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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話 

經由教育部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推廣計畫的一系列研習、競賽等推

廣活動，加上執行團隊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數位學習研究團隊經常深入

教學現場的研究成果，我們不僅發現許多教師們在融入教學方面的潛力與

動力，也更深入了解學校與教師們在融入教學時所面臨的瓶頸。

為了提供更多的資源與指引給第一線的教師與期盼能全面導入融入教學的

學校，我們有志於藉由本次計畫的舉辦，編輯一本實用且簡明的融入教學

工具書，有別於全盤著重於理論的論述或是專門介紹新科技應用的融入教

學書籍，也有別於一般的計畫結案報告書，本書是一本兼顧觀念、工具、

範例與經驗的手冊，其中，我們根據學習理論與教學策略提供教師們融入

教學最新的觀念與做法，同時提供免費的WIDE-KM工具平台供教師們實作

融入教學，另一方面，也收集彙編本次計畫中優秀的得獎教師的許多融入

教學的教案供教師們實作的參考，此外，我們訪談許多融入教學教師的經

驗談，並提供學校或教師進一步融入教學導入的諮詢與協助聯絡管道 。

因此，我們期盼本書是一本專業但不嚴肅、兼顧理論與實務且十分實用的

工具書，不僅可以提供高國中小學校融入教學的參考，也可以成為融入教

學相關研習的參考資料，期盼取得這本書的您能夠成為一個融入教學的種

子，一同在數位學習的時代中，為學生的學習營造有趣，繽紛多元且更有

成效的學習環境!!!若您期待您的學校能藉由進一步研習而導入運用本書的

相關資源,也歡迎與我們聯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數位學習研究團隊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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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使用說明

如何運用本手冊呢?

本手冊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也環繞在融入教學必須兼顧的三個層次，那就是觀念與素養的

培養、工具的運用與實作(包含素材的蒐集與選擇)、實際案例的分享(與實作的經驗談)，試

想，如果只有觀念與理論，沒有可供輕鬆實作的工具，則可能淪為紙上談兵，而若只有工具

的提供，卻沒有實務的經驗分享，也容易因為缺乏交流，而產生孤軍奮戰的無依感，或因為

汲取的資訊或範例的不足，導致屢屢的重蹈前人的失誤處以致感覺辛苦、懊惱與壓力沉重，

這些我們都發現到了!也了解到您在此方面的需要，因此，本書期盼能滿足您各方面的需求，

針對觀念、工具、範例與經驗都提供指引與參考資源:

1.觀念��觀念��

由融入教學的趨勢與遠景談起，以教學常用的融入教學方式(如:投影片簡報、影片欣賞、上網

找資料作報告、討論區互動等)題供指引的參考原則與思考切入點的激發，讓您更有融入教

學觀念與實作的靈敏度!達到最適切的教學設計!

2.工具��工具��

融入教學平台昂貴嗎?學校如何輕鬆導入?一般遠距教學平是否適合運用於融入教學?師大

數位學習團隊提供經多年長期研發之免費且兼顧知識分享與融入教學功能的平台，本書提

供相關的介紹並引導您運用這些工具(包含教學專屬BLOG等知識分享模組)找到更多跨縣市

跨校園的融入教學的夥伴，也介紹一些實用免費的素材資料庫，期盼能協助您實作屬於您風

格的個性化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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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範例��範例��

大家都是怎麼作的?優秀的案例當然是工具書中最重要的部分囉!本書囊括了本次計畫教案

競賽中優秀的許多教案作品，教案就是教學專業最重要的Know-how，因此參考這些教案，

可以激發您更多的教學點子!創造您最精采的教學!(我們所附贈的光碟中尚有50個精采教

案的電子檔與所有教案中數位教材的超連結)

4.經驗��經驗��

過來人的經驗最為可貴!您應該希望能多汲取這些寶貴的經驗作為您實施的參考，本書訪

談了許多得獎的教師，分享他們的融入教學與知識分享的甘苦談!也提供他們的建議與秘

訣喔!

  

以上的四部分，我們期盼您能各取所需，而工具與範例的部分更可提供實作時隨時的翻閱

與參考之用，若您需要進一步的了解與諮詢協助，也可參考本書的聯絡篇中的聯繫資訊，

祝您使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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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

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與競賽推廣計畫簡介

一、實施目的

近年來，教學環境伴隨著數位學習(e-Learning)理論及行動學習科技的發展，衍生出許多新的學

習模式，因而，對於教材的發展與素材的需求將更加廣泛且多元，近年來，在行政院「挑戰

2008六年國家發展計畫---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引導之下，許多分項計畫皆強調數位內容

於教學中的運用，其中除了教育部近來所推動的「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重視提升各級師資的

教學專業能力之外，另一方面，國家型計畫也積極鼓勵數位學習以及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藉由

產官學合作，使現有的數位內容素材得以有效運用於校園之融入教學。

階梯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與建置為數相當且涵蓋各自然科學領域的優質素材，其中的自然

