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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學科學普及委員會成立緣由 

力學為工程科學之重要基礎，傳統上
大致可分為：動力學（含波動學）與控制、
材料與固體力學、流體力學、熱傳學、能
源系統、地球環境科學、生物力學與醫療
工程等大分支。新興的力學理論重視科技
整合，藉由與物理、化學、地質、天文、
生物等科學交流合作，發展出相當多之力
學新領域如微奈米材料力學、介觀力學、
環境力學、大分子結構、生命力學等。近
日工程科技之突飛猛進，研究規劃多為跨
領域、學科之整合，單一傳統工程科系所
提供之知識不足以解決現代科技所面臨之
問題。力學跨領域之特質，相當適合於解
決現代高科技所遭遇之問題。 

力學雖然有如此既深且廣之應用，但
一般由於內容深奧，均止於研究所教授與
學生之高階研究，殊不知吾人日常生活中
亦存在著許多有趣且易懂之力學。例如救
護車警笛音頻變化之都譜勒效應、拱橋之
原理及近日原子力顯微鏡之原理、無線通
訊聲波濾波器、衛星導航控制、微奈米機
電等均與力學息息相關。 

基於知識經濟時代之來臨，力學推展
除戮力於大學之力學教育與研究外，更應
往下紮根，積極推動中學生之力學科學普
及教育，提早激發中學生對力學科學之了
解與興趣，以儲備優秀之力學人才。有鑑
於此，中華民國力學學會於 2001 年初成立
推動小組，旋即於該年年底改設成立力學
科學普及委員會，負責推廣及促進力學科
學之普及教育。委員會人員為國內各區大
學代表的教授及高中物理教師，如北區的
台灣大學、建國中學與師大附中，竹區的

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及新竹高中，中區的
逢甲大學及台中一中，南區的成功大學及
高雄中學，相關名單如表一所示。 
 

二、2002 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緣由 
力學科學普及委員會於2002年一月底

接獲中華民國力學學會理監事會之決議籌
辦「2002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旋即密集
規劃辦理相關事宜。由於時程相當緊迫，
且為首創，從經費募集到全國學生報名、
四區初賽協調與命題等，工作內容與困難
度均相當高。幸賴秘書處與科普委員會全
體委員極力支持與應力所超聲波實驗室全
體研究生之協助，方能順利達成任務。此
次力學競賽為第一屆全國性力學競賽，於
四月二十七日分別在北區市立建國中學、
竹區國立新竹高中、中區國立台中一中及
南區市立高雄中學進行初賽，並於五月十
八日於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舉辦
決賽。由於時程緊迫，宣導不及，但仍有
956人參加初賽，入選決賽人數則有173人。 

 

三、報名及宣傳方式 

為配合政府知識經濟之推動，本次
競賽由報名至成績公佈均利用網際網路
公布，以提昇效率，並加強中學生之網
路知識普及。考生上網報名(報名格式如
圖一、圖二所示)、繳費後的認證、考試
的應考通知、成績公佈、查詢都由考生
自行上網輸入密碼後 即可得知所有訊
息，為電子化報名、通知、認證之類考
試程序建立良好的模式。其中，網頁亦
提供留言版(如圖三所示)，讓所有考生、



家長、學校老師能夠提出問題，相互交
流。 

而宣傳活動方面，由於時程相當緊
迫，且此活動報名在中等教育競賽上完
全採電子化報名方式為全國首創，除了
科普委員所屬的學校以外，很多學校都
不知道相關活動細節，宣傳困難度相當
高。幸賴秘書處與科普委員會全體委員
極力支持，並由學會秘書處發文至北高
兩市教育局及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希望
由三個教育主管地方發文至全國各公私
立高中。其間，由於公文的作業流程繁
複，因此於開放報名一個星期後即採用
直接發文至全國278個公私立高中，直接
向各學校進行宣傳。另一方面，工作人
員亦利用電子郵件將競賽辦法一一通知
各校單位。雖宣導不及，但仍有956人參
加初賽，入選決賽人數則有173人。 

  

四、初賽 

本次競賽活動規劃有初賽及決賽兩階
段，初賽開放給全國 278 個公私立高中學
生自由報名，但亦有國中生及高工學生參
與。報名時間為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八日
止。初賽競試時間為四月二十八日，地點
分別在北區-台北市立建國中學、竹區-國
立新竹高中、中區-國立台中一中及南區-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初賽題目設計為二十題選擇題，其中
十五題為單選題及五題複選題。答案卡採
用套印格式，每一位考生只有唯一的一張
答案卡，考生無須填寫任何個人資料於卡
片上，仿照大考中心的模式以避免公平性
的爭議。試題、紀念筆及參賽證書於競賽
前一天由工作人員送達四區高中，競賽當
天四區代表的大學教授分別前往試場監
督、打開彌封試題。四區大學教授分別來
自於北區台灣大學（吳政忠教授）、竹區
清華大學（王偉中教授）、中區逢甲大學
（戴國政教授）及南區成功大學（陳鐵城
教授）。 

