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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前導學校計畫 

臺北市 百齡高級中學 前導學校審查回應單 

審查綜合意見 學校回應 

請將審查綜合意見逐條條列。 

 

一、初審意見及回應 

 

1. 針對初審意見九，仍請詳列資料蒐集圖書清單、數量、單

價等。未來實際採購或有可能局部變動。 

 

 

 

2. 針對初審意見十，子計畫 A~C 雜支 10.058%，子計畫 Z雜

支 19.884% (若扣除獎助或人事費，比例將更高)，請依規

定控管於經常門 10%以內。 

 

二、建議 

 

1. 子計畫 A~C 列有租車費 51 車次，40.8 萬，佔 16.353%，

扣除縣市配合仍有 36 車次，似較多，且可能安排時間密

集。請查核確認次數及執行的可能。 

 

 

請逐條回應審查意見，並註明修改的頁數頁碼，另計畫書內文的修改

處，請用紅色處註明。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預計購置如王政忠「我的草根翻轉-MAPS教學法」

及侯秋玲、吳敏而譯「核心問題-開啟學生理解之門」等新課綱相關之

教學法及未來教師共備時使用書籍。餘將依未來智囊團及各科 PLC之需

求再行採購。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照意見並根據最新經費編列項目之規定再次調整。

子計畫 A~C 雜支比例調整為 12.874%，子計畫 Z 雜支比例調整為

7.728%。請參照附件六(頁 87)。 

 

 

 

謝謝委員指正。子計畫 A~C 租車費已按建議進行調整。調整後計有 18

車次，14.4萬，佔 7.229%。扣除縣市配合後有 13車次。請參照附件五

及附件六。(頁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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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樣化的課程學習地圖呈現、課程發展的 WHY.HOW.WHAT

呈現，可供分享友校參考。 

 

3. 教師團隊「有創『藝』的智慧學校」願景，建議學校可從

拆解為：創、藝、智慧學校等幾個向度，先明確描述內涵

之後，據以發展學校環境塑造及課程。且課程發展可整合

國高中部進行總體發展，但依學生身心發展分階段規劃，

使高中課程為國中課程之進階(例如: PBL教學的運用)。 

 

 

 

 

 

 

 

 

 

 

 

 

 

 

 

 

 

 

謝謝委員肯定。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將以此建議持續規劃進行。 

 

有創「藝」的智慧學校說

明如下：創「藝」內隱原

先「多元舞台 激勵潛能」

的精神，讓學生的「創意」

「藝術」發光發熱；智慧

不僅與科技聯結，也是本

校展現之軟實力與巧實

力；在地情懷與國際視野

與新課綱接軌，成為老師

設計課程的主軸方向(如

左圖)。 

 

國高中部總體發展如左

圖，依學生身心發展分階

段規劃，使高中課程為國

中課程之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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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累積過去的課程發展經驗，教學上應可聚焦學生學習，著

重發展多元素養評量方法。課程開發上，可著重課程評鑑

之推動。 

 

5. 學校課程分為三類別系統，子計畫 B，如何扣合、發展可

再補強。P.28增能內容與策略，除行政作為外，宜儘速擬

定各社群之增能重點內容。 

 

6. 自主管理之子計畫負責人員分工、管理模式、進度管控等

請再補強。 

 

 子計畫(A-D)依新修訂之 106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經

費編列項目及注意事項表」規定，租車費編列總額不得超

過總經常門之 10％，物品費不得超過 15％，雜支不超出

10％為原則，請修正。 

 

 

 子計畫 Z 雜支編列比率以不超出經常門補助費用 10％為

原則,請修正。 

 

 未附臨時人員進用計畫表。 

 

 

 配合款不足 20%。 

 

 

謝謝委員提供建議。已於各科教學研究會進一步研擬規劃並推動課程評

鑑，藉由師生問卷調查與社群研討聚焦學生多元素養的發展。 

 

 

謝謝委員指正。針對各社群增能與策略部分，請參照【貳、社群附件】

之項目八「105 學年度國、高中各科 PLC 規劃」，未來將以此規劃及各

科需求持續執行。(頁 160-185) 

 

謝謝委員指正。子計畫負責人員分工、管理模式、進度管控等已補強於

頁 41-42。 

 

謝謝委員指正。已按照意見及最新經費編列規定調整。租車費比例為

7.229%，物品費比例為 11.247%，雜支比例為 12.874%。請參照附件六。

(頁 87) 

 

 

 

謝謝委員指正。已按照意見進行調整，比例為 7.728%。請參照附件六。

(頁 87)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照意見附上計畫表。請參照附件八「臨時人員進用

計畫表」。(頁 90-91) 

 

謝謝委員指正。已依北市教育局中教科意見修正。請參照附件三至附件

六。(頁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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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審查意見做詳盡補充，呈現既有個課程與未來之規

劃。 

 

 學校作為完全中學，以 6年一貫進行思考，將可提供同類

型學校相當寶貴之意見(學校規模、教育階段及不同教育

階段)。 

 

 建議經費再提高。 

 

 

 應整備學生圖像及關鍵能力與核心素養之間的連結、對應

關係。 

 

 

 

 

 

 

 

 

 

 

 

 

 

 

謝謝委員肯定。 

 

 

謝謝委員肯定。 

 

 

 

謝謝委員指正。已調整補助款及自籌款間比例以配合計畫運作。請參照

附件五(頁 79-86)及附件七。(頁 88-89) 

 

謝謝委員指正。已於 106.02.10全校共備日進行討論後，本校學生圖像

及關鍵能力與核心素養之間的連結、對應關係圖如下，日後將配合課程

安排進一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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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加以分類，但課程名稱及其規劃內容尚可再斟酌

調整。 

謝謝委員指正。已於 106.02.10全校共備日進行討論並於教學研究會進

一步調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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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計畫申請書 

「適性揚才‧課程轉型」 

壹、 學校優質化與課程發展與目標 

百齡高級中學前身為百齡國民中學，於民國 76 年籌設，78 年動土興建，

為建築於臺北市基隆河廢河道新生地上之第一座建築，校地遠銜七星、大屯

山堅毅陽剛之氣，近擁圓山、基隆河端麗秀雅之姿，正位於士林區鍾靈毓秀、

人文薈萃之地。 

民國 80 年 7 月校舍竣工落成，招收第 1 屆國中新生，正式擔負起作育英

才，承先啟後的教育重責，期許能接續士林鼎盛文風，培育出明日社會之棟

樑。民國 88 年配合市政府增加高中容量，以紓緩國中生升學壓力之政策，百

齡國中銜命改制為完全中學，更名為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招收國中、高

中學生，以適性發展，多元成就為目標。本校自此邁向另一新的里程，展開

六個年段的學生教育新視野。學校班級類型多元，全校學生約有一千九百多

人，國中部 41 班，其中包括普通班 35 班、美術班 3 班以及特教班 3 班；高

中部 25 班，其中包括普通班 24 班以及體育班 1 班；本校為臺北市體育重點

發展學校，設有游泳、拳擊運動專項校隊，105 學年度起成立高中體育班，培

育拳擊、羽球、跆拳、角力等四項體育人才。 

 

一、 學校優質化與課程發展願景與目標 

(一) 優質化成果 

近年來，本校團隊動力已獲得不少肯定： 

1. 100 學年榮獲教育局及教育部「推動閱讀績優學校－閱讀磐石獎」； 

2. 101 學年度及 102 學年度則分別榮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優質學校」

評選「學生學習」及「行政管理」向度優質殊榮； 

3. 104 年度國文科教師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臺北市推薦團隊； 

4. 104 年度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成果訪視，評定為優等； 

5. 105 年度臺北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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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之理念目標與 107 課綱之關係圖 

此外，百齡積極爭取如專案計畫、社區、家長等外部資源，讓校本得以

逐年豐富主題課程、社團經營及其他各式活動，藉此提供學生多元機會，於

課業、社團、校內外各項學藝競賽或運動競賽上，找到不同成就感。98 年起

重要專案計畫條列如下： 

1. 獲得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專案補助 (98-103 年)； 

2. 獲得教育局精進課程與教學資訊專案(103-106 年)； 

3. 執行高中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104-106 年)； 

4. 爭取教育部永續校園計畫(103-104 年)； 

5. 建置智慧校園及執行 e 化學習計畫(105 年)； 

6. 獲得課程與教學亮點計畫(106-108 年)。 

上述專案中「高中領先計畫」與「國中亮點計畫」與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新課綱(簡稱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教學息息相關，百中也藉由申請

這兩個專案計畫盤整及規劃新課程，並且嘗試在新課綱的架構下，找出連結

國高中六年課程的軸線。故本校於 104 學年精緻化原有之高中選修課程，並

開始規劃國中選修課程，皆鼓勵教師以專題式設計課程，致力翻轉學生學習。

期望透過多元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啟發學生認知體驗、悅納自己、熱愛生

命、尊重他人、自主負責、規劃生涯、能思能言、接軌世界，達到「深耕品

格發展、蘊育自主學習、強化思考

表達、開拓國際視野」的目標。 

 

(二) 學校課程發展願景 

自創校以來，百齡高中歷任校

長、教師以熱忱的教育態度、專業

的教學能力，多年來團隊兢兢業業，

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以「成就

每個百齡人做最好的自己」為理念，

以「成為一所提供多元舞臺，激發

學生潛能，致力學習翻轉的智慧學

校」為願景，確認「閱讀探究、批

判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及世

界接軌」為五大校本關鍵能力，最

終目標：「培育孩子成為未來世界所需要的人才」，提供多元學習環境與機會，

將校本願景融入各項課程設計，以培養齡園學子悅納自我、尊重他人、感恩

惜福、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上圖為本校重要理念、目標以及關鍵能力與新

課綱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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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上學期教師團隊提出「有創藝的智慧學校」的想法，促使大家

思考其與學校未來發展的關係，為實現 12 年國教「適性揚才」理念，並且更

加呼應新課綱精神，故展開重新檢視上圖，邀請教師代表提供修正意見，彙

整後如下圖，行政團隊再深入討論，於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對

全校說明，再取得共識，有利於課程發展。 

二、 學校環境掃描與因應策略  

本校位於劍潭捷運站及著名觀光景點士林夜市旁，因交通便捷，高中部

學生來自臺北市與新北市各區；學校鄰近社教資源含天文館、科教館、美術

館、士林公民會館；銘傳、實踐、東吳、淡江、文化及臺北藝術大學等大學，

於在地連結引進社區資源，辦理學生相關教育活動甚有助益。 

為掃描本校課程與教學環境，先應用 SWOT 矩陣，從「課程規劃相關行

政工作、課程發展、教學活化、學生學習以及教師教學」五個面向分析課程

與教學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接著利用優勢掌握機會，善用機會克服

弱勢，發揮優勢避開威脅，並最小化劣勢以避開威脅之模式來規劃課程與教

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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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校環境掃描分析表 

項
目 

內部 外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課
程
規
劃
相
關
行
政
工
作 

1.  行政團隊具創新、
效率高，能有效領導
課程改革與規劃。 

2.  教師對學校認同度
高、負使命感，行政
由正式教師承擔，團
隊合作負責盡職。 

3.  處室運作良好，整
體行政團隊合作、機
動性高，有效支援教
學。 

1. 完中一校兩制，教師
兼任行政壓力大，人力
吃緊，影響課程發展與
教學設計之延續及廣
度。 

2. 多數教師兼行政，工
作壓力大，意願低落。 

3. 行政人員異動頻
繁，業務推動易形成斷
層。 

參與臺北市高中課程
與教學工作圈、臺北
市國中課程與教學工
作圈、臺北市完全中
學小聯盟，學習友校
寶貴經驗。 

1.  各種專案與外部評
鑑事項，增加學校負
擔與壓力。 

2.  12 年國教部分政策
未明，形成課程規劃
的推動阻力。 

課
程
發
展 

1.  已實行高中多元選
修與國中專案專題等
選修課程，提供學生
多元學習機會。 

2.  教師開始接受課程
發展的洗禮，對未來
課程研發極有幫助。 

3.  「學生學習為中
心」之課程理念逐漸
深耕，引發教師對現
行課程的反思，及「五
大校本能力」的實踐。 

1. 12 年國教新課綱校
訂必修課程雖漸凝聚
發展主軸，但尚未系統
化或特色化，課程發展
尚待深入討論。 

2. 課程設計與規劃存
在「重知識、輕能力，
重考試、輕應用」的失
衡狀態。 

3. 相較浪潮般的數位
化、全球化加速知識的
半衰期，學校課程改革
或特色發展相對緩慢。 

1. 12 年國教新課綱給
學校發展校訂必修的
空間與機會。 

2. 教育部或教育局之
課程與教學競爭型計
畫，提供學校經費發
展特色課程，給學生
更多元學習及更大的
視野。 

3. 因發展新課綱與其
它完全中學結盟。 

1. 傳統思維影響家長
對學校的選擇。 

2. 各校透過競爭型計
畫發展課程，相對增
加學校壓力。 

3. 12 年國教新課綱之
不確定性造成觀望與
猜疑。 

教
學
活
化 

1.  教師自組「行動學
習社群」有助推動學
習翻轉。 

2.  103 學年度起辦理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備課、觀課及議課計
畫」，教師接受度高。 

1.  部分教師教學受升
學制度影響，較依賴教
科書，教學法未達多元
且較少自主性。 

2.  高中部規模小學科
員額少，教師負荷大，
減損教學能量。 

3.  本校為完中且校舍
空間明顯不足，不利活
化教學之實施。 

1.  主管機關支持「活
化教學、翻轉 教室、
學思達教學法、學習
共同體、分組合作學
習、行動學習」等理
念。 

2.  近年來教育改革風
起雲湧，有不少教學
模式典範足資學習。 

新世代成長學習模式
挑戰傳統教學方式，
若教師無法與時俱
進，將降低學生學習
興趣與動機，同時加
深教學挫折感。 

學
生
學
習 

1. 本校為完全中學，
擁有高國中兩部資源
規劃各式活動。 

2. 學生本質敦厚有潛
力，師生關係融洽。 

3. 五大關鍵校本能力
符應學生需求，並獲
得教師與家長認同。 

1. 國高中階段特質不
同，需要運用不同管理
教養策略及活動設計。 

2. 國中生童心未泯、行
為分寸拿捏未穩定，加
重教師及學校負擔。 

3. 學習空間略顯不
足，無法同時滿足兩個
學程需求。 

1. 鄰近許多社教資
源、大學及高中職，
引進豐富資源辦理學
學活動甚有助益。 

2. 鄰近劍潭捷運站，
交通便捷，有助吸納
大臺北區域學生。 

3.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實施，擴展學生升學
機會。 

1.  推陳出新的高中升
學制度造成學生素質
差異化加大。 

2.  鄰近夜市商圈，環
境受干擾，學生易受
不良次文化影響。 

3.  環境趨勢造成更多
單親家庭，家庭因素
影響學生價值觀。 

教
師
專

1.  國高中老師交流機
會多，有助彼此就近
學習與心得交換。 

1. 面對各種挑戰教師
動能的持續與應變力
仍需提升。 

1.  官方補助型計畫讓
創新教學教師有發光
發熱的機會。 

1.  社會大眾對「教師
專業」要求越來越
高，但也出現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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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部 外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業
發
展 

2.  教師平均服務年資
17.8 年，有熱忱、賦
專業知能、教學認
真。 

3.  教師參與教專評鑑
計畫比例高，提升教
學品質。 

4.  教師具少子女化、
國教改革、學生差異
化等挑戰危機意識。 

2. 知識與能力導向拉
鉅，部分教師對活化教
學或自主學習仍有疑
慮。 

3. 多數教師在家庭與
學校兩頭忙碌，高壓工
作影響教師身心狀態。 

2.  科技網路發達，提
供教師專業社群專業
支持與分享平台。 

3.  臺北市工作圈及輔
導團推動「以學生學
習為中心」教學，提
供各領域教師系統化
備課、觀課及議課機
會。 

教學不信任的氛圍。 

2.  重視品牌的時代，
如何行銷教學亮點受
外界肯定，成為挑戰。 

綜整 SWOTs 分析結果，本校提出學校當前最重要六項發展課題，確保發

展特色，並且呈現本計畫實際運作內涵： 

1. 完備行政配套與支持系統：以具創新、效率高行政團隊，在 12 年國教改

革浪潮下，有效領導課程改革與規劃，充分整合行政與教師團隊，完成

課程發展與教學翻轉； 

2. 依據新課綱研發各類課程：在高中多元選修與國中專案專題等選修課程

基石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理念並扣合「五大校本能力」，統整各

項資源，加速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發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發展

本校特色； 

3. 創新教學模式以翻轉學習：在現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行成果下，以校

內外之典範學習，強化教師「活化教學、翻轉 教室、學思達教學法、學

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行動學習」等理念，透過結盟引進外部資源，

推動學教翻轉； 

4. 提升學生自主力及品格力：彈性、自主與適性的學習歷程，潛移默化涵

養學生品格，強化品德教育降低負面行為發生頻率，融合兩部活動、善

用高中生(大手)協助國中生(小手)並引進資源滿足需求兩部需求； 

5. 強化教師激勵與協作機制：建置友善且高效的教師分享平臺，讓國高中

老師課程發展優勢交流共好，讓創新教學教師發光發熱，打亮本校教師

教學專業招牌，提升教師教學成就感。 

6. 推廣及分享課程發展成果：以 12 年國教新課綱「自發」、「互動」及「共

好」理念，「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推廣及分

享本校課程發展成果，並藉此與有效切磋共成長。 

 

以上重點發展課題與 106 年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計畫四個計畫(A 學校整

體課程計畫，B 教師課程協作與增能，C 課綱核心小組計畫，Z 前導學校計

畫)相關性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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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發展課題 因應策略 對應之子計畫 

完備行政配套與支持系統 
有效盤整現行所有課程，全方位發展 12 年國教新課

綱學校整體課程計畫。 

子計畫 

B C Z 

依據新課綱研發各類課程 
凝聚國高中教師專業能力，昇華學科或跨科/領域

PLC 專業發展，逐步完成新課綱各類課程研發。 

子計畫 

A B C Z 

創新教學模式以翻轉學習 

鼓勵教師進行創新教學，輔以新興科技或是教學模

式，一方面深耕知識力，二來培養探究、思考、表達

等學習能力。 

子計畫 

A & Z 

提升學生自主力及品格力 

規劃彈性學習時間課程，從新生入學前即開始提供多

元外在刺激機會以及適性發展舞台，提供學生經由彈

性、自主與適性的學習歷程，潛移默化習得更廣的知

識、情意與技能，在活動中涵養品格，實踐做人做事

的道理及方法。 

子計畫 

A & Z 

強化教師激勵與協作機制 

凝聚教師教育共識，激勵內在動力，促進跨領域對話

與合作。改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研討會議室，辦理增

能研習與外埠參訪學習。 

子計畫 

B C Z 

推廣及分享課程發展成果 前導學校 12 年國教新課綱發展分享 
子計畫 

A C Z 

貳、 總計畫及主題子計畫主要具體作為(106學年度) 

承上，本校藉由申請前導學校的機會，再依據 SWOTs分析之綜整結果，提出

學校當前最重要六項的發展課題。我們也藉機檢視兩個與課程教學息息相關的

計畫：「高中領先」與「國中亮點」，勾勒本校整體課程發展五個具體方案： 

 

1. 教師社群面向-百齡鮮師專業發展：本校國高中各學科領域 PLC 認真扎

實，每學期國中 8次、高中 6次工作坊，並且為學生學習規劃許多深化

特色活動。百齡鮮師不僅限於學科 PLC，近年因 12 年國教新課綱發展而

漸漸出現跨學科學習社群，因發展課程促進更多教師對話，教師對話則

漸漸改變教學文化，進而再激勵教師專業知能與時俱進。 

2. 學生品格面向-齡園領導品格學程：從激勵學生領袖群為起始點，進而

發揮領袖品格影響力。辦理領袖營、世界咖啡館、開放空間論壇、感恩

季、敬師月、慈暉季、音樂會等各式活動，深化品格力、思考力、行動

力等。 

3. 教學創新面向-學習翻轉動力計畫：激勵教師透過教學設計，著重自主

學習、差異化學習、行動學習，改變課堂學習風景，培養學生探究、思

考、表達之能力，最終帶走「學習如何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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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發展面向-飛躍學習多元課程：以發展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為重點，

研發各類型課程，精緻化選修課程，試行彈性學習課程(大使團、科青

社、船承士林)，提供學生學習選擇權，適性揚才，培養帶得走的能力： 

5. 世界接軌面向-揚名四海國際教育：結合外語學習、音樂劇展演、國際

學習平台(如 iearn)、交換學生等發展本校國際交流。從內到外「師生

走出去，學習大不同」；從外到內，「請世界進門，學習無疆界」來開拓

師生國際視野。 

配合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計畫之規定，我們規劃四個子計畫，(A)齡園 107

課程總體發展計畫；(B)百齡鮮師專業發展計畫(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C)

課程智囊團(核心小組)計畫以

及(Z)前導學校計畫。這四個子

計畫與上述五個面向息息相關，

但出內容更加聚焦於新課綱課

程發展，目標朝向 106年 6月完

成新課綱課程計畫。以下依 A、

B、C 及 Z 之順序分別說明各子

計畫內涵： 

 

一、 子計畫 A- 齡園 107課

程總體發展計畫 

本校為完全中學，國高中

教師交流頻繁，感情深厚，我

們認知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發展應該掌握聯繫國高中課程的關鍵主軸，如此

方可走出完全中學的特色。有鑑於對於課綱架構之官方文件只針對高中課程，

本校特別將國中課程與高中課程並列，繪製「國高中課程類型架構與內涵」(如

右圖)，提供全校教師更清楚的課程圖像，再依此設計新課綱課程。 

(一) 12 年國教新課綱學校整體課程架構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發展部定課程（部定必修與加深加

廣選修課程）與校訂課程（校訂必修課程、多元選修課程、補強性選修、團

體活動與彈性學習等課程），百齡 12 年國教新課綱整體課程架構如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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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開設多元選修 

上下學期合計 6 學分 

 高二開設校訂必修 

上下學期合計 4 學分 

 高二開設加深加廣課

程 

上下學期合計 8 學分 

 高三開設加深加廣課

程 

上下學期合計 44 學分 

 高一至高三每個學期

彈性學習三節課、團體

活動兩節課。 

(二) 繪製課程學習地圖 

1. 學生圖像 

本校於 104.08.28 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

自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 

 

  

 

105 學年度上學期高

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

空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

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

「品格力、領導力、自主

力、創思力、行動力以及

國際力」。右圖乃教師版及

學生版之彙整圖，其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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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 

2. 三年課程學習地圖 

過去幾年在發展課程過程中，本校嘗試為國高中生繪製課程學習地

圖，並於 105 學年度開學前先以現行課綱呈現當學年度入學新生之課程

地圖與學習地圖如下(以高中部為例)： 

 

百齡高中高中部課程地圖（105 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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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高中高中部三年學習地圖（105 新生適用） 

 

以上述地圖為基礎，我們也為新課綱課程描繪高中部學生的課程地

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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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7 課程規劃與發展課程說明 

本校學校整體課程發展可以用兩個里程碑來說明，而這兩個里程碑與新

課程發展息息相關：一為高中部 104 年度通過之「104-106 課程與教學領先

計畫」三年計畫，二為國中部於 105 年 12 月份通過之「106-108 課程與教

學亮點計畫」，這兩個計畫並非為了申請專案而刻意規劃，而是真實呈現我

們發展課程所做的努力及成果，可謂是紀錄百齡朝向 12 年國教新課綱的故

事文本。綜合兩個計畫，用以下圖示呈現目前百齡課程發展的 WHY HOW & 

WHAT：(下圖之願景、目標及學生圖像為現有共識，未來若有新的決定將

隨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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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齡園 107 校本課程規劃表 

本校課發會於 105 年 10 月通過 107 課程大架構，按照原定規劃已為 107

新生準備的三年課程如下表 2，其間多元選修課程已開始試行，校訂必修已

暫定主軸，與彈性學習規劃同為 105 學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表 2 齡園校本課程學習地圖 

 

 部定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 校訂必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高一上 

國 4 英 4 數 4 史 2 

地 2 公 2 物 2 生物 2 

藝術生活 2 體育 2 

國防 0.5 生涯 0.5 (27) 

以適性探索為
原則開設課程 

 

人文外語類 

數理科技類 

藝術生活類 

(每學期 3 學分) 

  
班會 學術性社團 

 

百齡講堂 

 

學科補強性課程 

 

自主學習 

選手培訓 

 

特色活動 

(如音樂劇 校慶) 

 

高一下 

國 4 英 4 數 4 史 2 

地 2 公 2 化 2 地科 2 

資訊科技 2 體育 2 

國防 0.5  生涯 0.5 (27) 

  

高二上 

國 4 英 4 數 4 史 1 

地 1 公 1 探究實作 2 

音 1 美 1 生命 1 體 2 

生活科技 2 (24) 

 
依據領綱 

開設高二 

加深加廣課程 

(每學期 4 學分) 

從本土到國際的 

創藝智慧課程 

 