學科影片資料庫內含為數可觀且多元的教學影片片段，以學習物件方式儲存，可提供隨選索引，

適合運用於高國中小學自然或生物相關科目的教學之用，且該公司願意將影片資料庫部份免費授

權提供各縣市教育局網路中心作為中小學教學用途，因此倘能充分推廣至各基層學校的教學使

用，將能裨益教學輔助的廣度與數位學習的深度。

在現行國中小九年一貫統整課程教學與資訊融入教學的趨勢下，成功教學的關鍵除了在於如何取

得優質的素材資源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選擇適切的教學策略並設計適切的融入教學方案，因

此，本計劃將依據階梯數位科技公司所提供數位學習相關素材的特性，針對全國25縣市，各中

小學的相關科目教師，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規劃一系列兼顧理論與實作之演練，整合融入教學、

教學設計與素材運用相關的訓練課程，配合各縣市教育局網路中心的行政協助，以利推廣優質素

材於基層教育的運用；在一系列研習活動結束後，並將舉辦教案設計競賽，選出優良案例，並將

優良案例整理做為後續推廣之用，而針對競賽後的教案與教材作品，也將舉行後續的推廣培訓研

討會，使之更能促進融入教學的知識交流。

在執行方面，則將由各縣市教育局網路中心區擇定學校場地執行並進行研習會相關行政協助，講

師則將由師範大學具備相關研究經驗與學識的學者專家進行授課，除將以影片素材為例來進行示

範講授之外，也將培訓教師將資訊融入教學之素養與能力，促進其選用適當媒體、整合多元網路

教學策略及合作分享實務教學之經驗，並藉由一系列研習會、競賽與後續推廣研討會等活動，完

整地落實資訊融入教學之培訓。另外，也將由各區訓練中較具創意的優質教案資料與競賽優秀作

品進行彙整，置於教育部、師大或階梯非營利網站中供全國教師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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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期限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至九十五年十二月。

三、實施方式

本計劃指導單位、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說明如下：

指導單位：教育部。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協辦單位�階梯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便針對工作項目的實施方式作規劃進行說明。

1.����������

此階段將審慎分析階梯公司提供之相關素材資源，包含影片資源庫及其他建置中的素材資源，並

依據素材的特性，針對相關科目中小學教師，規劃一系列兼顧理論與實務的訓練課程並設計相關

教案與素材運用範本。而另外也將進行工作會議，與各縣市教育局網路中心協調有關研習日期場

次、宣傳及發給參加研習之教師研習證書或研習時數證明事宜。

2.執行���執行���

此階段將依據規劃階段所完成之課程與範本，由縣市教育局網路中心進行研習會行政作業，並由

師範大學講師團隊進行授課。同時，為使優良教案之設計經驗能廣為交流，研習會當天及爾後的

競賽及一般教師作品，在獲得教師同意授權後，將置於教育部、國立台灣 師大及階梯公司特定非 師大及階梯公司特定非師大及階梯公司特定非

營利頻道上，以供教育推廣所用。

3.推廣���推廣���

有鑑於研習與競賽活動結束後往往無法繼續延續教師的使用動機與知識交流，此階段將依據各研

習會與競賽的優秀作品進行後續的推廣培訓研討會，使之更能促進融入教學的知識交流，除了實

體研討會的後續推廣外，也將製作融入教學運用手冊供全國各校參考，並藉由師大所提供的教學

設計平台進行教師社群的經營與交流，以延續推廣之效益，嘉惠更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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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習課可供各校導入融入教學參考，若有導入需要提供或研習方面之協助，

可見第五篇聯絡篇。
PS.

 

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研習會研習時程表

課程 時間 課程目標 實施方式 附註

資訊融入教學的

趨勢與遠景

9:00~

10:00

了解資訊融入教學之

學習理論基礎、趨

勢、運用案例與實施

現況

1.講師講授理論 

2.相關議題討論與問答 此部分由講師主

講理論部分

數位素材資源

介紹

10:10~

11:10

了解數位內容素材資

源等相關網站與資料

庫之豐富素材資源的

介紹與運用範例說明

1.資料庫資源介紹資料庫資源介紹 

2.���用資源��之���用資源��之

提供 

3.實�����之��實�����之��

與解說 

4.教學實用案例之說明教學實用案例之說明

5.學������習學������習

此部分由相關人

�講解素材庫

與相關工具，並

由課程助教及支

援助教提供隨時

諮詢

數位學習教學工

具軟體介紹

11:20~

12:20

了解數位學習教學設

計的軟體發展趨勢，

並講解如何使用相關

之教學設計工具

1.�範工具�範工具 

2.相關議題討論與問答相關議題討論與問答

3.學�實����習學�實����習

此部份由講師開

場，課程助教

�範�種教學軟

體工具，並由支

援助教提供隨時

諮詢

融入教學教案與

教材設計實習

13:30~

16:00

由實���進行網路

教學設計以培養學�

運用資源進行教案與

教材設計的能力

學�在講師指導下依據

所教授�目配合數位

素材資源進行教案教材

設計

此部份由講師開

場，課程助教講

解教案設計規則

與注意事項，並

由支援助教提供

隨時諮詢

教學設計分享

交流

16:00~

17:00

藉由分享與討論交流

促進運用�技與素材

資源輔助教學的能力

學�依據自行設計之教

案與教學活動進行教

案設計分享，並彼此討

論、�範、交流。

此部分由講師開

場，並引導教師

們進行討論與�

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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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成果

