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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目前的課程改革中，中學自然科學教師的角色由課程消費者轉為
調整者或甚至研創者。然而，在此發展脈絡中，怎樣的教師專業成
長研習方案內容與實施方式，才能符合需求，達到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的目標，進而促成課程改革，仍有待實踐與有系統地檢視。本項
子計畫旨在針對(a)總計畫中發展綠色永續探究課程的教師、(b)對
於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發展有興趣的教師、及(c)總計畫發展欲
推廣學校之執行課程教師等三類教師群體的不同專業成長需求，設
計教師專業成長方案。研究團隊成員將於各個研究階段中，運用參
與觀察或訪談等方法，彙整不同群體教師對於綠色永續科學探究課
程的感知與需求，規劃師資培育內容與進行原則，並辦理師培方案
，推廣及了解執行課程教師的關切事項。預期滿足之教育需求包括
：在三年研究期間，提升以上三類教師群體增進教師對於綠色永續
科學與科技的了解、對於科學探究的了解(含探究的素養指標)、探
究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的能力、將社會議題融入探究課程的能力、
對於探究能力評量設計的能力、提問與引導的能力等面向。研究過
程中並在各階段經由多元資料來源的交互校正，由此釐清對前述三
類群體教師進行師資培育方案時，提供之研習內容與執行策略的共
通性與殊異性，以對於推廣新興科技課程之師資培育方案的內容與
實施原則提出建議，供參與高瞻計畫之機構參考。

中文關鍵詞： 高瞻計畫、新興科技、科學探究、教師專業成長

英 文 摘 要 ： Science teachers' role in curriculum reform has been
changed from curriculum consumer toward curriculum
adaptors, or curriculum developers. However, it is in
urgent need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pproaches for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to meet science teachers' needs,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ligned
with the reform movements.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we
designed professional programs for three groups of
teachers: (a) teachers involved in designing Inquiry
Curriculu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SD), (b) teachers
interested in inquiry and practical works in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and (c) teachers enacting ICSD in other
schools. Teachers of different group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the researchers act as
participant observers, in order to reach a rich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achers' various needs and plan
professional programs accordingly.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to generate the three group teachers' conceptions
in terms of Knowledge about fr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about inquiry science, and
Competencies in designing curriculum and planning
instructions, integrating social issues, assessing
students' inquiry ability, and questioning and facilitating
stud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s
about science teachers' learning and design principles are



also provided for futur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英文關鍵詞： High scope curriculum project, Fr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inquiry,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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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keywords) 

摘要 

在目前的課程改革中，中學自然科學教師的角色由課程消費者轉為調整者或甚至研創者。然而，

在此發展脈絡中，怎樣的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方案內容與實施方式，才能符合需求，達到提升教師專

業知能的目標，進而促成課程改革，仍有待實踐與有系統地檢視。本項子計畫旨在針對(a)總計畫

中發展綠色永續探究課程的教師、(b)對於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發展有興趣的教師、及(c)總計

畫發展欲推廣學校之執行課程教師等三類教師群體的不同專業成長需求，設計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研究團隊成員將於各個研究階段中，運用參與觀察或訪談等方法，彙整不同群體教師對於綠色永續

科學探究課程的感知與需求，規劃師資培育內容與進行原則，並辦理師培方案，推廣及了解執行課

程教師的關切事項。預期滿足之教育需求包括：在三年研究期間，提升以上三類教師群體增進教師

對於綠色永續科學與科技的了解、對於科學探究的了解(含探究的素養指標)、探究課程發展與教學

設計的能力、將社會議題融入探究課程的能力、對於探究能力評量設計的能力、提問與引導的能力

等面向。研究過程中並在各階段經由多元資料來源的交互校正，由此釐清對前述三類群體教師進行

師資培育方案時，提供之研習內容與執行策略的共通性與殊異性，以對於推廣新興科技課程之師資

培育方案的內容與實施原則提出建議，供參與高瞻計畫之機構參考。 

關鍵詞: 高瞻計畫、新興科技、科學探究、教師專業成長 

ABSTRACT 

Science teachers’ role in curriculum reform has been changed from curriculum consumer toward 

curriculum adaptors, or curriculum developers. However, it is in urgent need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pproaches for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to meet science 

teachers’ needs,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ligned with the reform movements.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we designed professional programs for three groups of teachers: (a) teachers 

involved in designing Inquiry Curriculu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SD), (b) teachers interested in 

inquiry and practical works in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and (c) teachers enacting ICSD in other schools. 

Teachers of different group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the researchers act as 

participant observers, in order to reach a rich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achers’ various needs and plan 

professional programs accordingly.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to generate the three group teachers’ 

conceptions in terms of Knowledge about fr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about inquiry 

science, and Competencies in designing curriculum and planning instructions, integrating social issues, 

assessing students’ inquiry ability, and questioning and facilitating stud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s about science teachers’ learning and design principles are also provided for futur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Keywords: High scope curriculum project, Fr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inquiry,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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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內容：包括 

1. 前言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為符應國際新興科技與高中科學教育發展趨勢，並使本校極具特色的研究方

法及專題研究課程更為精緻化、系統化，延續第一期、第二期高瞻計畫的基礎，申請實施高瞻計畫

第三期，課程中引入新興科技，結合人文議題，並以綠色永續為課程學習主軸，除持續發展新興科

技相關課程，並推廣本校課程至他校。 

本整合型計畫以綠色奇蹟永續發展為主題，聚焦於綠色能源課程與綠色星球課程兩部分。在科

技議題方面，從能源效率（如綠能科技）、高值材料循環(如溫室氣體減量、資源再利用)、生物科技

（如新農業）、機電整合（如智慧機械）、環境品質、自然災害、永續發展等，都是二十一世紀科技

發展新趨勢，也與當代人類生活習習相關，這些目前全球新興科技發展趨勢與衍生之重要議題，也

是現代高中生、國中生所應有的知識與素養。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方式進行，以臺北市立麗山高中及臺北市立龍山國中、蘭雅國中、仁愛國

中與北政國中等共四所國中組成之跨校社群發展中等學校綠色奇蹟科學探究課程之相關人、事、時、

地、物為研究場域，同時搜集質性和量化的資料，並進行分析。麗山高中作為全國第一所科學高中，

在探究課程發展深具經驗；而以龍山國中、蘭雅國中、仁愛國中與北政國中等共四所國中之數理資

優班或專題課程教師共同發展課程，延續這些教師過去共同備課的基礎下，著手發展新課綱下國中

的「彈性學習」課程的研發，使新興科技課程得以向下扎根，培養國中生從生活周遭的探究開始，

進而掌握新興科技發展趨勢。此外，也經由大學端（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等）的參與，進行探究課程評鑑及學習評量工具開發、綠色永續課程推廣與師資培育工作

坊、智慧型知識網絡服務帄台等，讓課程發展更形完備。 

綜合上述，本整合型計畫研究之目的如下： 

1. 發展綠色永續探究課程 

2. 建立探究課程評鑑模式 

3. 發展探究學習評量工具 

4. 發展探究課程之教師培育課程 

5. 建置課程推廣與分享帄台 

本子計畫則是聚焦於第四項研究目的，規劃及進行逐年之研究工作。 

本整合型計畫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綠色奇蹟永續課程創新發展計畫粗分為三個向度，即「課

程創新與發展」、「課程評鑑與學生學習評量」及「綠色永續課程推廣與師資培育」。總計畫除支持

各子計畫的發展，也著力「課程評鑑與學生學習評量」；「課程創新與發展」向度由子計畫一之「綠

色星球探究課程」與子計畫二之「綠色能源探究課程」共同發展；「綠色永續課程推廣與師資培育」

向度則由子計畫三負責；此外，由總計畫與子計畫四合作辦理包括更新智慧型知識網絡服務帄台、

充實教學資源中心、國際學術交流等基礎軟體與硬體建設，以建置優良學習環境做為整合型計畫中

各子計畫研究發展過程中的學習帄台，並與大學端科學教育中心合作，有利課程的推廣及師資的培

育。 

3.文獻探討 

本子計畫主要是配合整體研究進展，推廣其他子計畫課程研發成果，並對參與本研究的學校教

師提供專業成長方案。以下分別說明設計推廣及專業成長方案、實施推廣及專業成長方案、評估推

廣及專業成長方案等研究工作的相關文獻。 

設計推廣及專業成長方案 

Demir 等人（2012）指出謹慎設計專業成長方案，才可能達到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目標。為求

