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區域 參展單位屬性 參展場域 活動名稱

1 北 中研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阿茲海默症-腦海裡的橡皮擦

2 北 中研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iPSC核心設施
細胞中的百變怪 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 (iPSC)

3 北 中研院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Seeing is believing 生醫影像

4 北 中研院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臺灣小鼠診所
老鼠!!臨床前試驗的好夥伴!

5 北 法人
國研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臺北中心
神奇大腦科學

6 北 法人
國衛院生技醫藥生物資訊

核心設施
基因與健康大數據之生醫應用

7 北 法人 國家衛生研究院
【科普冒險王】系列主題：COVID-19科技防

疫

8 北 大專校院
臺大基因體暨

精準醫學研究中心
沒有最準，只有更準！精準醫學揭奧秘！

9 北 大專校院
陽明交大神經科學研究所

連正章老師實驗室
腦中太極──看兩相反神經迴路如何控制我們

10 北 特色研究中心 清大腦科學研究中心 智能增益 從果蠅腦START

11 北 大專校院

陽明交大智慧型

可適性深腦刺激系統於

帕金森氏症精準治療之研究

「晶」天起，再也不「帕」

12 北 特色研究中心 長庚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 終結疫情的利器 - 疫苗與抗病毒藥物的研發

13 北 法人
國研院臺灣儀器科技研究中心

竹北生醫園區
Yes，愛上醫材夢想加速器!!

14 南 法人
國研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南部設施
研發急先鋒，小鼠立大功

15 南 特色研究中心 成大國際傷口修復與再生中心 皮膚的美麗與哀愁

16 南 特色研究中心 屏科大動物製劑研究中心 免疫系統的網路尖兵 -巨噬細胞

17 北 中研院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聲命感測地圖進行式

18 北 法人
國研院臺灣半導體

研究中心新竹中心
創意無限大 - 半導體晶片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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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北 法人
國研院臺灣儀器

科技研究中心竹科本部
智造一波─前瞻儀器創新智造基地

20 北 法人
國研院國家高速網路與

計算中心新竹本部
生活中的超級電腦與AI應用

21 北 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院區 Hello, ITRI.

22 北 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ING

23 北 特色研究中心 臺大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 隱身日常的計量理論

24 北 特色研究中心
陽明交大毫米波智慧

雷達系統與技術研究中心
雷達好好玩

25 北 特色研究中心
陽明交大智慧半導體

奈米系統技術研究中心
半導體怎護國？認識半導體技術與科學

26 北 AI研究中心
臺大人工智慧技術暨

全幅健康照護聯合研究中心
智慧生活無所不在

27 北 AI研究中心
清大人工智慧製造系統

研究中心
AI 有你、智慧由你 – AIMS 智慧製造在這裡

28 北 AI研究中心
陽明交大大人工智慧普適

研究中心
防疫隔離日，讓AI機器人幫你出門辦代誌

29 北 中央部會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晶片開門，智慧互聯

30 中 中央部會 科技部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從0開始的Maker生活

31 中 法人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試車場360度大探索

32 南 法人
國研院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臺南分部
防禦力點滿就對了！超級電腦的資安防護

33 南 法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陸空合擊，金彩可期

34 南 特色研究中心 中正前瞻製造系統頂尖研究中心AI隊友來入隊 製造產品新思維

35 南 AI研究中心
成大人工智慧生技醫療

創新研究中心
解開AI醫療的神秘大腦

36 南 中央部會 科技部南科AI_ROBOT自造基地自造基地任你玩

37 北 中央部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
把AI帶回家── AI人工智慧生活觀摩體驗

38 北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浮雲有紙藝 手工紙與流沙箋

39 北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探索水產研究的殿堂 水產試驗所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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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北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蠶」酷世界體驗趣

41 北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苗栗區

農業改良場生物防治分場
農民好幫手 認識天敵昆蟲

42 北 法人 大屯火山觀測站 火山大探索

43 北 法人
國研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臺北實驗室
安全耐震的家-認識地震工程

44 北 法人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防災一起來

45 北 法人 農科院動物科技研究所 智慧農業 你不能不知道的生活智慧

46 北 法人 農科院水產科技研究所 除了吃，還能這樣玩海洋!

