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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交流平台讓第三期高瞻計畫團隊間進行
課程設計、創新教學、課程評鑑與教師專業成長等方面的交流，以
促進高瞻計畫團隊計畫的執行與課程推廣。本計畫將透過一系列的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協助高瞻計畫執行學校教師發展、實施並推
廣跨學科領域或是結合新興科技的特色課程。計畫成果如下：
1.高瞻課程實施經驗傳承與分享：分別辦理「高瞻三期薪火相傳
＆高瞻俱樂部活動」、「高瞻社群營造分享會」、「高瞻執行說明
會暨課程設計與演練工作坊」、「高瞻課程推廣與評量實施分享會
」，邀請高瞻教師團隊分享計畫執行中在課程設計、教學實務過程
中面臨的挑戰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傳承與交流分享高瞻優良特色課
程。
2.提升高瞻團隊評鑑與評量知能：舉辦與推廣「高瞻計畫教師專業
社群交流暨提升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知能工作坊」、「高瞻課程推
廣與評量實施分享會」，由高瞻團隊大學端與中學端老師主導，引
領參與者進行多元課程實作與課程評鑑的思考，深化高瞻成員課程
設計與規劃的知能。
3.推廣結合新興科技課程：籌辦「創客思維下的探究教學設計
—Arduino工作坊」、「STEM教學探索工作坊-以Arduino模組為例」
、「3D列印創客分享會」，透過新興科技相關課程實行的實作演練
與經驗分享，相互學習與體驗，促進人員交流與專業社群的形成。
4.整理12年國教自然領域課程綱要中各年段探究能力表現之銜接
，以期提供給所有高瞻三期團隊進行國高中課程整合設計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 教師專業成長、課程評鑑、課程推廣、新興科技課程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set a platform for high
scope projects to effectively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n
innovativ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sessment design,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outreach. Through a seri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this project supported
teachers to develop, implement and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technology-infused curricula. To
establish the platform, we held a serious of workshops for
elevating teachers’ expertise during the three years:
1. Passing down and sharing the experiences on developing
emerg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We organized several
workshops focusing on instructional design, where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on
curriculum design, discussed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and exchanged designing idea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2. Boosting assessment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abilities:
We held several Assessment and Curriculum Outreach
Workshops in the north, middle and south parts of Taiwan.
During each workshop, we invited outstanding high-scope
team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design,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curriculum outreach.



3. Infusing emerging technology in curriculum design: We
organized instructional design workshops that introduced
emerging technology such as Arduino and 3D-printing, and
how to use the technology in scie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se workshops, participants were first given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on Arduino programming or to
visit maker spaces. Then, invited teach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about how they designed related curriculum and
how they taught in classrooms with the innovative
curricula.
4. The 12-year Curriculum Guidelines list student’s
expected learning performances in terms of various inquiry
abilities at different year levels. We integra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re-organized them in a way that can connect
and support learning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secondary
levels.

英文關鍵詞：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evaluation,
curriculum dissemination, emerg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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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交流平台讓第三期高瞻計畫團隊間進行課程設計、創新教學、課程評

鑑與教師專業成長等方面的交流，以促進高瞻計畫團隊計畫的執行與課程推廣。本計畫將透過一系列

的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協助高瞻計畫執行學校教師發展、實施並推廣跨學科領域或是結合新興科技

的特色課程。計畫成果如下： 

1.高瞻課程實施經驗傳承與分享：分別辦理「高瞻三期薪火相傳＆高瞻俱樂部活動」、「高瞻社

群營造分享會」、「高瞻執行說明會暨課程設計與演練工作坊」、「高瞻課程推廣與評量實施分享

會」，邀請高瞻教師團隊分享計畫執行中在課程設計、教學實務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與解決問題

的方法，傳承與交流分享高瞻優良特色課程。 

2.提升高瞻團隊評鑑與評量知能：舉辦與推廣「高瞻計畫教師專業社群交流暨提升課程發展與

課程評鑑知能工作坊」、「高瞻課程推廣與評量實施分享會」，由高瞻團隊大學端與中學端老師

主導，引領參與者進行多元課程實作與課程評鑑的思考，深化高瞻成員課程設計與規劃的知能。 

3.推廣結合新興科技課程：籌辦「創客思維下的探究教學設計—Arduino工作坊」、「STEM教學

探索工作坊-以 Arduino模組為例」、「3D列印創客分享會」，透過新興科技相關課程實行的實

作演練與經驗分享，相互學習與體驗，促進人員交流與專業社群的形成。 

4.整理 12年國教自然領域課程綱要中各年段探究能力表現之銜接，以期提供給所有高瞻三期

團隊進行國高中課程整合設計之參考。 

 

中文關鍵字：教師專業成長、課程評鑑、課程推廣、新興科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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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set a platform for high scope projects to effectively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n innovativ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sessment design,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outreach. 

Through a seri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this project supported teachers to develop, 

implement and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technology-infused curricula. To establish the platform, we held a 

serious of workshops for elevating teachers’ expertise during the three years: 

1. Passing down and sharing the experiences on developing emerg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We 

organized several workshops focusing on instructional design, where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on curriculum design, discussed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and exchanged designing idea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2. Boosting assessment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abilities: We held several Assessment and 

Curriculum Outreach Workshops in the north, middle and south parts of Taiwan. During each workshop, we 

invited outstanding high-scope team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design,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curriculum outreach. 

3. Infusing emerging technology in curriculum design: We organized instructional design workshops 

that introduced emerging technology such as Arduino and 3D-printing, and how to use the technology in 

scie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se workshops, participants were first given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on 

Arduino programming or to visit maker spaces. Then, invited teach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about how 

they designed related curriculum and how they taught in classrooms with the innovative curricula. 

4. The 12-year Curriculum Guidelines list student’s expected learning performances in terms of various 

inquiry abilities at different year levels. We integra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re-organized them in a way 

that can connect and support learning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secondary levels. 