確保推廣及教師專業成長方案的成效，Freeman（1993）以及英國在2000年初期採用的方案認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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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傾向採用培訓過程文件化的方式，使歷程透明化易於稽查，便於持續改進、穩定運作。但教育

是特殊的過程，不全然適合採用查證是否符合標準來認證品質，而必頇嚴謹規畫、審慎執行過程（

陳善德，2004），例如可運用系統評鑑的觀念，訂定嚴謹準則、依據設定之準則來規劃、執行及查

證、以及持續改進等。文獻也指出輔以良師共同學習的教師專業社群，有助於進行推廣及師資培育

。綜合Stoll等人（2006）及Roth等人（2015）的想法，優良專業學習社群的共同特徵，包括建立共

同價值與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集體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反思式專業探究（

reflective professional inquiry）、協作（collaboration）、以及激發個人與全組的學習。 

實施推廣及專業成長方案 

文獻顯示學校為本的培育方案，未必都能達到預期的成效。如Day 或Kosunen（1994）的評析

，教師參與學校本位專業及課程發展計劃時，應激發其主動的態度，全程參與評估、設計以及實施

課程的過程，這樣會有助於教師發展出實務知識。知名的教師專業成長領域學者Loucks-Horsley, Stile, 

和Hewson提出七項有效專業成長方案的實施原則，包括以明確的有效教學意象為導引、提供教師發

展知識與技能的機會、提供教師體驗所要學習的教學方法的機會、強化教師學習社群、裝備並支持

教師擔任教學領導、專業成長方案與學校教學實務有關聯性、能持續進行成效評估。綜合言之，加

強內容知識與教學法、考量教師所要處理的學校真實情境、營造教師學習社群、共同實踐反思、持

續循環回饋，是實施推廣及專業成長方案時，應詳加考慮的幾項關鍵要素。 

麗山高中團隊擬於推廣及師培方案中，引介自行研發的課程教材與教學資源，並由研發課程的

高中團隊來帶動合作之國中團隊。Borko（2004）曾以情境觀點來分析教師的學習與專業成長，包括

了教師參與在社會活動中的改變情形，以及參與過程中個人運用的知識。Borko建議規劃專業成長方

案時，應該要逐步由單點單一方案、多點單一方案、及多點多元方案來達到提升教師學習的目標。

本專題計畫先針對麗山團隊提供增能課程，提升內容知識與教學法，並檢視成效，再調整運用這增

能課程的內容及實施方式，結合營造教師學習社群、共同實踐反思、持續循環回饋幾項原則，來提

供教師專業成長方案給予對麗山團隊發展出的課程有興趣的教師，集思廣益，由不同的學校情境視

角來調整變化為多元方案後，最後再與學校協商適合的方式，落實於幾所合作的中學。 

麗山高中團隊成員基於先前的研發與推廣經驗，認為整個歷程中的參與者，專業成長需求並不

相同，可以區分為起始研發課程的教師群、對研發出的課程有興趣的教師群、以及實際落實課程於

不同學校的教師群。這三群教師的任務或研習內涵，應如Shulman和Shulman（2004）所強調的，要

培育具有適切信念並備有充分知能的教師，所提供的專業成長課程必頇兼顧個人層面及專業層面的

願景、動機、能力、反思及自治。架構出針對不同需求的教師群的專業成長方案內容與執行方式，

係為實施方案階段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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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總計畫研究架構圖 

 

各子計畫之角色分工與合作關係如圖 2、圖 3 所示。透過總計畫與子計畫三協助子計畫一、二

進行課程發展與實施，以學生學習指標為課程培養能力之依據，以課程評鑑為發展流程，確保課程

品質，並了解實施成效；而子計畫一、二之發展與實施情形同時可回饋總計畫研究結果是否可行。

子計畫二以綠色能源中的綠色儲能（新式電池）、校園綠能（風力發電、魚菜共生）為主軸發展國

中階段跨領域之探究課程，延續國中發展之綠色儲能和校園綠能，高中階段深入探討綠色星球中的

新能源（再生能源、風力發電）、綠色生活（台灣地理環境、智慧生活、友善農業、二氧化碳捕獲）

主軸，此部分由子計畫一擔綱。子計畫三與總計畫、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二發展歷程結合，第一階段

協助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二教師增能；第二階段則辦理師資培育課程，使課程推廣合作學校可順利實

施外，並辦理工作坊協助有興趣發展探究課程教師之專業成長。子計畫四協助子計畫一、二編寫科

普文本，紀錄其他三個子計畫之課程或工作坊歷程，除原帄台之科普推廣外，更成為未來自然科學

探究與實作或其他選修課程之素材、課程發展歷程之資源與支持帄台，所紀錄之課程發展歷程與工

作坊課程可提供科學教師自主增能使用，對於落實新興科技之課程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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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三 

綠色永續課程推廣與師資培
育計畫 

 
學生學習評量 

課程發展歷程 

教師專業成長與師資培育                                         

科學探究能力 

新興科技素養 

專題探索與研究 

人文關懷 

科技倫理 

課程理念與目標的形成 

相關資源的投入與管理 

課程架構與內容的訂定 

課程實施與評量的規劃 

綠色永續學術專業知能 

專題探究教學規劃知能 

學生本位教學執行知能 

教學多元評量知能 

教師自我成長知能 

 

子計畫四 工作坊與社群運
作紀錄與增能推廣 

子計畫四 課程發展支持、歷程記錄與分享帄台 

課程內容 
「溫室氣體

的補獲與利

用」、「綠色

農業─生物

防治」、「綠

色儲能科

技」、「風水

輪轉」、「能

源模組」、

「風力發電

模組」、「智

慧生活」、

「台灣環境

與災害」 

探究課程發展評鑑與學生學習評量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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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服
務
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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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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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子計畫二 

「綠色能源」探究課程
發展計畫 

學習策略 
科學探究能力 
科學過程技能 
科學探索 

子計畫一 
「綠色星球」探究課

程發展計畫 
學習策略 

科學探究能力 
科學過程技能 
新興科技素養 
人文關懷 
科技倫理 

國際學術交流 

 



 

 

 

 

 

 

 

 

 

 

圖 2 計畫角色關係圖 

 

 

 

 

 

 

 

 

 

 

 

 

 

圖 3 子計畫關聯圖 

4. 研究方法-計畫執行策略 

本子計畫主要內容 

本子計畫將推廣其他子計畫課程研發成果，並對參與本研究的學校教師提供專業成長方

案。第一年主要為設計推廣及專業成長方案。本子計畫第二年的增能對象係針對本計畫發展

課程的教師，並擴展及其他學校。第三年則蒐集資料分析課程研發教師對探究極探究教學的

觀點（附錄一），並邀請教師進行小規模詴教（附錄二）。期望能增進教師基本科學探究知

能，並基於各課程團隊課程研發成果，進行推廣。教師增能目標包括： 

(一) 增進教師對於綠色永續科學與科技的了解 

(二) 增進教師對於科學探究的了解（含探究的素養指標） 

(三) 培養教師探究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的能力 

(四) 提升教師將社會議題融入探究課程的能力 

(五) 培養教師對於探究能力評量設計的能力 

(六) 提升教師提問與引導的能力 

本計畫執行時，參酌文獻中對於設計、實施、與評估推廣及專業成長方案之建議，在總

計畫及其他子計畫的人力及研發成果支持下，對於不同群教師提供符合教師需求之專業成長

方案。第一年首先對於高中及國中課程研發團隊，規劃增能目標，提供增能方案。第二及第

三年則基於第一年研發成果規劃成果分享及詴做工作坊。 

教師增能之課程內容要項圖示（圖4）及進行原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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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工作坊與教