經由各縣市教育局與縣網中心的協助，本計畫的研習活動成功且獲得熱烈的迴響!以下為部分場次

實際實施培訓時的實況剪影，以及全國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競賽海報剪影:: 

各場次研習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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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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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團隊簡介 

本計畫由教育部指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主辦，並由師大教育學院數位學習研究團隊負責

執行，該團隊的簡介如下:

主持人：張國恩教授

主要共同主持人：宋曜廷教授

重要研究人員� 

專案經理:侯惠澤 

現任專任研究助理群:林育姿、李佩璇、劉莘倫、賴英娟、王瑞麟、黃信維、林哲宏、藍憶茹以及

各年級研究生團隊

簡介：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數位學習研究團隊由資訊教育學系、教育心理學系等系教授與研究團隊整

合而成，由2000年開始配合台灣數位學習大型研究專案，積極從事關於數位學習的研究，研究成

果不僅同時發表於為數眾多的國際���I學�期�，且也發展許多數位學習�體環境，並具有推廣���I學�期�，且也發展許多數位學習�體環境，並具有推廣學�期�，且也發展許多數位學習�體環境，並具有推廣

團隊，將成果推廣至各級教育機構，且從事大量的理論實徵研究與歷程分析，現有教師、專業研

究人員與研究生群合計超過60餘人。

主要研究方向：

數位學習與融入教學、行動學習科技運用、知識管理社群、模擬與遊戲式學習等 

 

主要研究成果： 

1.數位學習與融入教學�數位學習與融入教學� 本團隊研發融入教學平臺與教學設計工具環境WIDE(Web-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 Environment)，運用教學設計理論模式，整合各式教學策略�體，協助教師便於進行混成教

學與融入教學，目前已有6000名以上教師與學生運用此平臺。

  

[WIDE] 數位教學與知識管理環境                                     [��寶�] �物館合作行動導�系統 [��寶�] �物館合作行動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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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學習科�運用�行�學習科�運用�本團隊實際於國小實施行動載具教學長期實徵研究，並探討各種運用模式與

其歷程，此外，也開發整合[人-機-境]的�物館行動導�遊戲系統(包含合作學習版本與單人冒險版

本)，以促進學習者與展物的互動，並實際於歷史�物館進行實驗。

 

[行動教室] 行動英文教室教學剪影                                 �物館行動導�系統�物館行動導�系統

3.���理������理��� 本團隊研究知識管理與教師社群、學習社群之運用，並發展相關的工具，如教師

線上社群模組、教師部落格模組、及運用問題解決策略的知識分享模組等等，以瞭解教師或學生

如何藉由知識分享促進專業發展與學習。

 

[教師部落格] WIDE-KM教師部落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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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篇

 

融入教學

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

而是在不同教學現場與科技環境下

適當巧妙搭配的一門行動藝�~

本篇將帶您深入思考融入教學

按部就班，由現況、趨勢、實務

帶您不斷的反思與聯想

最後給您一些建議與參考指引!

相信您能找到在您的教學情境下，

最完備妥善的教學設計方案!!

也能找到更多的癥結與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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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入教學的趨勢�趨勢,瓶頸與因應之道

世界主要先進國家莫不以透過資訊基礎建設來提升教學的革新作為要務。美國在1999-2003推動

Preparing Tomorrow’s Teachers to Use Technology (PT3)計畫，以美金四億元來作為師資培育機構研發

教師學習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方案的經費（Brush, 2003; 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4）。英國則

在1998-2002年（後延伸到2004年）推動National Grid for Leaning(NGfL)計畫，估計在2001-2004年

期間，投入學校改善資訊設備�硬體的經費將超過一兆英鎊(National Grid for Learning, 2004)。

台灣的起步也並沒有比較晚，在 1999年斥資台幣六十四億七千萬元來充實中小學的資訊�硬體，

並計畫在2003年前投資一百四十四億台幣來建置教室內的電腦和網路設施（韓善民, 2000）。 

  但，這些大規模的經費投入，對於教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到底有多少助益？ 

我們來看看美國的例子，經由文獻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實融入教學現況有著許多的瓶頸存

在，而這些瓶頸是否也是台灣所遭遇到的呢?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您與您的學校是否也正遭遇以

下問題?(我們在每個議題結束前都有一個想想看方框，您一定要想想看才會有收穫喔!)