Keywords：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evaluation, curriculum dissemination, emerg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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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特點在於培養我國未來國民的素養。在此核心架構下，自然科學

領域提出了三大核心素養內涵：(1) 提供學生探究學習、問題解決的機會養成相關知能的「探究能

力」，(2) 協助學生了解科學知識產生方式和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習慣的「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3) 引導學生學習科學知識的「核心概念」。 
傳統式的課程以學科知識為主，注重知識概念的理解，鮮少課程考量學生科學學科能力如探究能

力的發展。再者，傳統課程內容以單一學科為本位，缺乏跨領域的考量，因此無法協助學生將來須解

決現實社會情境中跨領域的複雜問題。因此，為因應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第三

期高瞻計畫鼓勵國中、高中、高職學校教師與研究端大學合作，研發融合新興科學與科技的創新課程，

進而帶動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經驗的變革。 
本子計畫『師資培育與課程研究平台』將與高瞻計畫執行學校之團隊進行密切合作，聚焦創新課

程的發展、教學實務的精進和教師專業成長。 
 

二、研究目的 

本子計畫的目的在有效結合網路數位科技、課程教學實務與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研究人員將透過

一系列的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協助並輔導高瞻計畫執行學校教師發展跨學科領域、結合新興科技或

是具有自造者/創客運動 (Maker Movement) 的特色課程、教材模組和評量工具。 
為有效傳承課程研發與實施經驗，並提升創新課程推廣的深度與廣度，本子計畫將在輔助高瞻計

畫執行的同時，試圖了解中學教師在創新課程過程中 (1)課程研發，(2)創新教學，(3)課程推廣與師資

培育，這三個方面可能遭遇的困難，並探討造成這些困難的原因，以及可能解決困難的方式或是所需

提供的協助。 
 

三、文獻探討 

相關教育研究指出，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實施新的課程往往會導致教育改革的失敗 (van Driel, 
Beijaard, & Verloop, 2001)。教師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背負實施新課程的艱鉅任務，因此教育改革成

功與否，教師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在教育改革之背景下實施新的科學課程，教師不僅須調整對學科知識內容的詮釋，也必須用以學

生為中心的角度重新思考科學教學。若期望能成功實施新課程，政府相關單位、教學研究單位和學校

等需合作提供高品質的教師專業成長機會，協助教師學習用新的觀點重塑其教學的態度、知識和教學

實務 (Lowe & Appleton, 2015)。若無法提供教師合適且有力的協助，他們很可能會對新的轉變感到灰

心和挫折，也很容易傾向恢復較熟悉的傳統教學方式(Fraser, 2007)。因此，在十二年國教教育改革的

背景以及高瞻計畫提升教師創新課程與教學的理念引導下，本計劃期許能整合多方面教學資源，創造

並支持教師專業成長機會，扮演媒合各高瞻計畫學校的溝通管道，並透過高中學科中心及各學科輔導

團成立溝通平台，統籌規劃各地區教師專業成長和課程推廣等活動。 
Luft & Hewson (2014) 認為科學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首先須聚焦

在重要的學科內容。除此之外，計畫本身不僅須支持教師學習的過程，實施的環境也要能支持並引導

教師學習。在設計和實施科學教師專業學習計畫方案時，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摒棄 『計畫發展研

究人員是主動的供應者，而教師是被動的接受者』這樣的觀念。相反的，相關參與人員皆必須體認教

師本身必須對他們的專業發展學習負責，因此相關訓練活動的設計皆要以支持教師的主動學習為目標 
(Shapiro, 2002)。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具有相關性 (coherency) 的專業發展計畫，也就是能與當地的

或是全國課程綱要有緊密關聯的專業學習機會，較能支持教師在教學上產生改變 (Roehrig & Luft, 
2006)。共同合作(collaboration)是支持教師學習與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當教師們以合作方式參與專

業成長學習與相關工作時，他們的互動會相互增強、建立、擴展和挑戰彼此對科學教學的概念。 
Nelson (2009) 對一群共同參與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的科學教師進行研究，研究成果顯示：為促進

科學教師學習的合作參與模式具有一定的複雜性。然而，Nelson 也明確指出『持續的對話』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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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了解計畫的價值並在行為上產生改變。不可諱言的是，這樣的成長過程對教師而言既是有利，卻

又極具挑戰性。本計劃提供的創新課程設計和精進教學的專業成長機會與十二年國教高中年段的新課

程『探究與實作』有密切的相關性(coherency)。教師不但可以藉由此機會提升設計創新課程的專業能

力，也可將自己所設計或是客製化的創新課程，完整地在自己的課堂中實施。科學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的過程包含五個階段：訂定目標 (setting goals)、計畫 (planning)、實行 (enacting)、研究施行成果 
(looking at the outcomes) 並對整個計畫過程進行反思 (reflecting on the whole process) (Loucks-Horsley, 
Stiles, Mundry, Love, & Hewson, 2010a)。最後一個階段『反思』對於實施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的成效以

及延續性有深遠的影響。 
文獻指出，教師專業成長計畫可以有很多種的形式。有一些被認為是較無效力的，如許多只舉辦

一次  (one-off) 的工作坊。然而被認為是比較有效的形式是持續性的專業成長模式(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owe & Appleton, 2015)。三年期計畫中工作坊、教案分享、教學觀摩等教

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的規劃，目的在於促進教師持續的合作學習、專業對話與經驗分享。透過長期的

接觸和交流，研究者期望教師們能漸漸形成在專業成長上能彼此切磋又能相互支持的專業社群。 
教師的信念是否能改變常被認為是教師專業成長成功與否的關鍵的因素。然而，我們認為想法、

態度、行為和行動的改變是複雜且彼此交織影響的過程。Ball & Cohen (1999) 的研究即指出，當教師

實施新課程並有成功的實施經驗時，他的信念也會產生改變。換句話說，教師信念雖對於教學計畫和

教學實務有一定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成功的嶄新經驗以及教學成果的反思，也可能會挑戰並影

響教師原有的信念。如 Loucks-Horsley, Stiles, Mundry, Love, & Hewson (2010b) 強調的，『行為』和『態

度』的改變是一動態循環且相互影響的過程，成功的教師專業成長計畫必須能同時考慮兩者，因為其

中一者的改變，往往會強化另一者的改變。 
 

四、執行方法 

第一階段(第一年)為課程研發階段，本計畫在此階段辦理的工作坊目的為高瞻第一、二、三期計

畫的經驗傳承。我們邀請第一、二期高瞻團隊發表前期課程發展的成果與分享課程實施經驗。同時，

藉由工作坊製造教師專業社群建立與交流的機會，讓發展類似課程的教師形成社群，在接下來的研究

進程中可以彼此交流與學習。 
第二階段(第二年)為課程評量與評鑑階段，本計畫在此階段辦理的工作坊目的為高瞻第一、二、

三期計畫的課程實施經驗分享。我們邀請第一、二期高瞻團隊發表前期課程發展的成果與分享課程實

施經驗。同時，藉由工作坊製造教師專業社群建立與交流的機會，讓發展類似課程的教師形成社群，

在接下來的研究進程中可以彼此交流與學習。 
第二階段(第三年)期望高瞻團隊將課程研發與教學經驗推廣至全國其他各區學校，因此研究團隊

規劃在此階段的工作坊中，將向高瞻團隊介紹數種辦理教師專業成長訓練的模式與策略，提供高瞻教

師所需支援使其在第三年能順利經由工作坊交流高瞻課程的研發與教學經驗，以達推廣之目的。 
研究團隊也計畫以工作坊或是線上資源分享的模式介紹不同的課程設計模式，協助教師依據該校