以主題或專題探究
為方向規劃課程 

(每學期 2 學分) 
高二下 

國 4 英 4 數 4 史 1 

地 1 公 1 探究實作 2 

音 1 美 1 國防 1 體 2 

家政 2 (24) 

 

高三上 
國 2 英 1 音 1 美 1 

健護 1 體育 2 (8) 
 

依據領綱 

開設高三 

加深加廣課程 

(每學期 22 學分) 

 班會 學術性社團 

百齡講堂/自主學習 

學科補強性課程程 高三下 
國 2 英 1 音 1 美 1 

健護 1 體育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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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發展總表 

表 3 呈現本校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發展總表，所有課程扣住校本五大關鍵能力，結合教師社群力量、非正

式課程活動以及外部資源，讓課程可以更加延伸學習效果。部定必修為基礎學力，目前推動行動學習融入各學

科，並設計相關學習活動延伸學生學習觸角(如高二英語音樂劇)，此外，與學科領綱相關之加深加廣課程已經

決定開設學分數，細節正在研議中。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課程於 12 年國教新課綱都將持續推動活化教學以及亮

點活動，特別是透過各領域培養學生思考及論述能力，深化學習。 

 

高中部多元選修部分於 104 學年度隨之精緻化，先校準新課綱，作法為將學年學分改為學期學分制，上學

期增加學生選擇與試探，下學期深化選擇後的學習層次。107 學年度本課程將開設於高一，上下學期共 6 學分。

又本校為完全中學，為了在新課綱中尋找貫穿六年校本課程

模式，在多次宣導與對話後，開始拋出以「專案專題課程」

來微調國中彈性學習時數，並且在未來成為國高中選修課程

的主軸。105 學年度國七開始實施選修課，與聯課活動對開，

隔周上兩節課。12 年國教新課綱實施後，專案專題選修課將

開設於國七國八兩個年級。 

 

校訂必修目前主軸暫定「從本土到國際的創藝智慧課程」

以專題式為學習方法。將開設於高二，上下學期共 4 學分。

課程內涵及實施方式正積極研討中，目前提出的方案如右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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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新增之彈性學習課程目前仍在進行盤整全校性特色活動及現有以外掛式實施的特色課程，試行課程

含「國際教育課程」以及「科學教育課程」。期望系統規劃以便於未來以內建的方式，在彈性學習時數中，更有

時間與空間給學生充實豐富的學習歷程。 

課程類別與名稱 
十二年國教課綱對應

之核心素養 

對應之校本 

學生能力指標 
課程性質 課程領域 開課師資 授課年段 

課程類別：高中部定必修課程 

國 英 數 史 地 公 
物 化 生 地科 
藝術生活 資訊科技 
體育 國防 生涯 
（融入行動學習）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世界接軌 

藝術涵養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部定必修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______ 

高一上下 

國 英 數 史 地 公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音樂 美術 家政 體育 
國防 生命教育 生活科技 
(高二跨領域教學亮點活
動：音樂劇)  
（融入行動學習）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世界接軌 

藝術涵養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部定必修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_____ 

高二上下 

國 英 音樂 美術 
健護  體育 
（融入行動學習）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世界接軌 

藝術涵養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部定必修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_____ 

高三上下 

課程類別：加深加廣選修課 (研議中) 高二上下學期各 4 學分；高三上下學期各 2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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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與名稱 
十二年國教課綱對應

之核心素養 

對應之校本 

學生能力指標 
課程性質 課程領域 開課師資 授課年段 

課程類別：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人文外語類： 

 品讀文學—現代飲食與旅
遊文學的品味與探尋 

 歷史超時空之旅 

 看電影談心理 

 文學，上演中-現代小說的
新世代詮釋 

 From Reading to Drama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世界接軌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______ 

高一上下 

數理科技類： 

 藝遊數學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 

 機器人專題製作與
Arduino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_____ 

高一上下 

藝術生活類： 

 時「上」生活-i 布置 
 表達的藝術 
 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 
 「從零」JUNGLE 開始 
 劇場實務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 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_____ 

高一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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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國中部專案專題選修課程 

人文 PBL： 

 舌尖上的新詩 

 詩詞歌唱  

 故事迷情 

 圖說社區 

 日文一二三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世界接軌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日文外聘 

國七上下 

國八上下 

數理 PBL： 

 數學玩很大 

 從童玩中玩科學 

 生物花路米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_______ 

國七上下 

國八上下 

創客 PBL： 

 創意機器人 

 行動學習玩創意 

 生活智慧王 

 創意 gogogo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部分外聘 

國七上下 

國八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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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校訂必修 (研議中) 

 

從本土到國際的 
創藝智慧課程(暫定) 
 
概念主題：全球關懷：人與
環境的對話(暫定)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世界接軌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部分外
聘 

高二上下 

課程類別：彈性學習時間課程 

學校特色活動  

(試辦國際教育課程) 

(如特色團隊-大使團、班級
競賽-英語話劇比賽)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世界接軌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其他_______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職涯試探 
□其他_____________ 

□教師社群 
□教師個人 
□學校指定 
□校內外協同 
□外聘師資 
█其他 依課程
而定  

高一上下 

高二上下 

高三上下 

選手培訓課程  

(試辦科學教育課程) 

如科青活動-科學性選手培訓 
充實/補強課程及 

自主學習課程(如小論文） 

策略聯盟課程(如完中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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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百齡高級中學高中部多元選修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別 高中部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類別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課程說明 

本校近年來藉由 6 年高中優質化方案與 2 年領先計畫之輔助，逐步精緻化發展出關鍵

能力與校本課程的方向。為因應 12 年國教新課綱之改變，增強教師課程與教學設計之能

力，本課程因應本校學生條件，聚焦於發展「閱讀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藝

術涵養」與「世界接軌」五大校本關鍵能力，希望學生成為具有品格力、自主力、學習力、

創思力以及國際視野的自信學子。 

延續著優質化方案與領先計畫，賡續精緻發展校本課程，注重於學習者中心，以縱面

橫向強化基礎學科學習，提升拔尖托底成效，掌握學習方向，規劃生涯發展，達成「蘊育

自主學習」及「強化思考表達」目標，協助學生在學校裡體會學習樂趣與自信，達到讓百

齡學子成為 Lifelong Learner 的目標。 

授課對象 高一全體學生 

任課老師 

由本校國文、英文、社會學科、

自然學科及藝能學科等領域老

師開課，部分採外聘。 

課程時數 每週_2_節，共_2_學分 

開課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每班修課人數 平均 24 人 

學習目標 

以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為例之學習目標 

百齡校園中孕育超過約 60種以上的玫瑰，成為齡園的佳話以及特色。本課程擬招募對於「培

育玫瑰、讀寫玫瑰、影像玫瑰、淬鍊玫瑰、創藝玫瑰」有興趣的學生，在教師團隊的引導

下能夠從「園藝、文學、創作、科學及生活」的角度來認識玫瑰。 

與十二年國

教課綱對應

之核心素養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架構 

高一開設「多元選修」必選課程，為學期制選修，由學生依其興趣、能力及志願自由

選擇。上、下學期各兩學分。 

1. 上學期「多元試探」：學生得以選擇兩門； 

2. 下學期「多元深化」：學生在高一上期末進行大選課，每個學生選擇一個領域深化學習，

並配合加退選機制加以落實。 

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課程主要探究「研究與學習齡園玫瑰培育

者和守護者需要具備的能力，探究校園中的玫瑰與大自然及人生之關聯」。 

與其他 

課程 
縱向 

以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為例： 

語文、生物、科技與藝術等單一領域玫瑰相關知識建構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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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連繫 
橫向 

以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為例： 

語文、生物、科技與藝術等領域玫瑰相關知識綜合與應用。 

教學方法 

  或策略 

整體多元選修課程教學策略： 

1. 依據 99課綱課程規劃原則，參酌本校辦學條件及特色，由高一同學選修，以多元試

探、多元學習為取向，培養學生校本關鍵能力。 

2. 適時延請學者、專家、教授到校專題演講及研究指導。 

3. 訂定「多元選修」彈性教學實施辦法，適時安排學生至大學或相關研究機構，查尋

蒐集資料或請教授指導實驗研究。 

4. 辦理主題教學、野外實察、參觀大學及研究機構、學科研習營活動。 

5. 配合課程進度，辦理成果發表會、海報展覽等評比活動，驗收成果。 

以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為例之課程教學方法： 

1. 講述式 

2. 問答法 

3. 分組討論 

4. 校外教學  

5. 小組及個人報告 

學 習 

評 量 

以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為例之學習評量： 

1. 以文字、圖像或影像描繪「玫瑰物語」 

2. 製作玫瑰圖鑑 （玫瑰卡/書籤等） 

3. 與國外學生交流齡園玫瑰故事 

4. 玫瑰香精、玫瑰花茶、玫瑰壓花實作等 

規劃內容 

單元主題 單元學習內容 

人文外語類 

依授課教師課程規畫實施之；以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

為例之規劃內容： 

 

數理科技類 

藝術生活類 

環境與教學

設備需求 

以藝術生活類「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為例之教學需求：單槍與投影、影音設備、

植栽用具、玫瑰香精製作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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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百齡高級中學國中專案專題選修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別 國中專案專題選修課程 課程類別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課程說明 

百齡高中國中部於新課綱公佈後之寒假共同備課日即展開「認識總綱」，並在 104 學年

度多次透過教學研究會，針對如何提早因應彈性學習課程中「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索

課程」，進行多次對話。最後於 105 年 3 月 16 日國中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105 學年於國

七開設專案專題選修課程」，課程分三大 PBL 類型： 

1. 人文 PBL：以國中語文、社會學科課程為基礎，進行加深加廣之「專案式研究」，並適

時延請專家學者指導。 

2. 數理 PBL：以國中數學、自然學科課程為基礎，進行加深加廣之「專案式研究」，並適

時延請專家學者指導。 

3. 創客 PBL：依據資訊及生科專案主題，以「動手做」為基礎，導入相關知識與技能，

並適時與校外資源結合。 

授課對象 國中部七八年級全體學生 

任課老師 
由本校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學科、

自然學科等領域老師開課。 
課程時數 

原每週 1 節課，與聯課活動 1 節課

結合，隔週連上兩節課 

開課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106 學年度起) 

□九年級 
每班修課人數 平均 25 人 

學習目標 

整體國中部專案專題選修課程學習目標： 

1. 預先準備 12 年國教新課綱彈性學習課程中「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索課程」。 

2. 提供學生課程選擇權，激發學生潛能並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3. 扣合既有課程目標「深耕品格發展、蘊育自主學習、強化思考表達、開拓國際視野」。 

4. 培養學生具備「閱讀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以及世界接軌」校本五大

關鍵能力。 

以數理 PBL「從童玩中玩科學」為例之學習目標： 

1. 認識社區、台灣、全世界的古今童玩的典故與時空背景文化。 

2. 理解童玩中的科學原理。 

3. 知悉童玩的製作材料與步驟。 

4. 動手製作童玩與發表。 

與十二年國

教課綱對應

之核心素養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架構 

1. 以「專案式學習(PBL)」為主要實施方式； 

2. 課程設計「以終為始」，設定課程大概念、知識內容、技能與具體產出成果。 

3.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強化學生閱讀、思考、探究、分析、實作與表達能力。 

4. 教師於開課前繳交課程計畫表，由教務處彙整後供學生選課參考用。 

5. 學校於新生報到前上網公告本課程實施計畫及各課程計畫。 

6. 結合新生報到或新生始業式(新生領航營)舉行課程說明會。 

7. 學生於規定時間內上網選課，開學後依照選課結果到指定地點上課。 

與其他課程 

內涵連繫 
縱向 

以數理PBL「從童玩中玩科學」為例： 

能搜尋與理解童玩的典故與科學原理，利用團隊合作的方式精進改良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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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 
以數理PBL「從童玩中玩科學」為例： 

與史地連結，將童玩與國際或在地文化做結合，並與他人分享資料與討論。 

教學方法 

  或策略 

整體國中部專案專題選修課程教學方法或策略：討論教學法、分組教學法、實作、專

題講座、典範學習、行動學習 

以數理PBL「從童玩中玩科學」為例之教學方法或策略： 

1. 用身邊隨手可得的材料，讓學生親自動手做古早童玩。 

2.以查資料和訪問家人的方式，了解古早童玩代表的文化。 

3.分組上台報告的方式來達到初步的評量或驗收。 

學  習 

評 量 

整體國中部專案專題選修課程學習評量： 

為求有效檢視學生是否達到學習目標並促進多元適性發展，本課程成績評量內容包括

學習態度、學習歷程、學習日誌、成果發表（書面及口頭報告），以評估其學習表現。 

1. 「歷程多元」的評量方式 

教師根據課程學習目標，以「歷程多元」的評量方式呈現學生學習成果，重視學習歷

程的評估，鼓勵學生多元呈現課堂中及生活中的學習成果。 

2. 「工具多元」的檢核方式 

評量工具包含學習單、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簡報製作與發表、議題報告、同儕互評、

社團評鑑、多元創藝成果產出……等，使孩子清楚明瞭自身努力的方向與不足之處。

此外，學生可透過建立數位學習檔案，隨時記錄自身學習歷程，檢視並發現學習癥結、

引導其進一步深化學習，以確實涵養育成校本五大核心能力。 

以數理PBL「從童玩中玩科學」為例之學習評量： 

1. 實作評量-能向其他人介紹童玩的故事與科學原理、能製作童玩、能改良童玩。 

2. 其他評量-舉辦小型園遊會或發表會的方式，讓學校與社區的人體驗古早童玩。 

規劃內容 

單元主題 單元學習內容 

人文 PBL 

依授課教師課程規畫實施之；以數理 PBL「從童玩中玩科學」為例之規劃

內容： 

 

數理 PBL 

創課PBL 

環境與教學

設備需求 

以數理 PBL「從童玩中玩科學」為例之教學需求： 

投影片與相關機器、影片與相關機器、古早童玩、回收與環保的材料、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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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百齡高級中學高中部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課程類別 高中部彈性學習時間 課程類別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課程說明 

彈性學習時間的規劃，以非正式課程和潛在課程的設計為方針，兼顧「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課程設計考量學校願景、校本關鍵能力與重大議

題之整合，規劃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學習課程。 

105 年月日本校課發會通過規劃「彈性學習時間」每週時數 3 節，鼓勵學生發揮「自

發」規劃學習內容的精神，自主規劃學習內容；其中 1 節視學生需求，安排全年級共同

課程、學習輔導諮詢或補強性課程。 

遵循 12 年國教新課綱「彈性學習」規劃建議內容，落實學生自主精神，兼顧「適性

揚才、終身學習」理念與學生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與差異化，符應 12 年國教新課綱

彈性學習時間之精神，配合本校培育學生的五大校本關鍵能力，規劃 3 年彈性學習時間，

提供學生多元適性選擇。 

授課對象 高中部全體學生 

任課老師 

(依開課序) 

由本校國文、英文、社會學科、自然

學科及藝能學科等領域老師開課，部

分採外聘。 

課程時數 
每週 3 節課；部分課程並與團體活

動 1 節課結合，隔週連上兩節課 

開課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每班修課人數 12〜25 人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學生經由彈性、自主與適性的學習歷程，潛移默化習得更廣的知識、情意與技能，實

踐「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 

與十二年國

教課綱對應

之核心素養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架構 

(一) 學校特色活動： 

1. 特色團隊：以類社團的形式組織學生進行任務性專長學習，學生能習得專門能力，

並成為學校活動的生力軍，例如：大使團、禮賓隊、校刊編輯。 

2. 班級競賽：以班級為單位，將全學年特色活動，例如：語文競賽、合唱比賽、英語

歌唱比賽、藝術競賽、舞蹈比賽、體育競賽等，預先排入彈性學習時間實施，透過

主題式活動的參與，凝聚班級向心力。 

3. 校外教學：依據學生興趣與身心發展、家長期望與社會資源，規劃校外參觀、國外

教育旅行等相關活動，擴增學生視野並提升學習力。 

4. 服務學習：個人公共服務、社團服務學習與歲末感恩活動，都以人文關懷為目標，

問題解決為導向的服務主題，從實際付出中，培養尊重自我、關懷社會的情操、獨

立思考能力與實踐的行動力。 

(二) 選手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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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符合不同學生需求的培訓課程，達到適性學習的目標，有效提升學生學習

成就，培養學生組織規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無限潛能，規劃選手培訓課程有： 

(1) 科學性選手培訓課程 (2)運動性選手培訓課程 

(3) 音樂性選手培訓課程 (4)語文性選手培訓課程 

(三) 充實/補強課程及自主學習課程： 

學生依據自身學習狀況，訂定個人或小組學習計畫(如小論文），由教師協助學

生規劃與落實計畫執行，學生在課程中學習自我管理、評核、省思與修正。 

(四) 策略聯盟課程： 

為落實 12 年國教新課綱精神，本校與大同高中、大直高中、大理高中、中崙

高中、成淵高中、和平高中、陽明高中、萬芳高中、南港高中、西松高中，成立完

中聯盟，攜手研發新課綱課程，進而規劃跨校策略聯盟活動與課程，提供學生跨校

選課及教師跨校開課；持續與大學端合作辦理課程與活動。 

與其他課程 

內涵連繫 

縱向 以課程開課師資任教單一學科/專長領域進行試探與深化。 

橫向 以課程開課師資任教學科/專長領域與其他領域學習的跨域合作為積極發展方針。 

教學方法 

  或策略 
討論教學法、分組教學法、實作、參訪、成果發表 

學  習 

評 量 

為求有效檢視學生是否達到學習目標並促進多元適性發展，本課程成績評量重視學習

歷程的評估，評量工具包含學習單、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簡報製作與發表、議題報告、

同儕互評、社團評鑑、多元創意成果產出……等，評量內容包括學習態度、學習歷程、

學習日誌、成果發表（書面及口頭報告），以評估其學習表現。 

規劃內容 

單元主題 單元學習內容 

 依授課教師課程規畫實施之；如特色團隊「昕晨大使團」課程規劃如下： 

 

經費需求 

經常門(單位:千元) 資本門(單位:千元) 

1,420.999 1,794.500 

※若有新購買總額超過十萬塊之設備，請提出《使用效益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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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子計畫 B-百齡鮮師專業發展計畫 (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 

(一) 計畫背景 

國教改革因升學制度的不確定性加上少子化的關係，許多公立學校漸漸

感受到外在環境變化對於內部的衝擊。百齡從 103 年學國中部開始從「額滿

學校」轉變為「非額滿學校」，當學年度入學新生差異化變大，已經讓教師

團隊開始思考如何因應。隨之 103 年 11 月 28 日教育部公布了 12 年國教新

課綱總綱，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及「共好」

為理念，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念願景。學校老師

在認識課綱的過程中，回顧九年一貫課程的成與敗，進而反思究竟學校教育

的目的，開始認知到我們已經走到一個必須要改革的關鍵點。接著，學校教

師也意識到未來國七新生將會是新課綱的第一屆，也是面對新課綱後大考改

革的第一屆，我們要為學生準備怎樣的課程與教學，才可以讓他們面對未來

的變革呢？ 
 

(二) 計畫理念 

在前述的背景下，如何透過「共享價值」、「協同合作」、「分享實務」、「實

踐檢驗」、「關注學習」等作為，與時俱進自我發展，並以團隊合作研發多元

適性的校本課程，以落實有效教學，成就每一位學生，顯然已成為本校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的運作重點。立基於此，本校既有之「百齡鮮師專業發展計畫」

以各領域教學團隊為主力，百齡學子為中心、分為「提供專業支援攜手共進」

及「支持專業社群增能實踐」兩面向，並以「內建式培力」為中長期目標，

特別是透過 PLC 運作推廣「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讓每個老師可以從解構、

建構中將所學應用於學科教學上，讓百齡課程與教學突破傳統框架，更加與

教改發展趨勢接軌。本校申請「高中優質化前導學校計畫」時，將上述理念

融入子計畫 B「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以求推動專業發展之一致性，

但社群部分則聚焦於發展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之團隊。 
 

(三) 計畫目標 

1. 激發教師教學熱忱，啟動教育新思維。 

2. 引領教師發展設計，展現教師專業性。 

3. 運用授業研究概念，共同精進教學法。 

4. 落實 107(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精神，培育學生好能力。 

5. 精進專業社群合作，建立共榮新文化。 

6. 完成校訂必修以及彈性學習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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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百齡課程發展組織類型 

因應課程發展，學校建立兩類課程發展任務組織：一為課程的政策小組，

如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核心小組、行政推動團隊；另一為主要執行課

程方案的各式社群，如

各領域學科專業學習社

群、課程導向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跨領域)以及

齡園行政/導師專業學習

社群。此兩類組織，分

工合作參與課程的發展

與革新工作(各類課程發

展組織關係如右圖)。 

目前，學校課程發

展最高層級的組織即為

課程發展委員會，近兩

年在臺北市教育局建議下，北市各高中先後成立課程核心小組，主要任務為 

(1) 認識新課綱；(2) 解構與重構課程；(3) 討論學校各式課程之模式與實施

方式 (開課數、人力與成果等) ；(4) 逐步建立學校課程地圖架構；(5) 擬定

學校課程評鑑(自主管理)實質做法；(6) 建議教師所需增能 (104-106) ；(7) 

分析及建議相關配套 (場地、設備、教師) ，建議方案提課發會。因為新課

綱的實施日期逼近，所需討論議題更多，所以本校藉著申請本前導計畫重組

成立 1 年半的課程核心小組，除了原先校長、教務主任與高中六大學科代表

與國中領域代表各一人，高中部擴編每大科再邀請一人及其他處室主任加入，

成立「百中課程智囊團」(及核心小組)，主要負責研擬規劃 12 年國教新課綱

課程相關課程設計機制。 

百齡除了成立課程智囊團，也特別強調新課綱與各學科的緊密相關性，

所以十分看重學科專業學習社群(PLC)，讓 PLC 成為課程發展的基本單位。

每學期賦予社群與 12 年國教新課綱相關的任務，並提供社群開發課程的資

源，讓專業增能或對話與發想與課程發展之間關係更為順暢。除此之外，百

齡在發展新課程的過程中，於 103 學年初為了設計選修課程而成立課程研發

小組，當小組階段性任務完成後，研發小組轉型成為課程發展社群，邀請對

研發課程有興趣者加入共同學習，此社群在 103 學年度以高中老師為主要成

員，104 學年度則有較多的國中老師加入，共同增能學習「重理解的課程設

計」及「專案式學習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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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高中整體性的課程發展組織，除了上述的課發會、課程核心小組(百

中課程智囊團)、課程發展社群、學科 PLC 之外，行政團隊扮演重要角色，

而家長團體也是重要的協助力量。 

 

(五) 現況分析 

1. 教師研究發表能力優良，教學研究成果屢獲佳績 

「教學研究成果」為教師專業精進具體展現指標之一，本校於 97 年

度榮獲「教育專業創新教學與行動研究」高中團體組第二名，其後陸續

有多位國高中教師參與研究發表並榮獲佳績。近三年共有3件獲得優選，

10 件獲得佳作優選，足證本校教師具備優秀研究發表。 

 

2. 72%的高中教師已取得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證書」 

自 100 學年度起，本校逐年參與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首年有

39 位高中教師參加，101 學年 35 位、102 學年 43 位、103 學年 48 位高

中教師參加，至 104 學年度，全體 60 位高中教師中已有 48 位高中教師

先後加入，比率高達八成。其中取得初階證書(含 2 位取得進階證書)者累

計共有 42 位，占全體高中教師人數 72%。因此，多數教師同仁對於互相

觀課，同儕合作及專業對話已有相當認識。 

 

3. 持續型塑教師社群專業對話氛圍及分享文化 

本校自 98 學年至 103 學年辦理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期間有許多以

「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及課程發展」為主軸的子計畫，如 100 學年

度更將「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列為優質化子計畫，以利推展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101 學年度起，本市教師由下而上掀起一股「翻轉學習」風潮，

102 學年度起，高中跨校教師社群紛紛成立，進行共同備課、觀課、議課

等。本校有教師嘗試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哲思，教學研究會

亦漸轉型為專業學習社群，未來仍持續努力朝向落實專業對話及授業研

究、共同備課。 

 

4. 勇敢突破既有框架顧慮，落實學教翻轉有效教學 

近年來，本校有些教師受到外部許多由下而上帶動的「教室翻轉」

風潮，也開始於課室中嘗試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哲思，進行

學教翻轉多元教學法。這些老師分布於各學科，但都勇於突破，解構既

有的教學模式，重新設計教學方案及教具，並兼顧進度與評量；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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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善用科技、有些不用科技，但都是百齡「學教翻轉」的生力軍，最終

目的乃是，期望學生不再是被動吸收知識的客人，讓「學會」進化為「會

學」，給予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使他們成為學習的主人。 

 

5. 校本課程發展已具雛型，持續朝向統整與系統化 

    100 學年度國英數自社五大領域教師分別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透過專業對話及同儕合作，共同致力於研發高一跨班選修校本特色課程。