一、高倡導，低準備 

以下是美國國家教學科技標準-教師版(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andards for Teachers, Interna-

tional �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00)對教師應用資訊於教學情境的五項標準，可說是全方

位的要求：

1.教師要有科技工具（電腦）的知識和�作能力教師要有科技工具（電腦）的知識和�作能力

2.要能計畫和設計學習環境並創造學習經驗要能計畫和設計學習環境並創造學習經驗

3.要能整合科技和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並創造最大的學習效果要能整合科技和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並創造最大的學習效果

4.要能使用科技在各種不同的�量方法要能使用科技在各種不同的�量方法

5.要能使用科技來提�自�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和專業能力要能使用科技來提�自�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和專業能力

6.要能瞭解並應用與科技應用有關的社會、倫理、法�、人文等議題。要能瞭解並應用與科技應用有關的社會、倫理、法�、人文等議題。 

看到這邊，老師們，您符合幾項呢?

National �enter for Educational �tatistics (N�E�, 2000)的調查中發現，僅有33%的教師認為自�已經

對採用電腦協助教學有充份的準備，66%認為自�僅有一些準備，或完全沒有準備。此種低度的

使用科技的心理準備，可能也連帶地使得多數教師對應用電腦所能產生的效果，並沒有太大的期

望。基層教師對於應用電腦的接納程度，以及電腦實質能產生的效果的預期，到目前為止，無法

和政策執行者或教學研究者熱切的期望和倡導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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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篇

是不是老師們經常對於教育政策或學校政策中對於數位學習的要求感到壓力?

您是否不知如何因應或開始有系統的著手準備融入教學呢?

是政策上強迫性的口號?教師們形式性的因應，或是真的能給予已經身肩十分 

繁重課務的教師一套具體的指引與培訓呢?

在底下寫下您的心得與看法:

二、高普及率，低應用率：

依據N�E�(2002)的統計，在2001年時美國中小學可上網電腦的普及率為每5.1名學生有一部

電腦，為相當高的人機比率。然而，有趣的現象產生了，Becker等人(Becker, 2001；Becker & 

Ravitz, 2001)調查全美1616所中小學教師使用電腦的頻率。結果發現，小學約有35%的教師聲

稱約每1.5週在課堂上使用一次電腦，而中學的科任教師只有9% (藝�科)到24% (英文科)不等

(平均14.6%) 的教師有同樣的使用頻率。Norris, �ullivan, Poirot, 與 �oloway (2003)發現 67% 的 K-

12 老師在教室中使用電腦的時間每週不到15 分鐘。

而更驚人的是�uban等人(�uban 2001；�uban, Kirkpatrick, & Peck, 2001)調查加州矽谷地區(資

訊重點地區)的兩所中學的師生在電腦設備豐富的教學環境中使用電腦的情形後發現，約有

2/3到3/4的老師完全不使用電腦中心的設備，而在教室中一週至少使用一次電腦的教師比例

低於10%，一個月約用一次者佔20%－30%，且超過半數的教師是根本不在教室中使用電腦

(�uban, 2001,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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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學校是否也出現高檔的電腦設備卻未被適當運用的情形呢?

您經常運用電腦於教學嗎?

運用率不高的原因有很多，在您認為哪些是最主要的原因呢? 

在底下寫下您的心得與看法:

 

三、複雜科�，簡單應用 

Becker(2001)的發現：中小學教師在課堂上最常使用的前四種�體為：文書處理、�D 

ROM參考資料(reference)、技能熟悉�體和網路�體。在透過�體進行的活動中，大多

數時候是教師使用文字處理工具建立教材或學生用文字處理器完成作業。或者教師用

試算表登錄成績，或要求學生使用電子遊戲作練習。

極少數是要求學生透過電腦完成一些探究式，計劃式或合作式的學習。而Niederhauser 

& �toddart (2001)的調查也發現，大多數的K-6老師(85%)在課堂上僅使用技能導向、練

習為主的�體間或搭配一些「開放性�體」(在其研究定義為模擬、遊戲、文書處理或

試算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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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篇

您都是運用哪些軟體進行融入教學呢?

是否只有簡報或文書處理軟體呢?

還有哪些專為教學設計的工具或平台您了解程度多少?您有實際運用的經驗嗎?

在底下寫下您的心得與看法:

以上所說明的現況中我們都延伸了許多問題，而未來的遠景又如何呢?如何在新科技的環

境下因應這些問題呢?

以下是我們的�估與建議:

舉辦培養教師融入教學專業素養的研習

加強教學導向軟體的研發，有好的工具最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建立教師線上專業發展���這樣才有一�志同道合的夥伴!

加強關於資訊科�融入教學的實徵研究，開發工具、實際試行、精緻改善�如此才能發

展出更多好的融入教學模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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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想幾個好的策略吧!

並在底下寫下您的策略:

而這只是一個開始，下一個部分我們將帶您來思考，如何兼顧學習理論與教學策略進行融

入教學的設計~

(以上部份內容摘錄自: 宋曜廷、張國恩、侯惠澤（2005）。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借鏡美國

經驗，反思台灣發展。教育研究集�，51卷，31-62。 (T���I)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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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篇

2.融入教學設計的指引與建議�你總是忽略了什麼? 

    撰稿�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侯惠澤

   其實，融入教學必須兼顧教學的素養與科技的素養，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妥善安排科技與師生角

色的能力喔!