的優勢與特色來釐清課程的目標和架構，並發展能夠關聯 12 年國教自然領域課程綱要的學習內容

(核心概念)和學習表現(探究能力和科學的態度和本質)之課程，並熟悉與建立國、高中課程上的銜接。

研究團隊計畫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高瞻三期團隊在課程設計、教學實務與課程推廣等方面所遇到

的困難，經由資料分析統整出本研究平台可以提供協助的方向以及形式，旨在協助高瞻團隊順利完成

課程發展、實施和推廣的研究進程。 



 6 

 
五、計畫執行成果 

(一) 高瞻課程實施經驗傳承與分享 

1. Look Higher, Walk Further!!高瞻三期薪火相傳＆高瞻俱樂部 

(1) 活動主旨：為傳承一至三期高瞻團隊發展跨領域及融入新興科技課程的經驗，並促進高瞻計

畫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交流與合作，特於 106 年度 3 月分別在北區和南區各舉辦一場「Look 
Higher, Walk Further!!」高瞻三期薪火相傳＆高瞻俱樂部活動。誠摯敬邀高瞻一期、二期和三期

的團隊夥伴踴躍參與。本活動包含高瞻團隊、產學合作團隊、行動學習團隊及國外 STEM 課程

等分享。當中高瞻團隊部分將邀請前期表現優異之團隊進行課程設計研發、課程實施和推廣等成

果之經驗分享；此外，亦將提供 STEM 課程模組範例、及產學合作與行動學習推廣等相關訊息，

提供高瞻伙伴在課程發展之參考。 

表 1：高瞻三期薪火相傳活動相關資訊 

 南區場次 北區場次 

日期 106.03.11 106.03.18 

地點 中山附中 科技部 

出席人數 67人 75人 

講者人數 9人 8人 

 

   

南區場次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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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場次活動情形 

(2)成果小結： 

 此次活動旨在促進前期（第一、二期）高瞻計畫成員與本期（第三期）成員的交流，希望能

藉由經驗者的分享帶給新團隊一些啟發，希望三期夥伴除了開發新的課程以外，也學習前期表現

優良的團隊之長處，整合過去的經驗和新的課程理念以順利推行高瞻計畫的精神與宗旨。同時，

為了幫助高瞻計畫的順利進行，也在此次活動中以問卷方式收集了各團隊教師們所提供的意見以

了解各團隊在不同方面上執行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及所需要的協助，並整理如下： 

在「課程的發展與實驗教學」方面，希望能夠提供網路平台以分享課程內容與實驗教學示範；

在「課程的推廣」方面，希望能定期舉辦推廣活動並增加參與展覽的機會；在「師資的培育」方

面，希望能不定時辦理主題為師資培育或創客相關研習（和此次類似的活動）。 

 

2.高瞻社群營造分享會 

(1) 時間：106 年 11 月 17 日(五) 10:00-17:00 

(2) 地點: 大同大學(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四十號) 尚志教育研究館 B205 會議室 

(3) 活動主旨: 一、為促進高瞻計畫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交流與合作，以及增加教師對於創客

(Maker)自造教育空間與創客窗口等資源的瞭解。二、協助科技部科教國合司辦理執行工作

坊，邀請高瞻計畫湯卿媺研究員說明各高瞻團隊執行計畫需知與應配合之行政相關事項。 

(4) 參與人數：講者 7 位，以及高瞻團隊與會者 152 人。 

(5) 成果小結：一、創客基地導覽讓與會者了解未來產房與其他創客基地的相異處，以及創客基

地內的空間使用方式。二、高瞻團隊社群經驗分享演說，提供最佳獲獎團隊的課程發展策略

以及課程特色。三、分區討論將高瞻團隊計畫屬性分為資訊科技、創客應用、科學探究以及

跨領域整合共四個主題，教師們於所屬的組別內進行課程教學相關問題的腦力激盪，其討論

內容結果摘錄請見附件一說明。四、執行工作坊說明計畫辦法與規定、學術倫理，以及經費

結案常見狀況。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之楊朝陽副教授進行創客

基地機具解說 

 

高瞻團隊社群經驗分享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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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湯卿媺研究員主持執行工作坊 
 

南科實中劉昀姍主任引導分區討論(創客應用組) 

 

內湖高工胡裕仁老師帶領分區討論(跨領域整合

組) 

 

各區總結報告- 內湖高工葛士瑋老師領導跨領域

整合組彙報教師討論之結果 

 

3.高瞻執行說明會暨課程設計與演練工作坊 

(1) 活動主旨：協助科技部科教國合司辦理高瞻執行說明會，邀請高瞻計畫湯卿媺研究員說明高

瞻團隊執行計畫需知與應配合之行政相關事項。促進高瞻計畫團隊提升課程評鑑知能，以及

搭建高瞻計畫團隊課程推廣、建立專業社群交流與合作之橋梁。 

(2) 活動日期：107 年 10 月 1 日 (一) 9:30-17:00 

(3) 舉辦地點：科技部 科技大樓 2 樓 13 會議室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4) 報名參與人數：高瞻計畫相關人員共 150 名。 

(5) 成果小結： 

甲、 本次活動舉辦「高瞻計畫執行說明會」和「高瞻課程平台上線」說明會，依據注意事項、

未來規劃的說明以及雙向溝通的問答方式，達到向各高瞻團隊宣導新年度高瞻計畫執行重

要事項。 

乙、 側重於深化各高瞻團隊課程評量的知能，本次盛會藉由各高瞻團隊教師與重要行政人員

參與之機會，規劃由國教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的任宗浩主任依序演講「學習表現評量介

紹」和「評量設計討論」的講座，當今國家評量發展的最新概念，以實現高瞻計畫團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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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量知能和素養方面的提升。 

丙、 與會者參與本次的高瞻課程分組工作坊「批判性思考的培養─論證教學的設計」、「翻

轉科學教育模式-紙喇叭振動課程模組」、「仿生科技探究與實作-仿生向日葵追日教具製

作」、「數學與藝術的美麗相遇─多面體立面化的實作課」，透過經歷與授課講師雙向互

動以及分組實作和討論活動的歷程，促使參與者相互認識和共同學習，成功搭建社群溝通

交流與合作之橋梁。 

丁、 本次活動經由高瞻課程分組工作坊的教學演示，將優良的高瞻課程模組教學推廣給予各

高瞻團隊相互學習，並且落實高瞻計畫團隊課程推廣的協助。 

戊、 最末，將本工作坊調查表的資料(附件二)蒐集與結果整理，將課程與建議的回饋提供予

授課講師，並作為本計畫未來籌辦活動的參考依據。 

 
高瞻計畫執行注意事項與更新辦法，以及

高瞻平台課程上線說明會 
 

國教院任宗浩主任「學習表現評量介紹」 

 
高瞻團隊明德高中陳玉芬老師演講「數學

與藝術的美麗相遇─多面體立面化的實作課」 

 
高瞻團隊師大附中洪逸文老師以實例帶領

學員討論如何教學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 

 
高瞻團隊的南科實中蔡汶鴻老師演講「仿

生科技探究與實作-仿生向日葵追日教具製作」 

 
高瞻團隊的官田國中陳文財校長演講「翻轉

科學教育模式-紙喇叭振動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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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瞻課程推廣與評量實施分享會-南區場次 