師社群發展紀錄與推廣 

子計畫四─課程支持、

發展、實施紀錄與推廣 



 

a.增能課程內容 

 

 

 

 

 

 

 

 

                            

圖4 增能課程內容要項 

 

(a) 以本計畫之教師為種子（僅選擇部分教師），針對教師在綠色永續科學與科技、科學探究

、探究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包括將社會議題融入探究課程）、探究能力評量設計、提問

與引導等增能目標，規劃教師增能課程，並依據教師回饋與教師課程發展歷程觀察，調整

（修正或增減）增能課程內容或時間長度。由本子計畫之課程研發教師為師傅教師，協助

種子教師自我成長規劃、對話與反思，最終使種子教師能成為獨當一面的教師，未來能成

為本計畫之工作坊講師與師傅教師。 

(b) 本研究工作坊為點狀之研習，為系列研習。工作坊為實作與產出型研習，參加教師頇定時

回流，並分享說明課程發展或實施的情形與困難，由本子計畫之課程研發教師引導同期參

與之教師共同討論解決之道，由教師們擬定策略並執行。故工作坊將協助參加教師形成社

群。 

(c) 透過師傅教師的對話，以及教師社群的共備（備課─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相互觀課，議課

─課程調整），使教師的成長不再只是個人，更是透過群體的激盪，產生更多的思考與更豐

富的回饋。 

(d) 本計畫之課程發展工具以總計畫中的課程評鑑之工具為基礎，參與之教師的發展課程歷程

中，並提供探究素養指標，幫助教師們了解探究的內涵，據此發展課程。 

(e) 承前所述之執行策略，針對增能目標，規劃適合各類群教師需求之增能研習課程，各年之

增能研習課程如表1。 

 

表1、教師增能研習課程 

 研究內容 重點 目標 增能課程 

第

一

年 

 藉由為本計畫

之課程研究教師的

增能，研發探究實

作課程之教師增能

系列工作坊。 

 研發工作坊課

程 

 觀察與紀錄工

作坊課程對於教師

成長的成效 

 調整工作坊課

 本研究之欲培

養教師之能力，除發

展探究實作課程外

，更欲提升教師對於

綠色科技的專業知

能，也能藉由工作坊

培養自主評鑑的能

力，更能依據課程發

展，進行適切的學生

學習評量。 

 

 提升教師對綠色

科技發展現況與技術

的了解，並能與專家討

論課程，決定課程難度

與方向。 

辦理子計畫教師之綠色

科技專業研) 

 106/6/19 跨 領

域生物技術在農業

上之應用 

 幫助教師了解探

究素養的內涵，並讓教

師藉由工作坊的例子

了解如何在課程實施

中培養學生探究能力。 

辦理子計畫教師探究素

養工作坊 

 106/4/11科學閱

讀理解設計I 

 106/5/2 科學閱

讀理解設計II 

綠色永續學
術專業增能 

專題探究教
學規劃增能 

學生本位教
學執行增能 

教學多元評
量增能 

教師自我成
長與反思 



 

程  以逆向課程設計

方式(重理解課程設計)

，帶領教師從課程目標

設定、探究能力設定，

學生起點分析、課程與

其他課程的連結，確認

課程架構、確認評量方

式，設計每個單元課程

。 

辦理子計畫教師課程設

計工作坊 

 106/4/18課程設

計工作坊I 

 106/5/9 課程設

計工作坊 II 

 106/5/12 自 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工

作坊 

 106/6/13化學科

跨校社群探究與實

作課程設計成果分

享 

 106/8/20 課 程

設計工作坊 

 促進教師使用新

技術，結合探究課程，

讓學生能真正運用創

客技術解決所面臨的

探究任務。 

辦理子計畫教師創客技

術工作坊 

 106/06/20 手 機

與帄東在科學量測

上的應用 

    提升教師探究實

作的課程認識，辦理相

關分享會。 

 107/09/07 自然

科探究實作課程規

劃暨課程分享會 

 107/12/27 台中

四校自然科探究實

作課程分享會 

第

二

年 

 藉由為本計畫

之課程研究教師的

增能，辦理探究實

作課程之教師增能

系列工作坊。 

 分析工作坊課

程對於教師成長的

成效 

 調整工作坊課

程 

 本研究之欲培

養教師之能力，除發

展探究實作課程外

，更欲提升教師對於

綠色科技的專業知

能，也能藉由工作坊

培養自主評鑑的能

力，更能依據課程發

展，進行適切的學生

學習評量。 

 基於第一年課

程研發成果，進一步

辦理推廣研習，分享

課程研發歷程與成

果，協助其他學校教

師提升探究教學及

 提升教師對綠色

科技發展現況與技術

的了解，並能與專家討

論課程，決定課程難度

與方向。 

辦理子計畫教師之綠色

科技課程分享會 

 107.12.04「綠色智慧

友善農業：發展生物

性農藥技術防治農

作害蟲」課程分享會 

 107.12.18「智慧生活

-生活節能與智慧物

聯網」 

 107.12.19「台灣的天

災與生活-你的住家

安全嗎？」 

 107.12.19「風生水起

能源來-風力發電課

程」 



 

素養導向課程之知

能。 

 幫助教師了解探

究素養的內涵，並讓教

師藉由工作坊的例子

了解如何在課程實施

中培養學生探究能力。 

辦理子計畫教師探究素

養工作坊 

 107.11.08 探究實作

增能研習 

 108/2/21台中探究實

作理論與實務工作

坊 

 108/03/14雲林探究

實作理論與實務工

作坊 

 以逆向課程設計

方式(重理解課程設計)

，帶領教師從課程目標

設定、探究能力設定，

學生起點分析、課程與

其他課程的連結，確認

課程架構、確認評量方

式，設計每個單元課程

。 

辦理子計畫教師課程設

計工作坊 

 107.10.04 桃園四校

自然探究實作課程

對焦會議 

 108.01.17 雲林九校

自然探究實作跨校

共備工作坊 

 108/3/28台中探究素

養工作坊（一） 

 108/5/2台中探究素

養工作坊（二） 

 108/3/21雲林探究素

養工作坊（一） 

 108/4/18雲林探究素

養工作坊（二） 

 108/5/16雲林探究實

作工作坊(三) 

 108/3/14雄女探究實

作課程檢是與調整

工作坊(一) 

 108/3/21雄女探究實

作課程檢是與調整

工作坊(二) 

 108/5/2台中探究實

作課程檢視與調整

工作坊 

 108/5/30雲林探究實

作課程檢視與調整

工作坊 

 提升教師探究實

作的評量設計能力，辦

理相關實作工作坊 

 108/6/27 自然科探

究與實作評量工作

坊 

 提升教師探究實

作的課程認識，辦理相

關分享會。 

 107/12/27 台中四校

自然科探究實作課

程分享會 



 

第

三

年 

 藉由為本計畫

之課程研究教師的

增能，辦理探究實

作課程之教師增能

系列工作坊。 

 分析工作坊課

程對於教師成長的

成效 

 調整工作坊課

程 

 本研究之欲培

養教師之能力，除發

展探究實作課程外

，更欲提升教師對於

綠色科技的專業知

能，也能藉由工作坊

培養自主評鑑的能

力，更能依據課程發

展，進行適切的學生

學習評量。 

 基於第一年課

程研發成果，進一步

辦理推廣研習，分享

課程研發歷程與成

果，協助其他學校教

師提升探究教學及

素養導向課程之知

能。 

 幫助教師了解探

究素養的內涵，並讓教

師藉由工作坊的例子

了解如何在課程實施

中培養學生探究能力。 

辦理子計畫教師探究素

養工作坊 

 108/2/21台中探

究實作理論與實務

工作坊 

 108/03/14 雲 林

探究實作理論與實

務工作坊 

 以逆向課程設計

方式(重理解課程設計)