   看看以下的小錦囊:

好的融入教學的教學設計應根據教學目標，妥善設計教學活動，並界定其中教師、科技與學生

所分別扮演的角色與所進行的活動，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

 

 雖然這只是個小提示，但是卻是很重要的喔，因為很多學校或教師們經常在融入教學中過度的重

視新科技(例如:要求教師曠日費時的製作艱難複雜且聲光效果很棒的教學網站，卻未見能達到教學

目標，甚至造成部分老師額外的負擔)，或教師缺乏扮演引導者的角色(例如:只要求學生上網蒐集

資料卻未給予任何指引，導致學生家長的負擔或是彼此的抄襲甚至瀏�不恰當的網站內容)，或在

學習活動的設計上未能給予學生最適當的學習經驗(例如:學生未能扮演探究知識與學習者的角色，

反而增添許多科技使用的負擔)，因此，以下這一小篇指引，兼顧教學理論與策略，期盼能夠由科

技在教學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協助您思考如何設計更好的融入教學活動!

~科�扮演色為何?

如果在您的教學活動中科技扮演以下角色時,應特別注意些什麼呢?

•Knowledge delivering （��傳達）

例如:投影片,教學網站呈現教材資料等

–這時需要考慮時機、內容(是否必要運用媒體呈現?)、呈現方式(效果是否能引起動機,會不會造

成認知負荷過重?)

–您可以自�想一個單元,寫下您適合運用科技傳達知識作為融入教學的教學活動,練習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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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construction（��建構）

例如:要求學生自行於網路尋找資料完成專題報告,製作多媒體作品等

–這時需要考慮老師應該扮演的促進者與引導者角色,應給予學生適度的引導(如:事先蒐集網路上

與主題較為有關的網站等,再由學生從中搜尋,以避免學生認知迷失或淪為抄襲),並適當的設計學習

單或專題的格式以達到問題導向或專題導向教學的目的,培養學生分析,表達的技能

–您可以自�想一個單元,寫下您適合要求學生進行網路上知識建構的融入教學的教學活動,練習一

下吧!

•Knowledge sharing(��分享)

例如:教師要求學生於網路的同步討論區或非同步的討論區中進行討論與分享彼此的作品資料等

–這時需要考慮討論活動的設計是否可以真正引導學生達到學習目標,而非淪為失焦的漫談,最好是

能適時介入討論給予新的指引與補充,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並設計良好的討論規範與機制(如:明確定

義討論的議題或要解決的問題與時限,討論發言的內容規準等)

–您可以自�想一個單元,寫下您適合運用科技進行知識分享融入教學的教學活動,練習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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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篇

3.教師��與��分享�不再孤軍奮戰 

在融入教學的過程中,你是否覺得經常楚於孤軍奮戰的過程呢?雖然參加許多的研習,但是動力仍是

有限,資源仍是不足,尤其在現今教師面臨激烈的甄試競爭壓力,行政工作的繁重與即將可能實施的各

種教學�鑑接踵而來,在數位學習融入教學的工作上往往有力不從心之感~

如果您有這樣的問題,表示我們更需要一�夥伴們彼此激勵,交換情報,互通有無,這也是��分享

(knowledge sharing)的真諦,就像是�體工程師們充分利用論壇來討論程式碼的撰寫,自助旅行家利

用部落格交換彼此的旅遊心得,教師們也需要成立屬於自�的教師社群(Teacher community),在網路上

可以分享彼此的教案,學習單,投影片,進修文件與教學心得等等,更重要的是可以認識更多好夥伴,真

的有教學的疑問時可以彼此相挺幫忙!

而在網路上專門提供教師們彼此交流的專屬社群與論壇目前仍有限,而且研究顯示,教師們屬於較不

容易分享交流的組織文化,所以很難促進教師們主動的分享與交流!而這些都有賴大家一同的努力,藉

由政策上的鼓勵與全校性的導入,鼓勵優秀教師們彼此分享,拋磚引玉,期望未來大家都能因為分享資

源而獲得更多,更加速融入教學的效率與效能!而本書的第二篇也將介紹WIDE-KM的許多免費且多元

的知識分享工具,期盼學校與老師們可以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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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免費的軟體:免費融入教學解決方案工具 

    

    您還只用文書與簡報�體進行融入教學嗎?

    您知道還有許多專門為融入教學設計的�體嗎?

    您知道遠距教學平台與融入教學平台的差異嗎?

    我們為您介紹完全免費的工具�體!!

    讓您擁有屬於自�的線上教學檔案夾!!

    不再擔心彙整及尋找檔案上的困難!!

    不僅能因應�鑑的需要

    也可以豐富您的教學

    更可以藉由分享檔案,得到更多的教學資源

    更迅速的授權全國教師的教法與心得

    更可分享投影片,學習單,講義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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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篇

 一 ��融入教學工具� �����K�教師入��一 ��融入教學工具� �����K�教師入��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  

(一) e世代教師與學校的新挑戰!!!