實施數年的校本

課程已稍具基礎，

但尚須統整與系

統化，復因以往

教師對於發展設

計課程稍欠認識，

於嘗試摸索中更

需團隊增能與對

話，故於 103 學

年度起成立選修課程教師社群提早作業，系統性開發次一學年選修課程

(105 選修教師社群名單如上表)。 

本校校訂必修課程在高中學科課程為基礎下，擬於高二開設 3 學分

之「主題式、議題式、產出式、研究式、探究式、深化式、跨科合作與

能力導向」加深加廣「主題研究」課程。106~107 學年度將於現有「多

元選修平臺」試行，並適時延請專家學者指導。 

 

(六) 實施策略與具體作為 

1. 提供專業支援攜手共進 

  建立行政支援體系，減輕教師負擔，適時關懷激勵士氣 

  辦理國內外教育參訪及專家學者諮詢輔導，開展教師視野 

  鼓勵分享，善用成功漣漪效應，彰顯現有社群運作成果 

2. 支援專業社群增能實踐 

 鼓勵並推動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建立教學回饋機制 

 培養課程發展及教學設計團隊，辦理主題式系列研習或工作坊 

 支持並推行行動研究協作，並鼓勵教師以敘事方式分享教學故事 

(七) 相關表單 

1. 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與新課綱課程發展相關之具體作為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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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校高中整體性的課程發展歷程，已形成課程核心小組、各課

程發展社群與各學科 PLC，辦理多年的多元選修課程已具相當成效。為

加速完成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規劃，除了重組「百中課程智囊團(課程

核心小組)」負責「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計畫」相關事項之研討、各學科

PLC 為執行「部定必修」之基礎社群、國高中「選修課程」各有跨領域

社群之外，為了確保校訂必修與彈性學習課程發展之順利，本計畫將現

有各類社群做任務性整合，著重「國高中國際教育」、「國高中科學教育」、

「全校性行動學習」等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 

表 5 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與具體作為總表  

（補充說明請參考社群附件） 

計畫或課程 

名稱 
社群名稱 社群成員 

社群類型 

(可複選) 

具體作為 

(每學期) 

107 課程 

發展計畫 

(相關事項) 

百中課程智囊團 

(課程核心小組) 

行政暨學科教
師代表 

□ 單科 
■ 跨領域 (跨科) 
□ 跨年級 
□ 跨校 
□ 其他____ 

■ 計畫發展與檢討會議 

□ 課程研發 

■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課 

部定必修 

課程 
各學科 PLC 各學科教師 

■ 單科 
□ 跨領域 (跨科) 
□ 跨年級 
□ 跨校 
□ 其他____ 

■ 計畫發展與檢討會議 

■ 課程研發 

■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課 

高中多元 

選修課程 

多元選修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 

各學科教師 

■ 單科 
■ 跨領域 (跨科) 
□ 跨年級 
□ 跨校 
□ 其他____ 

■ 計畫發展與檢討會議 

■ 課程研發 

■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課 

國中專案專題
選修課程 

專案專題選修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 

各學科教師 

■ 單科 
■ 跨領域 (跨科) 
□ 跨年級 
□ 跨校 
□ 其他____ 

■ 計畫發展與檢討會議 

■ 課程研發 

■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課 

國高中 

科學教育課程 

科學教育 

專業學習社群 

自然學科社群 

嬉遊數學社群 

科技領域社群 

□ 單科 
■ 跨領域 (跨科) 
■ 跨年級 
□ 跨校 
□ 其他____ 

□ 計畫發展與檢討會議 

■ 課程研發  

■ 教學設計 

■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課 

國高中 

國際教育課程 

國際教育 

專業學習社群 

英文學科社群 

第二外語社群 

英文話劇社群 

大使團社群 

教師 

□ 單科 
■ 跨領域 (跨科) 
■ 跨年級 
□ 跨校 
□ 其他____ 

■ 計畫發展與檢討會議 

■ 課程研發 

■ 教學設計 

■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課 

 

     
     

全校性 行動學習 推動行動學習 □ 單科 □ 計畫發展與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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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或課程 

名稱 
社群名稱 社群成員 

社群類型 

(可複選) 

具體作為 

(每學期) 

行動學習計畫 專業學習社群 的各科教師 ■ 跨領域 (跨科) 
□ 跨年級 
□ 跨校 
□ 其他____ 

■ 課程研發 

■ 教學設計 

■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課 

 

2. 教師課程與教學增能計畫規劃 

表 6 教師課程與教學增能計畫規劃表 

計畫名稱 
百齡鮮師專業發展計畫 

(著重於發展 107 課程之社群) 

計畫目標

(Why) 

一、 緣由：以落實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精神與架構為起始點，支持教師課程與教學

增能。 

二、 目標 

為「激勵教師專業發展更上層樓」，以「激勵行政教學攜手共進；支援專業社群

增能實踐」為策略，期望達到以下目標： 

1. 激發教師教學熱忱，啟動教育新思維。 

2. 引領教師發展設計，展現教師專業性。 

3. 運用授業研究概念，共同精進教學法。 

4. 研發彈性學習課程，培育學生好能力。 

5. 精進專業社群合作，建立共榮新文化。 

6. 完成校訂必修以及彈性學習課程發展。 

三、 本計畫與整體計畫之關聯 

「適性揚才‧課程轉型」中子計畫 A 為學校整體課程發展，子計畫 B(本計畫)教

則為了增加教師實踐新課程，B 計畫所提之課程智囊團於子計畫 C 會再加以說

明，所有實務成果可作為前導學校(子計畫 Z)分享之故事。 

受益對象 

經費使用者 

直接受益為各學科領域 PLC、高中多元選修 PLC、國中專案專題選修 PLC，並聚焦於

「107 課程發展計畫」、「國高中國際教育課程」、「國高中科學教育課程」、與「全校性

行動學習計畫」等專業學習社群之教師；間接受益為全校師生。 

增能內容 

與策略 

(How) 

策略一：提供專業支援攜手共進 (行政作為) 

以「藍海策略四大行動架構」—消除、減少、提升與創造—協助教師從工作中獲

得身心靈平衡與成就感，創造工作價值。 

 

策略二：支持專業社群增能實踐 (專業發展) 

一方面結合「校本研習計畫」概念，訂定主軸，全面提升知能，並實踐於課堂教

學上；二來可由部分社群開始，漸進發展與發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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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內容 

與策略 

(How) 

 

課程社群 行政具體作為 

各學科領域 PLC 

國中 8 次 PLC；高中 6 次 PLC 

107 課程重點為研議新課綱時數、教學方式、開發課

程 

高中多元選修 PLC 每學期 3 次社群聚會增能，舉辦課程發展工作坊 

國中專案專題選修 PLC 每學期 3 次社群聚會增能，舉辦專案專題課程研習 

課程智囊團(核心小組) 

規劃共同會議時間，具體作為見子計畫 C 

協助研討新課綱各類型課程發展相關事宜 

特別對試行校訂必修與彈性學習課提出建議 

國高中國際教育社群 

本課程除了外語課程與活動外，其中大使課程於

103-105 學年度以外掛式實施，行政支援課程發展籌

措外部經費等。 

國高中科學教育社群 
本課程除了科學課程與選修課程外，於 105 學年度發

展科學青年社群，行政支援課程進行之相關配套。 

全校性行動學習社群 

103 學年自發成立，目前涵蓋國高中各學科共 30 多

人，行政協助發展相關計畫，引進所需專家及軟硬體

資源。 
 

預期效益 

(需能呼應目

標，是實施內

容之產出) 

(What) 

1. 量的效益 (多少比例教師完成增能研習或公開觀課等，多少行政人員與教師了解

12 年國教新課綱領綱等) 

子計畫學習社群專業預期成效與績效檢核 

面

向 
策略 預期效益 檢核工具 

提

供

專

業

支

援

攜

手

共

進 

1-1 

1. 每學期至少召開 2 次各學科或領域召集

人聯席會議。 

2. 設置教師參加課程設計與行動研究等

競賽之獎勵金，激勵教師共同開發課程

教材及參加行動研究甄選。 

3. 每年調查教師教學資源需求，並至少辦

理 1 次採購，教師滿意度 80％以上。 

4. 建置社群網路交流平臺滿意度 80％以

上。 

1. 工作坊照片、活

動或會議記錄 

2. 課程教材與教

案、敘獎名單 

3. 統計表或回饋

單 

1-2 

1. 每學期至少辦理 1 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成果發表分享。 

2. 每年上傳成果一份。 

1. 活動照片 

2. 成果網頁 

1-3 

1. 每年辦理國內外參訪各 1 次，並辦理 1

場經驗分享。 

2. 參加國內外教育參訪的教師能完成參

訪報告，並將實際所學落實於課堂中。 

3. 每年編印成果集 1 冊。   

1. 活動照片、 

2. 成果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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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專

業

社

群

增

能

實

踐 

2-1 

1. 對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與對話能有正確

的概念的教師人數逐年增加。 

2. 各相關社群有效運作，並發揮帶領示範

作用，逐年引領各社群發展。 

3. 致力於新課綱之理解與課程研發。 

1. 研習或工作坊

照片 

2. 活動或會議記

錄、回饋單 

2-2 

1. 參與前導學校相關培力研習，並於學科

PLC 中分享。 

2. 參與研習課程之教師能具備共同備

課、UbD、行動學習等知能。 

3. 參與課程發展團隊教師人數與產出成果

逐年增加。 

1. 研習或工作坊

照片 

2. 成果冊 

2-3 

3. 各學科或領域召集人能帶領成員進行

主題明確，能專業對話的共同備課活

動，且共同備課人數及次數逐年增加。 

4. 行動研究投稿教師人數穩定成長。 

1. 共同備課紀錄

表、課程成效評

估表、整體課程

評鑑量表 

2. 參賽作品 

2-4 1. 舉辦公開授課的教師人數逐年成長。 活動照片、記錄 

  

2. 質的效益  

「改變教師教學信念及實踐」「精進課程及教學專業知能」「創作百中課程與教學

故事」 

經費需求 

經常門(單位:千元) 資本門(單位:千元) 

460.500 94.500 

※若有新購買總額超過十萬塊之設備，請提出《使用效益評估表》(B-2) 

教學設備需求
(項目、用途和

效益說明、經費

預算) 

國際教育社群課程研發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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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計畫 C-百中課程智囊團 (12年國教新課綱核心小組計畫) 

(一) 百中課程智囊團 (核心小組)組成與運作 

成員 

國文科(高) 英文科(高) 數學科(高) 社會科(高) 自然科(高) 藝能科(高) 

陳淑媛 

董慧文 

曾久倫 

馬玉玫 

謝佩珍 

林粟香 

廖志風 

喬久娟 

湯慧娟 

李亭誼 
蔡銘仁 

國文科(國) 英文科(國) 數學科(國) 社會科(國) 自然科(國) 藝能科(國) 

林碧霞 周香君 吳奈曄 曲忠恕 林宜霖 蔡曜同 傅恭毅 

郭敏惠 

校長 教務 學務 總務 輔導 圖書 秘書 研發 

主要研討事項 

多元選修課程開設之經驗分享 校訂必修課程之規劃與開設 

團體活動與彈性學習之規劃與作法 新課綱執行後各年級學科時數規劃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領綱課程教材研討 部定必修領綱課程教材研討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課程之開設與作法 課程諮詢輔導教師之人員規劃、進行方式 

其他有關落實新課綱重要事項 

學生學習圖像繪製 課程學習地圖繪製 

員額師資新舊課綱過渡計畫 教學設備空間資源規劃設計 

各學科領域多元評量 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 

輔導課是否開設及如何開課  

 

(二) 107 推動工作甘特圖  

1. 103-106 學年度課程發展軸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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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5-106 學年度進度甘特圖 

預定期程 

預期成果 

105-1 105-2 106-1 106-2 

105/8- 

106/1 

106/2- 

106/7 

106/8- 

107/1 

107/2- 

107/7 

審視學生、教師與學校願景關係，建立能力指標     

建立學校課程地圖架構     

擬定學校課程評鑑(自主管理)實質作法     

成立百齡高中新課綱課發智囊團， 研討新課綱相關議題、

規劃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 
    

規劃教師所需增能     

討論學校校訂課程、多元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與彈性

學習時間之模式與實施方式 
    

學校行政組織、分工與人力之調整     

發展校本關鍵能力指標評量工具     

建立學校各課程(學科必選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之課

程地圖 
    

12 年國教新課綱學校三年學分數調配規劃     

確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內容     

12 年國教新課綱師資調配計算     

學生學習歷程平臺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規劃(課程審查委員會)     

12 年國教新課綱課程配套機制(場地、教師、設備)     

擬定學生適性選修手冊     

12 年國教新課綱學生選課機制之檢討     

課程自主管理(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課程檢核)     

學生學習成效檢核     

學校整體課程計畫通過校務會議及報局     

 

(三) 核心小組專業增能 

表 7 12年國教新課綱核心小組專業增能規劃表 

計畫名稱 百齡高中新課綱課發智囊團計畫 

核心小組 

成員 

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研發處主任、秘

書等及高中六大學科(國、英、數、社會、自然、藝能)每科兩人及國中各領域代表

各一人 

計畫目標

(Why) 

1. 學校積極規劃與發展新課綱總體課程，完成十二年國教的課程轉化。 

2. 學校規劃培力增能工作坊，力促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團隊精進動能，營造有利於

創新與協作的學校文化。 

3. 整合各式專案計畫發展課程與教學，核心目標為實踐學校願景、培育未來所需之

人才。 

4. 結合完中聯盟以及高中工作圈資源，促進區域校際互助與協作，開拓並共享在地

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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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與整體計畫之關聯，實施內容與新課綱課程之關聯，目標構想和欲達到之結

果呈現於下面架構圖： 

 

 

 

 

 

受益對象 

經費使用者 
智囊團成員以及全校師生 

增能內容 

與策略 

(How) 

增能目標的具體作為，參與者人數和場次等，例如：核心小組的會議規劃、工作分

配與各項新課綱課程推動之甘特圖。 

1. 核心小組定期召開會議 討論以下主題 

學生學習圖像繪製 團體活動與彈性學習之規劃與作法 

課程學習地圖繪製 新課綱執行時各年級學科時數規劃 

教學設備空間資源規劃設計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領綱課程教材研討 

多元選修課程開設之經驗分享 部定必修領綱課程教材研討 

校訂必修課程之規劃與開設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課程之開設與作法 

員額師資新舊課綱過渡計畫 課程諮詢輔導教師之人員規劃、進行方式 

各學科領域多元評量 第 8節輔導課是否開設及如何開課 

其他有關落實新課綱重要事項  



 

36 

2. 核心小組參與以下研習或分享活動 

 本校課程與教學增能活動 （如課程設計或教學設計工作坊） 

 參與前導學校聯合/區域課程教學相關工作坊 

 校際分享與發表 （參與北市課程博覽會及全國課程博覽會） 

預期效益 

(需能呼應目

標，是實施內

容之產出) 

(What) 

1. 量的效益 （行政教師參與增能比例等，滿意度問卷結果等） 

2. 質的效益 (參與者的所獲、投入、興趣、能力與信心的成長、成果表現的品質、

認同等；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社群增能；行政的創新、組織學習等) 

1. 量的效益(除了辦活動次數、參與人次，還可包括活動滿意度問卷等) 

 

內容 說明 

 召開核心小組會議次數 每月至少一次 

 參與核心小會議之教師人數 國中每領域 1人/高中每大學科 2人 

 參與每場前導增能活動人數 每場 4-6人 

 參與課程博覽會分享 每場 2人 

 

2. 質的效益 

 核心小組定期會議，分組研討，集思廣益，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協助規劃課程。 

 小組成員密切互動交流，有助於跨領域合作。 

 小組教師有機會跨校交流，拓展視野，促進夥伴關係。 

 小組教師於校內分享增能新知，活絡專業發展。 

經費需求 

經常門(單位:千元) 資本門(單位:千元) 

113.501 116.00 

※若有新購買總額超過十萬塊之設備，請提出《使用效益評估表》 

教學設備需求 

項目、用途和

效益說明、經

費預算 

本校積極改善老舊空間，開拓教師研討場地，以本計畫經費補充會議場地基本設備。 

 

四、 子計畫 Z -百齡前導學校規劃 

奠於前兩年課程發展基礎以及 105(2)前導學校經驗，本校「適性揚才‧課程

轉型」前導計畫持續秉持「課程改革及學習翻轉」兩個面向，呼應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在學校內，激勵教師動力、形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教育環境，發展教學創新之教學模式，厚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並試行課程

進行行動研究、課程評鑑、鼓勵師生發表課程故事；在校際間，以夥伴協同的方

式，進行課程研發、實作與分享，強化跨校教師的合作力，增進課程評鑑。如此，

讓在系統中的個人與團隊成為有動力的「自發」學習者，能積極與他人溝通，並

能善用各種工具達到有效「互動」，以達成「共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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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06 學年度前導學校專業增能規劃表 

前導推動 

小組成員 
百中課程智囊團(含行政與學科代表) 

一、計畫目標 (Why) 

1. 依據 105(2)完成的新課程整體計畫積極規劃後續相關事宜，以利完成十二年國教的課程轉化。 

2. 持續以轉型為學習型組織為目標，規劃課程教學培力增能工作坊，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團隊

精進動能，營造有利於創新與協作的學校文化。 

3. 持續以實踐學校願景、培育未來所需之人才為核心目標，整合各式專案計畫發展課程與教學。 

4. 結合完中聯盟以及國高中工作圈資源，促進區域校際互助與協作，開拓並共享在地學習資源。 

5. 利用暑期及學期中試行課程，並依其歷程進行課程評鑑，收集相關資料，作為滾動修正課程架構

與內涵之依據。 

6. 鼓勵師生以說故事的方式分享教學歷程及成果，聯合夥伴學校辦理「TED 107」分享會。 

二、增能內容與策略 (How) 

增能目標： 

1. 持續藉由參與前導學校聯合工作坊提升專業知能及團體動能； 

2. 聯合區域前導學校辦理相關研習或博覽會，以達分享之效。 

3. 結合現有聯盟機制，系統規劃相關知能研習活動。 

4. 持續規劃與辦理專家諮輔，提升學校課程教學品質。 

5. 穩健踏實試行課程，進行評鑑，逐步完成階段性課程發展任務。 

具體作為： 

具體作為分為三個層次：前導學校聯合層級、前導學校區域層級以及前導學校校內層級，(106 年 8 月

-107 年 7 月，以學期為單位)茲說明如下： 

一、前導學校聯合層級：參與前導學校聯合工作坊與專家諮輔 

(一)  參加一月一次的聯合大型團體工作坊與專家諮輔 

(二)  參加前導學校培力工作坊 

(三)  參加專任助理培力工作坊 

 

二、前導學校區域層級： 

(一)  規劃與辦理區域協作 

1. 參與前導學校區域性例會，規劃與商討區域或跨區分享會(以下列主題為主)，本校負責至少一

次區域或跨區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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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校訂必修及選修課程評鑑指標 彙集各校校訂必修課程實施模式 

研討彈性學習與團體活動試行作法 彙集各校彈性學習及團體活動模式 

研討課程輔導諮詢之規劃作法 探討加深加廣課程與 P 之間的關係 

計算過渡期間各學科時數與教師員額 盤整與估算各式課程人力設備資源 

發展各類選修課程時施機制與選課手冊 研擬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發展與應用 

分析 107 後輔導課開課方式 探討導師制與新課程間的關係 

 

2. 思考結合現有外部聯盟所舉辦之會議及增能，並規劃辦理跨聯盟師生課程故事經驗分享研習活

動，以促進高國中校際交流與課程發展連結，並協助辦理全國課程博覽會及高優十年成果博覽

會之分享。 

項目 內容 

完中小聯盟 

1. 一月一會，目標為分享及探討以下任務主題 

 分享各類型多元選修課程經驗 (由其是跨領域課程) 

 校訂必修課程試行之經驗分享 (尤其專案式課程) 

 團體活動與彈性學習之規劃作法與困難因應 

 各完中高國中校本特色課程發展之經驗分享 

 專家開講：自然探究與實作課程之開設與作法 

 輔導課開設與轉型因應 

 課程諮詢輔導教師之人員規劃方式 

 其他有關落實新課綱重要事項 

2. 預計為完中小聯盟規劃相關研習 (TED 107) 

高中工作圈 

1. 一月一會，負責規劃教學精進組增能活動以及跨領域課程研習 

2. 106 增能活動預計仍以發展學習與教學創新模式為題 

如系統思考 活動理論 設計思考等 

領先計畫 

成果分享 
以計畫成果參與北市課程博覽會及全國課程博覽會  

亮點計畫 

學校增能 

北市預計有 20 於所「課程與教學亮點國中」，將成為發展 12年國教新課綱

領頭學校，本校為承辦學校，將持續規劃課程領導人工作坊及其他相關研

習，並且辦理經驗分享，擴大影響力。 

 

(二)  規劃與辦理專家諮輔 

1. 與區域內前導學校商討規劃區域或跨區專家諮輔  

2. 本校至少辦理一次的區域或跨區專家諮詢輔導  

三、前導學校校內層級：學校需完成的階段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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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性持續推動課程與教學重點並落實課程試行後評鑑工作 

除持續推動活化學校亮點活動及 E 化融入翻轉學習等教學重點外，根據 105(2)前導學校凝聚

撰擬的 107 課程總體計畫，預計於 106 學年度持續發展原高一兼具試探與深化的多元選修課

程，更嘗試將新課綱高二校訂必修課程，結合高二暑期學藝營隊以及高一多元選修課程時間，

辦理試行並落實課程評鑑機制檢視修正。同時規劃於 107 學年度將未來高二校訂必修課程開

於高二八九節以便持續辦理試行。 

另外，彈性學習課程亦預計於 106 學年度開始，以試行方式於部分課程時間輔以配套措施，

擴大辦理特色團隊、選手培訓、策略聯盟課程或鼓勵學生「自發」規劃自主學習內容，以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習慣。以上並結合學科課程或教學專家到校諮詢輔導，協助學校落實課程審

查與評鑑機制。 

 

(二) 提供課程開發教師增能研習 

搭配前導學校區域協作辦理之會議、分享及研習，結合外部相關師資支援，提供課程核心小

組、各學科教學研究會、課發會等課程組織成員增能培力。此外，針對多元選修與校訂必修

開設跨領域課程設計工作坊，以持續推動跨領域課程研發與試行。同時亦持續辦理教學設計

工作坊，提升強化教師學校本位課程教學知能。 

 

(三) 持續系統性推動課程與教學重點 

課

程 

國高中各類型課程 （多元選修、校訂必修、加深加廣、彈性學習等） 

多元延伸學習課程 （特色營隊、服務學習、培訓課程、社團成發等） 

教

學 

活化學教亮點活動 （各學科辦理之亮點活動、如音樂劇、數學週等） 

E 化融入翻轉學習 （行動學習、智慧校園、以學生學習觀課議課等） 

 

(四) 持續精進課程開發教師增能研習 

課程組織增能 課程核心小組 教學研究會 課發會研討與增能 

學校本位 

「課程與教學」教師增能 

 課程設計工作坊 

 教學設計工作坊 

 

(五) 繼續安排諮詢專家到校指導課程 

辦理校內專家諮詢輔導，邀請學科專家進場協助診斷多元選修及校訂必修課程設計，並且辦理

校內課程評鑑。 

三、預期效益 (WHAT 需能呼應目標，是實施內容之產出)  

一、量的效益 (106 年 8 月-107 年 7 月，以學期為單位)： 

內容 次數 人數 回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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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學校聯合層級 

1. 參加前導學校聯合例行會議 
依實際情況 

參與 

2人/次 

心得分享 2. 參加前導學校培力工作坊人數 4-6人/次 

3. 參加前導學校助理工作坊 1人/次 

前導學校區域層級 

1. 持續召開區域規劃會議 1次/月 2人/次 問卷 

2. 持續鼓勵教師參與分享會、工作坊 

依實際規劃

執行 

20 問卷 

3. 持續辦理區域協作的次數 5人/8校 問卷 

4. 持續辦理區域/跨區專家諮輔的次數 5人/10校 訪談 

5. 協助辦理並參與全國課程博覽會 40人/8校 問卷 

6. 協助辦理並參與高優十年博覽會 40人/8校 問卷 

前導學校校內層級 

1. 試行校訂必修課程的數量並於區域分享 2 10 問卷 

2. 試行彈性學習課程的數量並於區域分享 2 10 問卷 

3. 辦理相關課程教學研習 3 60人次 問卷 

4. 持續辦理校內專家諮輔 2 60人次 訪談 

 

二、質的效益  (106 年 8 月-107 年 7 月，以學期為單位)： 

內容 說明 

前導學校聯合層級 

參與全國前導學校聯合工作坊與專家諮詢輔導，持續與友校夥伴交流，與其他夥伴學校互動共好。 

前導學校聯合層級 

結合多元策略聯盟，邀集前導學校、高中工作圈、完中小聯盟以及亮點學校等學校夥伴，增強區

域內教師課程分享之經驗交流。 

前導學校校內層級 

1. 透過試行課程與落實評鑑，持續滾動修正新課綱課程 

2. 持續辦理課程規劃與研發增能研習、參訪交流及課程試行 

3. 持續發展本校新課程與教學重點任務 

4. 107年 6月底前完成 12年國教新課綱課程相關準備 
 

  



 

