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物理系 

高中物理資優生輔導班計畫 

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物理系 

網址：http://ezphysics.nchu.edu.tw/Student/highst/ 

電話：（04）22840427#623 

地址：402台中市興大路 145號 

 

http://ezphysics.nchu.edu.tw/Student/highst/


國立中興大學 105學年度物理系高中物理資優生輔導班計畫 

一、依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劃審查要點。 

二、計劃設立目的：本計劃修業期限為以一年為單位，階段性物理資優生輔導班計劃，修業期

滿，頒發結業證書。主旨在於基礎科學特殊輔導，激發學生更多的興趣及潛能。 

三、報名資格：(１)高一班：105學年度各公私立高中高一至高二學生或國中資優學生。 

(２)高二班：105學年度各公私立高中高二以上學生。 

四、招生對象：中部地區(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高中生或國中資優學生。 

五、招生人數：高一班 80名，高二班 20名。 

六、修業期限：修業時間各為一學年。 

七、開設課程及師資：由中興大學物理系教授講授所有課程，課程有數學、力學、電磁學、實

驗…等。 

八、輔導方式及課程：以啟發性教學方式，藉由多媒體與演示實驗等教材導引學生主動思考問

題，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安排實驗課程，訓練學生實作能力，強調理論與 

實驗並重的啟發性教學。輔導課程包括﹔專題演講、實驗教學、專題研究、書報討論以及

參觀教學活動等。高一班輔導內容以高中的物理課程及實驗為主，高二班將輔導學生做專

題實驗為主。課程簡介如附件一。 

九、開班日期：另行通知。(預計十月底開始上課) 

十、上課時間：原則上於隔週週六上課，並於暑假安排密集輔導課程(會再依照各學校的寒暑修

而排定)。 

十一、上課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理學大樓物理系。 

十二、報名費及學費收費： 

(１)報名費：伍百元整(現金或郵局匯票，抬頭請務必為國立中興大學)，報名費不予退費。 

    (２)學費： 

○1 策略聯盟學校推薦資格者 16,000元整/年(通過各就讀高中推薦後使可享優惠)； 

○2 推廣班個別報名者 20,000元整/年。 

  (以上含講義、實驗用品、實驗器材及校外參觀等費用。) 

        ○3 本校校友、本校教職員工眷屬 85折以及本校附屬高中職生 9折學費優待。 

○4 集體報名 3 人以上者 95 折優惠；5 人以上者 9 折優惠；10 人以上者  8 折優惠。 

 (以上優惠以學費 20000元打折計算，已享策略聯盟推薦資格者不適用) 

十三、兩種報名方式及報名截止日如下： 

現場報名方式 1：現場報名於上班時間至理學大樓六樓物理系辦公室辦理。 

通訊報名方式 2：通訊報名請寄至 402臺中市興大路 145號中興大學物理系高資班 

報 名 截 止 日：策略聯盟學校推薦者請填寫「策略聯盟學校推薦表」及「個人資料提

供同意書」，並於 105年 9月 23日(五)前通過各就讀高中教務處推薦後

使可報名。 推廣班個別報名者請填寫「個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提供

同意書」，於 105 年 10月 5日(三)前隨函請附上會考成績或在校成績影

本，連同報名費寄出。 

 個別報名表，如附件二。 

十四、資格審查： 

      由中興大學物理系審查，審查資料以會考成績為主，在學成績或其他可供審查的資料為



輔。 

十五、甄選方式： 

      經資料審核後，擇優錄取。（國中資優生擇優通知口詴） 

十六、錄取通知方式：10月 7日前，個別通知錄取學生，並公布在本班網站上： 

http://ezphysics.nchu.edu.tw/Student/highst/。 

十七、注意事項： 

（１）成績複查：自正式放榜七日內，親自向中興大學物理系申請，逾時概不受理。 

（２）開班典禮及開課時間將另行通知。 

（３）學生經錄取後，不得辦理保留就讀資格。 

（４）甄選合格學生應於報到時間攜帶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二）報到。 

（５）依中興大學推廣教育退費辦法規定，學員於註冊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

退還所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學員於開課後未逹全部課程六分之一(含)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已繳學分

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七成。 

學員於開課後未達全部課程三分之一(不含)時數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已繳學分

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五成。 

學員於開課後達全部課程三分之一(含)時數無法就讀者則不予退費。 

 

十八、聯絡人：梁雅萍 小姐     (04) 22840427轉 623 

十九、出席達總時數三分之二以上及參與期末考報告及格者始發給結業證明書。 

二十、簡章網址：http://ezphysics.nchu.edu.tw/Student/highst/。或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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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興大學高中物理資優班課程內容簡介： 

課程由高中物理課本知識帶領你進入物理世界的奧秘，因此課程的主要內容分為幾部分： 

 

1、 物理課程：課程包含高中物理及大一普通物理(力學、運動學、波動與光、電磁學及近代物

理) 內容簡介如下： 

1.1力學：介紹運動學、靜力帄衡、動量、能量、轉動等等。在此單元我們將數學微積分、

三角函數等等融入此部分課程。 

1.2 波動：有波的種類、形式與性質（如波長、頻率、相位與波速）、波的現象（如反射、

折射、干涉與繞射）、波的都卜勒效應、波函數的表示式與波的加成、駐波的

性質。 

   光學：光的粒子說與波動說、光波的反射、全反射、折射、干涉與繞射；光的傳播特

性與光纖；光與電磁波的關係；光的繞射極限；光學干涉儀及其應用等。 

1.3電磁學：將介紹四大基本力、靜電學、電場、高斯定律、電位、電容、靜磁學等。  

 