由於科技的發展，現今的教學，已經日趨多元，新的教育政策將日趨重視教師與學校的檢核制

度，與運用科技教學的能力，不管是大學追求教學卓越，或是中小學重視教師的專業素養提升與

資訊融入教學技能，學校與教師所面臨的挑戰也與日俱增，如果您是一位老師或是準教師，您將

可能面對未來數位學習的教師�鑑，您擁有自�的個人化數位教學檔案以存放教材與所蒐集到的

網站嗎?您擁有自�的教學部落格嗎?不妨花幾分鐘想想看以下問題，您是否面臨這些問題?

1.您��最新的資訊�?您��最新的資訊�?

您是否能即時了解最新的教育政策趨勢、教學研究或相關研習資訊?還是掌握不了最新教學研究脈

動?

2.您�用最新的教��?您�用最新的教��?

   您是否能適時適地運用資訊科技在教學上?還是科技反而成為您的負擔?還是大家在聊的科技教

學方式您都不了解?您擁有合適的線上教學工具嗎?您知道大家都怎麼做嗎?或是辛苦的製作網站卻

無法得到好的成效?如何才能事半功倍? 

3.您��最多的夥伴�?您��最多的夥伴�?

教師在教學或研究的過程中，往往需要更多的資訊交流，然而，卻往往沒有時間或機會認識校外

更多其他的老師夥伴，提�您的競爭力，您有教學方面資訊交流的夥伴嗎?還是孤軍奮戰?

4.您�有最多的資��?您�有最多的資��?

您是否在製作講義、投影片或網站時找不到資料?或是在搜尋引擎找了很久沒有可用的教材?您與

其他老師分享過彼此的教材嗎?您可以迅速的呼叫與管理自�的教案與教材檔案，不會臨時要運用

或�鑑時找不到檔案嗎?

如果您有上述的問題，不妨註冊使用WIDE-KM教師網，試試我們所提供的資訊、部落格空間、平台

與社群，提�您的教學品質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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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麼是���� K�教師入��暨教學平台(�����K� Online Teacher Portal & Teaching 

Space)?

WIDE(Web-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 Environment with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是一個結合教學設計

理念與知識管理策略的數位教學環境，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位學習研究室自2001年開始研發

至今，歷經研究、發展、推廣，目前運用的教師與學生累計至數千多人，並已有豐富的教案、教

材以及教學相關網址的教學知識庫。

    而單是提供教學平台，無法整合更多教師的參與討論與交流，教師入口網中的知識分享工具，

期盼能提供全國各級學校的老師一個結合��、個人部落格、教育議題交流、教學經驗分享、教

學��庫以及最新教學新�等等的知識交流平台，不僅提供最新資訊入口，連到各個相關的教學

網站，本站也免費提供了最佳的數位網路教學工具，可以輔助您進行課堂資訊融入教學、免費的

討論區與教學管理工具，讓您不僅握有最新教學資訊，也能利用科技實踐最新穎的教學方式，而

這一切都是免費的!!!並且搭配著研究團隊最新的研究成果與教學或學習理論基礎適時的做最適切

的更新，隨時提供經檢驗過的教學策略與工具，讓您掌握最新的趨勢!!!

    本環境並非隸屬於某一項特定的研究計畫的專款補助所開發,而係歷年師大數位學習研究團隊

自身研發或於其他國科會計畫中累積之研究成果,本團隊長久以來,在有限人力與經費下仍願意盡

力提供更多教師服務,係秉持研究與教學運用能更具同步性及實務性,與服務於教師的精神,並且特

別在此說明,本網站並不會因固定計畫終結而停止,我們將在能力與資源許可下持續盡力推廣本網

站的服務,謝謝大家的支持!，

不妨現在就免費註冊使用WIDE-KM教師網，試試我們所提供的資訊、平台與社群，提�您的教學

品質與競爭力!!!

附註�

1.�����K�教師入��與其所�所有模�為�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數位學習研究��所研�����K�教師入��與其所�所有模�為�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數位學習研究��所研

發且�有版權,������教師,學�,教育行�人員與教學�關人��用,������教師,學�,教育行�人員與教學�關人��用������教師,學�,教育行�人員與教學�關人��用

2.�����K�分為�大部分�能,分�為促進教師���分享的���分享工具���與協�教師進分為�大部分�能,分�為促進教師���分享的���分享工具���與協�教師進

行融入教學的�教學�理平台�,您�以此�������用��手冊�,您�以此�������用��手冊�您�以此�������用��手冊�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20K�教師入��暨教學平台運用手冊(20060822).pdf

歡迎學校或教師個人踴躍進行免費的註冊,每位會員將可擁有免費100�b的線上空間進行教學文

件(教案,教材檔案與網址)管理,知識交流,新增學生班級,進行線上作業上傳批閱,分組討論等教學功

能,並能擁有屬於自�的教師部落格及學生的學生部落格,功能眾多,您可依據貴校或是個人的教學

需求隨選使用,且僅需註冊一次便能運用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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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教師入����分享��工具

(1)教學議題大家談 

 您用過論壇嗎?