(1) 活動主旨：本會邀請優秀高瞻計畫團隊分享評量設計、評量實施，以及課程推廣的經驗，並

藉此分享會提供學校相互交流的機會。 

(2)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 9：30 至 15：00 

(3)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 B1 樓第三演講室 

(4) 報名參與人數：高瞻計畫相關人員共 49 名。 

(5) 成果小結： 

本次活動主要目的側重於深化各高瞻團隊課程評鑑與課程推廣的知能，本次分享會藉由高瞻

團隊成員參與學習之機會，將台灣南部地區的典範高瞻團隊的課程與寶貴經驗發揚光大，以促

進各高瞻計畫團隊在課程的知能和素養方面的提升。參照與會者的問卷意見調查表，本活動其

成果績效如下說明： 

甲、 臺南女中高瞻團隊的講者洪士薰老師經由學校開發的高瞻課程模組實行經驗，以及

多元評量方式教學實例與演練的過程，促發與會者對於課程規劃、設計與評量有更精

進的認識與體悟。 

乙、 南科實中高瞻團隊講者蔡汶鴻老師和柯尚彬老師，經由分享高瞻課程實施的心路歷

程，以及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與調整應對方式，難能可貴的經驗分享帶給與會者無限

感動與學習的模範，誘發與會者對教育現場的省思。 

丙、 本次活動透過優秀高瞻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將優良的高瞻課程模組教學推廣給予

各高瞻團隊相互學習，並且落實高瞻計畫團隊課程推廣的協助。 

丁、 最末，我們整理本次工作坊意見調查表的資料蒐集與結果(附件三)，並且將課程與

建議回饋予授課講師與團隊，以及作為本計畫日後籌辦活動的調整依據。 

 

 
臺南女中高瞻課程模組教學互動環節 

 

 
臺南女中洪士薰老師蒞臨演講分享高瞻基於

適性之跨學科課程經驗 



 11 

 

南科實中團隊分享高瞻課程實施的心路歷程 

 

 
綜合座談-想法對話交流 

 

5. 國高中課程年段銜接表 

本平台計畫已整理 12 年國教自然領域課程綱要中各年段探究能力表現之銜接(請見附件

五)，提供給所有高瞻三期團隊進行國高中課程整合設計之參考。 

 

(二) 提升高瞻團隊評鑑與評量知能 

1.高瞻計畫教師專業社群交流暨提升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知能工作坊 

(1) 活動日期：107 年 2 月 27 日(二) 9:00-17:00 

(2)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 5 樓 537 會議室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3) 報名人數：高瞻計畫所屬團隊成員 35 人 

(4) 成果小結： 

本活動基於促進高瞻計畫教師專業社群交流與合作的精神，廣邀中部高瞻計畫團隊進行

分享。暨大附中團隊由駱奕帆老師代表團隊分享高瞻社群經營，內容重點摘要如下： 

1.駱奕帆老師執行高瞻計畫教材課程開發的心路歷程。2.暨大附中團隊如何藉由官、產、

學合作來提生課程的質量。3.暨大附中團隊教師如何將課程在地化，並且對於推廣課程概

況進行分享。4.簡述國、高中課程運用會遇到的相關問題，以及分享課程微調之方式。 

另方面，為了促進高瞻計畫團隊提升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知能，分別由高瞻團隊中興大

學黃淑苓老師主導，帶領參與者進行探究實作、課程評鑑的思考，以及透過臺中女中和中

港高中教師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經驗分享，引導與會者經由跨領域課程合作、系統性特色課

程的設計實例分享，理解如何將大學的資源整合併入設計課程，並且有效的進行校內推廣

課程。難能可貴的是，講者們更提出學生課程回饋的運作方式與建議，以及分享其所屬高

瞻團隊內部及時通訊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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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團隊高瞻社群經營分享 

 
跨領域探究與實作-小組活動 

 

 

2.高瞻課程推廣與評量實施分享會-北區場次 

(1) 活動主旨：本會邀請優秀高瞻計畫團隊分享評量設計、評量實施，以及課程推廣的經驗，並

藉此分享會提供學校相互交流的機會。 

(2)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9：30 至 15：00 

(3)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國際會議中心 2 樓 

(4) 報名參與人數：高瞻計畫相關人員共 55 名。 

(5) 成果小結 

本活動主要目的側重於深化各高瞻團隊課程評鑑與課程推廣的知能，本次分享會將台灣

北部地區的典範高瞻團隊的課程與寶貴經驗發揚光大，以促進各高瞻計畫團隊在課程的知能

和素養方面的提升。參照與會者的問卷意見調查表，本次活動的成果績效如下： 

甲、 師大附中高瞻團隊的彭老師帶來藝術粽子的課程與動手做環節，融入生活常見

元素於教材中，其課程設計及創意思考發想、引導學生學習的態度與精神成為與會

者的學習對象。 

乙、 暨大附中高瞻團隊的駱奕帆老師與江彧璇老師，依序分享創新課程與專業評鑑

模式，讓與會者感受到其教育愛無私的態度和課程在地化的精神。此外，演講團隊

的背景與成功，讓同樣是偏鄉學校的部分與會者有所感悟與啟發，增加偏鄉學校人

員的信心與學習，是謂本計畫所樂見的高瞻推廣成效。 

丙、 本次活動透過優秀高瞻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將優良的高瞻課程模組教學推廣

給予各高瞻團隊相互學習，並且落實高瞻計畫團隊課程推廣的協助。 

丁、 我們整理本工作坊調查表的資料蒐集與結果(附件四)，將課程與建議回饋給授

課講師以及本計畫辦公室，作為日後活動參照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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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會者參與聆聽講座 

 

 
師大附中彭良禎老師分享課程經驗 

 

 
暨大附中駱奕帆老師分享高瞻創新課程教學

與推廣經驗 

 

 
暨大附中團隊江彧璇老師分享 CIPP 模式課程

評鑑與實際操作經驗 

 

 
綜合座談-想法對話交流(1) 

 

 
綜合座談-想法對話交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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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廣結合新興科技課程 

   1.創客思維下的探究教學設計—Arduino 工作坊 

(1) 時間：106 年 2 月 6 起至 2 月 8 日，為期 3 天 (上午 8:45 至下 5:00)。  

(2) 地點：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 SE502 會議室 （116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3) 活動主旨：未來人材培育方向強調創意和自造的能力，若結合十二年國教強調的探究與實