，帶領教師從課程目標

設定、探究能力設定，

學生起點分析、課程與

其他課程的連結，確認

課程架構、確認評量方

式，設計每個單元課程

。 

辦理子計畫教師課程設

計工作坊 

 108/3/28台中探

究素養工作坊（一） 

 108/5/2 台中探

究素養工作坊（二） 

 108/3/21雲林探

究素養工作坊（一） 

 108/4/18雲林探

究素養工作坊（二） 

 108/5/16雲林探

究實作工作坊(三) 

 108/3/14雄女探

究實作課程檢是與

調整工作坊(一) 

 108/3/21雄女探

究實作課程檢是與

調整工作坊(二) 

 108/5/2 台中探

究實作課程檢視與

調整工作坊 

 108/5/30雲林探

究實作課程檢視與

調整工作坊 

 提升教師探究實

作的評量設計能力，辦

理相關實作工作坊 

 108/6/27 自 然

科探究與實作評量

工作坊 

 提升教師探究實

作的課程認識，辦理相

關分享會。 

 107/09/07 自然

科探究實作課程規

劃暨課程分享會 

 107/12/27 台中

四校自然科探究實

作課程分享會 

 

本計畫從最早桃園四校（六和高中、新興高中、中大壢中、桃園高中）、台中四校第一期（長

億高中、大里高中、新社高中、龍高中津），於第三年增加了台中四校第二期，包含 清水高中、

弘文高中、后綜高中、豐原高中。八所學校參與的人都對於課程設計很用心，也用心設計學生學習

。台中四校第二期多數學校是全體參與，只有少部分是部分老師參與。第三年還增加了雲林九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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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虎尾高中、斗六高中、北港高中、麥寮高中、斗南高中、永年中學、正心中學、維多利亞中學

、揚子中學，由台中四校第一期所培訓的李文石教師帶領，藉由系統規劃 盤點完共同設計的課程

讓所有的探究實作指標都能進入課程中。參與的學校均共備提出各校的探究與實作課程總表，如圖

5（細節將呈現於期末的總報告之附錄）。 

b. 實施情形實例 

本計畫於107年度所規劃的課程內容、進行方式與時程為： 

(a)台中四校共五次課程：於107學年度上下學期舉行，對象為高中教師，課程內容包括引介探

究實作理論與內涵、解析探究 實作內涵與活動發想、探究實作課程類型、確定課程架構、創客技

術、探究實作教學設計、探究實作評量設計等，由此協助學校教師研發探究課程。課程實施狀況： 

          1.熟悉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素養指標及學習表現 

(1) 四人一組，共分7組，各組利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然科學領域綱要資料中標

註三、普通型高中必修課程學習重點(一)學習表現的資料中共同討論並逐條列出

培養的能力(能力如果屬不同層次可分開列出)及書寫於紙上。 

(2) 各組列出頇培養之能力後依據｢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探究學習內容四層次

(發現問題、規劃與研究、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進行分類(貼於前方白東布上)。 

(3) 各組先進行發現問題及規劃與研究兩項，如:第一組為發現問題中1-1觀察現象，

從發現問題那一排的能力找出屬於觀察現象的能力。(目的是將發現問題的能力再

細分4個層次的學習內容(觀察現象、蒐集資訊、形成問題、提出可驗證的觀點)。 

(4) 各組將找出的相關能力(可修改或增加能力)依據淺至深排出順序，並貼於相對應

的學習內容底下。 

(5) 各組幫前一組的組別進行能力層次建議及確認是否可行。 

(6) 先完成發現問題及規劃與研究，接下來進行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程序如3~5

點。 

         2.熟悉探究與實作的分類並發想課程 

(1) 探究與實作的分類介紹：基本分類 

         a..確認的探究（食譜式）:學生透過已知結果的活動來確認原則。 

         b.結構的探究（原來實驗做修改）:學生透過規定的程序，調查教師提出的問題。 

         c.引導的探究（每組實驗過程或儀器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 學生使用學生設計/

選擇的程序調查教師提出的問題。 

         d.開放的探究: 學生通過學生設計/選擇的程序調查學生製定的與主題相關的問題。 

        (2)課程發想:分組討論教學主題及內容 

a.分組：以校為單位，找一主題設計九週課程，四個學校共設計 4 個主題，1 學期 2

個主題，1 學年 4 個主題，所以四校共備 1 學年四學分的課程。 

b.每個主題要包含兩個基本探究分類。經討論及分配，第一個由中大壢中（確認及結

構探究）。第二為六和高中（結構及引導）。第三桃園高中（結構及引導））。第四

新興高中（結構及引導））。 

(3)發想程序:以校為單位。 

a.每人寫出三個想發展的主題。 

b.相互分享三個主題。 

c.聚焦出最有感的主題。 

d.主題確認後，每人發想三個子題(想做或檢測的東西)。 

e.相互分享三個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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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劃出子題間的關係。 

g.選出最有感的區塊。 

          3.針對課程主題討論設計九週課程 

(1) 清水高中主題：颱風 

(2) 弘文高中主題：擴散作用 

(3) 后綜高中主題：避免自榨果汁氧化 

(4) 豐原高中主題:水的大小事 

以下簡述台中四校，各校的課程核心概念如下： 

 

1.清水高中主題：颱風  

週次 內容 評量指標 

1 觀察颱風現象 1-1-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書刊或網路媒體等，進行各

種有計畫、有條理、有效率的觀察。 

1-1-4 能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或差異。 

1-1-5 能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4-3-4 能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持批判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

性、可信度。 

2 蒐集颱風資

訊 

1-2-1 能利用圖書、網路、訪問、踏查等各項管道蒐集相關資訊。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出所需的資訊內容。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1-2-4 能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4-3-4 能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持批判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

性、可信度。 

3 蒐集並閱讀颱風

相關科學文獻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的

問題。 

4 蒐集並閱讀颱風

相關科學文獻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的

問題。 

4-3-5 能瞭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

檢視。 

5 蒐集並閱讀颱風

相關科學文獻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的

問題。 

4-3-5 能瞭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

檢視。 

6 蒐集並閱讀颱風

相關科學文獻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的

問題。 

4-3-5 能瞭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

檢視。 

7 形成或制定與颱

風相關的問題 

1-3-2 能透過討論提出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解決的問題。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

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4-2-1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和結果。 

8 形成或制定與颱

風相關的問題 

1-3-3 能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能分辨問題的優先順序。 

1-3-4 能選擇優先重要的問題進行科學探究。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



 

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4-2-1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和結果。 

9 提出與颱風相關

問題的可驗證觀

點 

 1-4-1 能根據問題提出多個具體的想法。 

1-4-2 能依據不同想法建立假說或模型。 

1-4-3 能檢核所提出之假說或模型的合理性。 

1-4-4 能檢核所提出之假說或模型是否可以科學方法驗證。 

1-4-5 能思考各種假說的研究方法與預期得到結果。 

1-4-6 能選定最佳的假說。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

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4-2-1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和結果。 

2. 弘文高中主題：擴散作用 

週次 內容 評量指標 

1 
迴紋針 (觀察現

象、發現問題) 

1-1-4能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或差異。 

1-1-5能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1-4-5能思考各種假說的研究方法與預期得到的結果。 

2 
迴紋針 (規劃研

究、論證建模) 

2-1-4能合理推論操縱變因和應變變因之間的因果關係。 

2-2-3能由實驗方法與步驟，規劃合適或可行之儀器與材料。 

2-3-7能詳實記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3 

迴紋針 

(論證建模) 

3-1-4 能比較自己的實驗結果與其他相關資料。 

3-2-3 能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

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4 
擴散作用(觀察現

象、發現問題) 

1-1-4 能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或差異。 

1-1-5 能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1-4-5 能思考各種假說的研究方法與預期得到的結果。 

5 
擴散作用(規劃研

究、論證建模) 

2-1-4 能合理推論操縱變因和應變變因之間的因果關係。 

2-2-3 能由實驗方法與步驟，規劃合適或可行之儀器與材料。 

2-3-7 能詳實記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6 
擴散作用(規劃研

究、論證建模) 