 網路上各個專業領域都有不同的論壇喔

 也許您會說,論壇是再平庸也不過的互動功能,

 但是,他卻影響著許多人的生活

 現在的新世代人類,不再盲目相信網站上的廣告與宣傳~

 幾乎都會在論壇上討論,求證或交換意見!

 然而,現在專為教師設計的論壇有限,然而,現在專為教師設計的論壇有限,

 因此,我們設計了專為教學相關的各類議題討論的線上論壇

●重點是:因為本站的使用者全為審核通過的教育相關身分的會員,因此討論議題時將會更為專業並

且更貼近您的需求!

您可以在登入之後點選[教學議題大家談],點入之後，選擇一個您感�趣的討論區，並選擇�題後],點入之後，選擇一個您感�趣的討論區，並選擇�題後點入之後，選擇一個您感�趣的討論區，並選擇�題後

進入發表新文章或點入�題進行回應討論，如果您有�趣自�經營一個討論區，當當版主(有刪除

文章的權限)，您可以點入討論區首頁上方的�我要申請一個討論區�並填寫申請表，只要是與教學

相關，我們會盡快通過您的申請，您便可以主持屬於自�的討論區。

   

  (2)教學��大解決 

有用過知名入口網的[知識�]服務嗎?[知識�]服務嗎?知識�]服務嗎?]服務嗎?服務嗎?

除了教學議題的討論之外，

您有沒有面臨到一些教學上相關的困惑與疑問急待解決或想聽聽其他教師的經驗談呢?

那到知識大問答去問就對了!!!

只要點入[知識大問答]，便可以依照網頁指示提問、發表解答等等，而且我們的特色是，因為我們

的會員都是教師身分，所以只有教師會員可以解答您的問題，也就是說，您所得到的解答絕對是

專業教學人士所提供的，

此外，只要一有解答回應，我們就會將回應寄至您的電子郵件信箱中，讓您第一手獲知解答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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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議題大家談畫面

教學知識大解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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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

加入教師社群區中適合您的社群，

認識些各縣市各學科的新教學夥伴吧!

WIDE-KM教師社群整合了知識管理的功能，

不僅是一般的資訊交流社群，

還提供了專案管理的模組，

讓您可以自��織讀書會、成立���站、進行活���等等，您只要點入[我的教師社群]首頁，

便會見到社群的列表，您可以點選[更多社群…]觀看更多社群的介紹，若您要加入社群，只要點選

[參加]超連結即可，社群分為兩種，其中一種需要組長審核，一種是開放自由參與，如果您是前者

的�，請再靜候該社群組長的審核，審核結果會以郵件通知您，如果是自由參加的開放性社群，

則直接點選參加後，回到該社群部份，原本之[參加]字樣變會成為[登入]字樣，便可登入運用，

社群中有許多功能，除了社群專屬的討論區之外，也可以公告您的消息、或者分享檔案或網站資

源，�作都十分容易。

而如果您有�趣要成立自�的社群並擔任組長，則可以在社群總表首頁點選[我要申請新社群]，我

們會盡速審核通過，您便可以經營自�的社群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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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部落格 

除了以上的功能外，想不想擁有自�的教學部落格呢?

部落格不嫌多，這個部落格�以與我們的教學平台�合，且專門為教師所設計。

您只要點選[我的部落格]即可進入部落格總表畫面，當您第一次運用部落格時，須先按[啟動部

落格]連結，啟動之後您可以進入自�的部落格，其�作方式與一般部落格相似，您將擁有許

多版型可供選擇,且此部落格與我們的教學平台與入口網均可連結,連結或檔案可以共用,十分方

便,

我們特別過濾掉一般部落格中繁複的�作過程與花俏的部分,讓您的部落格輕鬆�作且簡明清

晰,更可以上傳自�的文件檔案(這是一般部落格較少提供的服務,一般只提供照片上傳),最重要

的是他是一個完全為教學所設計的部落格!

若是第一次使用，您可以依據以下步驟來�作:

(1) 點選�上方的點選�上方的[標題版面設定]連結，可以先替您的部落格取個名稱，並且寫個開場白，另

外，也可以選擇一個標題背景圖進行版面設定。

(2) 點選點選[上傳圖片]上傳圖片，您再部落格中將擁有一個相簿，您可以自行上傳圖片並做分類

與說明，而上傳之圖片未來可以插入在您所發表的文章當中。

(3) 點選點選[發表文章]發表文章，我們將文章預設分類為幾種預設類別，您也可以新增自訂類

別，並填寫標題與內容並選擇是否加入圖片，您可以將在相簿中的圖片加入該文章中，使文章

更為豐富喔!另外，為了使文章中您可以連結到更多資料，您可以在發表文章界面下方選擇一項

文件類別的文件加入超連結到您的文章中供人參考，文件類別有您的教學教案或是個人文件或

最愛網址三種，您可以先選擇類別，再選擇文件，之後超連結便可以連到該位址，而不需要背

誦長長網址或者額外上傳任何檔案，這也是本部落格的一大特色喔!