41 

經費 

需求 

經常門(單位:千元) 

1500 

※請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所列之經費

編列項目，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編列 106 學

年度之預算(經費編列上限：150 萬)。 

參、 自主管理 

一、 組織 

 

二、 理念 

落實 PDCA 管理循環流程達成績效，以 PDCA 模式為主軸，滿足學校願景目標

及親師生需求為方向，逐步擬訂計畫、試行運作、檢核考評、改進本計畫與各項

校務工作，激發親師生團隊動能，展現行政績效管理效益。 

三、 運作 

本校專案計畫多樣，因此先以行政團隊為統一專案管理小組，與各專案推動

工作小組協力，一則達到資源統整，二來可以有效管理。我們將秉此原則推動「百

齡高中優質化計畫/前導學校計畫」，專案管理主要成員包括相關處室主任，實際

參與規劃設計的課程智囊團，以及執行課程之教師社群，必要時邀請家長代表以

及教師會代表，共同針對課程理念、目標、組織、結構、學生適應情形、教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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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狀況進行檢討評估。 

 

有關檢核工作則包含  

(一) 檢視本計畫所擬定之各具體策略及分年分期實施進度； 

(二) 子計畫各依實施期程與目標主動控管檢核，整體總計畫則由定期會議進

行追蹤管制； 

(三) 訂定績效評估指標及獎勵要點，依績效建議獎懲； 

(四) 每學期召開擴大工作小組會議（擴大會報）中定期檢視，各子計畫每月

進行自評，另於每學期末提出績效報告，並進行檢討與診斷工作。 

(五) 依各成員與相關具體策略之屬性分工，針對社群自評表及相關資料予以

檢核。 

(六) 經費之管控依循校內既有內控機制，精準掌握各採購項目與活動辦理之

時間性、有效性，並兼顧其教育性與功能性，確實執行計畫年度補助經

費，發揮各項預期效益。 

(七) 引進外部專業人力資源，進行專家諮詢輔導，做為調整實施策略與進度

參考。 

 

四、 課程發展檢核 

學校應訂定學校總計畫與子計畫之《自主管理檢核表》的質化與量化績效指

標，定期進行自我檢核，做為自主管理和成果檢核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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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課程發展自主管理檢核表 

課程類型 

預期達成的目標值 

（以學期為單位） 

（量化與質化至少擇 1 項說明） 

 

執行情形與結果(以學期為單位) 

 

       量化 質化 

績效值 

(達成率)  

差值 

(目標值與

績效值之

差距) 

執行情形與成效檢討(遭

遇的困難、改善情行、效

益說明) 

(最多 100 字) 

課程發展狀態 課程數 
具體陳述 

(最多 30 字) 

校訂必修 

研擬 1 目前研擬中    

試行      

完成      

多元選修 

研擬      

試行 14 
於 101 學年開

始實施 
   

完成      

加深加廣選修 

研擬  
依據領綱課程

規定設計課程 
   

試行      

完成      

補強性選修 

研擬  
於彈性學習中

安排 
   

試行      

完成      

團體活動 

研擬      

試行      

完成  
以目前模式 

修正 
   

彈性學習 

研擬      

試行 4 
國際教育 2 

科學教育 2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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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業增能或一般任務檢核 

表 8-2  一般任務子計畫自主管理檢核表 

子計畫與分
支計畫 

預期達成的目標值（以學期為單位） 

（量化與質化至少擇 1 項說明） 

 

執行情形與結果(以學期為單位) 

 

       量化 質化 

績效值 

(達成率)  

差值(目標
值與績效
值之差距) 

執行情形與成效
檢討(遭遇的困

難、改善情行、效
益說明) 

(最多 200 字) 

項目說明 

(ex:活動名稱、
研習主題) 

數值 

（單位） 

具體陳述 

(最多 30 字) 

A 

齡園 107 課
程總體發展

計畫 

百齡鮮師專業篇 

每學期每學
科至少公開
授課一次 

請參考子計畫 B    

齡園領導品格篇 

學生領袖每
學年至少辦
理一次OST 

校園大使團 科學青年
社 

百齡班聯會 百齡社聯
會 

帶動全校領導品格發展 

   

學習翻轉動力篇 

每學期研習
5 次公開授
課 1 次 

行動學習社群創新教學    

飛越學習課程篇 

高一及國七
學生皆可選
擇多元適性

課程 

106 學年度完成新課綱
總體課程計畫，並且更
加深入解決相關議題 

   

揚名四海國際篇 

國際交流活
動每學期至
少 2 次 

    

B 

百齡鮮師 

專業發展 

計畫 

提供專業支援 

攜手共進 
 

請參考子計畫 B 

   

支持專業社群 

增能實踐 
    

C 

百齡課程 

智囊團計畫 

(核心小組) 

協助規劃 107 

課程發展 
 請參考子計畫 C    

D 

百齡前導 

學校規劃 

國高中各式 

選修課 

國高中開設
1.2-.15選修
課程 

選修課程讓學生擁有課
程選擇權，愛其所選，
選其所愛。課程以學生
學習為中心設計，激勵
學生學習動機以及學習
責任。 

   

課外多元 

學習課程 

外掛式特色
活動成為內
建式培力學
習課程至少
三門 

從新生入學前即開始提
供多元外在刺激機會以
及適性發展舞台，學生
在不同活動中涵養品
格，實踐做人做事的道
理及方法。 

   

學教翻轉 

亮點活動 

各學科至少
發展一個符

運用創新教學活動，發
掘學生相關能力，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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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課綱之
亮點教學活
動 

揚才。教學不只自主是
單向傳遞知識、更可雙
向互動、進而由學生進
行協同學習，並激發創
造力。學生在不同學科
活動中，延伸及應用課
內所學，並且在團隊活
動中，落實團隊合作精
神。 

資訊融入 

行動學習 

行動學習公
開授課每學
期至少一次 

深化學生資訊素養，透
過群組或個人操作的方
式發展「專題導向」、「問
題解決導向」模式，由
被動式聆聽課程轉為主
動探索、學習及創作，
能培養運算思維解決問
題的能力，有效統整並
理解資訊，讓學生帶走
有用的能力，繼續學習
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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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07(新課綱)推動工作項目檢核表(子計畫 C)  

表 8-3 12 年國教新課綱工作項目內容與具體項目之規劃與檢核表 

推動

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形、困難與改善策略說明 

C1. 

發展

課程

總體 

計畫

(校

訂必

修、

多元

選修

與彈

性學

習) 

C1-1  

核心小組成員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學科召集人，至少

每月開會一次  

本校於 103 年 8 月成立課程小組，邀請各學科

代表參與，上學期共同學習課程設計。然教師

對於「小組」定位不清而有所疑慮，故下學期

轉型為「課程社群」，不採代表制，而是歡迎

任何對

課程設

計有興

趣的教

師加入

工 作

坊，成效

良好。 

104 學年度課程社群持續運作，同時成立於課

程發展委員會下成立「課程核心小組」。然因

本校兩個學程，特色班與一般班級課務安排

下，很難為課程核心小組控留共同研討時間，

故104學年度只能利用三次定期考查時間進行

新課綱研討，故 104 學年寒假起，佐以全校性

全科性的討論模式，讓所有老師對於落實新課

綱後更有感覺。 

C1-2 

確認全校教師了解總綱與領綱 
 

C1-3 

提出 107 課程總體計畫規劃之甘特圖，每月固定檢核進度 
 

C1-4 

完成學校願景目標和學生素養能力圖像  

C1-5 

完成課程學習地圖(含課程總體架構與學生素養能力指標)  

C1-6 

確認教師參與新課程規劃與專業增能  

C1-7  

課發會進行課程審查、自編教材審查與課程評鑑  

C1-8 

107 課程總體計畫草案滾動修訂，106 年 10 月前完成(前

導學校 6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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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形、困難與改善策略說明 

C2. 

課務

規劃 

C2-1 

課程時數討論與師資調配試算  

推動 12 年國教新課綱與各處室都相關，故處

室分工合作模式良好。目前多元選修之經驗，

在選課手冊說明輔導部份都已有基礎，我們期

望藉由前導學校更加積極規劃課務相關項目。 

C2-2 

學校教學空間規劃、設備規劃、更新與增設  

C2-3  

學生學習資源平台與選課系統之建置  

C2-4   

處室分工與任務調整  

C2-5 

課程諮詢制度之規劃與試行  

C2-6   

確認教師理解和發揮課程諮詢功能  

C2-7 

導師角色轉型與編班規劃  

C2-8 

建立學生選修課程輔導機制 
 

C2-9 

編寫學生選課手冊/學習輔導手冊 
 

C2-10 

校務行政與教學系統的統整(含學生學習歷程之建置) 
 

C3. 

課程

C3-1  

各科教師了解總綱與領綱  

C3-1 及 C3-2 大致完成，部分未來新課綱課程

先藉由多元選修或外卦式課程或活動試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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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形、困難與改善策略說明 

規劃

(包

含部

定必

修與

加深

加

廣) 

C3-2  

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三年期授課年段及時數之規劃  

C3-3 

分類、分群、分級、分組的課程規劃與試行  

C3-4 

確認各科 107 課綱課程與教學之規劃與試行 
 

C3-5 

確立選修課程之課堂管理規則  

C3-6  

確立課程分類、分群、分級、分組之規則  

C3-7 

確認主題式/跨領域課程規劃與試行  

C3-8 

校本課程教材編寫與試行  

C4. 

教學

規劃 

C4-1  

提供教師差異化教學增能研習  

活化教學、精進教學以及行動學習、公開授課

等在本校皆順利推動中。 

C4-2  

確認各學科之適性教學規劃與試行  

C4-3  

鼓勵與協助教師成立社群和共同備課  

C4-4 

依課程需求規劃分組教學與試行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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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形、困難與改善策略說明 

C4-5 

盤整補教教學資源，以了解教師補教教學成效並重新規劃

課程  

C4-6 

協助教師公開觀課與發表  

C5. 

彈性

學習

與團

體活

動之

規劃 

C5-1 

整體規劃三年彈性學習內容與選課方式  

積極規劃中，105 年 11 月已草擬兩種模式，並

於 106 年 4 月 25 日智囊團例會時說明及相關

課程試排，結果將持續進行討論。 C5-2 

協助學生學會自主學習與選修彈性學習  

C-5-3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管理機制 
 

C5-4 

彈性學習課程與團體活動試行  

C5-5 

滿足彈性學習場地與設施需求 
 

C5-6 

辦理各項學習成果發表會(建議連同社團發表會一起辦理) 
 

註：五個符號代表的意義: (順利完成)；  (進展中) ； (增能中)； (構思中) ； (一籌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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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經費配置和資源運用與整合 

一、 學校整體資源規劃 

除了每年預算之外，本校善用各式專案經費，結合社區和社會資源，

進行校內、外之資源運用與整合，研發課程和創新教學，提供學生多元

學習機會和方式。 

本校於 106 學年度多項專案經費挹注，但著眼於前導學校計畫不但

協助學校更加積極發展新課程，與其他專案計畫相比，增加行政助理、

挹注減課資源、充實增能資源、穩健落實期程及規劃學生獎勵獲獎助學

金等為其優勢，故積極爭取加入前導之行列。不過我們以整合資源，避

免浮濫為原則，審慎規劃本計畫經費，故於 106 年度優質化申請之經費

比可申請之總額少，特此解釋。 

 

二、 百齡高中 106優質化前導學校經費編列 

本校 106 優質化前導學校經費編列主要以人事費、研習鐘點費、研

習膳雜費、參訪車租、學生獎勵金等為主要項目，經費表單如附件三至

六，各子計畫用途摘要如下： 

(一) 子計畫 A 為百齡發展 107 學校整體課程所需之經費，特別挹注經

費補助科學教育、行動學習及創客教學三個面向。 

(二) 子計畫 B 為辦理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所需之經費，尤其是國際教育

社群研發課程之經費。 

(三) 子計畫 C 為核心小組所需之經費，106 年 8-12 月部分經費補充既

有教師研討空間之設備。 

(四) 子計畫 Z 經費規劃用於本校擔任前導學校所需的資源。 

 

伍、 結語 

「適性揚才‧課程轉型」為本校參與前導學校計畫之主題，主要任務為

系統化、全面性致力發展課程及設計教學。 

 

課程發展方面，各學科於 104 學年度結束前盤整現行課程，同時於「高

中先試行多元選修、國中試行專案專題課程」，為完全中學開啟新課綱課程

之先導作為；其次在大小會議研習中探究討論「校訂必修」的主軸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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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研究加深加廣選修課規劃機制；再者，盤整全校正式課程之特色活動、

外掛式的特色課程或營隊，統合規劃新課綱彈性學習和團體活動。 

 

在教學設計方面，本校推動課堂上學習翻轉，無論是透過「智慧學習模

式」翻轉教學歷程或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但低科技」之分組教學，皆致

力提供多元活動適性發展，以滿足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學習需求，有效提升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效能，進而循環引發更強烈學習動機。除此之外，我

們也以「活動課程化」的概念鼓勵學科教師於教學設計中展現教學亮點活

動，延伸及豐富課堂學習。 

 

百齡目前新課綱課程發展慢慢展現成果，行政動能強、教師期望高之情

況之下，故勇敢加入前導學校的行列，希望以「承先啟後，永續發展」規

劃策略，期能持續發散先前各項專案計畫之效益，並銜接後續計畫以系統

性營造「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模式，進而發展本校新課綱校本整體課程，

最終以落實學生多元適性發展，達成 12 年國教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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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畫書附件 

一、 課發會或校務會議同意加入前導學校之會議紀錄 

 

file:///D:/00%20百齡校務/00_課程發展/00_百齡前導/00_本校申請計畫/106_高優+前導計畫及附件/1051125_106附件1_課發會紀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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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基本資料表 (表 x-1至表 x-6) 

※本次計畫僅呈現 104 至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資料 

（一）學校基本資料及圖書館運用（表 x-1） 

1. 學校概要（表 x-1-1） 

學年 校名全銜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校長 邱淑娟 電話 (02)2883-1568 分機 604    0936-825-423 E-mail alicechuan@gmail.com 

業務主任 翁憲章 電話 (02)2883-1568 分機 202    0927-491-181 E-mail t0326@mail2.blsh.tp.edu.tw 

承辦人 

(聯絡人) 
翁憲章 電話 (02)2883-1568 分機 202    0927-491-181 E-mail t0326@mail2.blsh.tp.edu.tw 

學校 

規模 

部別 普通科 職業類科 
附設進修學校 附設國中部 

(科別) （含綜高學術學程及特殊班） (含綜高職業學程) 

 
高三 高二 高一 合計 

高

三 

高

二 

高

一 

合

計 

高

三 

高

二 

高

一 

合

計 
國三 國二 國一 合計 

班級數 8 8 9 25 0 0 0 0 0 0 0 0 14 14 13 41 

學生總數 270 289 313 872 0 0 0 0 0 0 0 0 380 349 311 1040 

男性 135 136 171 442 0 0 0 0 0 0 0 0 197 178 159 533 

女性 135 153 142 430 0 0 0 0 0 0 0 0 183 172 152 507 

總計 1912 

特殊班級

設班情形 

班別 1 0 0 4 

班級數 1 0 0 3 

學生數 0 0 0 29 

 

file:///D:/00%20百齡校務/00_課程發展/00_百齡前導/00_本校申請計畫/106_高優+前導計畫及附件/1051125_106附件2_學校基本資料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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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學歷及服務年資（表 x-1-2） 

學年 
全校教師 

總人數 

合格教師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教師平均服務

年資 

10 年(含)年

資以下% 

11 年(含)年

資以上% 

教師流動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05 64 
64 18 42 4 

19.5 2% 98% 
2 

100% 28% 66% 6% 3% 

說明： 

(1) 合格教師：包含專任、代課、代理老師(兼任不算)。(不包含國中部教師) 

(2) 教師流動：新進&離職人員數加總，除以全校教師人數。 

(3) 教師平均服務年資 = 總服務年資 / 教師總人數。 

 

3. 行政教師與學科召集人年資（表 x-1-3） 

學年 
行政人員

總人數 

新任行政教師 

(初任教師第一年) 

人數 

擔任行政教師 

未滿兩年人數 
所有學科 

召集人總人數 

學科召集人已

任教 3 年以上

人數 

初任教師擔任學

科召集人一年以

上未滿 3 年人數 

初任教師擔任

學科召集人未

滿 1 年人數 

佔行政人數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05 20 0 
10 

33 
32 1 0 

50% 96.97% 3.03% 0.00% 

說明： 

(1) 行政教師百分比 = 行政教師年資人數 / 行政人員總人數。 

(2) 學科召集人百分比=  科召年資人數/總科召人數。（如某科 1 位教師年資 2 年，學校共 8 位科召，則 1/ 8=0.1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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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校其他專案計畫(100 萬以上)（表 x-1-4） 

學年 專案計畫名稱 主辦處室 
行政教師 

參與計畫人數 

專任教師 

參與計畫人數 

105 

課程與教學 

領先計畫 
教務處 

20 

(高中 12 人) 

(國中 8 人) 

144 

(高中 51 人) 

(國中 93 人) 

課程與教學 

精進計畫 
圖書館 

20 

(高中 12 人) 

(國中 8 人) 

144 

(高中 51 人) 

(國中 93 人) 

說明：專任教師指非行政教師以外的教師。 

 

5. 私立學校學年度學校收入預算(必填)（表 x-1-5） 

學年度學校收入預算 萬元 單位成本（萬/人） 

105 無 無 

 

6. 學生學習情形（表 x-1-6） 

學年 

圖書館運用（小數點至兩位） 閱讀相關計

畫名稱        

(可填子計

畫或分支計

畫) 

經費                         

(佔全體經費%) 

每生 

平均 
讀書心得比賽 小論文比賽 

借書 

冊數 

投稿 

件數 

獲獎百

分比(%) 

投稿

件數 

獲獎百

分比(%) 

103 4.91 96 71% 48 42% 
  

104 7.95 96 70% 48 43.70% 
  

105 5.37 94 49% 50 40%   

說明：學校投稿數有受限制，故獲獎因以百分比計算。     

 

（二）新生入學情形(表 x-2) 

1. 新生入學情形（表 x-2-1） 

學年 

國中畢業生進入本校學生人數 

免試入學人數 就近入學人數 低收入戶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05 
232 163 9 

74.12% 52.08%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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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考（表 x-2-2） 

學年 

級分 5A

人數 

4A1B 

人數 

3A2B 

人數 

2A3B 

人數 

1A4B 

人數 
5C 人數 其他 

百分比

(%) 

百分比

(%) 

百分比

(%) 

百分比

(%) 

百分比

(%) 

百分比

(%) 

百分比

(%) 

104 
0 2 14 237 28 0 17 

0.00% 0.67% 4.70% 79.53% 9.40% 0 5.70% 

說明： 

(1) 百分比 = 該校各級分錄取學生數 / 錄取人數。 

(2) 不含以上分數者，請算入其他。 

 

3. 特招（表 x-2-3）：本校無辦理特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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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學習與績效(表 x-3)  

1.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表 x-3-1） 

學年 

教師研習情形 校內試辦優質化研習時數 公開觀課 

全學年每人 

平均研習時數 

全學年 

未參加研習人數 
研習總時數 

總人數 

 (不重複計算人數) 

校外 

(次數) 

觀課教師 

(行政人員) 

人數 

校內 

(次數) 

觀課教師 

(行政人員) 

人數 

104 51.09 0 0 0 1 行政約 5 人 10 行政約 5 人 

說明： 

(1) 校內試辦優質化研習時數，以校內辦理的相關優質化研習為主，總分召研習則不需列入。 

(2) 研習總時數：各場次研習時數相加。 

(3) 人數指本校教師參與該研習的人數。 

(4) 公開觀課：以開放幾堂課為次數(不同門課) 。「校外」代表開放給校外人員參與之公開授課，「校內」則代表只開放給校內人員參

與之公開授課。校外次數至少 1 次、校內次數至少 3 次。 

2. 全校教師任教科目總表（表 x-3-2） 

學年 

總

人

數 

任教科目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地

科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健

護 

地

理 

歷

史 

公

民 

體

育 

生

科 

家

政 

電

腦 

音

樂 

美

術 

輔

導 

特

教 

104 63 10 11 10 1 3 3 2 1 3 4 3 3 2 1 1 1 1 2 1 

105 63 10 11 10 1 3 3 2 1 3 4 3 3 2 1 1 1 1 2 1 

說明：          

(1) 自行填具任教科目，欄數不足時請自行添加。 

(2) 職業類科請填科名，例如汽車科、電機科，不需分項載明專業科目名稱。 

(3) 如教師有任教兩科以上，請以一個專業科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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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校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總表（表 x-3-3） 

學年 社群數 
社群名稱 

(或子計畫) 
負責人 

社群成員 

人數 
百分比 

固定活動 

時間 

聚會次數 

(固定+無

固定) 

與本計畫相關

之課程與教學

之作品件數 

跨校 校內 

跨

科 

單

科 

跨

科 

單

科 

104 

1 
行動學習教師專

業研究社群 
陳威勝組長 

32 
(高中 11 人) 

17.46% 

(高中) 
■有 □無 14 13 

  
ˇ 

 

2 嬉遊數學 邱淑娟老師 
13 

(高中 2 人) 
3.17% 

(高中) 
■有 □無 24 1 

  
ˇ 

 

3 
國文科教師專業

社群(高) 
宋玟玟老師 

10 

(高中) 

15.87% 

(高中) 
■有 □無 12 1 

    

4 
英文科教師專業

社群(高) 
楊文莉老師 

11 

(高中) 

17.46% 

(高中) 
■有 □無 12 1 

    

5 
數學科教師專業

社群(高) 
江炳憲老師 

10 

(高中) 

15.87% 

(高中) 
■有 □無 12 1 

    

6 
自然科教師專業

社群(高) 
李亭誼老師 

12 

(高中) 

19.05% 

(高中) 
■有 □無 12 1 

    

7 
社會科教師專業

社群(高) 
喬久娟老師 

10 

(高中) 

15.87% 

(高中) 
■有 □無 12 1 

    

8 
綜合活動領域教

師專業社群 
郭敏惠老師 

15 
(高中 3 人) 

4.76% 

(高中) 
■有 □無 16 1 

    

9 
健康與體育領域

教師專業社群 
林智偉老師 

10 
(高中 4 人) 

6.35% 

(高中) 
■有 □無 16 1 

    

10 
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師專業社群 
吳佳娟老師 

10 
(高中 2 人) 

3.17% 

(高中) 
■有 □無 16 1 

    

小計（人數勿累加計算） 62(高中) 
98.41%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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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專業社群活動紀錄總表（表 x-3-4） 

學年 社群名稱 參加人數 邀請對象 講師專長 

104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150 社會人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2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30 社會人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12 社會人士 課程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60 社會人士 課程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13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85 社會人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2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18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2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研究社群 25 社會人士 教學 

嬉遊數學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9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嬉遊數學 9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3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2 大學教授 課程 

嬉遊數學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嬉遊數學 13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3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9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嬉遊數學 23 社會人士 課程 

嬉遊數學 15 社會人士 課程 

嬉遊數學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2 社會人士 課程 

嬉遊數學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嬉遊數學 13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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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社群名稱 參加人數 邀請對象 講師專長 

嬉遊數學 16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3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80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7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13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嬉遊數學 6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教學 

國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政策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政策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大學教授 課程 

英文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1 本縣市高中老師 政策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教學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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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社群名稱 參加人數 邀請對象 講師專長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課程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課程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社會人士 教學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社會人士 教學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社會人士 教學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數學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政策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演說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社會人士 教學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社會人士 教學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社會人士 課程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社會人士 課程 

自然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2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演說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演說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社會科教師專業社群(高) 10 大學教授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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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社群名稱 參加人數 邀請對象 講師專長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行政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演說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社會人士 演說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社會人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社會人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5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行政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政策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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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社群名稱 參加人數 邀請對象 講師專長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政策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社會人士 演說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社會人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課程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10 本縣市高中老師 教學 

 

5. 行政人員參與優質化研習（表 x-3-5） 

學年 
行政人員參與本計畫相關研習 

時間 活動名稱 人數 

104 無 無 無 

105 

106 年 2 月 20 日 
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暨全國例會 
3 

106 年 3 月 13 日 

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_素養導向課

程設計(一) 

3 

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_專案管理(一) 
1 

106 年 4 月 18 日 
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_系統思考(一) 
1 

106 年 5 月 13 日 

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_素養導向課

程設計(二) 

2 

106 年 5 月 15 日 
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_校訂必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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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_彈性學習與

團體活動 

3 

 106 年 6 月 8~9 日 
前導學校計畫：大型聯

合工作坊_設計思考 
1 

說明：行政人員參與本計畫相關研習：請列舉因為優質化計畫而辦理的行政人員研習。 

 

6. 107 新課綱課程發展及校本特色作品〈表 x-3-6〉 

學年 
完成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計畫與總體架構 

完成日期 
是 否 

104 ■ □ 105 年 06 月 08 日 

105 ■ □ 105 年 06 月 08 日 

 

7. 學校行政或教師發表作品(與本計畫課程或教學相關作品)（表 x-3-7） 

學年 
學校獲獎名稱與獎項 

(10 項以內) 

