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齡高中國中部課程與教學發展(百中亮點計畫)

的具體策略與行動如下圖所示：

圖二 百齡高中國中部亮點計畫具體策略與行動

貳、課程發展執行面向
一、課程規劃或是課程地圖

圖一 百齡高中國中部「適性揚才‧學習翻轉」亮點特色課程地圖

壹、百齡高中國中部課程與教學亮點計畫「適性揚才‧學習翻轉」

子計畫三學習社群專業計畫：

重點在引導學習社群加深加廣的專業
發展，提供海內外典範學習，延伸觸
角，增進知能。

子計畫一百中多元課程計畫：

重點在學科教師致力設計以學生學習
為中心的教學，研發與學習相關的亮
點活動，帶領學習方式的改變。

子計畫二齡園學習翻轉計畫：

重點在從課程著手，發展專案專題選
修課及課外多元學習課程。

百齡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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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課程發展如何連結108新課綱

圖三國中部選修課發歷程

最終目標：「培育孩子成為未來世界所需要的人才」

願 景：「有創藝的智慧學校」

核心理念：「成就每個百齡人做最好的自己」



日期 內容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

1031128
教育部公布新課綱總綱，初期校方主要以「宣導」方式介紹新課綱，並且鼓勵各領域研
讀總綱

寒假共備日
1040128 國中部 學科特色活動體驗博覽會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1040226
期初教學研究會
在各領域說明本校「以學習者為中心」授課觀課與課後研究會實施計畫並通過此計畫

1040325 國中課發會 新課綱宣導 「迎向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1040520
期末教學研究會
提案國中部申請亮點計畫之可行性評估與主軸 (決定延後一年申請)

104暑假
10407中旬 百齡教師參訪新加坡學校
1040828 開學前全校備課日共同勾勒學生圖像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1040902

期初教學研究會
 首度提出新課綱國高中課程類型架構與內涵圖
 提醒各領域新課綱之準備工作
(1) 研讀總綱及各科領綱，參與公聽會解讀升學考試試題趨勢
(2) 提升課程發展設計能力
(3) 研討學科/領域課程地圖
(4) 學習專題研究課程法 漸漸開啟跨領域合作→開課
(5) 公開授課入總綱，共備觀課議課 (以學習者為中心)
 104學年度各領域公開授課安排依據本校「『學習者中心授課觀課』實施計畫」進行

1041015 國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1041123
期末教學研究會
 公布百齡備課研習學生圖像統計及品德核心價值問卷分析
 分享新加坡交流參訪各組反思彙整

1041124 國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寒假

1050118 國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1050121

上午 PBL專家研習 (科召建議)

寒假備課研習提出國中新課綱課程時數架構

表五 百齡高中國中部新課綱發展歷程

日期 內容
寒假

1050121

寒假備課研習邀請全校老師用下表初探新課綱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1050218

期初教學研究會
■全校再探107新課綱
■邀請國高中各領域為107課綱盤整現行課程

**1050316
重要里程

國中課發會
■提出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初步版
■同日通過105學年度開始實施國七專案專題課程

1050404
資料彙整完畢
■各領域學科新課綱初探表
■各領域學科盤整現行課程

1050406 舉辦國七專案專題課說明會
1064-6月 辦理PLB課程設計工作坊 4月下旬起陸續安排

1050516 

期末教學研究會
■邀請老師應用工具討論如何進行教室內之學教翻轉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深化學習
成效?
■介紹長程大學入學考試架構草案
■行政為新課綱盤整整學年學生活動

10506 參訪宜蘭慈心華德福 國八專題研究發表會
105暑假

10506中旬 百齡教師團隊參訪上海杭州學校

1050825

開學前全校備課日分享
■學教翻轉整理結果
■新加坡參訪反思彙整
■上海杭州參訪反思彙整表

1050826 開學前全校共備日國高中教師分享教學高峰經驗

1050831
期初教學研究會(一週)
國中部學校亮點計畫課程與教學的現況掃描
請各學科填寫106-108 百齡高中亮點計畫經費編列表(1014截止)