2、 實驗課程 

  實驗部分包含：數據處理、史特林引擎-熱功轉換、磁性奈米粒子製作、電流天帄(量測載

流導線在磁場中所受到的力 Lorentz force並求得磁場大小)、鋰電池充放電研究、電力線

-藉由電力線的分佈情形，瞭解電場分佈狀況、色散、雷射光學實驗-繞射、雙狹縫干涉干

涉及多狹縫及光柵的繞射現象。最後我們將作口頭報告訓練，讓學生能把數據整理成科學

報告等等。 

 

3、 物理啟發課程 

物理啟發課程主要內容：介紹物理發展過程（物理史）、最新科學研究（例如光學科技、現

代科技與物理）、低溫世界的奧秘、生物與物理及物理人的未來及挑戰等等。此課程邀請系

上各實驗室老師上課。 

 

4、 演示教學實驗: 

配合上課課程安排演示實驗內容。演示內容以讓學生有思考空間、動手參與及互相討論的

機會為主。演示實驗安排以物理現象明顯為主。內容有七類：牛頓力學、轉動力學、流體

力學、熱力學、波動學、光學、電磁學。 



【策略聯盟學校推薦表】 

國立中興大學 105學年度中區高中數學、物理資優班策略聯盟學校推薦表 

 

姓名  
性

別 
 

第 2張照片浮貼 

第 1張照片實貼 

 

（二吋半身照片） 

背面書寫姓名 

就讀 

學校 
 

年

級 
 

班

別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電話  手機  e-mail  

 

家長 

或 

監護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手機  

地址 □同通訊地址（請打勾） 

e-mail  

報名 

班別 

□數學資優班 

□物理高一班 

推薦審查結果(本欄位由各高中教務處填寫)： 

□正取 第      名 

□備取 第      名 

 

推薦學校名稱： 

推薦學校章戳： 

※報名方式及繳交附件說明： 

請填寫「策略聯盟學校推薦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並於 105 年 9月 23 日(五)前向所就讀高中教

務處登記。  

 



 

【個別報名表】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105學年度高中物理資優生輔導班」 

物理資優生輔導班個別報名表 

姓名  
性

別 
 

第 2張照片浮貼 

第 1張照片實貼 

 

（二吋半身照片） 

背面書寫姓名 

就讀 

學校 
 

年

級 
 

班

別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電話  手機  e-mail  

 

家長 

或 

監護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手機  

地址 □同通訊地址（請打勾） 

e-mail  

學費優惠項： 
□本校教職員工眷屬 85折(請附證明文件)       □本校校友眷屬 85折(請附證明文件) 

□本校附屬高中職生 9 折                      □學生集體報名 3人以上 95折 

□學生集體報名 5人以上 9折                  □學生集體報名 10人以上 8折 
註：集體報名者請將報名表裝在同一份信封袋郵寄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高一新生尚未取得學生證者得於正式上課後補交） 

■  報名方式及繳交附件說明  

1.報名方式：一律通信報名。請詳填報名表資料，貼妥照片、學生證影本，並附上: 

(1)高一新生：請附上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或相關有利的申請資料 

(2)國三學生：請附上國三在校成績，或相關有利的申請資料 

(3)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於 105年 10月 5 日前掛號寄至「402 台中市興大路 145號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

學系」收，信封註明：「高中物理資優班報名資料」。 

2.聯繫電話：(04)22840427轉 623梁雅萍小姐 

 

附件二                                    匯票號碼：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當您勾選「我

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 

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

方得使用本 服務，但若您已接受本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依據本校【隱私權政

策聲明】，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 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本表單各欄位等資料。  

4.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6.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請求查詢或閱覽。(2)

製給複製本。(3) 請求補充或更正。(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 請求刪求。  

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校【隱私權政策

聲明】之個 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連繫。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

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1. 本校為執行學生就讀「高中數學資優班」或「高中物理資優班」期間，因業務需要需蒐集您的個人

資料。  

2.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

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3.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 5年內，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

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

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 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如

違反下 列條款時，本校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

不另作個 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勿繼續接受本服務。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

本同意書該等增訂 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

不構成 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 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當事人(或監護人)簽名            (請親簽)    年    月    日 



交通路線圖 
自行開車交通指引： 

 

 

主要行經中興大學之台中市公車： 

統聯客運 73 路 

起訖時間：頭末班車：0600~2200  

間隔：尖峰時段：(0600~0800、1600~1800)每 5~10 分鐘一班 

        離峰時段：每 15~20 分鐘一班 

站名 站牌位置： 

台中車站 火車站前統聯客運候車處 

中興大學 興大路與學府路口(中興校門旁) 

 

台中客運 33 路 

起訖時間：頭末班車：0600~2200  

間隔：尖峰時段：(0600~0800、1600~1800) 每 8 分鐘一班 

        離峰時段：每 12 分鐘一班 

站名 站牌位置： 

台中車站 火車站前台中客運候車處 

中興大學 興大路與學府路口(中興校門旁) 

 台中客運 35 路 

起訖時間：頭末班車：0615~2200  

間隔：尖峰時段：(0600~0800、1600~1800) 每 15 分鐘一班 



             離峰時段：每 25 分鐘一班 

站名 站牌位置： 

台中車站 火車站前台中客運候車處 

中興大學 興大路與學府路口(中興校門旁) 

  

本校因安全管制問題，煩請接送學生的家長至國光路—東側二門接送，或把汽車停放於側門四

周，用步行進校（東側二門距理學大樓步行只需 1 多分鐘）  

 

 

 



高中物理資優生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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