教師獲獎的社群名稱 

(沒有則填無) 

103 無 無 

104 無 無 

105 無 無 

 

（四）學校評鑑結果與等第 (表 x-4)  

是否有校務評鑑？■是  □否 

評鑑年度：104 

編號 項目 
等第 

(或分數) 

未達一等項目 

(請扼要說明未達一等之原因，並明列

改善該項目之優質化子計畫編號) 

一 校長領導(學校領導) 二 

重視多元發展，在爭取領先計畫尚亦

依循五項關鍵能力建構發展向度，惟

在整體特色發展上，親師生的認知相

當紛歧，較缺乏明確圖像。 

二 行政管理 二 

自我評鑑主要為因應訪視而準備資

料，未訂有相關辦法，較缺乏完整自

我評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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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等第 

(或分數) 

未達一等項目 

(請扼要說明未達一等之原因，並明列

改善該項目之優質化子計畫編號) 

三 
課程發展與評鑑運用 (台

北市版) 
二 

1. 校長及幹部強調經營學校最大的

特色在「價值」，品德教育有品格

核心價值，課程發展有課程核心

價值，又獲得行政領導的優質學

校認證，願景、任務及核心價值

有清楚的揭示，但核心幹部的價

值論述及價值成因的探究，有待

深耕。且課程綱要、校本課程及

教師主體、學生主體課程統整，

軌跡模糊，教師尚難掌握明確的

方向與具體作為。 

2. 學生的條件、背景、素養有落差，

教師班級教學的課程統整從知

識、技術到能力間有相對較高的

難度及挑戰。 

四 教學與評量 二 

部分教師教學型態偏重傳統講授，課

堂教學過程中較缺少與學生互動。部

分學生也反映部分教師上課照本宣

科，缺乏深度討論或延伸。 

五 
教師專業發展 (師資質

量) 
二 

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教學輔

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習共

同體試辦、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等各

項教師專業發展成長活動等，受限於

時間因素，參與的積極度仍需鼓勵提

升。 

六 學生學習與成效表現 三 

1. 自評表中「教學設計與教材發展」

理論太多，具體作為敘述較少。 

2. 所呈現學生學習及學習資源等面

向的敘述較為狹窄。 

3. 重要特色的敘寫過於簡單。 

4. 自評表內容語句不完整或用語簡

略，甚至部分內容不易理解。 

5. 上課若干學生睡覺，影響較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氣氛。部分教師使

用麥克風音量太大，致班際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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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等第 

(或分數) 

未達一等項目 

(請扼要說明未達一等之原因，並明列

改善該項目之優質化子計畫編號) 

相干擾嚴重。 

七 
學務輔導 (學生輔導、學

生輔導與特殊教育) 
二 

1. 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訂有各種

活動(包括測驗等)，惟學生對此

之執行面及數位化之規劃較不清

楚。 

2. 特殊教育學生轉銜服務除上網通

報外，個案之轉銜輔導措施似未

見落實。 

3. IEP 的規劃與執行品質不齊，尚

有改進空間。 

八 
學生事務 (學生事務與公

民素養) 
二 

1. 以 ADDIE 模式系統規劃品德教育

課程頗具意義，惟課程之評鑑環

節尚待完整建構。 

2. 社團評鑑宜考量評鑑結果應用的

適切性。 

3. 體適能檢測結果未見後續改善計

畫。 

九 
環境設備 (校園營造與資

源運用) 
二 

1. 因校地限制，在教學及活動空

間，不易擴張。 

2. 修建工程干擾暑期教學活動，且

溝通較不足。 

3. 教師社群運作，學習資源不足。 

4. 烹飪教室的管理寬鬆，如餐具未

歸類放置。 

十 社群互動 (社群關係) 
  

十一 

實習輔導 

(實習輔導與產業合作) 

（設有職業類科學校適用） 
  

十二 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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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等第 

(或分數) 

未達一等項目 

(請扼要說明未達一等之原因，並明列

改善該項目之優質化子計畫編號) 

十三 
專業類科評鑑 

 (設有職業類科學校適用)   

十四 
董事會設置與經營 

 (私立學校適用)   

總成績 
 

二 
 

是否需要追蹤輔導？ 
□是      

■否  

註： 

(1) 國教署與各縣市評鑑指標，請依據項目填入學校評鑑結果。(不是該縣市之學校評

鑑項目，則不需填寫。) 

(2) 請填寫最近一次的校務評鑑。 

(3) 90分以上=優等=一等、80-89分=甲等=二等、70-79分=乙等=三等…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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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畢業進路（表 x-5） 

1. 畢業學生畢業進路（表 x-5-1） 

畢業學生畢

業進路 
（普通科含綜高學術學程學生） （所有畢業學生） 

學年 

畢業

學生

數 

升公立 

大學人數 

升私立 

大學人數 

升國外大學 

人數 

就業 

人數 
其他 

升公立 

大學人數 

升私立 

大學人數 

升國外大學 

人數 

就業 

人數 
其他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 

百分比

(%)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 

百分比

(%) 

103 320 
72 222 4 0 22 72 222 4 0 22 

22.50% 69.38% 1.25% 0.00% 6.88% 22.50% 69.38% 1.25% 0.00% 6.88% 

104 321 
64 247 3 0 7 64 247 3 0 7 

19.94% 76.95% 0.93% 0 2.18% 19.94% 76.95% 0.93% 0 2.18% 

說明：百分比的算法皆除以總畢業人數。 

(1) 升公立大學百分比= 升公立大學人數 / 畢業學生數。 

(2) 升私立大學百分比= 升私立大學人數 / 畢業學生數。 

(3) 升國外大學百分比= 升國外大學人數 / 畢業學生數。 

(4) 就業人數百分比= 就業人數 / 畢業學生數。 

(5) 其他：(例如待業、服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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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繁星計畫和低收入戶畢業生升大學之人數和百分比（表 x-5-2） 

學年 

（普通科含綜高學術學程學生） （所有學生） 

繁星計畫 

升大學人數 

低收入戶學生 

升大學人數 

錄取國立 

人數 

錄取私立 

人數 

繁星計畫 

升大學人數 

低收入戶學生 

升大學人數 

錄取國立 

人數 

錄取私立 

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03 
46 6 29 17 46 6 29 17 

14.38% 1.88% 9.06% 5.31% 14.38% 1.88% 9.06% 5.31% 

104 
50 11 26 24 50 11 26 24 

15.58% 3.44% 8.10% 7.48% 15.58% 3.44% 8.10% 7.48% 

說明： 

(1) 繁星計畫升大學百分比= 繁星計畫升大學人數 / 畢業學生數。 

(2) 低收入戶學生升大學百分比= 低收入戶學生升大學人數 / 畢業學生數。 

(3) 錄取國立百分比 = 錄取國立人數 / 畢業學生數。 

(4) 錄取私立百分比 = 錄取私立人數 / 畢業學生數。  

 

3. 大學申請和大學指考入學之人數和百分比（表 x-5-3） 

學年 

所有學生 

錄取國立人數 錄取私立人數 錄取國立人數 錄取私立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103 
23 130 20 74 

7.19% 40.63% 6.30% 23% 

104 
20 140 18 73 

6.23% 43.61% 5.61% 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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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際交流（表 x-6）(優質化自我檢核) 

104 學年度 

交流主題 交流單位(學校或機構組織) 人次 

教師交流 浙江省紹興市教育參訪團 5 

學生交流 英國 Bethany School 4 

學生交流 

新加坡華僑中學 

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 

新加坡維多利亞初級學院 

新加坡萊佛士初級學院 

新加坡淡馬錫初級學院 

15 

教師交流 大陸廣州美術中學 10 

學生交流 英國 Bethany School 8 

學生交流 澳門粵華中學 43 

教師交流 大陸珠海市教育局 15 

學生學習 新加坡立化中學領袖營 16 

教師交流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12 

教師交流 宜蘭華德福學校 14 

  

105學年度 

交流主題 交流單位(學校或機構組織) 人次 

教師交流 南湖區名師工作站 20 

學生交流 
芬蘭赫爾辛基瑞典語教學高中 

芬蘭赫爾辛基芬蘭語教學學校高中部 
6 

學生交流 英國 Bethany School 6 

學生交流 日本靜岡縣立藤枝東高等學校 56 

學生交流 
芬蘭赫爾辛基瑞典語教學高中 

芬蘭赫爾辛基芬蘭語教學學校高中部 
5 

學生交流 美國 Westridge School 24 

學生交流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學 11 

學生交流 新加坡立化中學領袖營 18 

 



 

77 

三、 高中優質化年度經費編列總表【106學年度】（表 z-1總表） 

 

說明： 

(1) 執行情形目前無法填寫，請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執行完畢後，最慢於 9 月底前填寫，並將此 106 學年度完整版經費總表上傳至"資

訊網/計畫資料上傳區/學校經費表。(請先刪除舊有檔案，方可上傳新檔案) 

(2) 優質化專案補助款：指的是教育部的補助款。 

(3) 直轄市(縣市立主管機關配合款)：依照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經費要點，將依各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於第一

級，最高補助比率為 80%，屬於第二級，最高補助比率為 85%，屬於第三至第五級，最高補助為 90%。      

   

file:///D:/00%20百齡校務/00_課程發展/00_百齡前導/00_本校申請計畫/106_高優+前導計畫及附件/1051125_106附件3-6_前導+高優經費總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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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中優質化年度經費編列檢核表【106學年度】（表 z-2檢核表） 

 
 

file:///D:/00%20百齡校務/00_課程發展/00_百齡前導/00_本校申請計畫/106_高優+前導計畫及附件/1051125_106附件3-6_前導+高優經費總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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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中優質化子計畫上下學期經費編列概算表【106學年度】（表 z-3系列） 

 

file:///D:/00%20百齡校務/00_課程發展/00_百齡前導/00_本校申請計畫/106_高優+前導計畫及附件/1051125_106附件3-6_前導+高優經費總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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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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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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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子計畫經常門經費項目彙計表【106學年度】 (表 z-4系列) 

 

 

 

file:///D:/00%20百齡校務/00_課程發展/00_百齡前導/00_本校申請計畫/106_高優+前導計畫及附件/1051125_106附件3-6_前導+高優經費總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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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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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八、 臨時人員進用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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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附件 

一、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人文外語類 

（一） 品讀文學—現代飲食與旅遊文學的品味與探尋 

 
課程

名稱 
品讀文學－現代飲食與旅遊文學的品味與探尋 

設計

教師 
吳侑軒 領域/科目 國文科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

以及大選課 

□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

排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培養學生對於現代散文的閱讀技巧 

2. 訓練學生品味生活中的飲食與旅遊意涵 

3. 藉由文本與引導，探尋、發展、書寫與表達生命的情感與思想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飲食與旅遊散文的品讀與發展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一、 知識－飲食文學與旅遊文學的相關意涵與精神 

二、 情意－ 

（一）關於飲食文學與旅遊文學中「託事以喻情」之情感體會與共鳴 

（二）尊重並理解異文化的飲食習慣與習俗 

三、 技能－品讀文學與創作散文的基本技巧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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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何謂飲食文學與旅遊文學 

2.多元飲食所展現的異文化特質 

3.品讀文學與創作散文的基本技巧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 個人報告與小組報告 40% 

2. 學習單與作業繳交 20% 

3. 心得與創作 20% 

其他評量 上課討論與參與 20% 

教材

發展 

一、 由各版本教科書所輯之旅遊、飲食文學為引導 

二、 藉相關學術著作與篇章給予文類定義與說明 

三、 由報章雜誌、相關書目中分門別類 

四、 以多媒體形式呈現或點綴 

教學

方法 

一、講述式 

二、問答法 

三、分組討論 

四、小組及個人報告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學員各自簡介 了解課程大綱與核心目標 

第二週 
飲食文學－情感探索：親情的

滋味 

1. 學習散文的分析與品評技巧 

2. 從文本中擷取資訊 

3. 以流暢文句摘要文本 

第三週 
飲食文學－情感探索：友情的

色澤 

1. 學習散文「託事以喻情」的技

巧 

2. 從文本中擷取資訊外，進一步

發展解釋 

3. 個人以流暢文句簡介文章大

要 

第四週 
飲食文學－情感探索：愛情的

芬芳 

1.分析文本基本結構加以仿作 

2.創作小練習 

第五週 
飲食與旅遊文學－餐桌上的旅

行 

1. 透過品讀各國飲食狀況了解

多元文化差異 

2. 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六週 
飲食與旅遊文學－餐桌上的旅

行 

1.透過品讀各國飲食狀況了解多

元文化差異 

2.小組討論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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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課堂實作與成發預演 實作與發表練習 

第八週 課堂小成發 課堂小成發 

預期

成效 

檢核 

一、在國文課以外，拓展閱讀視野與發展 

二、生活與文學的交互融會 

三、口頭與書面表達技巧的訓練 

四、個人發表與小組討論的參與與分工 

場地

設備

需求 

一間教室 

單槍與投影、影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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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超時空之旅 

 

課程

名稱 
歷史超時空之旅 

設計

教師 
劉怡亭 領域/科目 歷史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能理解歷史本質並有基本檢索資料(圖片、文本、影像)的能力。 

2. 以老照片、實察、文創等引導學生認識家族和台北等生活中的歷史。 

3. 從以上活動培養學生認同情感、歷史思維、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從以上活動培養學生檢索、聆聽、同理、閱讀、討論、表達、創新、反省的

能力。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可以尊重自己的歷史文化、並看到其價值與意義，進而有認同情感和同理心。 

2. 能了解現在與過去生活的連結，培養從不同時代的不同角度來觀察世界。 

3. 能從在地文化價值中，嘗試用新形式尋求新的意義。 

4. 能以簡報說明自己作品，反之，也能分析同學作品、並提出建設性意見。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閱讀探究：資訊擷取、資訊詮釋、反思評鑑 

2. 批判創思：想法流暢性、不同獨創性 

3. 團隊合作：表達聆聽與討論、分工與分擔、共同完成任務、貢獻與服務 

4. 藝術涵養：藝術欣賞、藝術創作 

5. 世界接軌：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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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利用影像、訪談建立第一手資料，並學習資料查詢。 

2. 利用網站了解如何製作歷史地圖。 

3. 從家族老照片的收集和長輩訪談認識上一代台灣的物質文化。 

4. 從實察或電影了解士林、圓山、大龍峒、大稻埕等台北週邊生活圈。 

5. 從電影或活動了解台北市街起源之一~大稻埕歷史。 

6. 應用課堂所學能力探究相關主題並進行發表。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 老照片說故事競賽 (小組和個人成績，占總成績 20%) 

2. 主題小報告(個人成績，占總成績 20%) 

3. 課堂小成發 (小組成績，占總成績 30%) 

其他評量 

1. 個人書面報告 (個人成績，占總成績 30%) 

2. 小組自評 (小組成員依組員貢獻程度自評，安排小組學期成績

總分+6(3 人)或+8(4 人)的個人分配量) 

教材

發展 

1. 以老照片、老資料，刺激學生產生問題，進行討論，並學習訪談等資料收及

方法。 

2. 以歷史地圖製作讓學生動手，並讓學生嚐試運用創意進行改變。 

3. 以電影、實察讓學生學習尋找主題，並學習搜尋相關資料。 

4. 學習整合資料並製作簡報。 

教學

方法 

以探究式教學法為基礎，讓同學在合作學習的方式下一起完成教師交代的任務，

在共同學習的精神下小組成員進行研究與創思。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課程目標介紹、分組 

學習簡報製作、老照片收集、應

用 

學習歷史地圖製作。 

學習以訪談、網路、圖書館等探

究照片背景 

第二週 

從家族(庭)老照片看前代物質文

化 

學習歷史地圖製作 

學習製作簡報並發表作品 

各組成員說明資料收集方法並

解說老照片的背景。 

第三週 

從照片看家族(庭)生活地區的自

然環境和族群關係 

資料整理和簡報製作 

學習製作簡報並發表作品 

各組成員說明資料收集方法並

解說家族生活環境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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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台灣電影欣賞 影像資料在歷史的應用和文創 

第五週 來去士林簡報 影像資料在歷史的應用和文創 

第六週 來去士林實察 
文化紮根:帶領朋友認識你的高

中生活圈 

第七週 課堂成發:老照片說故事比賽 訓練資料整理、發表和欣賞。 

第八週 課堂成發:文創 

各小組可選擇本套課程中任一

主題，自行設計與變化，以明信

片製作創意圖騰，並在台上展

演，在演示過程中，須同時說明

歷史背景和設計理念。 

預期

成效 

檢核 

 

場地

設備

需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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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看電影談心理 

 

課程

名稱 
看電影談心理 

設計

教師 
王琤惠 領域/科目 生涯規劃科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透過課程的進行，融入心理學的概念，讓學生對心理學有初步的了解。 

2. 透過影片欣賞後的討論，增進學生「自我覺察」及「省思」的能力。 

3.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討論、研究、創新的能力與精神。 

4. 訓練學生聆聽、表達想法與自信心。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學生是否能察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家庭、人際、生涯、生命等議題)? 

2. 學生是否能去探究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3. 學生是否能覺察自己在這些事件中的情緒及感受? 

4. 學生在遇到問題時如何看待它? 

5. 學生是否能運用方法和資源去解決問題?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閱讀探究：資訊擷取、資訊詮釋、反思評鑑 

2. 批判創思：想法流暢性、改造變通性、不同獨創性 

3. 團隊合作：表達聆聽與討論、分工與分擔、共同完成任務 

4. 藝術涵養：藝術創作 

5. 世界接軌：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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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心理學的概論。 

2. 家庭壓力理論、薩提爾模式、九型人格、生命樹。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 課堂小組討論分享(小組成績，占總成績 20%) 

2. 課堂小成發(小組報告成績，占總成績 30%) 

3. 課堂小成發(小組互評，占總成績 10%) 

其他評量 

1. 課堂參與程度(出席率、活動參與、個人口頭發表，占總成績

10%) 

2. 自我省思札記(共 3 份，每份 10%，占總成績 30%) 

教材

發展 
自編 

教學

方法 
講述、體驗活動、影片賞析、小組討論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1. 課程內容說明及評量

規準 

2. 心理學初探 

1. 了解課程內容說明及評量規準 

2. 透過體驗活動，學習心理學的概

念。 

第二週 家庭影片欣賞 從影片中觀察有關家庭的議題 

第三週 
1. 家庭議題討論 

2. 薩提爾模式介紹 

1. 針對影片中家庭議題討論。 

2. 透過薩提爾模式介紹，引導學生了

解自己在家庭互動所採取的模式，

進而調整修正，讓家庭互動更好。 

第四週 生涯、人際影片欣賞 從影片中觀察有關生涯、人際的議題 

第五週 
1. 生涯、人際議題討論 

2. 九型人格介紹 

1. 針對影片中生涯與人際議題討論。 

2. 透過對自己九型人格的了解，引導

學生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 

第六週 生命影片欣賞 從影片中觀察有關生命的議題 

第七週 
1. 生命議題討論 

2. 生命樹的介紹 

1.針對影片中生命議題討論。 

2.學習失落與悲傷的處理。 

第八週 課堂小成發 
透過小組報告分享彼此的心得與、想法

及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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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成效 

檢核 

1. 藉由影片欣賞觸發學生對生活周遭發生的事件或問題有感，進而了解或探究

其發生的原因，勇於面對生命事件的挑戰。 

2. 透過小組討論及發表，每個學生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也透過不同想法或經

驗的交流， 學習從不同角度看事情，進而能同理別人的感受與情緒。 

3. 藉由自我省思札記去反思自己在家庭、生涯、人際、生命的經驗，進而思考

解決問題的策略，警解決問題的能力。 

場地

設備

需求 

單槍、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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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學，上演中-現代小說的新世代詮釋 

 

課程

名稱 
文學，上演中—現代小說的新世代詮釋 

設計

教師 
章瑄文 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從閱讀文本中設計問題，經由討論引發學生的興趣與探究的好奇心。 

2. 訓練學生閱讀理解、資料搜尋、資料解讀能力。 

3.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討論、研究、創新的能力與精神。 

4. 訓練學生聆聽報告、展演作品、表達想法、說明原理的技巧與自信心。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透過基本語言能力的強化及引導閱讀教學，培養學生精準運用文字與適當格

式表達自己想法的能力。 

2. 增進閱讀、寫作與欣賞的技能，從而提昇其人文素養與專業科目之學習成效。 

3. 學生有研究反思的能力，去思考文字表層所潛藏的言外之意，並且能回答小

組提出的質疑。 

4. 學生能運用創意發揮團隊精神，完成課程報告。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閱讀探究：資訊擷取、資訊詮釋、反思評鑑 

2.批判創思：想法流暢性、改造變通性、不同獨創性 

3.團隊合作：表達聆聽與討論、分工與分擔、共同完成任務、貢獻與服務 

4.藝術涵養：藝術欣賞、藝術創作 

5.世界接軌：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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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認為現代小說的發展始自文學革命，一直到六

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前夕為止，在現代小說這門課，本學期選擇三位小說

家——魯迅、蕭紅、張愛玲作為本課程的主要研討對象。 

 

一般都認為，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最早使用白話文創作的小說，而魯迅也

被公認為是做偉大的中國小說家，而魯迅與蕭紅之間，亦父亦師亦友，某種程度

上，魯迅影響蕭紅很大。夏志清教授為了自己當年在耶魯大學看不到東北作家的

書，而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遺漏了蕭紅而十分遺憾，80 年代才讀到蕭紅的夏

志清，稱她為 20 世紀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至於張愛玲，至今研究張愛玲已

經成了顯學，而張愛玲的小說也影響了一票現當代作家，在文壇隱隱形成一股「張

派勢力」，王德威稱張愛玲為「祖師奶奶」原因即在此。以這三位小說家的文本

為主，除了閱讀之外，期望同學能更深入的探討文本裡隱含的眾多問題，在老師

的帶領下，從中找尋答案。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為文學家經營粉絲團（小組成績，占總成績 30%） 

製作成果電子書（個人文本分析，占總成績 30%） 

其他評量 

1. 課堂參與討論(30% 

2. 出席率(5%) 

3. 小作業(5%) 

教材

發展 

1. 設計小說家粉絲團，以小說家口吻定期發佈動態，動態內容請發揮創意自行

設計（結合作家生平、作品最佳），本堂課每一位同學皆是粉絲團成員，請

定期上粉書團留言與偽小說家互動，會視粉絲團的經營度（團體）以及個人

的參與度（個人）打成績。 

2. 成果電子書製作：這三位小說家請選擇一位，為他作傳並且賞析作品。 

教學

方法 
老師講授、同學討論發表、影片引導、團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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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From Reading to Drama 

 

課程

名稱 
From Reading to Drama 

設計

教師 
英文科高中部全體教師 領域/科目 英文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理解小說故事內容並了解其大意 

2. 能藉助字典或其他輔助工具自行閱讀 

3. 掌握情節發展並畫出文章組織圖  

4. 了解故事敘述者的觀點及態度 

5. 體會小說及電影所表達的核心概念 

6. 藉由閱讀小說及欣賞小說改編的電影激發創意 

7. 擷取小說段落改編成劇本加以詮釋演出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能力

指標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一、閱讀探究 

1. 理解小說故事內容並了解其大意 

2. 能藉助字典或其他輔助工具自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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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情節發展並畫出文章組織圖  

4. 了解故事敘述者的觀點及態度 

5. 探究小說及影片主題 

二、影像表達 

1. 欣賞並模仿影像拍攝並加以改編創作 

2. 練習拍影片所需的語調語氣及肢體表達 

3. 學習 MV 拍攝配音剪接 

三、團隊合作 

1. 能在團隊中表達、聆聽及討論 

2. 能腦力激盪、激發隊友的表達力及創造力 

3. 分工合作，共同完成 MV 的拍攝 

四、藝術賞析 

1. 能闡述同組作品的創作理念 

2. 能欣賞並評鑑它組作品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作業或學習單 

其他評量 
1. 影音記錄 

2. 學生自評互評 

教材

發展 
小說讀本及相關影片 

教學

方法 
探究式教學法、學習共同體、PBL 教學策略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彼此認識及課程簡介 

小說選讀及電影欣賞 

1. 用英文自我介紹 

2. 了解故事內容及電影詮釋方

式 

3. 討論故事主題及情節發展並

畫出內容結構圖 

第二週 劇本改編 分組討論選出要改編的段落 

第三週 劇本改編 練習將單一人稱敘述改成對話 

第四週 戲劇練習 劇本對話練習 

第五週 戲劇練習 肢體訓練 

第六週 MV 拍攝及後製 MV 錄製 

第七週 MV 拍攝及後製 MV 配音字幕 

第八週 小組成果發表與評量 欣賞各組的創作 

預期

成效 

檢核 

各組創作出由小說情節改編的劇本及實演的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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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技類 

（六） 藝遊數學 

 

課程

名稱 
藝游數學 

設計

教師 
全體數學科教師 領域/科目 數學科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以有趣的數學遊戲引發學生的興趣與探究的好奇心，導向數學知識之學習，