1050926 國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1051001起 開始以各學科課程教學特色發展撰寫本校亮點計畫
1051025 彙整各學科106-108 百齡高中亮點計畫經費編列表
1051207 本校通過國中課程與教學亮點計畫 (106-108)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1050901 國七開始實施專案專題課程
1051105 26校慶國中專案專題課程海報展
1051230 國高中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1060104
國中課發會
■專案專題形成性發展報告
■請各領召確認國中部部定課程及教學特色彙整表

寒假全校備課日

1060121
■上午 校訂必修工作坊 (暨南大學洪雯柔教授)
■上午 確認學校新願景 (有創藝的智慧學校)
■下午 教學論壇 專案專題開課分享

1060202 辦理跨校PLB讀書會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1060220
期初教學研究會
提出105-109國中彈性學習規劃修正版

1060224 完中小聯盟會議 分享百齡國中專案專題跨班選修課
**1060315
重要里程

國中課發會
通過106學年度國七國八同時實施專案專題課

1060316 國中第七群組會議 分享百齡國中專案專題跨班選修課
**1060505 完成國中新課綱各科節數推估表(105-110)
1060511 受邀至第一群組分享百齡國中專案專題跨班選修課

1060524
國中課發會 (會考之後)
校長小講 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V.S.教學與班經的變革

10606 再度參訪宜蘭慈心華德福 國八專題研究發表會
106暑假

10608下旬 百齡教師團隊到芬蘭學校駐點學習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

**1060830 提供107設備經費預算表(各學科專案申請表)
10609 國七國八開始實施專案專題課程
1060928 國中專案專題開課歷程故事榮獲第18屆行動研究特優

**10609起 國中工作圈啟動 研讀總綱調訓研習
1061108 106學年度國中核心小組第一次會議

表四 106學年國七及國八專案專題選修課程
106學年國七及國八專案專題選修課程

國七選修課程

編號 類別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1 人文 舌尖上的新詩 林碧霞老師毛玉玫老師

2 人文 E起玩桌遊 周香君老師黃曉嵐老師

3 人文 玩玩台灣歷史人物 謝文娟老師

4 人文 日本文化與禮儀 黃詩渝老師

5 人文 韓國語言及文化班 吳宜燊老師

6 數理 數學玩很大 周宏仁老師王秀真老師吳於臻老師吳榮修老師

7 數理 Blsh科學現場 詹雪禎老師林宜霖老師潘勝彥老師

8 創客 行動學習玩創意 陳威勝老師

9 創客 mBot創意機器人設計 張芳瑜老師

10 創客 讀家報導 郭敏惠老師

11 創客 創意設計go go go 詹升興老師

12 創客 生活智慧王 許益誠主任(1-4) 莊旺昇老師(5-10)

國八選修課程

編號 類別 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

1 人文 行雲流水說故事 王世珍老師吳玉梅老師

2 人文 個人風格飲料設計 蕭晴云

3 人文 世界旅遊趣 陳玉雯老師張瓈云老師

4 人文 實用生活日語 黃詩渝老師

5 人文 韓國語言及文化班 吳宜燊老師

6 數理 動手玩數學 洪梅君老師

7 數理 科學與動力機械 謝易霖老師

8 創客 創意機器人 余定華老師

9 創客 布紙想像 郭敏惠老師

10 創客 卡哇伊點線面 詹升興老師

11 創客 數位智慧王 許益誠主任(1-4) 莊旺昇老師(5-10)



三、亮點課程說明

課程名稱 科學與動力機械
上課教師 謝易霖 領域/科目 數理
教學對象 國中八年級生 教學時數 1
課程地位 國中彈性時數。數理領域。

課程目標
1.提升學生科學素養。2.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能力。3.引發學生學習科學、科技之興趣。
4.熟悉科技應用。 5.培養學生動手實作。 6.培養學生表達能力。

課程架構

教材發展
科學知識建構：上課PPT
閱讀能力：google scholar上篩選文章、成果介紹、機械組裝說明。
動力機械實作：遙控機器人材料包、競賽場地。

教師
專業發展
相關研習

1.參與台北市區域行星自造者計畫，成為計畫種子教師。
2.參與多場全國自造者計畫研習。
3.進行自造者機具教育研習訓練。
4.參與校內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PLC精進社群。
■1060919：創客科技應用-雷射雕課機體驗課程。
■1061017：創客科技應用-裁藝機研習。

