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第一梯次 

中年級 A 班學員名單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曹閔硯 

葉馨云 忠孝國小 

李姵萱 

蘇鈺惠 民生國小 

洪阡芸 和仁國小 黃歆喬 賴厝國小 

莊茗翔 中山國小 張雋揚 員林國小 

楊明翰 信義國中小 曾宇堂 大成國小 

謝鎮鴻 鹿東國小 徐孝文 鹿港國小 

張謹巖 實踐國小 林書佑 柳溝國小 

林言珊 

李姸諼 南陽國小 

莊昆訓 

張常芊 中山國小 

江幸芙 民生國小 羅子渝 華盛頓小學 

柯丞叡 大墩國小 張佑承 僑信國小 

賴奕勝 永春國小 詹雅勛 實踐國小 

葉洧辰 泰和國小 羅澤豪 和東國小 

許可宗 泰和國小 張力鎧 僑信國小 

黄俐文 

林子茜 和仁國小 

郭翰程 

洪忻 草屯國小 

林芸希 建功國小 林子婷 忠孝國小 

梅淞昀 清水國小 曾冠頊 西門國小 

洪士騰 中山國小 賴彥勳 陳平國小 

張博鈞 南陽國小 黃岷泉 大成國小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第一梯次-中年級 A班-活動程序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頁碼 

7/31 

(日) 

08：40~09：20 報 到 時 間 特教系教室

09：30~10：20 相見歡－小組時間 特教系教室

10：30~11：50 熱氣球之旅-顏富明博士 特教系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特教系教室

13：40~15：00 新冠病毒與我-周殷瑞老師 特教系教室

15：10~16：30 熱力四射-體育老師 操場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特教系教室

8/1 

(一) 

09：00~10：20 電解反應-謝建國教授 特教系教室

10：30~11：50 東拼西湊-邵宜翠老師 特教系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特教系教室

13：40~15：00 香氣的「油」來-謝緯勳老師 特教系教室

15：10~16：30 牡蠣介紹與貝殼鑰匙圈-周睿鈺教授 特教系教室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特教系教室

8/2 

(二) 

09：00~10：20 科學小饅頭-李永信老師 特教系教室

10：30~11：50 花青素變色竹蜻蜓製作-傅士峯教授 特教系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特教系教室

13：40~15：00 嗅覺的化學-楊水平教授 特教系教室

15：10~15：50 小組時間 特教系教室

16：00~16：30 結業典禮 特教系教室

16：30~ Say good-bye 特教系教室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攜帶物品 

第一梯次-中年級 A班 

日  期 上課用的物品 

    

7 月 31 日 

(日) 

體育課-請穿著運動鞋及長褲 

 

 

 

8 月 1 日 

(一) 

剪刀一把 

 

 

8 月 2 日 

(二) 

 

 

每日請攜帶-簡單文具用品、水瓶、 

環保餐具(筷子、湯匙餐盒或碗)  

以及二個備用口罩 

 



2022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第一梯次 

中年級 B 班學員名單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隊  輔 姓  名 學   校 

莊莉雯 

江沛縈 大榮國小 

陳韋序 

賴筠云 葫蘆墩國小 

李昕潔 螺陽國小 林佳諭 忠孝國小 

陳庠核 中山國小 曾冠穎 線西國小 

陳威羽 明正國小 羅暘淏 中山國小 

賴震羽 員林國小 張育銓 員林國小 

韓恩平 永春國小 劉志炫 和仁國小 

張惟蓁 

陳又榛 光復國小 

吳承勳 

羅煜晶 青山國小 

林上鳳 溪湖國小 林亭誼 永順國小 

陳芃羽 文心國小 鍾明恩 忠孝國小 

吳聿琁 和仁國小 陳建銓 竹林國小 

陳伯諺 中山國小 顏詠立 炎峰國小 

彭宇謙 關東國小   

彭淳榆 

高靚玫 中山國小 

李其駿 

朱允謙 靜修國小 

張瑀倢 北斗國小 鐘若瑜 國安國小 

宇以程 炎峰國小 林義傑 明湖國小 

魏子桓 僑信國小 吳承晏 中山國小 

鄭宇恩 秀水國小 何啟右 信義國中小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第一梯次-中年級 B班-活動程序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頁碼 

7/31 

(日) 

08：40~09：20 報 到 時 間 特教系教室

09：30~10：20 相見歡－小組時間 特教系教室

10：30~11：50 嗅覺的化學-楊水平教授 特教系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特教系教室

13：40~15：00 熱氣球之旅-顏富明博士 特教系教室

15：10~16：30 新冠病毒與我-周殷瑞老師 特教系教室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特教系教室

8/1 

(一) 

09：00~10：20 東拼西湊-邵宜翠老師 特教系教室

10：30~11：50 熱力四射-體育老師 操場 

12：00~13：30 Lunch time 特教系教室

13：40~15：00 牡蠣介紹與貝殼鑰匙圈-周睿鈺教授 特教系教室

15：10~16：30 香氣的「油」來-謝緯勳老師 特教系教室

16：40~ 整理物品、準備回家 特教系教室

8/2 

(二) 

09：00~10：20 花青素變色竹蜻蜓製作-傅士峯教授 特教系教室

10：30~11：50 科學小饅頭-李永信老師 特教系教室

12：00~13：30 Lunch time 特教系教室

13：40~15：00 電解反應-謝建國教授 特教系教室

15：10~15：50 小組時間 特教系教室

16：00~16：30 結業典禮 特教系教室

16：30~ Say good-bye 特教系教室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2022 遠哲彰化科學夏令營 

攜帶物品 

第一梯次-中年級 B班 

日  期 上課用的物品 

    

7 月 31 日 

(日) 

 

 

 

8 月 1 日 

(一) 

剪刀一把 

體育課-請穿著運動鞋及長褲 

 

 

8 月 2 日 

(二) 

 

 

每日請攜帶-簡單文具用品、水瓶、 

環保餐具(筷子、湯匙餐盒或碗)  

以及二個備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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