考試當天，各區同步進行筆試，四校

承辦高中也以慎重的態度進行考場佈置及
監考工作。各試場安排為北區有六個考
場，考生 254 人，缺考人數為 16 人；竹區
有四個考場，考生 168 人，缺考人數為 3
人；中區有五個考場，考生 174 人，缺考
人數為 10 人；南區則有九個考場，考生
360 人，缺考人數為 25 人。總共報考者有
956 人，缺考總人數為 54 人，到考率為
94.35％。 

成績方面，所有參賽考生總平均為
34.17 分，入選進入決賽者由於同分因素，
增額錄取為 203 人，錄取最低分數為 44.8
分。各區進入決賽人數分別為：北區 42
人、竹區 30 人、中區 45 人及南區 86 人，
入選之學生分別來自 44 個公私立高中，其
中以高雄市立高雄中學人數最多。相關成
績統計表如圖四所示。 

 

五、決賽 

由於決賽其間適逢各高中期中考試，
因此參與決賽的人數為 173 人。入圍決賽
的 173 人於五月十八日在國立台灣大學應
用力學研究所進行比賽。上午為筆試時
間，並隨即由力學科普試題小組(相關力學 
科系之教授)進行「試題講解時間」，而題
目之設計包含選擇題、填充題及計算題，
題型之設計相當富有思考性及創意性。值
得一提的是，本次決賽採用試題卷與答案
卷分開，而答案卷採用彌封形式，閱卷老
師無法得知考生的身份，以確保公平、公
正原則。 

下午則進行參觀活動（由應力所劉佩
玲教授安排），分組參觀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及應用力學所各實驗室，讓來自全
國各校的高中生初步瞭解力學的相關應用
及力學與高科技產業的關係。Coffee break
的設計更讓考生們有互相交流認識的機
會，並能與大學教授有進一步的接觸與討
論。之後，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系蕭飛
賓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演講內容為介紹航
太工業及在奈米科技材料的應用。 



隨後進行頒獎儀式，參與之貴賓有台
灣大學陳維昭校長、教育部中教司洪清香
司長、中華中等教育學會林昭賢理事長及
遠哲基金會牟中原執行董事。決賽成績共
錄取 10 名金牌、20 名銀牌、50 名銅牌及
學校團體獎（特優兩校、優等四校），相
關決賽競賽成績統計表如圖五所示。其中
10 名金牌得獎者將獲選中華民國力學學
會推薦參與兩岸力學交流比賽。 

 

六、致謝 

本次競賽活動承蒙國科會經費補助，
特表感謝。另一方面，承蒙遠哲基金會提
供決賽獎品 283 本書籍；中華中等教育學
會提供決賽獎品 80 本書籍及 30 枝紀念
筆；中興工程捐款 2 萬元整，在此一併感
謝。同時亦感謝國科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與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在參觀與
行政之全力配合與支援；四區初賽的承辦
高中：建國中學、新竹中學、台中一中、
高雄中學；中華民國力學學會秘書處與科
普委員會全體委員極力支持及台灣大學應
用力學研究所超聲波實驗室全體研究生在
活動期間全力之協助，一併感謝。 

 
 
 
 
 
 
 
 
 
 
 
 
 
 
 
 
 

 

 
 
 
 

 
表一  力學科學普及委員會名單 

 
 

 
 

圖一   報名網頁 1 
 

吳政忠 召集人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王仲宇 委員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王偉中 委員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 
姚昭銘 委員 物理教師 高雄中學 
范國業 委員 物理教師 師大附中 
馬劍清 委員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系 
張家歐 委員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陳鐵城 委員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 
楊永斌 委員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葉超雄 委員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劉佩玲 委員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蕭飛賓 委員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所 
謝迺岳 委員 物理教師 新竹中學 
朱錦洲 委員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施聖洋 委員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戴國政 委員 教授 逢甲大學工學院 
羅芳晁 委員 物理教師 建國中學 
戴敏章 委員 物理教師 建國中學 
林調銘 委員 物理教師 中一中 



 
 

圖二   報名網頁 2 
 

 
 

圖三   報名網站之留言版 
 
 

2002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 初賽成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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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初賽成績統計表 

 
 

2002全國中學生力學競賽 決賽成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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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決賽成績統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