47 北 特色研究中心
臺大前瞻綠色材料

高值化研究中心
3D列印 面面觀

48 北 特色研究中心
北科大智慧紡織科技

研發中心
當科技在紡織打卡

49 北 特色研究中心
陽明交大新世代

功能性物質研究中心
後疫氣兵

50 中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桌上糧食怎麼來？農業探索乎你知

51 中 中央部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花卉中的「蘭」寶堅尼

52 中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
綠野仙蹤2.0

53 南 中央部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風雨風洞實驗室
丞相起風了！召喚狂風，實驗成功

54 南 中央部會
經濟部能源局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Welcome to Shalun

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55 南 中央部會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

水資源局曾文水庫庫區
水庫的回春之術

56 南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能吃「雞」不簡單，畜產新知60年

57 南 法人
國研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臺南實驗室
地震來了！認識地震工程

58 南 特色研究中心 成大跨維綠能材料研究中心 透視電池製作:乾燥室裡軟包電池的那些事

59 南 特色研究中心
成大前瞻蝦類養殖

國際研發中心
真的好「蝦」優良草蝦種原選育

60 東 中央部會 經濟部礦務局礦物標本室 「石礦」轉播──礦石的生命循環

61 東 中央部會
經濟部石材暨資源

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後山科學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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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東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太麻里研究中心
「植」想與你逛森林

63 東 中央部會 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體驗生態‧農遊趣 GO！

64 北 中央部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揭密氣象預報的誕生──中央氣象局

65 北 法人 國研院國家太空中心 飛躍30迎向未來──人造衛星的秘密

66 北 法人 國研院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典藏海洋奇幻島

67 北 法人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蛋白質結晶學實驗站
直擊素顏蛋白質─蛋白質結構大解析

68 北 法人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追光之旅 你所不知道的同步輻射

69 北 特色研究中心
清大前瞻物質基礎與

應用科學中心
Semi-shop 生活Go展覽

70 北 特色研究中心 清大前瞻量子科技研究中心 探索量子技術的秘密

71 北 特色研究中心 清大高熵材料研發中心 奇妙的高熵材料世界之旅

72 北 大專校院 臺大次震宇宙館 宇宙知多少！

73 北 大專校院
科技部國家研究船隊之

新海研1號
蒼海探奧義－新海研1號

74 北 大專校院
科技部國家研究船隊之

新海研2號
國家海洋研究新利器-新海研2號

75 北 大專校院 IBM-臺大量子電腦中心 NTU-IBM Q 量子電腦導航

76 南 中央部會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南區氣象中心
從古到今的生活氣象

77 南 大專校院
科技部國家研究船隊之

新海研3號
海洋研究新科技-新海研3號研究船

78 北 中央部會 教育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海洋職涯探索基地

79 北 中央部會 教育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敲敲打打工作坊

80 北 中央部會 經濟部工業局臺灣設計研究院 設計無國界 設計入生活

81 北 中央部會
文化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戲曲中心
逛劇場

尖端科研

跨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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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北 中央部會 文化部空總園區 從C-LAB起飛 翱翔創新的藍天

83 北 中央部會 科技部TTA臺灣科技新創基地 TTA，小巨蛋裡的大驚奇！

84 中 中央部會 教育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 一起看星星

85 中 中央部會 教育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 低調的空污殺手─「臭氧plus微粒」實探

86 中 中央部會

文化部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音樂文化園區影音館音樂互動

劇場

玩音樂 fun輕鬆─音樂互動劇場

87 中 中央部會
文化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自造實驗工坊
來自未來的朋友 第三自然的纖維材料庫

88 南 中央部會 教育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為地球滅火─氣候變遷ING

89 南 中央部會 教育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海角秘境探索

90 南 中央部會
文化部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
虛擬實境，體感文學

91 南 中央部會
文化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VR再現製造所
再造歷史現場 - 臺史博VR製作祕辛

92 南 大專校院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

研究所之實驗場域 )

科學少年羽你有約

93 東 中央部會

文化部國立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

(康樂本館及卑南遺址公園)

Hello！科學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