2-1-4 能合理推論操縱變因和應變變因之間的因果關係。 

2-2-3 能由實驗方法與步驟，規劃合適或可行之儀器與材料。 

2-3-7 能詳實記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7 

擴散作用 

(論證建模) 

3-1-4 能比較自己的實驗結果與其他相關資料。 

3-2-3 能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

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8 

擴散作用(規劃研

究、論證建模) 

3-1-4 能比較自己的實驗結果與其他相關資料。 

3-2-3 能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

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9 擴散作用 

成果報告 

3-1-4 能比較自己的實驗結果與其他相關資料。 

3-2-3 能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

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3.后綜高中主題：避免自榨果汁氧化 

週次 內容 評量指標 

1 未知水溶液(如

糖、鹽水)的觀察

與設計檢驗方法 

貳-2-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書刊或網路媒體等，進行

各種有計畫、有條理、有效率的觀察。 

1-2-1 能利用圖書、網路、訪問等各項管道蒐集相關資訊。 

1-2-4 能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2 未知水溶液的實

測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資訊內容。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

的問題。 

4-1-1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3 好/壞(變質)食物

的觀察與設計檢

驗方法 

2-2-1 可依據實驗變因羅列出可操作之實驗方法與步驟 

2-2-2 能由實驗方法與步驟找出（或規劃出）合適或可行之儀器。 

2-3-2 能了解儀器的測量原理。 

2-3-4 能精確執行實驗步驟。 

3-1-1 能使用適當科技工具與技術方法，有效地整理數據，資料並製作

圖表。 

4 探究儀器操作並

確認檢測儀器 

3-1-1 能使用適當科技工具與技術方法，有效地整理數據、資料並製作

圖表。 

3-1-2 能根據資料數據及圖表，整理規則並提出分析結果與相關證據。 

3-2-1 能判斷資料數據的變化趨勢是否符合假設及模型。  

3-2-3 能推理出實際結果與假說（文獻）的相關性或因果關係。  

5 (1) 實測後報告 

(2) 教師歸納檢測

的原理與概念 

2-3-1能設計出符合實驗的紀錄格式。 

2-3-2能正確且安全地操作儀器或工具。 

2-3-3能了解儀器的測量原理。 

2-3-4能注意儀器的適用區間，並正確判讀數據與結果。 

2-3-5能依據實驗情形，適當調整實驗方法。 

6 (1) 如何防止食物

變質? 

(2) 設計食物的保

存方法 

1-1-2 能運用感官(手觸、鼻嗅、眼看、耳聞)辨識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1-1-3 能透過儀器或工具，觀測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2-3-1 能設計出符合實驗的記錄格式。 

2-3-2 能正確且安全地操作儀器或工具。 

2-3-4 能注意儀器適用空間，並正確判讀數據與結果。 

2-3-5 能依據實驗情形，適當調整實驗方法。  

2-3-7 能詳實紀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7 檢驗他組食物變

質程度 

3-1-1 能使用適當科技工具與技術方法，有效地整理數據、資料並製作

圖表。 

3-1-2 能根據實驗數據整理出規則，提出分析結果與相關證據。 

3-2-2 能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3-2-3 能根據探究結果，合理說明並解釋實驗數據。 

3-4-1 能由探究結果透過自行思考或合作討論來建立合理模型。 

8 保存食物大賽 3-3-4 能分享並檢核自己及同學的探究成果並能描述和分辨異同處。 



 

4-1-2 能將自己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以自己的口語、文字或圖像、

實物的方式重新呈現。 

4-1-3 能以正確的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與他人溝通交流。 

4-2-1 能傾聽他人的報告內容，給予建議與回饋。 

4-3-2 能反思研究歷程，評價研究品質，並提出改進方案。 

9 發表與分享 3-3-4 能分享並檢核自己及同學的探究成果並能描述和分辨異同處。 

4-1-2 能將自己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以自己的口語、文字或圖像、

實物的方式重新呈現。 

4-1-3 能以正確的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與他人溝通交流。 

4-2-1 能傾聽他人的報告內容，給予建議與回饋。 

4-3-2 能反思研究歷程，評價研究品質，並提出改進方案。 

4.豐原高中主題：防曬攻略  

週次 內容 評量指標 

1 

科學新聞與生活 

1-2-1 能利用圖書、網路、訪問、踏查等各項管道蒐集相關資訊。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出所需的資訊內容。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1-2-4 能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資料蒐集摘要筆記學習單)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4-3-4 能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

真實性、可信度。  

2 

防曬知多少？ 

1-1-2 能運用感官(手觸、鼻嗅、眼看、耳聞)辨識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1-1-5 能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

的問題。  

1-3-2 能透過討論提出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解決的問題。 

1-3-4 能選擇優先重要的問題進行科學探究。  

1-4-4 能檢核所提出之假說或模型是否可以科學方法驗證。  

1-4-5 能思考各種假說的研究方法與預期得到結果。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3 

防曬攻略 Part 1 

1-3-2 能透過討論提出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解決的問題。 

1-4-1 能根據問題提出多個具體的想法。 

1-4-2 能依據不同想法建立假說或模型。 

2-1-3 能正確地將所列變因分類為操縱、控制及應變變因。  

2-1-4 能合理推論操縱變因和應變變因之間的因果關係。  

2-2-4 能正確使用儀器(或工具)，並檢驗儀器(或工具)是否可行，並解決

操作問題。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4 

防曬攻略 Part 2 

1-1-3 能透過儀器或工具，觀測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2-1-5 能合理預測實驗的可能結果。  

2-2-1 能了解可採用多種方法工具和技術去進行探究 

2-2-3 能由實驗方法與步驟，規劃合適或可行之儀器與材料。 

2-2-4 能正確使用儀器(或工具)，並檢驗儀器(或工具)是否可行，並解決



 

操作問題。 

2-2-5 能完成完整實驗計劃(包含目標、方法、步驟)並畫出實驗流程圖。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4-2-1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和結果。 

5 

防曬攻略大檢測 

Part 1 

2-3-1 能設計出符合實驗的紀錄格式。 

2-3-2 能正確且安全地操作儀器或工具。 

2-3-7 能詳實紀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3-2-1 能判斷資料數據的變化趨勢是否符合假設及模型。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6 防曬攻略大檢測 

Part 2 

2-3-5 能依據實驗情形，適當調整實驗方法。  

2-3-7 能詳實紀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7 

防曬攻略大檢測 

Part 3 

3-1-1 能使用適當科技工具與技術方法，有效地整理數據、資料並製作

圖表。 

3-1-2 能根據實驗數據整理出規則，提出分析結果與相關證據。  

3-1-4 能比較自己的實驗結果與其他相關資料(含理論、同學的實驗結

果)。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 

4-2-1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和結果。 

8 

防曬攻略心法交

流 Part 1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

己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4-1-3-1 能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與他人溝通交流，呈現自己

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果。 

4-2-1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和結果。 

4-2-2 能評估及判斷自己與他人對於探究方法、過程及結果的合理性。  

4-2-3 能對他人之探究過程提出改善方案。 

9 

防曬攻略心法交

流 Part 2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

己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4-1-3-1 能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與他人溝通交流，呈現自己

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果。 

4-2-1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和結果。 

4-2-2 能評估及判斷自己與他人對於探究方 

4-2-3 能對他人之探究過程提出改善方案。 

4-3-1 能理解與檢視研究建立的脈絡(體驗實作→數據整理→統整歸納

→邏輯推論→探究結果的再現性。) 

(b)107學年度規劃雲林七校共六次課程與一次會議，協助學校教師跨校合作研發九週、每週兩

節的探究課程。以下簡述雲林各校的課程核心概念如下： 

1.維多利亞高中主題：空氣汙染 

週次 內容 探究指標 

1 

《名偵探柯南》

744-745 集〈嫌疑

犯是京極真嗎？〉 

影片內容討論 

1-1-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書刊或網路媒體等，進行

各種有計畫、有條理、有效率的觀察。 

1-1-4 能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或差異。 

1-1-5 能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1-4-2 能依據不同想法建立假說或模型。 