教學設備 遙控機器人材料包、分組使用之大桌、電腦及投影機等設備。

預期效益

師生回饋

學生一開始直呼：好難哦！但是1分鐘後開始
對於實作機器有高度興趣，全心投入其中。

開始討論如何組裝，然後同組同學懂的人
就會教還不會的組員一起動手做。

學生透過所學開始思考如何拼裝，
並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以工程師及科學家的精神，
透過實作課程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實作部分的每一節課，學生都會有很多的問題。然而，發問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透過學生學
習單進行面臨困境時的訓練，期望學生從發現問題→思考問題(運用所學解決問題)→討論問題(運用
過去經驗及團隊合作的力量解決問題)→記錄問題→尋求協助到最後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科學及工程
實作相關經驗及能力。

每張問題都是該組的學生，經過了思考、討論等步驟後，確認沒有辦法完成，才請老師協助解決。

參、課堂教學改變面向
105年年底，百齡申請亮點計畫時，
課堂教學就開始綻放不同的風采：

正式課程/教學中實施之學教翻轉 正式課程/教學中實施之教學亮點

國文課運用組織圖閱讀文本
英文科融入讀者劇場重表達
理化科科學閱讀及實驗操作
數學科強化實際操作及遊戲
生物課轉化講述為學生探究
社會科翻轉課文為桌上遊戲
音樂科學生規劃班級音樂會
表藝課學生動手做角色扮演

國文科「古詩及詩詞闖關」
英文科「國八英文歌唱發表」
數學科「百齡數人闖關挑戰」
自然領域「科學探究樂實驗」
社會領域 「實地踏查樂學習」
藝文領域「班級音樂會展才藝」
綜合領域 「生活智慧展成果」

國文科舌間上的新詩分組教學 社會科行動學習小組討論

生物課小組研討 國文科文本組織圖

理化科童玩與科學 生活科技機器人

嬉遊數學週 Bailing Running Math

生物運用ipad+APP擴充實境學習心臟結構

自然科老師帶領Maker課程

社會領域三腳渡課程

106學年度開始，國七及國八同時實施專案專題選修課，
有更多的老師投入課程設計，除了「創意機器人」外，
「科學與動力機械」也吸引許多喜歡動手動腦的學生。



肆、教師社群運作及與亮點課程和教學的搭配

百齡亮點計畫第三個子計畫為「學習社群專業計畫」，
實為學校課程發展(子計畫一)以及學教翻轉(子計畫二)的啟動機。

一、百中多元課程計畫 二、齡園學習翻轉計畫

伍、計畫執行遭遇的困難與解決策略 (見書面資料)

■行政規劃支援社群
行政主管組成課程發展支援社群，不定期選
定在下午4-5點開會，針對校長提出之課程發
展議題討論，並且檢視國中課程所需的資源
設備，同時扮演課程發展與學教翻轉的前導
與後勤單位。

■專案專題課程發展社群
專案專題課程發展社群每個學習聚會三次，
會中交換開課心得‧並且提出困難挑戰，由
行政單位協助解決，共擬策略，是本校推動
國中選修課程的重要社群。

■課程核心小組
課程核心小組由八大領域代表參加，該小組
並非決策的單位，他們是國中課程發展的智
囊團，對於行政事先擬定的課改方案提出建
議、疑慮與修正。

■學科領域PLC (最核心和基礎的專業社群)
在學期中，國中每周都有領域學科老師踏實進
行專業對話，精進專業。尤其新課綱需要教師
在課程與教學設計有更大的能量，所以老師們
除了研讀總綱之外，皆積極參與或辦理相關研
習，如「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案式導向
學習」、「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等產出式
工作坊。

■行動學習研發社群
行動學習每學期舉辦5-6場的充電學習課程，
跨領域的老師一起學習分享運用新科技於教學
的心得，是本校推動智慧學習的重要組織。

行動學習工作坊 學科PLC (英文科)

全校共同備課日(學生圖像) 全校共同備課日(學教翻轉)

行政核心小組討論課綱 校長領頭公開授課

2017亮點出國計畫
百齡教師芬蘭行

首創!!!

六位老師在芬蘭學校
駐點觀摩學習
觀課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