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2021年新加坡第十二屆國際青年科學線上論壇校內甄選辦法 

 

一、 活動簡介 

（一） 日期：2021年 1月 19日（星期二）至 1月 22日（星期五）。 

（二） 地點：因疫情改採線上辦理。 

（三） 參與者人數：學生 2名。 

（四） 內容簡述 

在新加坡教育部的支持下，華僑中學謹訂於 2021年 1月 19日至 22日主辦「2021

新加坡第 13 屆國際青年科學線上論壇」。全球各地頂尖學府的理科高材生和數理教

師將聚首網路平臺，參與其盛。 

主辦國際青年科學線上論壇的宗旨是為年青數理精英搭建更高的學習平臺，讓他

們互相切磋，建立人脈網路。尤為難得的是參加者有機會向傑出的諾貝爾獎科學家及

權威學者討教，汲取寶貴的知識與心得。 

2021年線上論壇的主題是《冠病後時代的科學：探索未知領域》，活動將重點探

討疫情衝擊下科學發展的新方向。雖然科學家無法親臨指導，參加者仍能借助於數碼

科技，向來自人工智慧、生物醫藥和抗疫領域的專家學習。此外，參加者也能通過「海

報雲端展示會」，分享彼此的研究經驗，並參與小組合作計畫，攜手尋求解決問題的

有效方案。 

參加論壇者活動前、活動中與活動結束後的任務說明詳見附件 1。 

 

二、 報名方式 

（一） 資格：本校高一與高二學生。 

（二） 時間：2020.10.27（星期二）~2020.10.30（星期五），上班日，每日 08：10-17：00。 

（三） 地點：科學館一樓教務處特教組。 

（四） 於上述時間內繳交報名表與佐證資料。 

 

三、 甄選方式：包括書面審查與面試 

（一） 書面審查：評審委員依報名時繳交的資料審查之。書面資料須包括下列兩項 

1. 數理科學類研究企劃書或作品說明書、研究日誌、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期末報

告……等等可說明研究計畫、進度或成果的佐證資料。 

2. 可證明英語能力的經歷，例如：高中英文學期成績、英語檢定考（全民英檢、

托福、多益、雅思）、英語話劇、建中使節團、建中模聯、建中外交小尖兵、校

內外英語性社團或比賽……等等。 



（二） 面試 

1.集合時間：2020.11.2（星期一）中午 12：20。 

2.集合地點：科學館一樓教務處特教組。 

3.面試順序：依報到時抽籤決定之。 

4.面試要項：面試題目包括下列兩題 

（1）以英文介紹自己與學校，1分鐘為限。 

（2）以中文說明自己的研究主題、研究進展或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期末報告。 

（三）成績計算：總成績＝（書面審查）×40%＋（面試）×60% 

（四）錄取名額：2名。依「總成績」由高至低排序，擇優錄取 2名。 

 

四、 本辦法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亦同。



Programme Highlights for Students 

 

Pre-Event: 

 Online Research Poster Sharing. Every school is encouraged to submit one poster on a 

completed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along with a brief pre-recorded video of the students’ 

presentation of the posters. All posters and videos will be uploaded on our ISYFdigital 2021 

website ahead of the conference, for review by invited experts. 

 

During the Event: 

 Keynote address by Nobel Laureate: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sten to and be 

inspired by a live keynote address by a Nobel Laureate, and interact in an onlin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Interaction with Eminent Scientists.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Meet-the-Scientist sessions 

and have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eminent scientists online. 

 Research Poster Showcase and Research Shar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view the 

research done by their peers through the Online Research Poster Sharing portal, and selected 

submission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research to the rest of the participants. 

 Team Project Challenge. Student participants will work in groups to solve a problem or create 

an online proto-type using their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nd their hands-on 

skills. The projects may even be evaluated and further explored for their potential real-life use 

or application.  

 Social Programme.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ice-breaking and cultural sharing activities 

online.  

 Goodie Bags: All participants will receive a Forum goodie bag which will be sent to their 

schools. 

 

Post-Event: 

 Students will share their learning and experiences with schoolmates upon their return.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maintain ties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after the Forum. 

 

 

附件 1 



2021年新加坡第 13屆國際青年科學線上論壇校內甄選報名表 

班級   年  班 座號  姓名  

電話  手機  Email 
 

建中 g suite 信箱 

書

面

審

查

資

料 

研

究

主

題 

請書寫數理科學類研究主題，並檢附的研究企劃書或作品說明書、研究日誌……等等可說明研究計畫、進度或成果的

資料。 
 

英

文

能

力 

請書寫可證明英語能力的經歷，例如：高中英文學期成績、英語檢定考（全民英檢、托福、托益、雅思）、英語話劇、

建中使節團、建中模聯、建中外交小尖兵、校內外英語性社團比賽……等等。須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若本欄位不敷

使用，以附件方式增列之。 

社

團

活

動 

條列書寫校內外社團或活動（含服務學習）策劃經歷，若有佐證資料請提供之。若本欄位不敷使用，以附件方式增列

之。 

申請者簽名欄 家長簽名欄 導師簽名欄 

   

 

說明：（一）報名方式 
1.報名資格：本校高一與高二學生。 

2.報名時間：2020.10.27（星期二）~2020.10.30（星期五），上班日，每日 08：10-17：00。 
3.地點：科學館一樓教務處特教組。 

4.於上述時間內繳交本表與佐證資料。 
（二）甄選方式：包括書面審查與面試。詳見辦法。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