2 「蠟燭燃燒、水面

上升」實驗探究 

1-1-3 能透過儀器或工具，觀測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3-1-3 能檢核數據的合理性，並排除不合理數據或重複實驗。 

3-2-3 能根據探究結果，合理說明並解釋實驗數據。 

3. 「穹頂之下」紀錄

片討論 

1-1-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書刊或網路媒體等，進行

各種有計畫、有條理、有效率的觀察。 

1-1-4 能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或差異。 

4 「檢驗汽機車排放

氣體污染源」文獻

探討 

2-1-5 能合理預測實驗的可能結果。 

2-2-5 能完成完整實驗計畫（包含目標、方法、步驟）並劃出實驗流程

圖。 

5 「檢驗汽機車排放

氣體污染源的含

量」實作 

2-3-5 能根據實驗情形，適當調整實驗方法。 

2-3-7 能詳實紀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6 環保署官網資料庫

蒐集相關數據與整

理。 

1-1-5 能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原因。 

1-2-4 能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7 資料整理 2-2-4 能正確使用儀器（或工具），並檢驗儀器（或工具）是否可行，

並解決操作問題。 

2-3-7 能詳實記綠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8 天氣圖解讀與空氣

汙染資料比對 

2-2-4 能正確使用儀器（或工具），並檢驗儀器（或工具）是否可行，

並解決操作問題。 

2-3-7 能詳實記綠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9 分組報告 4-1-3-3 能運用科學證據或理論以及類比、轉換等方式修正說明自己提

出的論點。 

4-2-2 能評估及判斷自己與他人對於探究方法、過程及結果的合理性。 

2.北港高中主題：水從何處來 

週次 內容 探究指標 

1 那一杯水可以喝 
1-1-2 能運用感官(手觸、鼻嗅、眼看、耳聞)辨識物體與現象的特性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2 

乾淨的水 1 

1-2-1 能利用網路蒐集相關資訊。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資訊內容。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1-2-4 能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4-1-2 能將自己的探究過程以自己的口語、文字的方式重新呈現。 

3. 
乾淨的水 2 

2-2-1 能了解可採用多種方法工具和技術去進行探究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4 

我們喝的水從那

裡來 1 

1-2-1 能利用網路蒐集相關資訊。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資訊內容。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5 我們喝的水從那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裡來 2 3-1-1 能使用適當科技工具與技術方法，有效地整理數據、資料並製作

圖表。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4-1-2 能將自己的探究過程或成果以自己的口語、文字或圖像、實物的

方式重新呈現。 

6 

台灣的水資源 

1-2-1 能利用網路蒐集相關資訊。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出所需的資訊內容。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4-1-1 能用科學語言，有條理地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4-1-2 能將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

己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7 飲水機廢水產生

量觀察 

2-1-1 能了解操縱、控制及應變變因的差異。 

2-2-1 能了解可採用多種方法工具去進行探究 

8 
飲水機廢水產生

量測實作 

2-3-1 能設計出符合實驗的紀錄格式 

2-3-2 能正確且安全地操作儀器 

3-1-2 能根據資料數據提出分析結果 

9 

省水可以怎麼做 

1-2-1 能利用網路蒐集相關資訊。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

的問題。 

1-3-2 能透過討論提出適合以科學方式解決的問題。 

3.斗南高中主題: 旋轉吧樂高 

週次 內容 探究指標 

1 

文本閱讀與資料

整理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出所需要的資訊內容。 

1-2-4 能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2-1-1 能了解操縱、控制及應變變因的差異。 

2 數據處理─Excel

運算數據及製圖 

3-1-1 能使用適當科技工具與技術方法，有效地整理數據、資料並製作

圖表。 

3-1-2 能根據資料數據整理出規則，提出分析結果與相關證據。 

3. 整理結果分享 3-1-3 檢核數據的合理性 

3-1-4 比較自己的結果與其他同學的結果 

4 陀螺旋轉觀察記錄

與分享 

1-1-5 能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

的問題。 

5 樂高陀螺組合與變

因嘗詴 

1-3-1 能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及閱讀等過程提出可能適合探究

的問題。 

2-1-2 能根據研究主題，列舉所有與研究相關之變因 

2-2-2 能依據實驗變因羅列出可操作之實驗方法、步驟與實驗操作次

數。 

2-3-1 能設計出符合實驗的紀錄格式。 

3-1-4 能比較自己的實驗結果與其他相關資訊(含同學的實驗結果)。 

6 樂高陀螺變因設計 2-3-1 能設計出符合實驗的紀錄格式。 

2-3-7 能詳實紀錄實驗條件、數據與結果。 



 

7 樂高陀螺變因設計 2-3-5 能依據實驗情形，適當調整實驗方法 

2-3-6 能最佳化實驗條件 

8 樂高陀螺資料蒐集

與整理 

3-1-1 能使用適當科技工具與技術方法，有效地整理數據、資料並製作

圖表。 

3-2-3 能根據探究結果，合理說明並解釋實驗數據。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

己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9 成果分享 3-4-2 能以合適的形式來說明科學現象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

己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4.麥寮高中主題：探究愛玉  

週次 內容 探究指標 

1 愛玉研究觀察現象 

1-1-1 從學習活動進行多方觀察。 

1-1-2 運用感官或儀器辨識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1-1-3 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以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 

4-1-2 能以自己的文字、圖像等方式，重新呈現自己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2 

愛玉研究蒐集資訊 

1-2-1 能利用圖書、網路、訪問、踏查等各項管道蒐集相關資訊。 

1-2-2 能閱讀、理解並過濾出所需的資訊內容。 

1-2-3 能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1-2-4 能提取適當資訊並加以整理。 

4-1-2 能以自己的口語、文字、圖像、影音、實物等方式，重新呈現自

己或他人的探究過程或成果。 

3 
愛玉研究  

規劃與研究(一) 

1-4-1 依據選定的問題提出想法、假說或模型。 

2-1-2 合理的預測探究的可能結果。 

2-1-1 判定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影響因素,並分析因素間的關係。 

4 

愛玉研究  

規劃與研究(二) 

1-3-1 依據觀察所得，經由蒐集資訊、閱讀和討論等過程，提出適合科

學探究的問題。 

1-3-2 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能分辨並選擇優先重要之問題。 

2-2-1 依據所提出的問題，計劃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與流程。 

4-1-1 適當利用口語、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等表達方式，呈現自己

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果。 

4-2-1 傾聽他人的報告,並能提出具體的意見或建議。 

5 

愛玉研究  

規劃與研究(三) 

2-2-2 應用或組裝合適的器材與儀器。 

2-3-1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器材設備。 

2-3-2 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並詳實記錄。 

2-3-3 有系統性的收集定性或定量的資料數據或檢視最佳化條件。 

6 

愛玉研究  

論證與建模(一) 

3-1-1 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有效整理資料數據。 

3-1-2 依據整理後的資料數據,製作圖表。 

3-1-3 由探究過程所得的資料數據，整理出規則，提出分析結果與相關

證據。 

3-2-1 由資料數據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蕴含的意義。 

3-2-2 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3-2-3 根據探究結果形成解釋。 

7 
愛玉研究  

論證與建模(二) 

3-3-1 由探究所得的解釋形成論點。 

3-3-2 依據證據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3-3-3 由探究結果形成結論、新的概念或問題。 

8 愛玉研究  

表達與分享(一) 

3-3-4 能分享並檢核自己及同學的探究成果並能描述和分辨異同處。 

4-1-1 適當利用口語、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等表達方式,呈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果 。 

4-1-3 有條理且具科學性的陳述探究成果。 

4-1-4 運用各種資源與他人分享科學資訊。 

4-2-1 傾聽他人的報告,並能提出具體的意見或建議。 

4-2-2 評估同學的探究過程、結果或模型的優點和限制,並提出合理的疑

問或提出改善方案。 

9 

愛玉研究  

表達與分享(二) 

 