作的精神，創客精神如何在探究中展現？跟著有經驗的老師一起學習。 

(4) 報名狀況：高瞻計畫團隊共 14 人 參加 

(5) 活動內容：活動詳細內容請參照附錄一 

(6) 成果小結： 

此次活動旨在啟發教師新思維，藉由激盪腦力發揮自我創意並親自動手作以體會創客之

真正涵義。由於高瞻三期計畫中有許多團隊希望能加入創客元素於課程內，為了幫助各高

瞻團隊在創客方面的教學課程及教案設計能有創新突破並加深團隊內教師們對創客精神

的理解，特別邀請高瞻團隊成員前來參加本次活動以達創客與探究精神在高瞻各團隊內之

推廣效果。 

 

多元選修課程分享交流 

 

Arduino 實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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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M 教學探索工作坊-以 Arduino 模組為例 

(1) 主旨：旨在開拓教師們的視野、認識 Maker 與智慧生活的關聯，並且以 Arduino 模組

應用為例來構思課堂上的 STEM 教學。 

(2) 舉辦時間：106 年 7 月 3 日至 7 日 (5 天) 

(3) 舉辦地點：師大分部 科教大樓 SE101 室 

(4) 參與人數：高瞻計畫團隊共 30 人 

(5) 成果小結：藉由為期 5 天展示與實作演練各式 Arduino 教學模組，以增加科學探究課

程中所使用 Arduino 模組之彈性。 

 

 

 

3. 3D 列印創客分享會 

(1) 活動日期：107 年 6 月 1 日(五) 9:00-12:10 

(2)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科教大樓 5 樓 501 室 

(3) 報名人數：高瞻計畫團隊相關成員 30 人 

(4) 活動小結：本活動邀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宋祚忠研究員和高瞻台南高工團隊分享應用 3D
列印於科學教育的經驗，內容涵蓋 3D 列印技術與資源、課程實施情形，以及對教具開發

等現身說明。經宋祚忠研究員分享 3D 列印應用在科學教育之經驗，提供 3D 列印應用於

博物館互動展示和探究式「水下滑翔機」課程之研發心得，讓與會者能感受非正規教育體

制下的 3D 列印課程應用。透過台南高工高瞻團隊提出低成本組裝 3DP 和中學課程的實務

經驗，展現 3D 列印課程應用推廣的可行性。最末，透過講者與相關領域人員的社群經驗

交流會，預計達到效益如下：第一，透過講者分享與交流而激盪出創客教育無限靈感。第

二，協助提供 3D 列印領域溝通之管道，促進高瞻計畫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交流與合作。 

學員之間互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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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館宋祚忠博士演說 3D 列印應用 

 
宋祚忠博士解說教具與使用交流 

 
台南高工團隊分享 3D 列印機組裝經驗 

台南高工團隊分享 3DP 課程的實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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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瞻社群營造分享會-分區討論結果示意 

 

分區討論結果示例： 

問題一:如何融入教學主題於課程

設計。 

問題二:如何制定課程目標。 

 

分區討論結果示例： 

問題三:課程規劃與設計為何？ 

問題四:課程發展遭遇的困難與解

決方案。 



 19 

 

分區討論結果示例： 

問題五:課程實施遭遇的困難與解

決。 

問題六:如何評量學生學習。 

 

分區討論結果示例： 

問題七:教師如何反思教學。 

問題八:分享如何進行跨領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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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瞻執行說明會暨課程設計與演練工作坊-意見調查回饋(摘錄) 

(1) 對課程最感興趣的內容與建議：A 場次-翻轉科學教育模式活動 
 實作課程很有趣，簡單的教具設計可以讓同學投入更多、學習更多！ 
 紙喇叭，課程有趣、簡單、很容易做，今天學習很多、收穫良多。 
 紙喇吧製作，可以用學生的角度體驗動手實作，對於課程能夠更多了解，有趣又簡單的

課程內容，使上課的氛圍較活潑，也可以激發學生思考。 
 很有啟發，可多在校內發展類似課程。 
 很有創意的教學設計，很能吸引學生的學習動機。 
 陳校長今天所帶來的課真是太精彩了！受益良多！ 
 紙喇叭振動課程模組，老師按部就班做紙喇叭，且紙喇叭發出聲音的效果很好。評量設

計分組討論-任宗浩主任，了解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 
 動手做投入課程內容，三項體驗都很棒，並且能做出成品。只是線材整理的部分可能需

要增加美觀，避免太快壞掉，很可惜。 
 紙喇吧與旋轉音樂鈴，科普中的聲音振動，動手實作適合所有的中小學。 
 有趣又實用的實驗課程，可回去與校內老師分享，很厲害的官中團隊 
 課程進行提問，對課程的學習更有意義。 
 上下午課程都相當實用，感謝主辦單位用心舉辦課程活動。下午課程超好玩，易學易懂，

創新有趣，很能引起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一定要找一堂課結合英語、美術、科學，讓

學生實作！讚！謝謝講師及所有工作人員，辛苦了。 
 可對聲音的振動有親手做的課程，2 個多小時的課程都很精彩，無冷場。 
 1.手做很有趣 2.科學與藝術結合並用 3.若作為非工科相關教師推廣，圖解可以再詳細 4.
課程很棒，辛苦了。 
(2) 對課程最感興趣的內容與建議：B 場次-批判性思考的培養活動 
 課程內容充實 
 開放式討論獲益良多 
 學習表現評量介紹 
 批判思考的培養-論證教學的設計 
 討論有趣 
 批判思考如何訓練以及如何在教學上落實 
 Toulmin 的論證架構<TAP>有效的邏輯推論思考方向，有得到教學的新方法。 
 探究實作中的論證與評量方式 
 批判性思考的培養，對於新課綱的探究與實作相當有幫助，能夠知道課程發展從何

切入、引導學生思考。 
(3) 對課程最感興趣的內容與建議：C 場次-數學與藝術的美麗相遇活動 
 很有趣，容易融入課程。數學概念變得有趣。 
 分組工作坊很有趣，但有些困難需要再多點時間才能完成。 
 實作課程充分體會數學之美。 
 幾何的延伸柏拉圖與阿基米德創造生活中的藝術，再與創意結合，造福學梓，很讚。 

(4) 對課程最感興趣的內容與建議：D 場次-仿生科技探究與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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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活潑有趣。 
 老師說明課程結構的安排。 
 教具實作體驗很有趣，可觀摩他校的課程，未來可多半此類的活動。 
 超棒的呀！花花很可愛！ 
 提問：與素養導向相關的評量。手作：實際操作的過程，透過腦力激盪和其他學校

教師合作很棒。 
 講師教學活動設計由淺入深，結合生物、資訊跨科整合，設計出非常棒的探究與實

作課程。 
 前導課程及相關內容很有趣。實作步驟可以提供建議步驟。 
 實作操作除錯的過程。 
 探究實作課程的研發、操作，如何與日常生活的事物相結合。 
 仿生向日葵原理應用至其他機制，例如加入太陽能板以驅動摩天輪，使太陽能能追