培養學習者觀察、探索、發現、分析、論證與問題解決之能力，並獲得課程

知識的深化。 

2. 學生需參與國小、國中數學營服務學習，將課程中所學到的數學遊戲知識應

用於國小、國中數學營的輔導活動，藉由實踐與反思，將知識做整合，從「做

中學」過程中獲得服務操作與課程學習之連結。 

3. 訓練學生閱讀理解、資料搜尋、資料解讀能力。 

4.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討論、研究、創新的能力與精神。 

5. 訓練學生聆聽報告、展演作品、表達想法、說明原理的技巧與自信心。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數學也可以這樣玩。 

2. 學生是否能在數學遊戲中提出相關的數學問題來表達心中的疑惑。 

3. 學生是否會想試著去理解解題過程中的數學原理並加以探究。 

4. 學生在對解題原理有了基本認知之後，是否有研究創思的精神來解決問題 

5. 學生是否具有理解與欣賞同學的報告與作品的能力。 

6. 學生是否能以語言解釋與介紹自己的報告與作品，並回答別人提出的質疑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觀察、探索、發現、分析、論證、思辯與問題解決之能力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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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數獨規律、七橋問題、一筆畫問題、排列組合、黃金分割、數列、相似形、幾何

結構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學習單、遊戲實體操作 

其他評量 PPT 製作、分享報告 

教材

發展 

一、主題：數學遊戲導論 

1. 張維忠，論數學遊戲，數學傳播，30 卷 4 期，pp. 83-94。  

2. 利維歐 (Mario Livio)，數學是發明還是發現？科學人電子雜誌，第 115

期，翁秉仁翻譯。  

二、主題：七巧板、九連環 

1. 吳鶴齡，七巧板、九連環和華容道―中國古典智力遊戲三絕，科學出版

社，ISBN: 9787030139856。  

2. 孫文先，七巧遊戲，九章出版社，ISBN:9576032016。   

三、主題：圖論、七橋問題及其相關問題  

四、主題：數學魔術  

1. 游森棚，用數學定理變魔術，科學月刊，第 484 期。  

2. 林壽福、吳如皓，數學魔術：27 個數學概念奇蹟，尖端出版社。 

五、主題：魔方陣與數獨  

1. 趙崇良，失落的古文明：「河圖洛書和八陣圖」之我見，台灣醫界第 53

卷第 9 期。  

2. 李國賢，趣味數學‧魔方陣，明日世紀。 

教學

方法 

1. 講述教學採探究式教學法。 

2. 數學遊戲採實驗操作、學習共同體、合作學習。 

3. 小組討論回答問題及書寫學習單。 

4. 小組課外閱讀報告與文獻閱讀心得報告。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課程目標及概論介紹 

學生分組 

簡易的數學遊戲 

孔子在《論語‧述而篇》所云：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

於藝。」孔子論為學做人，目標

在道，根據在德，依靠在仁，而

遊憩於禮、樂、射、御、書、數

六藝之中。 

介紹數學遊戲中的數學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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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數學遊戲-數獨 

創意思考遊戲：跳脫只是玩別人

設計的「數獨遊戲」，如何自行

設計有創意的「數獨遊戲」。 

與學生討論數獨解題技巧，數獨

需要邏輯思維能力與，數字運算

無關。雖然玩法簡單，但數字排

列方式卻千變萬化，所以不少教

育者認為數獨是鍛鍊腦筋的好

方法。一些變型的數獨也會在課

堂中與學生討論。 

第三週 
圖論﹕七橋問題 

一筆劃遊戲 

介紹在 1736 年歐拉 Euler 首先

以數學的方法，證明上述哥尼斯

堡七橋問題無解，並且由此開創

了圖論(Graph Theory)的典型思

維方式及論證方式。延伸討論

「一筆畫問題」解法、「哥尼斯

堡七橋問題」、「漢米爾頓環遊世

界問題」與相關問題。 

第四週 從正五邊形談起--費氏數列 

正五邊形計算對角線，引出黃金

分割，及費氏數列，透過摺紙與

遊戲，增強幾何及代數間的連

結。 

第五週 PPT 成果說明 作品分享 

(1) 小組共同討論與 PPT 製作 

(2) 老師指導各組報告 

(3) 進度掌控與報告注意事項

說明 

第六週 邀請老師到課堂專題演講 數學專題演講 

第七週 七巧板、Sphinx、 T Puzzle 

課程中介紹中國古代遊戲七巧

板及國外四巧板的數學幾何結

構，為培養小組合作默契，會顯

示多個有趣圖形，請同學利用七

巧板及四巧板進行分組比賽，考

驗哪一組同學在最短時間拼出

圖形。 

第八週 課堂小成發 

課堂活動： 

(1) 小組數學遊戲 PPT 分享與

報告 

(2) 全班互評與建議 

(3) 教師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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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成效 

檢核 

1. 在數學遊戲課程中，觀察個人及小組合作狀況，以檢核團隊合作與學習能

力，須完成教師要求的學習單。透過老師評分或小組互評的機制給予學生肯

定與反思的機會。 

2. 在課堂小成發中，給予學生展演與練習說明的機會，在聆聽過程中學生可以

互相觀摩，最後透過老師評分、小組互評的機制給予學生肯定與反思的機會。 

場地

設備

需求 

有冷氣及有大張實驗桌的教室均可。先前使用理化一教室（桌子 OK 但夏天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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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 

 

課程

名稱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 

設計

教師 
湯慧娟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認識實驗室藥品與器材及其使用方法，認知實驗室安全的重要性並能身體力

行。 

2. 學習科技產品及相關應用程式輔助技能，包含 ipad 的使用、excel 圖表的製

作及數據分析、moodle 課程的作業上傳和 google 文件的共同編輯及註解方

式。 

3. 獨立設計實驗，能進行科學活動的程序，包括定題→設計實驗步驟及方法→

選擇適當的實驗器材→進行實驗→對於結果作歸納、推理、結論→書面報告

→上台發表。 

4. 提供學生統整的學習經驗，並進行跨領域整合，進行主動探索與操作實驗，

使學習者能具備科學核心知識、探究實作與科學論證溝通能力。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主要為科學探究能力如下面

(1-5)所列： 

1. 有能力找出探究的問題。 

2. 能設計並執行科學的探究。 

3. 能利用合宜的工具以及技術來收集、分析及詮釋資料。 

4. 能使用所收集的證據來描述、解釋、預測及建立模型。 

5. 能利用邏輯思考與批判思考將證據與解釋連結。 

6. 能以書面或口頭表達研究結果與見解。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一)一般科學實驗所需的技能 

1-1 選擇器材 

1-2 配製溶液 

1-3 觀察結果並紀錄 

1-4 分析及處理數據(包括數據轉換成表格、關係圖或關係式) 

1-5 討論並推論實驗結果 

(二)使用科技產品及相關應用程式輔助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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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 ipad 紀錄實驗結果、拍攝實驗紀錄相片或影片、相片擷取及影片剪輯

及上傳資料。 

2-2 使用電腦組別共同編輯實驗設計及實驗討論及成果 

2-3 使用電腦軟體 Tracker 分析實驗 

2-4 使用 google 文件、試算表，表單等。 

2-5 正確使用數位感測器。 

(三)發表實驗成果 

3-1 理論正確 

3-2 內容實用 

3-3 有趣 

3-4 創新 

3-5 完整 

3-6 結論正確 

3-7 表達清晰 

3-8 ppt 製作 

3-9 小組合作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的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如何發現問題 

2. 如何規劃與研究 

3. 論證與建模 

4. 表達與分享進行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一、過程評量包括 

1. 文獻資料檢索 

2. 實驗步驟的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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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參與及技能 

4. 小組討論、論述及論辯 

二、結果評量 

1. 課堂作業 

2. 實驗報告 

3. 簡報 

其他評量 小組互評及組內互評 

教材

發展 

1. 食譜式的實作設計訓練學生基本實驗操作能力。 

2. 數位感測器的實驗操作練習。 

3. 藉由小論文賞析更清楚論文架構安排，訓練敏感度。 

4. 獨立設計實驗並能操作完成探究過程訓練。 

教學

方法 

1. 講述法 

2. 小組合作討論 

3. POEC 教學法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次 

1. 實驗室安全守則 

2. 熟悉 iPad 的操作 

3. 上傳作業的練習 

1. 能了解並重視實驗室安全

守則。 

2. 學會 ipad 的操作和應用程

式 vittle 的使用，熟悉

moodle 課程的作業上傳及

在 google 文件上加註解。 

3. 學習並能操作配製溶液的

方法 

4. 學會 ipad 的錄影操作、並

能使用 imovie 作影片編輯

及加上字幕及 vittle 的使

用，熟悉 google classroom

課程的作業上傳或 youtube

上傳影片。 

第二次 

1. 利用電腦軟體 Tracker 分析

物體的運動 

2. 商請數學老師介紹趨勢線

的概念及二次或一次函數

的擬合意義 

3. 設計所要探究的主題並加

以完成，例如(1)斜向抛射(2)

自由落體(3)單擺(4)圓周運

動(5)斜面運動(6)水平抛射

等 

1. 利用錄影影像學習電腦軟

體分析，包括：(1)物體運

動追蹤(2)X 方向及 Y 方向

的位移對時間的關係(3)Y

和 X 方向位移關係(4)擬合

函數的表示 

2. 組別根據教師提供的方向

或自行討論決定探究主

題、設計探究的方式 

第三次 
1. 實際執行上堂課程的設計 

2. 整理所得的結果及能得到

1. 實際操作 

2. 紀錄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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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3. 做出結論 

第四次 

1. 練習書面表達 

2. 練習口頭表達 

3. 練習提問 

1. 製作發表文件(ppt.) 

2. 課堂小成發 

第五次 

1. 介紹 PASCO 數位感測儀 

2. 將數位溫度計來比較不同

液體的揮發狀況， 

3. 並探討分子間的作用力 

1. 學會操作數位感測儀 

2. 進行實驗並能探究主題 

第六次 

1. 利用PASCO的色度計分析色

素 

2. 利用層析法的結果和色度計

呈現的圖作比對並解釋 

1. 學會操作數位感測儀 

2. 進行實驗並能探究主題 

第七次 

1. 實際執行上堂課程的設計 

2. 整理所得的結果及能得到

結論 

1. 實際操作 

2. 紀錄實驗結果 

3. 做出結論 

第八次 

1. 練習書面表達 

2. 練習口頭表達 

3. 練習提問 

1. 製作發表文件(ppt.) 

2. 課堂小成發 

預期

成效 

檢核 

1. 學生透過電腦應用程式分析實驗結果。 

2. 學生能藉由分工合作以組別為單位進行討論，對於討論實作的設計及實驗進

行後實驗結果分析，學生在課堂成發能有口頭及文字表達各組研究成果能力。 

場地

設備

需求 

1. 涉及化學實驗部分在化學實驗室操作 

2. 涉及電腦模擬分析時在電腦教室或物理實驗室操作 

3. 因場地及設備限制本課程最高人數限制 24 人(6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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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 

 

課程

名稱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 

設計

教師 
李亭誼 領域/科目 地球科學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一、十二年國民教育核心素養 

自-U-A2 

能從一系列的觀察、實

驗中取得自然科學數

據，並依據科學理論、

數理演算公式等方法

進行比較與判斷科學

資料於方法及程序上

的合理性，進而以批判

的論點來檢核資料的

真實性與可信性，提出

創新與前瞻的思維來

解決問題 

自-U-C3 

能主動關心全球環境

議題，同時體認維護地

球環境是地球公民的

責任，透過個人實踐，

建立多元價值的世界

觀 

自-U-B1 

能 合 理運 用 思考 智

能、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 與 數學 運 算等 方

法，有效整理自然科學

資訊或數據，並能利用

口語、影像、文字與圖

案、繪圖或實物、科學

名詞、數學公式、模型

等、或嘗試以新媒體形

式，較廣面性的呈現相

對嚴謹之探究過程、發

現或成果 

二、學生學習 

A. 認知 B. 情意 C. 技能 

1. 能知道地球科學所

運用的基本觀測技

術 

2. 能運用觀察和探究

的能力，找出環境問

題並試著解答 

1. 能體認到認識地球

的重要性 

2. 培養學生在生活中

多留心觀察大自然

的習慣 

1. 能活用地球科學常

運用的觀察技巧於

日常生活中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科學探究的歷程除了觀察與實作外，還有哪些連貫性的核心概念？ 

2. 「科學觀察」在科學研究的歷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3. 「科學觀察」與「科學本質」之間的關係為何？ 

4. 「科學觀察」在科學探究中的重要性為何？ 

5. 「科學實作」在地球科學領域中，包含哪些基本的內容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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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學實作」在科學探究中的重要性為何？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Ａ.【地球科學基本觀測原理】 

1. 能了解地球科學領域常見的觀測方法包含直接觀測（如地質探勘）、間接觀

測（如以導電度推算鹽度），以及遙測（如衛星觀測） 

2. 能了解地球科學領域中天文、地質、海洋與大氣各自常見的觀測工具 

3. 能使用不同的觀察技巧進行生活與環境的觀察 

 

Ｂ.【科學探究分組實作】 

1. 能了解科學探究包含哪些重要的向度及科學探究的歷程 

2. 能完成科學探究實作活動中各項任務 

3. 能掌握科學探究歷程中各個概念的核心價值，並且能獨立操作與運用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Ａ.【地球科學基本觀測原理】 

1. 地球科學領域中天文、地質、海洋與大氣常見的觀測方法與觀測工具 

2. 地球科學觀測的基本原理 

3. 觀察力的基本方法與技巧 

4. 如何運用不同觀測技巧，觀察待測環境的概況及其變化 

5. 校園環境的觀察方法與實作 

 

Ｂ.【科學探究分組實作】 

1. 科學探究包含的向度及其歷程 

2. 科學探究歷程中各個概念的核心價值 

3. 如何獨立操作科學探究中的各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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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一、 學習日誌（課堂學習心得、學習單、學習轉變與歷程紀錄） 

二、 觀察活動探究歷程（觀察活動記錄、觀察議題資料收集、透

過觀察發現問題） 

三、 成果發表（書面報告及課堂口頭報告成果） 

其他評量 
一、學習態度（學習者的學習狀況與參與度） 

二、 學習歷程（課程參與的完整度） 

教材

發展 

  以教育部高中課程綱要中基礎地球科學的科學素養指標為核心，延伸基礎地

球科學的課本內容。教師準備多元豐富的教學內容和觀察活動，讓學生多走出室

內去觀察與體驗生活環境的變化與奧秘。 

教學

方法 

  針對科學觀察與實作能有初步的認識與探索。以科學探究活動與觀察實作的

活動為主軸，在每次活動前後有活動說明、觀察活動探究與紀錄，以及活動後討

論。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課程介紹】 

【地球科學基本觀測原理 I】： 

什麼是觀察力？ 

 觀察力的基本方法與技巧 

 如何運用不同觀測技巧，觀

察待測環境的概況及其變

化 

 校園環境的觀察方法與實

作 

 解謎遊戲 

第二週 

【地球科學基本觀測原理 II】： 

地球科學的觀察 or 地球觀察的

科學？ 

 地球科學領域中天文、地

質、海洋與大氣常見的觀測

方法與觀測工具 

 地球科學觀測的基本原理 

 礦物辨識 

 天文望遠境介紹 

第三週 

【科學探究原理 I】： 

 什麼是科學探究？ 

 探究實作體驗分組活動 

ＣＷＩＳＥ 

 科學探究包含的向度及其

歷程 

 科學探究歷程中各個概念

的核心價值 

 實作中重新複習科學探究

的歷程及重要的核心向度 

 完成科學探究實作活動中

各項任務 

第四週 

【科學探究活動 II】： 

探究實作獨立研究活動 

ＤＩＹ天氣瓶 

 能掌握科學探究歷程中各

個概念的核心價值，並且能

獨立操作與運用 

第五週 

【科學探究活動 III】： 

探究實作獨立研究活動 

天氣瓶觀察日記－尋找研究題

目、持續研究觀察 

 獨立操作科學探究中的各

個步驟，並持續完成觀察與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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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科學探究活動 IV】： 

探究實作獨立研究活動 

天氣瓶觀察日記－初步研究結

果討論與修正 

 獨立操作科學探究中的各

個步驟，並持續完成觀察與

研究 

第七週 

【科學探究活動 IV】： 

探究實作獨立研究活動 

天氣瓶觀察日記－研究結果分

享、成發準備 

 獨立操作科學探究中的各

個步驟，並持續完成觀察與

研究 

 個人分享獨立研究成果 

第八週 課堂小成發 成果發表會 

預期

成效 

檢核 

    預期能讓高一學生透過此課程的活動和學習，培養與提升其對於生活環境的

觀察力。亦希望能提升其對於科學探究歷程的了解，並且能夠獨立進行一個科學

研究，讓自己透過研究的過程，能更了解科學探究的本質。 

場地

設備

需求 

天氣瓶製作相關實驗設備與藥品等(第四週)、筆電八台(第三週)、攝影機一台(每

週)、單眼相機一台(每週)、小筆電(全班的數量、第七和第八週)、學習檔案資料

夾與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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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機器人專題製作與 Arduino 

 

課程

名稱 
機器人專題製作與 Arduino 

設計

教師 
劉文正 領域/科目 高中生活科技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結合物理、生活科技領域及數學科領域教學，培養中學生動手自製機器人及創新

或發明的 MAKER人才培育。 

關鍵

問題 

1. Arduino UNO 、Maker究竟是何物?  

2. 如何自製各種功能的工具機、機器人? 

3. 機器人的未來，可能應用於人類生活有哪些?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1資訊擷取：收集有關機器人理論及 ARDUINO主版的基本資料整理分析 

1-2資訊詮釋：針對收集技術文件加以分析解讀詮釋其原理 

1-3反思評鑑：透過鑑賞及實作省思反饋未來應用 ARDUINO及機器人可能性 

2-2改善精進性：透過自製機器人程式改造及反饋分組討論研究改進方式達到產

品開發進精進性 

2-3改造變通性：使用 3D列印科技實踐改造機器人外觀造型或開發新產品 

3-1表達、聆聽與討論：透過團隊合作競賽活動及簡報成國發表 

3-3 共同完成任務：透過機器人遊戲競賽共同達成競賽目的 

4-1藝術欣賞：分組簡報及鑑賞創作學生作品 

5-4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如全球人口老化國際議題及未來機器人的應用討論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資訊擷取   ■ 1-2資訊詮釋   ■ 1-3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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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藝術欣賞   □ 4-2藝術評鑑   □ 4-3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了解 arduino 微電腦控制晶片、機器人製作原理於生活科技未來應用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分組競賽 30% 、心得與回饋 20%  

其他評量 小組成發 50%  

教材

發展 

1. 自編教材及簡報 

2. 輔助媒體及教具 

3. 單元學習單 

4. SCRATCH 2.0 教材 

教學

方法 

採用 STEM 教學法 結合實作學生可以學到程式、機器人以及 Arduino等相關知

識，強化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科學、科

技、工程、數學）教學的成效。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Arduino原理及機器人設計概論 

及影片賞析 

1. Arduino微電腦控制器原理

及機器人發展 

2. 工具機、史賓機器人控制研

究介紹 

第二週 

機器人自走車組裝及 Scatrch 

2.0程式設計語法撰寫及伺服馬

達驅動控制 

SCRATCH 2.0 程式設計語法撰寫

及硬體組件完成 

第三週 
機器人自走車無線及藍芽控制

實作 

自走車機器人零組件安裝無線

遙控及藍芽接收器安裝實地測

試 

第四週 

機器人自走車循線控制及機器

人自走車超音波超越障礙控制

實作 

1. 自走車機器人循線尋機原理

及軌道設計製作 

2. 自走車機器人超音波感測器

應用 

第五週 3D列印建模及機電整合 

1. 使用 SKETCHUP 2016 MAKE 版

軟體 3D建模列印 

2. DIY改造自走車或加創意

LOGO 製作競賽等 

第六週 小組分組競賽(一) 
自走車機器人團隊合作飆速競

賽 GAME 

第七週 小組分組競賽(二) 
循線循跡控制、迷宮機器超越障

礙物專題製作及競賽 GAME 

第八週 課堂小成發 
1. 史賓機器人 SHOW 

2. 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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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成效 

檢核 

1. 學生能運用 Arduino 原理控制自走車、相關家電等產品。 

2. 能夠說出機器人自走車感知器原理:超音波感測器、無線電遙控及藍芽接收

模組及伺服馬達驅動原理實作 

3. 透過動手設計組裝自走車機器人及團隊合作競賽共同完成競賽任務 

場地

設備

需求 

1. 設備需求：Arduino Mcore主板及 mbot自走車零件組件包 7套,每套市價約

3200元(含無線遙控器板及十字及六角形起子雙頭 :規格 2.5S2 H3*9.2 MM 1

支)、史賓機器人含 64個指令動作遙控器及杯子 2組,每組約 3000元(示範

用)、3d 列印 ME-ARM  教具 1組-自製、3d列印機 1部及 PLA 1.75mm /1kg*2

捲 

2. 工具：6角板手:5MM 4MM 3MM 2.5MM 2MM各一 ) *7支 

3. 場地：一般上課教室 9*8m可上網空間、電腦教室及生科專科教室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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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生活類 

（十） 時「上」生活-i 布置 

 

課程

名稱 
時上生活~i 布置 

設計

教師 
郭敏惠 領域/科目 藝文/家政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

以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經老師講述、作業實作及店家參訪，厚實居家布置設計能力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學生能選擇合適居家裝修布置風格? 

2. 學生能安排設計家具擺置、動線需求? 