5.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所辦理的探究素養工作坊，藉由實作討論與相互回饋，協助高中教師由課程探究的過程

中，設計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與評量。並透過問卷調查、各組教師互評及提供修改之回饋、分

析教師研發之科學探究課程以檢視課程中的探究實作內涵來評鑑本計畫課程。依據課程探究的精神

規劃課程研發的專業成長活動，由參與教師在問卷上的回應得知實施成果良好。 

教師專業成長方案，係針對各團隊需求或基於之前各課程團隊課程研發成果，規劃並辦理專業

成長研習活動。主要包括兩種類型的研習活動：（1）基本科學探究及素養導向課程增能、（2）基

本增能加上課程實例分享與實作。由此，參加第一年種子教師辦理之工作坊的教師，也可擔任後續

工作坊的講師，向鄰近的學校，以及目標相近的學校，提供課程研發經驗與研發實例，由此回饋專

業成長方案，並協助其他教師增能。 

本子計畫合作單位有國教署高中自然領域學科中心、台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課程中心、桃園市

桃園高中、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桃園市私立六和高中、台中市立新

社高中、台中市立大里高中、台中市立長億高中、台中市立龍津高中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

。未來，和台中及桃園四校會繼續合作，還有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課程中心也會繼續合作。107年11

月8日下午將於台中市立大里高中辦理台中和桃園八校課程分享會，預定說明八所學校合作與發展

課程過程，分享課程內容，與參加者分組分享經驗並討論課程設計與實施的困難。新社高中於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詴行部分內容，新社高中與長億高中則於107學年度以多元選修課程詴行。 

整體而言，本子計畫執行流程及成果均能符合原計畫書的規劃。不論是圓研發教師團隊或者參

與推廣研習的學校教師團隊，努力投入、成果豐碩，且能回饋應用於各學校的實際教學中，教師們

的熱忱、投入與成長都相當明顯。 

關於教師學習的研究議題，各課程開發團隊成員均具有豐富的課程開發相關經驗，也能掌握新

課綱中的素養導向與探究與實作之理念與內涵，但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對於探究及探究教學的想法

概念，以及轉化為科學探究課程之教學素材以及教學、評量活動，仍需再協商。此外，所研發的課

程有跨領域的特性，由訪談教師的資料分析發現不同學習領域的教師，其持有的探究觀有差異，由

課室觀察也初步發現，不同領域的教師實施探究課程，在教學取向上有可觀察到的差異。此部份已

撰寫為文，發表於國際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EASE(附錄一)。其結果顯示在探究與實作課程的研發工

作上，上有許多值得努力的關鍵點，有待研究者後續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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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不同學科領域背景的教師對探究與探究教學的看法 

 

游小旻 80445003S 

貳、 前言 

有相當多的研究顯示探究導向的教學對於學生的知識發展、概念理解、批判思考、過程技能、

推理技巧、學習動機、自我調解以及科學態度有不同程度的正面影響(Dobber, Zwart, Tanis, & van Oers, 

2017; Rönnebeck, Bernholt, & Ropohl, 2016)。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中，

更直接將「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列為高中階段 4 學分的領域必修，鼓勵藉由跨科或跨領域

探究自然科學現象的實作體驗過程，落實並提升學生發現問題、認識問題及問題解決，並培養學生

提出結論與表達溝通之能力(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頁 2)。然而，不同學科領域採用探究教學已有

超過六十年的歷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9716/)，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對探究的意涵以

及如何進行探究教學抱持不同觀點，也各有推薦採用的教學模式、策略或原則，例如 NCSS(2013) C3 

Framework 的 Inquiry Arc1，與 NRC NGSS (2013)的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s；又如新課綱的專

題探究及探究與實作(教育部，2017)。即使學校教育嘗詴採用探究教學已有相當時日，但學校教師

對於設計與實施探究教學，仍有許多待克服的難關，包括教師對探究教學的感受、理解與實施

(Beshears, 2012)。在強調進行跨科式探究的課程改革趨勢下，不同學科或領域的教師必頇能合作設

計、實施、以及指導學生進行探究。如果團隊教師抱持對探究與探究教學的觀點有關鍵的差異，可

能阻礙成員分工或合作的歷程、營造的學習環境、成品特質與教學成效(楊榮祥、Fraser，1998；Thackter 

& Friedman, 2017)。 

Rutherford 曾對探究加以澄清，並指出探究至少包含兩個面向：一是「探究即內容(inquiry as 

content)」，強調探究為科學內容本身的一部分；另一是「探究即方法(inquiry as technique)」，指涉探

究為一種用以學習某些特定科學內容的方法或策略(Rutherford, 1964, p. 80)。Abd-El-Khalick 整合國際

研討會中不同國家的參與者對於探究相關議題的觀點，提出探究的四個面向分別有：1. 知識和理解

的類型，即概念的、社會的、和認識論的。2. 探究相關活動，諸如，提出問題；設計研究；蒐集和

評估數據；產生、檢驗和修正模型與解釋；溝通主張；反思；延伸問題和解釋。3. 參與探究所需的

技能，諸如，數學、語言、操作、認知、和後設認知技能。4. 可提供任何上述結果的介面環境，包

含個人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倫理的(Abd-El-Khalick, Boujaoude, Duschl, Lederman, Mamlok-Naaman, 

Hofstein, Niaz, Treagust, & Tuan, 2004)。Rönnebeck, Bernholt 與 Ropohl (2016)回顧 1998 年到 2013 年與

科學探究活動有關的實徵研究，指出學生參與的科學探究活動可分為預備、執行以及解釋和評估等

三個階段，並包含確認研究問題、蒐集資訊、形成假設並產生預測、計畫、設計和執行研究、分析、

詮釋和評估數據、建構模型、參與論證和推理、發展解釋以及溝通等不同活動，這些不同活動之間

會彼此交互作用，進而提升學生對科學概念以及科學本質／科學探究本質的理解。因此本研究希望

藉由訪談探索在職教師對探究與探究教學的看法，並分析教師對探究與探究教學的看法是否會因學

科背景的不同而有差異。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瞭解不同學科或領域背景的高中在職教師對探究與探究教學的看法有哪些異同，採便

利取樣，以台北市某市立高中 11 位不同學科領域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利用半結構晤談的方式，分

別以「您認為什麼是探究？」與「您認為探究教學是什麼？」為題，詢問其對探究以及探究教學的

看法(訪談原案如附件一所示)。訪談過程在徵詢教師們的同意下，進行全程錄音。訪談後將訪談內

容全數轉為逐字稿，再利用 Nvivo 軟體進行資料的分類、編碼與整理。教師們的學科背景與教學科

目不盡相同，計有物理教師 3 位、化學教師 2 位、生物教師 2 位、地理教師 1 位、歷史教師 1 位、 

 

 

                                                      
1
 包含 1. Developing questions and planning inquiries 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2. Applying disciplinary concepts 

and tools 運用學科領域概念及工具；3. Evaluating sources and using evidence 評鑑來源及使用證據；

4. Communicating conclusions and taking informed action 溝通結論與採取有根據的行動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9716/


 

附錄二 綠色能源探究課程儲能主題—電池的前世與今生課程計畫詴教實況與學生作品示例 

0524 

簡介課程 

 

看科學史影片 

 

準備進行實驗 

 

介紹儀器 

 

小組討論 

 

小組操作 

 

教師至各組指導▃ 

 

學生作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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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績效 

