysics.nchu.edu.tw/Student/highst/ 

                    (數學)www.amath.nchu.edu.tw 

補充：校內推薦報名截止日期 9/15(二)，地點科學館 3F設備組。 

Nov-9 2015.08.24 活動名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4 學年度高中物理資優生培育甄選入學』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phys5.ncue.edu.tw/gifted/ 

Nov-8 2015.08.24 活動名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15 年 IEYI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繪畫比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ieyiun.org 

Nov-7 2015.08.24 活動名稱：科技部『大眾科學教育系列專題講座』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knowledge.colife.org.tw/weekendshare 

Nov-6 2015.08.18 活動名稱：『104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計畫』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cysh.cy.edu.tw/ 

考古題專區：http://www.cysh.cy.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764 

Nov-5 2015.08.18 活動名稱：國立臺灣大學『104 學年度高中物理科學人才培育招生』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140.112.161.70/104phy 



 

 

Nov-4 2015.08.18 活動名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15 年 IEYI 臺灣參加世界青少年發明展選拔暨展覽會』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www.ieyiun.org 

Nov-3 2015.08.18 活動名稱：國立清華大學『2015 第 12 屆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力競賽』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chemcontest.web.nthu.edu.tw/ 

Nov-2 2015.08.17 活動名稱：國立清華大學『高中學生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chem.web.nthu.edu.tw/files/90-1078-2.php 

Nov-1 2015.07.28 活動名稱：中央研究院『高中學生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 

說明：詳細資料請上網 http://proj1.sinica.edu.tw/~hisp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