日有更高的發電效率等。 
 STEM 課程的體驗真棒，了解科技、工程與電子技術的結合。 
 實作課程很有趣。 
 仿生向日葵的電子零件焊接很有趣，也具有挑戰性。講師的介紹很清楚易懂，成功

率高。教案很棒，感恩。小小建議：焊接用木漿海綿清除錫渣、保護桌面地板。 
 向日葵追日教具製作實作，學習到從簡單便宜的材料就能控制複雜的動作，控制作

品感應花朵方向的受光量。 
(5) 未來研習規畫的建議 

 學生學習後側如何進行。 
 感謝，很棒的課程設計。課程教材不知如何取得。 
 跨校教師群的經驗分享。 
 希望可以有更多科技領域的實作。 
 實作可再拉長時間。相關素養的課程可和學科中心合作合辦研習。 
 已經很棒了謝謝。很棒，辛苦主辦單位了 
 課程設計與演練。教學設計、教學實施、評量設計。 
 教師增能、感測器與物聯網結合或手機 APP 結合。 
 時間太短，可增加研習時間。 
 優勝學校分享。分享各校高瞻課程，受益良多。 
 分組型態讓老師各取所需很好 
 需在評量方式除了原理與實作觀摩 
 計畫相關資料文件能夠提早給予或提供現場紙本資料 
 可多辦類似的工作坊研習，但希望能夠讓參與教師可公假排代，能減輕參加研習教

師的課務負擔。 
 手作課程加上課程學習單的分享，這樣課程有利老師的學習及開發課程。 
 加入課程設計團隊分享，讓我們看到更多精采的團隊課程，也讓大家更有創意去發

想課程。 
 類似的材料包能讓工作坊課程能推廣到每一間學校。 
 以目前的規劃方式，上午課程討論，下午工作坊形式十分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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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高瞻課程推廣與評量實施分享會南區場次-意見調查回饋(摘錄) 

問卷題目 1：今日上午場次對您最有幫助的內容，或是對講者(臺南女中洪士薰老師)的回饋。 
節錄 1. 教育不須翻轉只需改變。隨著社會變遷，我們傳遞知識的內容、工具、方法也應改

變，以尋求更好的教學成效。以前我們被限制於制度內，未來制度只作為方向而不是限制。 
節錄 2. 一個用心教育的熱情教師，隨時把新資訊帶入學習中，收穫良多，很棒。 
節錄 3. 謝謝洪老師提供的一些翻轉想法，使人思考教育的本質與教學改變、設計，讓下一

代素養技能、態度更幸福。 
節錄 4. 理論與實務結合，講師講述清楚明瞭，內容豐富具啟發性，很棒的課程模組，感謝

老師分享，受益良多。 
節錄 5. 對於課程規劃、設計與評量有更精進的認識，獲益良多。 
問卷題目 2：今日下午場次對您最有幫助的內容，或是對講者(瑞祥高中柯尚彬老師、南科實

中蔡汶鴻老師)的回饋。 
節錄 1. 教學即評鑑的部分，工程筆記很好。可以學生互評，讓學生之間有更多交流。 
節錄 2. 蔡老師提到學生學習最重要的是「想法」，而不是技術與理論。國內外學生(教育)最

大差異就是國外重在過程、國內在意結果(名次)，值得省思。 
節錄 3. 具廣度與深度的引導，對學生產生極大正面影響。課程設計中強調出自主學習及創

客精神。 
節錄 4. 柯講師風趣幽默的方式介紹課程內容，相當精彩、用心的專題課程。師生的學習歷

程省思很值得學習。蔡講師提到的工程筆記，以及學生的學習過程小故事令人感動，是最佳

模範！ 
節錄 5. 兩位老師都很用心，不是為考試而考試，讓學生真正從評量操作中習得各科分別的

整合能力，使之能從探究歷程中，去享受學習的樂趣，並且解決問題。 
問卷題目 3：給高瞻計畫辦公室的意見與建議 
1. 希望將兩場次分享會內容分享出來。 
2. 謝謝安排此學習的機會。 
3. 收穫滿滿，謝謝用心舉辦活動。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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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高瞻課程推廣與評量實施分享會北區場次-意見調查回饋(摘錄) 

問卷題目 1：今日上午場次對您最有幫助的內容，或是對講者(師大附中彭良禎老師)的回饋。 
節錄 1. 用不同的方式切入數學教學，透過動手做的方式，學習三角錐(粽子)的特性，讓教

學者能有不同的教材想法。 
節錄 2. 彭老師很用心在引導學生學習，利用手做開始延伸到數學，促進學習動機。再者，

利用所看到之建築物分析點、線、面，實際應用在生活中。 
節錄 3. 透過 3D 立體模型的概念傳達數學知識，並融入動手做的精神，讓學生可自由發揮

想像力來構築模型，我覺得學生除了獲得數學知識外，同時也培養了空間的概念。 
節錄 4. 生活中的經驗可結合教材教具，提供學員從操作中思考待解決的問題。 
節錄 5. 課程設計及創意思考發想的部分很有幫助。謝謝彭老師得分享。 
問卷題目 2：今日下午場次對您最有幫助的內容，或是對講者(陽明國中江彧璇老師、暨大

附中駱奕帆老師)的回饋。 
節錄 1. 用遊戲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利用「共享」的理念推廣課程內容提升效益。多元性

的課程讓孩子獲益，教師用心把課程做到在地化、科技化，創客精神實讓人佩服。CIPP背

景、輸入、過程、結果模式內容清楚。 
節錄 2. 對於高瞻的課程評鑑解說得很詳細，透過自身教學經驗讓我們能進步、融入我們的

計畫之中。 
節錄 3. 結合在地素材開發課程內容，以及結合產業，讓學生實際接觸體驗與感受，也讓學

生發想生活中的感受，改善生活。 
節錄 4. 專題導向學習以及 STEM 的學習，與鄰近學校合作，強化工科能力。水資源、友善

農場、光電城市科技桌遊，教材大量運用美術繪圖、地圖描繪農工 4.0，企業於學校屋頂種

電，利用草屯商工的儀器協助教學。演講內容受惠。 
節錄 5. 感謝駱老師的分享，讓同樣是偏鄉學校的我們有對照的對象與參考的方向，也讓我

們對自己的課程及教學更有信心，對日後課程設計與發想，有更多的想法和啟發。江老師

的分享很實用，使我們未來在課程設計及評鑑上能更完善。 
問卷題目 3：給高瞻計畫辦公室的意見與建議 
感謝計畫辦公室這三年來的協助與指導，讓學校可以順利完成計畫。 
這個(高瞻)計畫讓許多學生受惠。 
非常棒的研習活動。希望能有下一期。 
高瞻計畫對於國中端發展科技課程十分支持，也因為參與本計畫後發展出校本科技課，希