3. 學生能夠編列居家裝修布置預算?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閱讀探究：布置元素資訊擷取、資訊詮釋、進而反思評鑑表現方式。 

2. 批判創思：空間及色彩運用想法流暢性、改造應用變通性、發揮不同獨創

性。 

3. 團隊合作：表達創見，能聆聽他人想法與討論、作品創作的分工與分擔、

共同完成任務、盡己貢獻與服務團隊。 

4. 藝術涵養：空間布置藝術欣賞、進而展現藝術創作與評鑑。 

5. 世界接軌：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表現多元居家裝修布置要素之應用。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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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能夠運用居家風格布置的要素:色彩、隔間、材質、光源…等 

2. 具備居家布置的概念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平面配置圖 

其他評量 簡報製作、口頭報告、合作學習 

教材

發展 
簡報、影片、學習單 

教學

方法 
講述法 、問答法 、資訊教學、合作學習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分組、課程大鋼介紹、風格影

片引導 
居家裝修布置風格重點介紹 

第二週 漂亮家居布置 文本分析、符號認識 

第三週 室內平面配置設計 家具擺置、動線安排設計 

第四週 室內平面配置設計 色彩運用、彩繪筆觸練習 

第五週 特力屋特力和樂參訪 
社區店家參訪實察 

學習單紙筆記錄 

第六週 
特力屋特力和樂參訪學習單

完成 
學習單電子檔完成  

第七週 

十大淨化空氣植物認識與應

用 

居家佈置行動宣言 

立體模型製作 

1. 淨化空氣植物簡報~口頭報

告 

2. 合作學習－立體模型製作 

第八週 
立體模型完成  

成果發表 

1. 設計概念總整理 

2. 立體模型製作完成並發表 

預期

成效 

檢核 

1. 小組簡報電子、室內平面配置設計作業、空間布置立體模型完成及設計理

念解說 

2. 透過老師評分、小組發表的機制給予學生創客藝術作品欣賞與評鑑反思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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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表達的藝術 

 

課程

名稱 
表達的藝術 

設計

教師 
湯一嵐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兩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1. 瞭解並實際運用口語溝通的秘訣及技巧，提升個人自信與表達能力 

2. 瞭解簡報製作的基本概念與技巧，強化個人寫作與閱讀理解能力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如何有效且具體地表達自身想法或文本資訊？ 

2. 如何運用簡報工具強化表達？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口語溝通表達及積極傾聽能力 

2. 閱讀理解及創造思考能力 

3. 統整歸納及閱讀寫作能力 

4. 團隊合作能力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有效表達的概念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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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製作的概念與技巧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 個人口語表達表現 

2. 個人簡報製作作品 

3. 小組成果發表作品 

其他評量 
1. 學習態度（學生學習狀況與參與程度） 

2. 小組合作（小組分工合作情形） 

教材

發展 
口語表達及簡報製作相關媒體與教材 

教學

方法 
講授、小組討論、實作體驗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目標說明 

課程分組 

自我介紹初體驗 

自我介紹的概念、技巧與演練 

第二週 積極傾聽四部曲 
說故事與傾聽的概念、技巧與演

練 

第三週 即席演講辯論賽 
以小組合作方式，用單向辯論方

式闡述想法與立場 

第四週 簡報工具介紹及主題探討 
1.Powerpoint 及 Prezi 使用 

2.成果發表小組主題探討 

第五週 簡報基礎技巧練習 
文本閱讀理解、摘要統整、批判

思考練習與簡報文字應用 

第六週 簡報進階技巧練習 
圖片、影片、表格等媒材應用 

心智圖初探與練習 

第七週 小組簡報練習 各小組簡報演練與修正 

第八週 小組簡報成果發表 
課堂成果發表、同學互評、老師

講評 

預期

成效 

檢核 

1. 透過小組合作方式，增加口語表達溝通機會與能力 

2. 透過個人實作與小組實作方式，增進口語表達、閱讀寫作、批判思考等能力 

設備

場地

需求 

高一教室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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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 

 

課程

名稱 
齡園玫瑰物語 (Rose Story) 

設計

教師 

曾久倫老師、顏淑君老師、馬玉玫老

師 
領域/科目 

跨領域團隊 

（國 英 自然 藝術）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百齡校園中孕育超過約 60 種以上的玫瑰，成為齡園的佳話以及特色。本課程擬

招募對於「培育玫瑰、讀寫玫瑰、影像玫瑰、淬鍊玫瑰、創藝玫瑰」有興趣的學

生，在教師團隊的引導下能夠從「園藝、文學、創作、科學及生活」的角度來認

識玫瑰。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一般人對於玫瑰的印象為何？請儘量於 30 秒鐘發想 20 種以上的形容詞。 

2. 玫瑰與人生，能有怎樣的關聯？ 

3. 研究校園中的玫瑰與研究大自然有關連嗎？ 

4. 何以百齡校園中有這麼多品種的玫瑰？ 

5. 想像妳是「齡園玫瑰」的培育者和守護者，妳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玫瑰生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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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玫瑰文學知識 

3. 玫瑰科學知識 (如玫瑰 DNA) 

4. 玫瑰生活知識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 以文字、圖像或影像描繪「玫瑰物語」 

2. 製作玫瑰圖鑑 （玫瑰卡/書籤等） 

3. 與國外學生交流齡園玫瑰故事 

其他評量 （下學期）玫瑰香精 玫瑰花茶 玫瑰壓花等 

教材

發展 
由教學團隊系統提供相關文章、電影 

教學

方法 
講述、討論、校外教學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文學,詩歌,電影中的玫瑰 

（中文） 
看文學家和電影人如何比擬和

詮釋玫瑰，進而完成小品創作

（個人和小組）。 第二週 
文學,詩歌,電影中的玫瑰 

（英文）(I) 

第三週 
文學,詩歌,電影中的玫瑰 

（英文）(II) 邀請玫瑰農夫現聲說法，實作如

何培育及照顧玫瑰。 
第四週 玫瑰的一生  

第五週 鏡頭下的玫瑰故事  
攝影＋文字（中英文）＋資料收

集 （為圖鑑做準備） 

第六週 科學中的玫瑰 （校外專家） 如何萃取玫瑰精華 

第七週 玫瑰馬賽克 （集體創作） 電子書（小組） 

第八週 課堂小成發  

預期

成效 

檢核 

推廣玫瑰文化，帶動花香書香及 

場地

設備

需求 

可分組之學習空間，需資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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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從零」JUNGLE 開始 

 

課程

名稱 
「從零」(JUNGLE)開始 

設計

教師 
曾若蘭 領域/科目 自然/生物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 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培養學生動手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關鍵

問題 

1. 能設計活動 

2. 使用所收集的證據來描述建立模型 

3. 能以書面或口頭表達研究結果與見解 

能力

指標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藉由研究古人的生活來了解生活中的科學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文獻資料檢索 

其他評量 小組互評及組內互評 

教材

發展 
獨立設計課程內容 

教學

方法 
1.講述法 2.小組合作討論 3.實作 4.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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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次 課程介紹 分組，自我介紹 

第二次 了解以前人類的食物 自製食物 

第三次 了解衣的材質 手編製品 

第四次 研究不同材質的房子 用不同的材質堆房子 

第五次 研究交通工具的發展 玩遊戲(牛拉車) 

第六次 研究教育制度的變革 自製小書 

第七次 童玩中的科學 自製童玩 

第八次 課堂小成發 闖關遊戲 

預期

成效 

檢核 

1.學生能藉由分工合作以組別為單位進行討論，對於討論實作的設計，學生在課

堂成發有口頭及文字表達各組研究成果能力。 

場地

設備

需求 

1.筆電 2.有線網路 3.人數限制(18~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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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劇場實務 

 

課程

名稱 
劇場實務 

設計

教師 
黃凱群 領域/科目 劇場 

教學

對象 
高一學生 教學時數 每周四下午 6-7節 

課程

架構 

■上學期－多元試探每門課 7-9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全校大成發以

及大選課 

■下學期－多元深化每門課 18-20 週（視當學期行事曆調整）；期末由教師安排

課堂成發 

課程

目標 

本課程內容為針對非戲劇專科之高中生所設計，從戲劇組成的四要素︰文本、舞

台、演員、觀眾，逐一介紹戲劇展演從無到有的創作過程。上學期著重基本理論

與概念介紹；下學期則為實作課程，帶領學生製作一齣完整小型之劇場作品。 

關鍵

問題 

劇場是如何發生的？ 

戲劇展演如何進行？ 

觀眾為何上劇院？ 

戲劇藝術如何提昇精神生活？ 

能力

指標 

分工合作之精神與態度 

團隊協調之能力 

藝術鑑賞的涵養 

創造力的開發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戲劇藝術集合了文學、音樂、美術、彫塑、舞蹈、建築,是為第七大藝術,也是一

門綜合之藝術；學生在課堂上習得的是全面的藝術涵養與知識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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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資料整理與呈現、舞臺平面圖、舞台模型、人物造型設計圖 

其他評量 無 

教材

發展 

使用已出版之教科書 

《劇場實務提綱》；黃惟馨(民 93),秀威資訊 

教學

方法 
講解與示範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一週 劇場概論  

第二週 分工組織  

第三週 劇本介紹—獨幕劇  

第四週 劇場舞台、道具介紹  

第五週 舞台平面圖繪製和模型製作教學  

第六週 劇場服裝、化妝介紹  

第七週 服裝圖、化妝圖繪製教學  

第八週 課堂成果發表  

預期

成效 

檢核 

出缺席          10% 

課堂表現        15% 

舞台平面圖      20％ 

舞台模型        20% 

人物造型設計圖  20% 

課堂成果發表    15％ 

場地

設備

需求 

上學期:電腦、投影設備 

下學期:表演教室、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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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專案專題課程 

人文 PBL 

（一） 舌尖上的新詩 

 

課程

名稱 
舌尖上的新詩 

設計

教師 
余雪溱、賴文君、李映潔 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1. 能領略欣賞新詩的聲情之美 

2. 能運用感官修辭摹寫美食 

3. 能創作新詩並多元呈現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如何以新詩為美食按個讚 

2. 如何運用感官修辭摹寫來創作新詩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3-4-4-6 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5-4-7-1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2-1 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何謂新詩 2、認識修辭 3、了解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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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喜歡品嘗美食的我，能在品嘗美食後，運用感官摹寫，融入資

訊，創作新詩，並以口頭表達、音樂、製作影片、動作，表現

該作品。 

2、互評： 

初階：在電腦教室，利用 iwonder 軟體，創作新詩後，同學利

用該軟體的互評方式，進行詩作互評。 

進階：期末成果發表時，以多元方式呈現詩作，也讓同學互評。 

3、互評標準 

初階：以 iwonder 軟體中互評項目，同儕之間評分。 

進階： 

           評量等第 

評量標準 

 

優 良 可 

能善用感官修辭摹寫    

文字簡鍊，意象豐富    

詞序跳脫，有詩趣    
 

其他評量 
1、新詩仿作、學習單 

2、以朗讀、多媒體、演戲、音樂等多元方式呈現作品 

教材

發展 
1、介紹新詩 ppt、影片 2、美食相關影片 3、學習單 

教學

方法 
1、講述法 2、分組討論 3、實地踏查 4、學生仿作 5、學生觀摩互評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新詩創作暖身篇（一）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切近的生活體驗創作新詩 

第 4 週 新詩創作暖身篇（二）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切近的生活體驗創作新詩 

第 6 週 視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視覺摹寫創作 

第 8 週 觸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觸覺摹寫創作 

第 10 週 聽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聽覺摹寫創作 

第 12 週 嗅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嗅覺摹寫創作 

第 14 週 味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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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以味覺摹寫創作 

第 16 週 士林夜市踏查篇 能尋訪美食，完成感官摹寫學習單 

第 18 週 資訊融入教學…創作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感官摹寫創作。 

第 20 週 成果發表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以多元方式呈現自己創作的詩 

預期

成效 

檢核 

1、能運用感官摹寫創作新詩  

2、能以多元方式呈現作品  

3、評量標準 

           評量等第 

評量標準 

 

優 良 可 

能善用感官修辭摹寫    

文字簡練，意象豐富    

詞序跳脫，有詩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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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詩詞歌唱  

 

課程

名稱 
詩詞歌唱 

設計 林彩霞教師 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國文科目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週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1. 從現代歌詞中，找出其引用的古人「詩」、「詞」。 

2. 藉助哼哈歌唱，輕鬆記誦古人「詩」、「詞」。 

3. 藉由古人經歷，豐富自己思考內涵、拓展思考層面。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詩」、「詞」寫作內容是如何表達出作者的思想、人生觀？ 

2. 要如何將古代文人「詩」、「詞」，醞釀變化出現代曲子？ 

3. 如何運用古人的智慧，處理現今我們面對的問題？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能以自己話語完整表達「詩」、「詞」的內容 

2. 能講述作者創作心境。 

3. 能將「詩」、「詞」內容融入創作，用饒舌曲風、改編新曲風，創作新味道。 

4. 能運用樂器、演唱方式，將「詩」、「詞」表達、分享。 

5. 能說出「詩」、「詞」的現今生活運用。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瞭解詩人生平、風格及其作品的特色 

2. 能分析「詩」、「詞」的創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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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合作、個人表現 

(一)課程參與(協力合作、學習態度)  

(二)書面紀錄(學習活動單、學習檔案) 

(三)樂器吹奏、演唱、帶動唱               

教材

發展 

1. 彙整「流行歌曲」與相關聯的「詩」、「詞」 

2. 講解「詩譜」「詞譜」平仄、講解作者身世背景 

3. 「流行歌曲」簡譜、「流行歌曲」影片 

教學

方法 

1. 播放「流行歌曲」影片      2.介紹有相關聯的「詩」、「詞」  

3. 分組蒐集資料及課堂報告    4.直笛吹奏「流行歌曲」簡譜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週 

流行歌曲---黃舒駿＜兩岸＞ 

詩----李白『下江陵』 

     王之渙『登鸛雀樓』 

     李白---『清平調』 

1. 戴南祥（1946年生） 

----台北市新興國中童軍老

師 

「帶動唱」表演 

     王之渙『登鸛雀樓』 

2. 「詩」、「詞」文意、平仄用韻 

3. 樂器吹奏「流行歌曲」簡譜 

4. 改編「詩」、「詞」現代樂曲 

第 4週 
流行歌曲---張克帆＜花非花＞ 

詞----唐朝、白居易『花非花』 

第 6週 

流行歌曲---潘越雲＜幾度夕陽

紅＞ 

詞----明朝、楊慎『臨江仙』 

第 8週 

流行歌曲---任賢齊＜花好月圓

夜＞ 

詞----宋朝、蘇軾『水調歌頭』 

第 10週 

流行歌曲---鄧麗君＜人約黃昏

後＞ 

詞----宋朝、歐陽脩『生查子』 

成效檢核--- 

1. 「帶動唱」表演--「詩」、「詞」 

2. 直笛吹奏---「詩」、「詞」簡

譜 

第 12週 

流行歌曲---鄧麗君＜芳草無情 

＞ 

詞----宋朝、范仲淹『蘇幕遮』 

1. 「國劇曲風」表演--「詩」、「詞」 

播放：霍尊--京劇版《我是霍

尊》 

2.  霍尊--《捲珠簾》 

「詩」、「詞」文意、平仄用韻 

3. 樂器吹奏「流行歌曲」簡譜 

4. 小組合作寫詞 

  模擬作者心境，寫一首歌曲 

  ---歌詞需套用原「詩」、「詞」

的部分文詞 

第 14週 
流行歌曲---趙傳＜滿江紅＞ 

詞----宋朝、岳飛『滿江紅』 

第 16週 

流行歌曲---費玉清＜你儂我儂

＞ 

詞----元朝、管道昇『我儂詞』 

第 18週 詩----趙嘏( 唐朝 )---聞笛 

第 20週 詩----王維( 唐朝 )---渭城曲 
成效檢核--- 

1.「國劇曲風」表演--「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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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2.寫詞---現場或錄影呈現   

3. 講義報告 

  選取某一作家的一首「詩」、

「詞」，做內 

  容賞析 

  --口述及書面、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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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故事迷情 

 

課程

名稱 
Story Crush 故事迷影 

設計

教師 
陳嬿琦 領域/科目 英語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週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學生能在聽故事中配對正確的單字 

學生能在閱讀故事中學習實用的句型 

學生能將敘述性的故事改寫成對話性的劇本 

學生能將改寫的劇本用自己的方式表演出來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如何推理出故事中單字的意思？ 

如何運用所學的句型？ 

如何調配故事中的角色？ 

如何具體呈現故事的內容？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2-3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和簡易故事。 

2-2-1 能依情境使用所習得的教室用語。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的人、事、物。 

3-2-6 能了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3-2-7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4-2-2 能依提示合併、改寫及造句。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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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故事中的單字、句型與文法。 

2. 敘述文體與對話文體中主詞與動詞的改變。 

3. 享受閱讀的方法與欣賞表演的禮儀。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單字配對、句型練習） 

故事改寫（角色分配、故事大綱、對話內容、創意改編） 

具體呈現方式（讀者劇場、戲劇表演、人偶演出、動漫畫冊…） 

其他評量 組內合作互評、小組演出互評 

教材

發展 
經典故事多元詮釋 

教學

方法 

一、講述教學 

二、合作學習 

三、角色扮演 

四、發表教學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9/9 

介紹教學內容 

介紹故事改寫的概念 

學生分組及自我介紹 

分配小組故事表演章節 

1. 了解閱讀故事內容 

2. 引導 Reading 課文實例改寫 

3. 了解組員專長與工作分配 

4. 形成小組表演共識 

第 4 週 

9/23 

Beauty and the Beast: 

Bring Me a Rose. 

1. 聽文本內容配對單字，利用

工具學習字義與用法 

2. 學習常用句型，造句練習 

3. 閱讀理解測驗 

4. 討論角色分配，練習改寫文

本內容 

5. 討論具體呈現故事的方式 

6. 上傳作業內容：個人學習

單、小組改寫文本內容 

第 6 週 

10/7 

Beauty and the Beast: 

Why Did You Steal My Rose? 

第 8 週 

10/21 

Beauty and the Beast: 

The Beast is Going to Eat Me. 

Don’t Leave me. 

第 10 週 

11/4 

Beauty and the Beast: 

I Love You, Beast. 

Wrap up 

第 12 週
11/18 

The Little Mermaid: 

The World Under the Sea. 

第 14 週 

12/2 

The Little Mermaid: 

The World Above the Sea. 

第 16 週
12/16 

The Little Mermaid: 

The Witch. 

Her New World. 

第 18 週
12/30 

The Little Mermaid: 

Some Terrible News. 

Wra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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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週 

1/13 
成果發表 欣賞、互評各組表演 

預期

成效 

檢核 

依不同的呈現方式表演故事內容。 

需求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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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圖說社區 

 

課程

名稱 
圖說社區:用地圖認識生活環境 

設計

教師 
陳玉雯 領域/科目 社會/地理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調查一塊鄰近學校的區域，擬定出一個主題來介紹該區域，並畫出此區域的地

圖，且能說明此主題與該區域的關係，並說出此主題可供自己學習的機會為何。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我們生活周遭的環境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能運用網路資源及實際踏查繪製出屬於自己的主題地圖 

2.可以描述出所繪製的區域地名的由來與土地利用變遷 

3.能用自己的話寫出主題地圖與區域的關係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1-1 資訊擷取   ■1-2資訊詮釋   □1-3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2 改善精進性 

□2-3 改造變通性        ■2-4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3-2分工與分擔 

■3-3 共同完成任務      □3-4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4-1 藝術欣賞   □4-2藝術評鑑   ■4-3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5-2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5-4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一)能認識學校附近的地理位置與範圍。 

(二)能學會判讀地圖的資訊。 

(三)能認識地圖的基本要素 (圖名、方位、圖例、比例尺、註記等)  

(四)能明瞭指北針方向正確性、設計適宜性  

(五)能認識圖例表達方式與內容的一致性  

(六)能認識圖名與註記適切性  

(七)能明瞭地圖內容主題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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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整體構圖平衡、色彩和諧與創造力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學校附近有哪些特色呢?你會如何介紹學校附近的歷史、小吃、特

色景觀、宗教建物分布、著名景點等，請你找出一個主題來介紹，

並畫出此主題的分布地圖，親自踏查訪問後，用自己的話來說明

這個主題為何如此分布，並從中學到什麼? 

其他評量 實地踏查 

教材

發展 
自製教材、地名資訊服務系統 

教學

方法 
直接教學引導法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9/9 

1.認識地圖要素 

2.認識學校地理位置與範圍 

1. 認識相對、絕對位置的表示

方法。 

2. 認識學校的範圍。 

3. 繪製學校地圖 

第 4 週 

9/23 

1.繪製自己上學地圖 

2.觀摩社區地圖 

1. 認識自己到學校的路線 

2. 學習閱讀路線地圖。 

3. 觀摩其他地區的社區地圖。 

第 6 週 

10/7 

1.選定一個社區地圖的主題 

2.認識地名資訊服務系統網站 

1. 認識各種不同主題的社區

地圖 

2. 認識衛星影像與航空照片。 

3. 認識地名與環境的關係。 

第 8 週 

10/21 

1.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系統認識社

區的古地名 

2.認識士林地區的發展歷程 

3.實地踏查注意事項 

1. 認識古地圖的圖例與使用

方式。 

2. 了解士林聚落形成經過。 

3. 能明瞭實地踏查應注意的

事項。 

第 10 週 

11/4 
實地踏查學校附近聚落 

能選定一個主題在踏查時專注

於主題內容。 

第 12 週
11/18 

1.繪製實地踏查主題地圖 

2.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1. 運用之前所學繪製社區地

圖 

2. 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並給予評價 

第 14 週 

12/2 

1.修正自己繪製的主題地圖 

2.針對自己的主題地圖搜尋網路

資料加以文字敘述 

1. 參考其他同學給予的建議

修正自己的社區地圖 

2. 先從網路搜尋資訊列出有

想確認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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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週

12/16 
再次實地踏查詢訪相關問題 

能針對自己的社區地圖透過實

察訪問解決疑惑 

第 18 週
12/30 

1.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2.修正自己繪製的主題地圖 

1. 觀摩同學繪製的主題地圖

並給予評價 

2. 參考其他同學給予的建議

修正自己的社區地圖 

第 20 週 

1/13 

1.全體同學評選出優秀作品 

2.將所有同學作品合作製成電子

書 

1. 所有同學票選心中優秀作

品 

2. 全班通力合作製作電子書 

預期

成效 

檢核 

1.能使用符號繪製平面地圖 

2.能利用地圖描述、解釋地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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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文一二三 

 

課程 

名稱 
日文一二三 

設計 

教師 
黃詩渝 領域/科目 日文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1. 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能力。 

2. 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 

3. 發展尊重他人、關懷社會、增進團隊合作。 

4. 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5. 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 

6. 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全球國際化對於觀光夜市的影響 

2. 培養日文入門能力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3-1-3 能辨識一些基本的常用字詞。 

3-1-9 能藉圖畫、圖示等視覺輔助，閱讀並瞭解簡易故事及兒童短劇中的大致內容。 

5-4-5-4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通、 

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1-1 資訊擷取   ■1-2資訊詮釋   ■1-3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2 改善精進性 

□2-3 改造變通性        ■2-4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3-2分工與分擔 

■3-3 共同完成任務      □3-4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4-1 藝術欣賞   □4-2藝術評鑑   ■4-3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5-2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5-4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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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了解台日文化的差異 

2. 透過團體分組，能使用正確的日文詞句來表達作品內容 

3. 學會團體相處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專題圖畫製作 

其他評量 口頭報告、組別相互評量 

教學 

方法 
講述教學、團體教學、遊戲教學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1.講解上課規則及成績計算方式 

2.認識夥伴 

3.介紹日文與中文的異處 

 

了解日文組成結構 

第 4 週 

1.日文平假名、片假名、羅馬拼 

音介紹 

2.日文招呼語 

能在正確的時機下，使用正確的日

文招呼語 

第 6 週 
1. 日文數字講法 

2. 日文價錢講法 

能正確使用「詢問價錢」的問答句

子 

第 8 週 
1.專題分組名單確定 

2.訂定次主題以及討論內容細項 

學會團體溝通以及尊重、接受不同

的意見 

第 10 週 

1.各組設計草稿圖 

2.確定各組分工名單 

3.確認內容細項之日文 

 團體教學：互相激盪想像力 

 培養資料查詢能力 

 正確使用日文單字 

第 12 週 
1.期中大綱發表 

2.各組改善意見回饋 

學會團體溝通以及尊重、接受不同

的意見 

第 14 週 專題成品製作 學會團體分工合作 

第 16 週 
1.專題成品製作 

2.確定成果發表順序 
學會團體分工合作 

第 18 週 

1.繳交專題成品 

2.期末複習總結 

3.專題心得書寫 

培養學生反思能力 

複習本學期所學之日文 

第 20 週 

1.成果分組發表 

2.各組意見回饋 

3.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表 

學會欣賞他人作品 

培養學生尊重、接受不同的意見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 

預期 

成效 

檢核 

透過上台發表，培養學生邏輯脈絡思考以及訓練口條能力，並能帶著尊重、包容的心了 

解不同國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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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 PBL 

（六） 數學玩很大 

 

課程

名稱 
數學玩很大 

設計

教師 
鄭惋尹、吳奈曄 領域/科目 數學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提升數學興趣，引發創造力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體驗數學的樂趣 

2. 理解數學與生活的相關性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能利用團隊合作的方式創作數學遊戲 

2. 能與他人討論與分享資料：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數學遊戲的製作原理與步驟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 能製作數學遊戲並改良 

2. 能向他人介紹數學遊戲 

其他評量 舉辦小型發表會體驗創新數學遊戲 

教材

發展 
1.PPT  2.影片  3.現有數學遊戲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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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方法 
1.實作  2.分組討論  3.上台發表  4.講述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1. 利用數學遊戲引起動機 

2.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設計數學

遊戲 

從遊戲中學習數學 

第 4 週 

1.利用數學遊戲引起動機 

2.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設計數學遊

戲 

從遊戲中學習數學 

第 6 週 學生分組創作遊戲(1) 選定數學遊戲主題並製作 

第 8 週 學生分組創作遊戲(2) 選定數學遊戲主題並製作 

第 10 週 學生分組創作遊戲(3) 選定數學遊戲主題並製作 

第 12 週 
探討數學的實用性，為何需要數

學 
了解數學的重要性 

第 14 週 發表數學的實用性 了解數學的重要性並上台發表 

第 16 週 數學與藝術 認識四面體並製作四面體 

第 18 週 數學與藝術 認識六面體並製作六面體 

第 20 週 成果發表 能說明數學遊戲的重點與玩法 

預期

成效 

檢核 

學生設計出的優良數學遊戲將作為國小數學營七，八年級 running math 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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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從童玩中玩科學 

課程

名稱 
從童玩中玩科學 

設計

教師 
黃健源/黃于真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由自己一直延伸到認識社區、台灣、全世界的古今童玩，了解它並動手製作與發

表。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是否理解古今童玩與生活文化的連接? 

2. 是否理解其中的科學原理? 

3. 是否能與環保結合製作童玩?  

4. 是否能與科技結合?  