屬性 
績效指標 107 年度 

類別 項目 目標值 達成值 

知識

創新 

課程模組研發 

課程模組數 0 0 

（學校課程資源商品化件數） 0 0 

（被推廣/合作學校數） 0 0 

高瞻學生成果 
小論文(含科普文字創作)篇數 0 0 

實作作品件數 0 0 

學術活動 場數/參與人次 0 0 

正式出版品 出版品件數 0 0 

專利獲證 專利件數 0 0 

技術移轉 技術移轉件數 0 0 

產官學合作研究 合作案件數 0 0 

人才

培育 
參與者的成長 

學者專家參與數（人） 0 0 

大學以上學生參與數（人） 0 0 

計畫執行學校參與之教師數（人） 48 48 

計畫執行學校參與之學生數（人） 0 0 

被推廣/合作學校參與計畫 

教師數（人） 
596 596 

被推廣/合作學校參與計畫 

學生數（人） 
38 38 

社會

影響 

成果推廣 

網站個數/訪客人次 0 0 

資料庫個數/資料筆數 0 0 

推廣活動場數/參與人次 0 0 

公開報導篇數 0 0 

國際交流與合作 

出席國際會議人數 0 0 

參與國際競賽人數 0 0 

締結姊妹校、簽署合作備忘錄及 

其他合作計畫件數 
0 0 

促進帄等 

服務多元族群學生人次 

包含原住民生、啟聰學生、離島及偏鄉地

區、以及以女性為主的學校學生 
0 0 

服務偏遠或偏鄉民眾人次 0 0 

學術

成就 

會議或期刊論文 

(大學研究人員) 

國內外期刊篇數 0 0 

國內外研討會篇數 1 1 

科普文章篇數 0 0 

會議或期刊論文 

(高中/職教師) 

國內外期刊篇數 0 0 

國內外研討會篇數 0 0 

科普文章篇數 0 0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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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佐證資料表 

請依據報告內容中之量化績效表，填寫「佐證資料表」，無填寫資料即可刪除表格 

【A 學術成就】 

1.研討會論文 

論文題名 所有作者 發表年度(西元年) 研討會名稱 文獻類別 

Teachers in different learning areas 

conceptualize inquiry-based instruct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游小旻、張文華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Asi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EASE) 
b 

註：文獻類別分成：a.國內研討會、b.國際研討會 

【B 知識創新】 

1.課程模組研發 

課程模組名稱 年級 科目 研發學校名稱 研發者姓名 

颱風 高一 地科 清水高中 
周漢強、鄒明浩、楊人蒲、潘

建良、吳純榮、鄭婉婷 

擴散作用 高二 物理、化學 弘文高中 
陳俊穎、陳思涵、李韻如、 

何欣勇、黃士綱 

避免自榨果汁氧化 高二 化學、生物 后綜高中 
李權洲、黃全生、賴安信、 

蕭忠榮、林文中 

防曬攻略 高二 物理、地科 豐原高中 鄭可萱、陳菀菱 

空氣汙染 高二 化學、地科 維多利亞中學 
鄭永森、林淑真、孫嘉芳、李

宜臻、張朝復 

水從何處來 高二 物理、化學 北港高中 
王德鴻、林建銘、陳姿因、蕭

佑姍 



 

翻轉吧樂高 高二 物理 斗南高中 

謝孟凌、曹富發、施仁智、蔡

沛宜、李伊凱 張紫綸、杜

信杰 

探究愛玉 高二 化學、生物 麥寮高中 
藍永昌、李民富、李祚豪、蘇

珀弘、許登瑋 

註：課程資源類別分成： 

a. 教案指教學活動的規劃書。內容應包含教學所要達成的目標/教學時間/教學重點/師生的活動/教學資源和教學評量的方式等。 

b. 教材指編選和組織具有一定深度和範圍之知識技能體系，一般以教科書的形式來具體表現之。其中包涵特定目標、學習內容、與學習活動方式，可供教師上課

時之使用及學生課後對某特定領域之參考閱讀之用。 

c. 教具為增進教學效果，促進學習者認知與瞭解，所使用的教學器材稱為「教具」，如帅兒玩具，視聽輔助工具，教學媒體等教學的各種器材或媒介物。 

d. 評量是針對研發成果實際教學後，瞭解成效所設計，故有對應的教案、教具、教材等教學主題，不會獨立呈現。 

e. 其他 

2.被推廣/合作學校 

所推廣之課程模組名稱 被推廣/合作學校名稱 推廣期間/日期 推廣對象 推廣內容概述 

電池的前世與今生 

1 伏打電池 

2.鋅銅電池 

新北市三峽國中 108/4/26、5/24 國中生  

【C 人才培育】 

1.大學以上學生參與數 

姓名 學歷 就讀學校名稱 指導教授 

游小旻 博士 台師大 張文華 

2.種子學校參與計畫教師數 

參與年度 種子學校名稱 人數 

107-108 
長億高中、新社高中、大里高中、龍津高中、維多利亞中學、弘文高中、清水高中、豐

原高中、后綜高中、揚子高中、虎尾高中、斗南高中、正心高中、麥寮高中、北港高中 
78 

 



 

4.被推廣學校參與計畫教師數 

參與年度 被推廣學校名稱 人數 

107-108 

高雄女中、六和高中、桃園高中、中大壢中、新

興高中、維多利亞中學、弘文高中、清水高中、

豐原高中、后綜高中、揚子高中、虎尾高中、斗

南高中、正心高中、麥寮高中、北港高中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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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

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

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或其

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

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如已有嚴重損及

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本子計畫以參與觀察與訪談以及辦理增能研習/工作坊的方式為主。先以本總計畫參與教師

為種子，提供高互動性的點狀系列研習，逐步協助教師經由共備與對話的歷程，在個人、社會

與專業面同步成長。 

學術研究層面：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各課程開發團隊成員均具有豐富的課程開發相關經驗，

也能掌握新課綱中的探究與實作之理念與內涵，將研習中習得的綠專業知能轉化為教學素材以

及活動，安排小規模詴用也發現詴教的教師能獲得支持與仍需要學習的教學策略。 

研習課程與教師增能層面：針對參與教師在綠色永續課程研發的需求，三年已辦理研習與

工作坊共 47 場 (25+第三年 22 次)，參與人數計 1296(700+第三年 596 人次)。其中第二年增能活

動之參與者 45 人，有部分教師於第三年之工作坊擔任講師或是協作員以傳承經驗。 

課程評鑑層面：訪談分析結果顯示，總計畫執行運作時，能秉持資訊資源互通共享的精神，

高國中各課程團隊能釐清內部需求，邀請專家提供演講。由於參與的國中端包括四所學校，在

時程掌控以及資源運用上，需要更多時間相互連繫及整合課程研發結果。 

本計畫除提升科學教師之專業素養，增進科學教師課程知能、科學教學實務，亦由增能工

作坊中，彙整對於推廣新興科技課程之師資培育方案的內容、實施原則與效益，可供國、高中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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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張文華 計畫編號：107-2514-S-003-007-

計畫名稱：子計畫三：課程推廣與師資培育計畫(3/3)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1

Teachers in different learning
areas conceptualize inquiry-based
instruct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aper  presented in
the 2018 EASE.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1
游小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
究所博士班學生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N/A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國
合
司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已於2018 EASE研討會發表部分成果, 正持續改寫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子計畫以參與觀察與訪談以及辦理增能研習/工作坊的方式為主。先以本總
計畫參與教師為種子，提供高互動性的點狀系列研習，逐步協助教師經由共備
與對話的歷程，在個人、社會與專業面同步成長。
學術研究層面：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各課程開發團隊成員均具有豐富的課程開
發相關經驗，也能掌握新課綱中的探究與實作之理念與內涵，將研習中習得的
綠專業知能轉化為教學素材以及活動，安排小規模試用也發現試教的教師能獲
得支持與仍需要學習的教學策略。
研習課程與教師增能層面：針對參與教師在綠色永續課程研發的需求，三年已
辦理研習與工作坊共47場 (25+第三年22次)，參與人數計1296(700+第三年
596人次)。其中第二年增能活動之參與者45人，有部分教師於第三年之工作坊
擔任講師或是協作員以傳承經驗。
課程評鑑層面：訪談分析結果顯示，總計畫執行運作時，能秉持資訊資源互通
共享的精神，高國中各課程團隊能釐清內部需求，邀請專家提供演講。由於參
與的國中端包括四所學校，在時程掌控以及資源運用上，需要更多時間相互連
繫及整合課程研發結果。
本計畫提升教師之專業素養，增進教師課程知能、探究與實作教學實務，亦彙
整推廣方案及實施原則供參考。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