望此計畫可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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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自然領域國高中課程年段銜接表 

項目 子項 第 1 碼 

 

 

探 究 能 力 

思考智能 

thinking 
ability（t） 

想像創造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i） ti 

推理論證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 （r） tr 

批判思辨 critical thinking （c） tc 

建立模型 modeling （m） tm 

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p） 

觀察與定題 observing and identifying （o） po 

計劃與執行 planning and executing （e） pe 

分析與發現 analyzing and finding （a） pa 

討論與傳達 discussing and communicating （c） pc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attitude toward science and 
nature of science（a） 

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 interest in science  （i） ai 

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 

habit of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inquiry （h） 

ah 

認識科學本質 nature of science （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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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學習內容 實作學習內容 

◎發現問題 

基於好奇、求知或需要，

觀察生活周遭和外在世界的現

象，察覺可探究的問題，進而

蒐集整理所需的資訊，釐清並

訂定可解決或可測試的研究問

題，預測可能的結果，提出想

法、假說或模型。 

- 觀察現象 • 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書刊或網路媒體等，進行多方觀察。 

• 運用感官或儀器辨識物體和現象的特性。 

• 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同以觀察物體和現象的變化。 

• 推測所觀察現象的可能成因。 

- 蒐集資訊 • 利用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蒐集相關資訊，並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 閱讀與理解資訊內容。 

• 整理並提取適當的資訊。 

- 形成或訂定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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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能分辨並選擇優先重要之問題。 

- 提出可驗證的觀點 • 依據選定的問題提出想法、假說或模型。 

◎規劃與研究 

根據提出的問題，擬定研

究計畫和進度。辨明影響結果

的變因，選擇或設計適當的工

具或儀器觀測，以獲得有效的

資料數據，或根據預期目標並

經由測試結果檢視最佳化 

- 尋找變因或條件 • 判定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影響因素，並分析因素間的關係。 

• 合理的預測探究的可能結果。 

- 擬定研究計畫 • 依據所提出的問題，計劃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與流程。 

• 應用或組裝合適的器材與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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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資料數據 •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器材設備。 

• 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並詳實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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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學習內容 實作學習內容 

◎論證與建模 

分析資料數據以提出科學

主張或結論、發現新知或找出

解決方案。發展模型以呈現或

預測各因素之間的關係。檢核

資料數據與其它研究結果的異

同，以提高結果的可信度，並

察覺探究的限制。 

 

- 分析資料和呈現證據 • 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有效整理資料數據。 

• 依據整理後的資料數據，製作圖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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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自己、同學與其他相關的資訊或證據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 解釋和推理 

 

 

  

• 由資料數據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 

• 由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 根據探究結果形成解釋。 

- 提出結論或解決方案 • 由探究所得的解釋形成論點。 

• 依據證據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 由探究結果形成結論、新的概念或問題。 

• 檢核自己、同學的結論與其他相關的資訊或證據的異同。 

- 建立模型 • 嘗試由探究結果建立合理模型以描述所觀察的現象。 

• 察覺模型的侷限性。 

◎表達與分享 

運用適當的溝通工具呈現

重要發現，與他人分享科學新

知與想法，推廣個人或團隊的

研究成果。 

- 表達與溝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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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呈現自己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

果。 

• 有條理且具科學性的陳述探究成果。 

 運 各種資 與 分享科學資  - 合作與討論 • 傾聽他人的報告，並能提出具體的意見或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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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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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與省思 • 反思探究成果的應用性、限制性與改進之處。 

• 對各類科學資訊進行評估與判斷，審慎檢視其真實性與可信度。 

• 體驗科學探究重視實作經驗證據的使用、合乎邏輯的推論，以及探究結

果的再現性。 

•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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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子項 7-9 年級 10-12 年級（共同） 10-12 年級（進階） 
探究能力-
思考智能
（t） 

想像創造（i） ti-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

知識概念，經由自我或團體探
索與討論的過程，想像當使用
的觀察方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生的差異；
並能嘗試在指導下以創新思
考和方法得到新的模型、成品
或結果。 

ti -Ⅴc-1 
能主動察覺生活中各種自然科

學問題的成因，並能根據已知的科
學知識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假設想
法，進而以個人或團體方式設計創
新的科學探索方式並得到成果。 

ti -Ⅴa-1 
能獨立察覺各種自然科學問題

的成因，並能依不同情況發想各種
假設及可行的解決方法，進而以個
人或團體方式設計不同的實驗步
驟，或創造新的實驗方法。 

推理論證（r） tr -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

的連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
象及實驗數據，並推論出其中
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
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tr -Ⅴc-1 
能運用簡單的數理演算公式及

單一的科學證據或理論，理解自然
科學知識或理論及其因果關係，或
提出他人論點的限制，進而提出不
同的論點。 

tr -Ⅴa-1 
能運用一系列的科學證據或理

論，以及類比、轉換等演繹推理方
式，理解並推導自然現象的因果關
係，或修正、說明自己提出的論點。 

批判思辨（c）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

知識與概念，對自己蒐集與分
類的科學數據，抱持合理的懷
疑態度，並對他人的資訊或報
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釋。 

tc-Ⅴc-1 
能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

科學資料的解釋在方法及程序上的
合理性，並能提出問題或批判。 

tc -Ⅴa-1 
能比較科學事實在不同論點、

證據或事實解釋的合理性，並透過
探索證據、挑戰思想、回應多元觀
點的過程，進行批判論點或判斷科
學證據的正確性。 

建立模型（m） tm-Ⅳ-1 
能從實驗過程、合作討論

中理解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能應用在後續的科
學理解或生活。 

tm -Ⅴc-1 
能依據科學問題自行運思或經

由合作討論來建立模型，並能使用
如「比擬或抽象」的形式來描述一
個系統化的科學現象，進而了解模
型有其局限性。 

tm -Ⅴa-1 
能依據科學問題自行運思或經

由合作討論來建立模型，並使用如
「比擬或抽象」的形式來描述一個
系統化的科學現象。進而能分析各
種模型的特性，且了解模型可隨著
對科學事物複雜關係的認知增加來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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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子項 7-9 年級 10-12 年級（共同） 10-12 年級（進階） 
探究能力-
問題解決
（p） 

觀察與定題（o）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

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
及網路媒體中，進行各種有計
畫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Ⅳ-2 
能辨別適合科學探究或

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
問題（或假說），並能依據觀
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
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
題。 

po -Ⅴc-1 
能從日常經驗、科技運用、社

會中的科學相關議題、學習活動、
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汲
取資訊並進行有計畫、有條理的多
方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 -Ⅴc-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

思考、討論等，確認並提出生活周
遭中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
式尋求解決的問題（或假說）。當
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能分辨並
擇定優先重要之問題（或假說）。 

po -Ⅴa-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

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
體中，進行各種有計畫、有條理、
有效率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 -Ⅴa-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