5. 是否能與在地文化結合?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能搜尋與理解童玩的典故與科學原理 

2. 能與他人分享資料與討論 

3. 能利用團隊合作的方式精進改良童玩  

4. 能將童玩與國際或在地文化做結合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 童玩的典故與時空背景文化 

2. 童玩的製作材料與步驟 

3. 童玩中的科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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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1. 能向其他人介紹童玩的故事與科學原理 

2. 能製作童玩 

3. 能改良童玩 

其他評量 
舉辦小型園遊會或發表會的方式，讓學校與社區的人體驗古早童

玩 

教材

發展 
1.投影片 2.影片 3.古早童玩 4.回收與環保的材料 5.ipad 

教學

方法 

1. 用身邊隨手可得的材料，讓學生親自動手做古早童玩。 

2. 以查資料和訪問家人的方式，了解古早童玩代表的文化。 

3. 分組上台報告的方式來達到初步的評量或驗收。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認識與體驗童玩 玩童玩與搜尋各式童玩 

第 4 週 童玩中的典故與科學原理 能說明典故與原理 

第 6 週 分組製作童玩（第一次） 選定童玩並製作與記錄過程 

第 8 週 分享童玩與改良 
上台發表自製童玩的由來與玩

法 

第 10 週 分組製作童玩（第二次） 選定童玩並製作與記錄過程 

第 12 週 分享童玩與改良 
上台發表自製童玩的由來與玩

法 

第 14 週 籌畫與討論發表會方式 合作與討論發表童玩的內容 

第 16 週 製作海報與確認材料 製作海報 

第 18 週 模擬發表會 實際演練與改良缺失 

第 20 週 小型童玩發表會 能說明自製童玩的由來與玩法 

預期

成效 

檢核 

舉辦小型園遊會或發表會的方式，讓學校與社區的人體驗古早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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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 PBL 

（八） 創意機器人 

 

課程

名稱 
創意機器人 

設計

教師 
余定華 領域/科目 資訊、科技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藉由教學過程，使學生了解什麼是機器人，透過使用 LEGO EV3 進行機器人控

制，期使學生能了解如何替 LEGO MINDSTORMS EV3 機器人編寫程式的應用，

進而引發創意應用於生活之中，以機器人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 

關鍵

問題 
能了解並熟練機構、熟悉 LEGO MINDSTORMS EV3 軟體及應用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2-4-1-2、7-4-0-6 、8-4-0-1、8-4-0-3、8-4-0-4、8-4-0-6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機構學、程式設計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其他評量 競賽 

教材

發展 
樂高 EV3 機器人自造實戰：從原理、組裝、程式到控制全攻略 

教學

方法 
講述、實作、討論、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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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EV3 的編寫程式環境 

MINDSTORMS 軟體 

編寫 EV3 程式 

操作介面 

專案傳送、儲存與備份 

第 4 週 三輪機器人 

轉向模組製作 

安裝紅外線感知器、顏色感知器、

陀螺儀感知器、觸控感知器 

吊臂製作 

第 6 週 移動轉向模組 

回到起點 

側邊與轉角 

吊臂 

滑行問題 

第 8 週 感測器應用 

障礙物偵測 

倒車與迴轉 

距離偵測 

光源偵測 

第 10 週 迷宮導航 

Loop 迴圈 

沿牆行進、轉角、通過開口程式撰

寫 

除錯 

第 12 週 數據線 
什麼是數據線？ 

使用數據線技巧 

第 14 週 數據線與迴圈 
邏輯模式 

使用陀螺儀達成精準操控 

第 16 週 變數 
變數定義 

編寫 LightPointer 程式 

第 18 週 
競賽 

期末檢討 
設備整理 

預期

成效 

檢核 

能獨立完成專案之機構設計組裝及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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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行動學習玩創意 

 

課程

名稱 
行動學習玩創意 

設計

教師 
陳威勝 領域/科目 資訊(多元學習)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1. 讓學生學會使用行動載具並應用於學習各科的過程中 

2.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激發創意思考 

關鍵

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1. 體驗行動載具的便利性 

2. 融會貫通多媒體資訊素養相關能力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1. 能利用團隊合作的方式創作影片 

2. 能與他人討論與分享資料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線上學習課程影片的製作原理與步驟&影片剪輯及相關軟體、APP 的使用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其他評量 其他評量 

教材

發展 
1.PPT  2.影片  3.行動載具 & APP  

教學

方法 
1.實作  2.分組討論  3.上台發表  4.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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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3. Open Ebook 電子書軟體教學 
學會使用 Open Ebook 電子書

製作軟體 

第 4 週 
1.利用 Open Ebook 製作出電子書 

2.學會電子書美編製作 

學會使用 Open Ebook 電子書

製作軟體 

第 6 週 

1. 利用 KeyNote 製作個人專屬簡

報 

2. 學習如何進行簡報發表 

學會使用 KeyNote 製作個人專

屬簡報 

第 8 週 

1. 利用 prezi 平台製作個人專屬

簡報 

2. 學習如何進行簡報發表 

學會使用 prezi 製作個人專屬

簡報 

第 10 週 

1. 利用 Doceri製作線上學習影片
(1) 

2. 選定影片拍攝主題內容 

學會如何講解一個學習主題 

第 12 週 

1. 利用 Doceri製作線上學習影片

(2) 

2. 選定影片拍攝主題內容 

學會如何講解一個學習主題 

第 14 週 

1. 利用 Doceri製作線上學習影片
(3) 

2. 選定影片拍攝主題內容 

學會如何講解一個學習主題 

第 16 週 
1. 威力導演使用簡介(1) 

2. 影片編輯 
製作個人專屬的線上學習影片 

第 18 週 
1. 威力導演使用簡介(2) 

2. 影片編輯 
製作個人專屬的線上學習影片 

第 20 週 成果發表 使用 ipad 並進行發表 

預期

成效 

檢核 

學生設計出的線上學習短片或動畫將放到本校圖書館數位典藏專區或上傳益教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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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生活智慧王 

 

課程

名稱 
生活智慧王 

設計

教師 
許益誠 老師 領域/科目 生活科技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1. 讓學生對日常生活用電器設備有認識 

2. 讓生生瞭解生活數位化 0 與 1 的世界 

3. 建立用電安全有正確觀念 

關鍵

問題 

1. 對電器元件的認識及功用 

2. 將元件依電路圖焊接製作 

能力

指標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認識電的應用及安全，並製作電子電路的焊接成品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成品實作評量 

其他評量 

1. 出缺席狀況 

2. 上課表現 

3. 工作態度 

教材

發展 
製作議義及影片 

教學

方法 
講述及實作方法 

課程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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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 
第 2 週 屋內線路的認識(一) 

認識家裡的用電安全 

家裡電源開關的認識 

第 4 週 屋內線路的認識 (二) 認識家裡電線的功用及連接 

第 6 週 
屋內線路導線的連接及電子焊

接 

學生可以瞭解導線的處理及製

作 

第 8 週 瞭解 0 與 1 的數位觀念 
學生利用電路板作出0與1的狀

態 

第 10 週 瞭解 0 與 1 的數位觀念 利用數位 IC 作出數位電路 

第 12 週 瞭解 0 與 1 的數位觀念 利用數位 IC 作出數位電路 

第 14 週 瞭解 0 與 1 的數位觀念 利用數位 IC 作出數位電路 

第 16 週 電子套件製作(一)雙向霹靂灯 
認識電子元件並將其組合成物

品 

第 18 週 電子套件製作(二)電子明減器 
認識電子元件並將其組合成物

品 

第 20 週 電子套件製作(三)迷你電子琴 
認識電子元件並將其組合成物

品 

預期

成效 

檢核 

1. 學生能認識簡易屋內配線器具。 

2. 學生能學習簡易屋內配線基礎技能。 

3. 學生能認識簡易電子元件。 

4. 學生能學習簡易電子套件焊接及組裝。 

5. 學生能製作電子套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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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創意 gogogo 

 

課程

名稱 
創意設計 go go go 

設計

教師 
詹升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藝術創作 

教學

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每隔周五上午兩節 

課程

目標 
讓學生以藝術創作增進不同獨創性與設計領域的學習 

關鍵

問題 
引發學生創造力與建立學生藝術的表現力 

能力

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具有欣賞表達能力 具有創作評鑑能力 培養觀察能力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 1-1 資訊擷取   □ 1-2 資訊詮釋   □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 2-1 想法流暢性        □ 2-2 改善精進性 

□ 2-3 改造變通性        ■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 3-2 分工與分擔 

■ 3-3 共同完成任務      □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 4-1 藝術欣賞   ▓ 4-2 藝術評鑑   ■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能領悟美感價值與思考 創造基本設計表現知識  

多元

評量 

實作評量 作品實作 70％ 

其他評量 出席 20％ 講述表達與參與力 10％  

教材

發展 
圖片 作品 口述 電腦 

教學

方法 
實際操作  

課程

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潮鞋設計 平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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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週 盤花與纏繞 設計 

第 6 週 未來世界 描繪 

第 8 週 透明感 藝術創作 

第 10 週 中元豬 平面設計 

第 12 週 鳥人 組合創作 

第 14 週 聖誕節狂想曲 平面設計 

第 16 週 機器人 立體設計 

第 18 週 玩蛋 包裝設計 

第 20 週 拼貼組合 藝術創作 

預期

成效 

檢核 

能具有創意多元的思考能力 能具有創作表現的實際作品 能有評鑑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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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群附件 

一、 百中課程智囊團(課程核心小組) 

成員 

國文科(高) 英文科(高) 數學(高) 社會(高) 自然科(高) 藝能科(高) 

陳淑媛 

董慧文 

曾久倫 

馬玉玫 

謝佩珍 

林粟香 

廖志風 

喬久娟 

湯慧娟 

李亭誼 

蔡銘仁 

國文科(國) 英文科(國) 數學(國) 社會(國) 自然科(國) 藝能科(國) 

林碧霞 周香君 吳奈曄 曲忠恕 林宜霖 蔡曜同  

傅恭毅 

郭敏惠 

校長 教務 學務 總務 輔導 圖書 秘書 研發 

對應之計畫或課程說明：研討 107 課綱相關重要事項 

多元選修課程開設之經驗分享 校訂必修課程之規劃與開設 

團體活動與彈性學習之規劃與作法 107 之後各年級學科時數規劃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領綱課程教材研討 部定必修領綱課程教材研討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課程之開設與作法 課程諮詢輔導教師之人員規劃、進行方式 

學生學習圖像繪製 課程學習地圖繪製 

員額師資新舊課綱過渡計畫 教學設備空間資源規劃設計 

各學科領域多元評量 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 

輔導課是否開設及如何開課  

 

二、 各學科 PLC 

社群成員名單 

專業社群 
自主規劃教學亮點課程及活動 

高中 國中 

國文學科 PLC 百齡文學獎 古典詩詞闖關活動 

英文學科 PLC 英文音樂劇 英語歌唱比賽 

數學學科 PLC 

(嬉遊數學社群) 
高國中 百齡數人闖關活動 (running math) 

社會領域 PLC 地理實察 圖說社區 三腳渡文化 

自然領域 PLC 科學青年社 天文館參訪學習 

生活領域 PLC 生涯探究課程 技職教育課程 

藝文領域 PLC 班級音樂會/音樂劇 班級音樂會/歌唱比賽 

健體領域 PLC 
校慶各式體育活動 校慶各式體育活動 

士林區體育聯合競賽 龍舟練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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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之計畫或課程說明 

1. 部定必修課程  

2. 協助規劃多元選修、校訂必修 

3. 籌備及執行各式學科/領域亮點教學活動 

備註 國高中分開成立，成員含本校正式及代課教師 

 

三、 多元選修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邱淑娟 英文/校長 李登祥 數學/教務主任 張宗婷 生物/教學組長 

王明華 英文/設備組長 湯一嵐 表達藝術/總務主任 章瑄文 文學上演/圖書主任 

吳佑軒 飲食文學/教師 英文 
Reading & Drama/

專業社群 
數學 藝遊數學/專業社群 

劉怡婷 歷史超越時空/教師 湯慧娟 科學探究實作/教師 李亭誼 地科探究實作/教師 

劉文正 機器人/研發主任 曾若蘭 從齡開始/教師 王琤惠 電影心理/輔導主任 

郭敏惠 室內設計/教師 跨領域 玫瑰物語/跨領域 黃凱群 劇場實務/文化講師 

對應之計畫或課程說明 高中多元選修課程 

備註 

1. 以上為 105學年度本課程社群名單，本社群每學期聚會三

次，交換課程實施心得，提出困難疑慮，進而由行政協助

解決相關問題。 

2. 高中多元選修中，玫瑰物語課程開始試行跨領域合作，跨

領域教師定期開會，嘗試用滾動式修正課程內容以及合作

模式。 

3. 劇場實務乃回應高中英文科及藝文科教師之需求，希望在

高一先以選修課方式協助學生建立劇場相關知能，為高二

英文音樂劇打下基礎。 

 

四、 專案專題選修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邱淑娟 英文/校長 李登祥 數學/教務主任 潘勝彥 理化/實研組長 

王明華 英文/設備組長 湯一嵐 輔導/總務主任 劉文正 生科/研發主任 

余雪臻 舌尖新詩/國文 林彩霞 詩詞歌唱/教師 陳嬿琪 

 

故事迷情/教師 

(蕭晴云 周香君) 

陳玉雯 

張淑華 

 圖說社區/教師 黃詩渝 日文/外聘教師 鄭惋尹 

吳奈曄 

數學玩很大/教師 

黃健源 童玩科學/教師 張宗婷 生物花路米/ 余定華 機器人/註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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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于真 教學組長 

陳威勝 行動學習/服推組長 許益誠 生活智慧/外聘 詹昇興 創意 GOGOGO/外聘 

對應之計畫或課程說明 國中專案專題課程 

備註 

以上為 105 學年度本課程社群名單，本社群每學期聚會三次，

交換課程實施心得，提出困難疑慮，進而由行政協助解決相關

問題。 

 

五、 科學教育專業學習社群 

「動手思考．科學探究」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邱淑娟 英文/校長 李登祥 數學/教務主任 翁憲章 數學/學務主任 

湯一嵐 輔導/總務主任 章瑄文 國文/圖書館主任 劉文正 生科/研發主任 

王明華 英文/設備組長 張宗婷 生物/教學組長 潘勝彥 理化/實研組長 

余定華 生科/註冊組長 陳運理 物理/高中主席 李宜霖 理化/國中科召 

湯慧娟 化學/高中 李亭誼 地科老師 自然領域 國高中 PLC 

對應之計畫或課程說明 
百齡高中科學教育計畫 

自造者中心計畫 

備註 

科學教育除了部定課程之外，105 學年度成立科學青年社群，先

以外掛的方式進行課程與教學，並善用校內外資源，激勵學生

科學探究與參與各式科學活動之動機與行動。107學年度本社群

將納入彈性學習。 

 

六、 國際教育專業學習社群 

「揚名四海國際教育」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邱淑娟 英文/校長 林淑燕 歷史/秘書 李登祥 數學/教務主任 

翁憲章 數學/學務主任 湯一嵐 輔導/總務主任 王琤惠 輔導/輔導主任 

章瑄文 國文/圖書館主任 劉文正 生科/研發主任 陳威勝 數學/服推組長 

張宗婷 生物/教學組長 江晨誼 表藝/學活組長 周香君 英文/圖書資源教師 

國文 專業學習社群 英文 專業學習社群 數學 專業學習社群 

社會 專業學習社群 自然 專業學習社群 藝能 專業學習社群 

健體 專業學習社群 生活 專業學習社群 導師 各年級導師社群 

對應之計畫或課程說明 百齡高中國際教育計畫 

備註 

本校國際教育四面向： 

1. 全球公民 

2. 國際課程 

3. 國際交流 (inbound/out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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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情境 

1. 為推動本校國際教育，除了一般課程之外，103學年度起

積極進行國際交流，舉辦教師出國參訪，學生短期交換學

生，每逢國外交換學生進場，各學科教師與導師全力配合，

提供特色課程與活動。 

2. 103學年起成立高中國際大使與國中外交尖兵，以外掛式

進行課程與教學，並引進校外專家師資，舉辦國際講座。

107學年度外掛式課程將納入彈性學習之規劃。 

 

七、 行動學習專業學習社群 

「行動樂學趣 創藝正風行」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姓名 任教科目/職務 

邱淑娟 英文/校長 章瑄文 國文/圖書館主任 李登祥 數學/教務主任 

湯一嵐 輔導/總務主任 張宗婷 生物/教學組長 潘勝彥 理化/實研組長 

王明華 英文/設備組長 陳威勝 數學/服推組長 周香君 英文/圖書資源教師 

劉明昌 電腦/系管師 林志明 電腦/資訊技佐 劉一寰 資訊/高中 

余雪溱  國文/九年級 毛玉玫 國文/九年級 黃維貞 電腦/七八年級 

頼文君 國文/九年級 李映潔 國文/九年級 陳品穎 表演/七八年級 

林惠敏 生物/七年級 吳佳娟 音樂/八九年級 唐書志 數學/八年級 

邱淑娟 數學/9年級 詹雪禎 理化/八年級 陳玉雯 地理/九年級 

對應之計畫或課程說明 1. 學習翻轉．行動學習計畫 

2. 一生一平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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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5學年度國、高中各科 PLC規劃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PLC 規劃表(國中部) 

▇國中部(8次)  領域:   國文  召集人請簽名:   林碧霞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8/26 跨領域對話  

第二次 9/1 計畫研擬及工作分配  

第三次 9/22 共同備課──賣油翁暨課程設計  

第四次 10/6 公開授課、觀課、議課與回饋分享  

第五次 10/20 第一次段考試題分析  

第六次 11/3 講座：中國人的飲茶之道及飲食文學  

第七次 11/17 臺北市第七群組共備發表  

第八次 12/8 走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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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英文  召集人請簽名: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8/26 107課綱英文科課程設計討論  

第二次 9/5 105國中會考英文分析           

第三次 9/19   課程設計共同備課  

第四次 11/14 亮點計畫課程與繪本教案設計  

第五次 11/28 七年級專案專題課程設計:陳嬿琦師  

第六次  12/12 Ipad英文課程運用: 謝憶茹師  

第七次 12/19 分組教學討論與課程設計  

第八次 1/9 公開授課與觀課議課:牛瓊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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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數學科     召集人請簽名:    吳奈曄    

次數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08/26 因應 107 課網之課程發展與實務(跨領域對話)  

第二次 08/31 期初教學研究會  

第三次 09/07 國七專題討論  

第四次 10/05 校慶活動與國小數學營討論  

第五次 10/12 共同備課 1:國小數學營課程討論 

10/13-14 

第一次段考 

第六次 11/09 研習:第七群組共同備課經驗分享  

第七次 11/23 

共同備課 2:國小數學營行前會(第一次)+ 

國七專題經驗分享  

第八次 11/30 
共同備課 3:國小數學營行前會(第二次) 

 

第九次 12/07 國小數學營  

第十次 12/21 

共同備課 4:國小數學營活動檢討及活動後各 

面向研討+期末教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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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社會     召集人請簽名:  曲忠恕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8/31 因應 107課綱之課程發展與實務  

第二次 10/5 審題共備與暑假優良作業評選  

第三次 
10/12 社會科相關桌遊遊戲 

講師:藍幼宇 

 

第四次 11/2 台北市立北投圖書館參訪  

第五次 
11/9 觀課、議課-海岸與島嶼 

地理科:陳玉雯 

 

第六次 11/16 第七群組共備研習(天母國中)  

第七次 
11/30 三腳渡導覽 

講師:李錦琨 

 

第八次 
12/7 英國統治下的紅茶文化 

講師:趙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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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召集人請簽名:  林宜霖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08.26 
跨科共同議題備課-課程發展與實務 

 

第二次 09.06 
單元備課構思與紀錄 

 

第三次 09.13 
班級特殊學生教學策略探討 

 

第四次 10/4 魔術科學  

第五次 10/18 段考試題分析與研究  

第六次 11/15 共同備課成果發表  

第七次 12/13 
創意教具 DIY 

 

第八次 12/20 課程發展構思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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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藝術與人文   召集人請簽名:  蔡曜同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9/20 「藝術教育工程」-美術夏令營課程成果分享 

 

第二次 
10/11 

景興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研習心得分

享  

第三次 
10/18 典範學習-學生傑出作品典藏計畫與分享 

 

第四次 
11/22 藝文領域第七群組共備經驗分享 

蘭雅國中 

第五次 

12/2 

12/6 

專題講座 v.s參訪「從心所欲.奇變歸我」-

吳學讓水墨展 

12/2星期

五第四節 

第六次 
12/13 

「綠野「鮮」蹤」百齡寫生美展-校外展出佈

展參訪  

第七次 
12/27 教學演示-公開觀課 綺芸師 

第八次 
1/10 綠野「鮮」蹤-生態＆人文教學活動共備課程 

曜同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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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綜合活動  召集人請簽名:郭敏惠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105.08.26 主題課程共備  

第二次 105.09.01 特殊生概況說明  

第三次 105.09.08 空間收納有妙招  

第四次 105.09.22 分科共備  

第五次 105.09.29 與大自然做朋友  

第六次 
105.11.17 

第七群組綜合活動領域有效教學、 差異

化教學、多元評量教學設計及課堂共同備

課經驗分享研習 

 

 

第七次 105.11.24 

輔導觀課 

跟著寶可夢去冒險:桌遊~糟了個糕,這就

是人生  

第八次 105.12.08 

食品安全-從認識冰淇淋開始 

 

  

主題課程共備實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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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健體     召集人請簽名: 傅恭毅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9／29 大隊接力規則及教學研討  

第二次 10／13 重量訓練教學  

第三次 10／27 排球裁判研習  

第四次 11／10 羽球雙打技術一  

第五次 11／17 羽球雙打技術二  

第六次 11／24 健體領域共備分享研習  

第七次 12／15 健教與體育教學活動  

第八次 12／29 健教與體育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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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PLC 規劃表(國中部) 

 

■國中部(8次)  領域:    國文      召集人請簽名:    林碧霞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2.23 工作坊工作分配及討論學期目標、方向  

第二次 3.02 
相互靠近的練習──談閱讀與寫作 

 

第三次 3.16 智慧綠能教室教師增能暨課程共備  

第四次 3.23 公開授課、觀課及議課  

第五次 4.6 第一次段考試題分析  

第六次 4.20 旅遊與文學  

第七次 4.27 活化教學：桌遊融入教學  

第八次 5.4 亮點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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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英文    召集人請簽名: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2/20 英文歌唱課程設計共同備課   

第二次   3/13 IPAD 在英文科的應用: 謝憶茹師         

第三次 4/10  英文桌遊玩中學  

第四次 4/17 段考試題分析  

第五次   4/24 公開授課與觀課議課:江馨宜師  

第六次 5/15 分組教學討論與課程設計  

第七次 5/22 亮點計畫課程與繪本教案設計  

第八次 

6/12 七年級專案專題課程設計分享 

周香君師/ 蕭晴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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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數學科     召集人請簽名:    吳奈曄    

次數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2/22 共同備課 1：直角坐標平面課程設計 
 

第二次 03/15 共同備課 2：觀課與議課 
 

第三次 04/05 共同備課 3：闖關活動課程設計 
 

第四次 04/19 咖啡的排列組合 
 

第五次 05/03 第七群組研習：亮點計畫  

第六次 05/31 共同備課 4：百齡數人數學闖關活動行前會 
 

第七次 06/07 百齡數人數學闖關活動 
 

第八次 06/14 

 

共同備課 5：百齡數人數學闖關活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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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社會      召集人請簽名:    曲忠恕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3/1 齡基一動(一)—教師增能研習 

講師:張淑華 

圖書館 

第二次 
3/8 齡基一動(二)—教師增能研習 

講師:曲忠恕 

圖書館 

第三次 
3/10 齡基一動(三)—教師增能研習 

講師:劉清正 

禮堂 

第四次 
3/15 齡基一動(四)—教師增能研習 

講師:李錦琨 

三腳渡 

第五次 
3/22 齡基一動(五)—教師增能研習 

總結與回饋 

圖書館 

第六次 4/26 審題共備(二段)與試題分析(一段) 圖書館 

第七次 
5/24 課程共備與 

闖關活動籌備 

圖書館 

第八次 
5/31 觀課、議課—八年抗戰 

歷史科:林淑燕 

809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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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國中自然    召集人請簽名:     林宜霖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2/21 教材探討與工作分配  

第二次 3/7 單元備課構思與紀錄  

第三次 3/21 童玩中玩科學  

第四次 4/11 段考試題分析  

第五次 4/25 綠能化學  

第六次 5/16 單元教學檢討與分享  

第七次 5/23 第七群組亮點講堂(泰北高中)  

第八次 6/6 國中教育會考試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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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藝術與人文   召集人請簽名:  蔡曜同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3/1 百齡高中學生美術競賽實施計畫 

 

第二次 
3/14 教學特色課程設計分享語彙整 

 

第三次 
3/21 楊子逸師教學演示-公開觀課 

 

第四次 
4/11 資訊講作研習 1-行動載具在音樂教學的運用 

10:00- 

12:00 

第五次 
4/25 

Loop station RC-505 

軟硬體設備教學與機器操作-泰宇 

09:00- 

12:00 

第六次 
5/9 「身聲劇場」音樂 v.s表演藝術參訪 

09:00- 

12:00 

第七次 
5/23 「悲慘世界」音樂劇共備課程分享 

10:00- 

12:00 

第八次 
6/6 資訊講作研習 2-3D列印 

09: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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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綜合活動   召集人請簽名: 郭敏惠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2/10 訂定共備主題 
  

  

 2/23 期初教學研究會 

教務處 

校史室 

 

第二次 3/09 

玩桌遊共創學習型團體: 

家庭與人際中的探索 

劉力君 

校史室 

9:00 

第三次 3/16 Ipad教學應用 

陳建宏 

電腦三 

9:30 

第四次 3/23 密室逃脫 

呂權哲 

會議室 

9:30 

第五次 4/13 觀課 
王怡婷 

 

第六次 4/20 觀課 
蔡青芝 

 

第七次 5/11 動手玩絹印~團服製作 

張育誠 

校史室 

10:00 

 5/18 期末教學研究會 

教務處 

校史室 

 

第八次 5/25 亮點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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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部(8次)  領域:   健體       召集人請簽名:  傅恭毅      

 日期 內容 備註 

第一次 0302 定項運動教學模式  

第二次 0309 壘球基本技術  

第三次 0316 第一神拳  

第四次 0406 羽球技術再提升（一）  

第五次 0413 羽球技術再提升（二）  

第六次 0504 籃球區域聯防教學  

第七次 0511 健康與飲食  

第八次 0518 健康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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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PLC 規劃表(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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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PLC 規劃表(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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