思考、討論等，確認並提出與生活
周遭或學術探索相關，而適合科學
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
關鍵問題（或假說））。當有多個問
題同時存在時，能分辨並擇定優先
重要之問題（或假說））。 

計劃與執行（e） pe-Ⅳ-1 
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

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預
測活動的可能結果。在教師或
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
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
問題特性、資源（如設備、時
間）等因素，規劃具有可信度
（如多次測量等）的探究活
動。 

pe-Ⅳ-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與資源。能進行客觀的
質性觀測或數值量測並詳實
記錄。 

pe -Ⅴc-1 
能辨明多個的自變項或應變項

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合理地預
測活動的可能結果和可能失敗的原
因。藉由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引或展
現創意，能根據問題特性、學習資
源（設備、時間、人力等））、期望
之成果（包括信效度）、對社會環
境的影響等因素，規劃最佳化的實
作（或推理）探究活動或問題解決
活動。 

pe -Ⅴc-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
源，能適度創新改善執行方式。能
進行精確的質性觀測或數值量測，
視需要並能運用科技儀器輔助記
錄。 

pe -Ⅴa-1 
能辨明多個的自變項或應變項

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嚴謹地預
測活動的可能結果和可能失敗的原
因。在有限的指導下，能依據指導
或展現創意，依據問題特性、學習
資源（設備、時間、人力等）、預
期成果（包括信效度））、對社會環
境的影響等因素，有效率地規劃最
佳化的實作（或推理）探究活動或
問題解決活動。 

pe -Ⅴa-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
源。能進行精確、高效之的質性觀
測或數值量測，視需要並能運用科
技儀器輔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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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子項 7-9 年級 10-12 年級（共同） 10-12 年級（進階） 

探究能力-
問題解決
（p） 

分析與發現（a） 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

智能、數學等方法，從（所
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
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
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
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它相關
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果。 

pa -Ⅴc-1 
能合理運用思考智能、製作

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有
效整理資訊或數據。 

pa -Ⅴc-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

能、數學、統計等方法，從探究所
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理
解、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理
解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解決問題
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
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它相
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檢核，確
認結果。 

pa -Ⅴa-1 
能流暢運用思考智能、製作

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
以有效整理資訊或數據。 

pa -Ⅴa-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

能、數學、統計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
新知、獲知因果關係、理解科學
問題、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
問題。並能將自己的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它相關的資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核，確認結果；如果
結果不同，能進一步探究原因。 

討論與傳達（c） pc-Ⅳ-1 
能理解同學的探究過程

和結果（或經簡化過的科學
報告），提出合理而且具有
根據的疑問或意見。並能對
問題、探究方法、證據及發
現，彼此間的符應情形，進
行檢核並提出可能的改善方
案。 

pc-Ⅳ-2 
能利用口語、影像（如

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
學公式、模型或經教師認可
後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表達
完整之探究過程、發現與成
果、價值、限制和主張等。
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和可能的運用。 

pc -Ⅴc-1 
能理解同學的探究過程和結

果（或經簡化過的科學報告）），提
出合理而且較完整的疑問或意
見。並能對整個探究過程：包括，
觀察定題、推理實作、數據信效
度、資源運用、活動安全、探究結
果等，進行評核、形成評價並提出
合理的改善方案。 

pc -Ⅴc-2 
能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

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呈
現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並在
保有個資安全與不損及公眾利益
下，嘗試以報告或新媒體形 

式，自主並較廣面性的分享
相對嚴謹之探究發現、成果、結論
或主張。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目
的、特徵、方法、發現、價值、限
制、運用與展望等。 

pc -Ⅴa-1 
能理解同學的探究過程和

結果（或經簡化過的科學報告），
提出合理而且較完整的疑問或意
見。並能對整個探究過程中：包
括，觀察定題、推理實作、數據
信效度、資源運用、活動安全、
探究結果等，進行反思、形成評
價與改善方案，作為未來改進與
提升能力的基礎。 

pc -Ⅴa-2 
能利用口語、影像（如攝

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
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
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或成果，並選擇合適的發表方式
和途徑。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
目的、特徵、方法、發現、價值、
限制、運用與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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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子項 7-9 年級 10-12 年級（共同） 10-12 年級（進階） 

科學的態度
與本質（a）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i）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

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ai -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樂趣。 
ai -Ⅳ-3 
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信心。 

ai -Ⅴc-1 
透過成功的問題解決經驗，獲得

成就感。 
ai -Ⅴc-2 
透過科學探索與科學思考對生

活週遭的事物產生新的體驗及興趣。 
ai -Ⅴc-3 
體會生活中處處都會運用到科

學，而能欣賞科學的重要性。 

ai -Ⅴa-1 
了解科學能力是多元的，擁有熱

誠是從事與科學或科技有關的工作
最重要的條件。 

ai -Ⅴa-2 
透過了解科學理論的簡約、科學

思考的嚴謹與複雜自然現象背後的
規律，學會欣賞科學的美。 

養成應用科學思
考與探究的習慣
（h） 

ah-Ⅳ-1 
對於有關科學發現的報

導甚至權威的解釋（如報章雜
誌的報導或書本上的解釋） 能
抱持懷疑的態度，評估其推論
的證據是否充分且可信賴。 

ah -Ⅳ-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
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ah -Ⅴc-1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

的一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ah -Ⅴ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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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與可信度。 

ah -Ⅴa-1 
了解科學工作者經常遵循某些

特定的標準（如可推廣性、簡約性等
等）判斷探究活動的可行性。 

ah -Ⅴa-2 
運用科學的思考模式：例如邏輯

思考、精確性、客觀性等標準，判斷
日常生活中科學資訊的可信度。 

認識科學本質（n） an-Ⅳ-1 
察覺到科學的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具有正當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構的標準所規範。
an -Ⅳ-2 分辨科學知識的確定
性和持久性會因科學研究的時
空背景不同而有所變化。 

an -Ⅳ-3 
體察到科學家們具有堅

毅、嚴謹和講求邏輯的特質，
也具有好奇心、求知慾和想像
力。 

an -Ⅴc-1 
了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

法、工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
據支持特定的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
的有效性。 

an -Ⅴc-2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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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Ⅴc-3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

的生活條件，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
所有的問題，科技發展有時也會引起
環境或倫理道德的議題。 

an -Ⅴa-1 
了解從事科學工作者具有一些

共同的特質，例如:  邏輯思考、精確
性、心智開放、客觀性、保持懷疑、
研究結果的可重覆性、誠實並符合倫
理地發表研究成果等。 

an -Ⅴa-2 
察覺到相同的自然現象，可用多

個理論解釋；當現有的證據同樣都支
持著這些理論，人們傾向採用較簡約
的理論。 

an -Ⅴa-3 
了解科學知識發展的歷史是與社

會、文化、政治、經濟緊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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