(4) 在他人部落格中的文章可以點選在他人部落格中的文章可以點選[回應]來回應文章內容，或者也可以點選[引用]，以該文章

為引用對象以發表新文章。

(5) 標題列上方標題列上方[部落格統計資訊]中將列出您的部落格的文章數與被人瀏�、回應等等的次

數。

希望大家都能充分運用這個部落格喔!若是您有運用教學平台工具模組,您的學生們也將擁有跟

您一樣的部落格,可以指定學生運用部落格完成專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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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線上教學�理工具��工具線上教學�理工具��工具

(1)����融入教學平台����融入教學平台 

一個專門為融入教學設計的平台是能搭配實際上課運用的,

它不再只是一個遠距教學的平台!

它應該可以協助您擁有一個自我的教學資料庫，有效且迅速的管理您的教學文件(如教案、投影

片、學習單),且具備數位教案編輯與整合教材的功能,您希望擁有這樣的平台嗎?

無論您是要在網路上建置自�的教學課程、編輯教案,公佈消息、上傳教材講義投影片或學習

單、在線上設定教學大綱與教學單元的各項教學活動、批改作業或是希望能有討論區供學生討

論與合作學習、整合傳統教室與線上教學，了解學生課後於網路上的學習歷程等等，

����皆��了解決方案!!!

新版的WIDE-KM融入教學平台，專為融入教學而設計，完全免費供您開課嚐試!!!只要您點選[我

的教學平台]，現在就可馬上享用!!!

因為功能很多，所以我們特別針對第一次使用的老師們介紹輕鬆上手的初級運用步驟如下:

(1).��首頁��教學資訊�表�

首先您映入眼簾的首頁便是您的教學資訊列表，未來每一次登入之後您均可以在此得到您教學

的最新情形，包含您的個人資料、您的班級、課程教材以及作業與學生討論及分組專案合作情

形，而詳細的功能均列在上方工具列中。

(2).檢查個人資料

首先，您可以檢查一下您的個人資料是否已經於WIDE-KM教師入口網建置完成，如果尚未完整

(例如：相片上未上傳、資料未齊全)時，除了可以於入口網處修改外，也可以運用教學平台中

點選[我要編輯個人資料]或至[個人檔案區]中的[個人資料設定]進行修正，建議您，完整的資料

可以提供學生與其他教師夥伴更好的互動基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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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定是否直接運用於教學

接下來，您可以開始進行您的教學設計囉！如果您現在打算要運用WIDE來教學，WIDE預設提供您

3個班級的空間(詳見第五篇)供您使用，因為空間有限，如果您有超過3個班級願意運用的�也可

以以e-mail或電�與我們洽談，我們可以依情況個案處理，如果您現在已經有班級，請您參考步驟

4，若無班級，想先建立課程或教案以供未來運用或作為個人教學資訊庫，請跳過步驟4直接至步

驟5。

(4).新增班級與學�

請您點選[首頁-教學資訊]中的[我的班級管理區]中的[我要新增班級]或上方工具列的[班級管理]，

輸入您的班級名稱等資訊建立班級，並進入班級列表畫面，點選[新增學生]逐一建立學生帳號(一

次可新增十筆資料，您可以預先幫學生建立帳號密碼，之後再請他們更改密碼，建議您在開學前

完成喔)，如果您希望將學生分組進行合作學習或未來作業有分組完成的作業時，請您點選[新增

小組]，輸入小組名稱後再點選一次輸入，直到均輸入完畢後，點選[瀏�小組]觀看，這時便會出

現您剛剛建的小組，並點選[設定組員]分配小組成員與組長即可。(記得請學生至其個人資料區設

定自�的資料與修改密碼，特別是e-mail信箱要記得請學生填寫以方便未來管理)。

(5).新增課程

接下來您可以點選首頁的[我的課程管理]中的[我要新增課程]或是工具列中[教學管理區]中的[教

學設計]來新增課程，一個課程包含許多單元，每個單元又由許多教學活動構成，如果您這個課程

目前要實施於某班級，請下拉指定班級，若尚未要實施，可以選擇[不指定班級]，等到要實施時

再行指定，十分有彈性。新增完之後，您將會發現有一列已經新增課程的資料，您也可以點選[公

告]來公佈該課程的最新消息給學生。

(6).新增單元

一個課程由許多單元組成，在[課程列表]中只要點選[瀏�單元]，就可以檢視[教學單元列表]，

供您新增或修改單元資料，請按[建立新的教學單元]，教學單元也就是教案，由[教學單元基本資

訊]、[教學活動]與[教學補充資料]三個部份組成，當您每次新增時，將會先出現視窗要求您填寫

教學單元基本資訊(包含教學目標、日期與該單元公佈事項等等)。

(7).新增教學活�

新增完單元基本資料後，將會回到[教學單元列表]，此時，請點選[瀏�/編輯]進一步設定教學

活動或教學補充資料，您可以在每個單元中依教學時間先後新增教學活動，請點選[新增教學活

動]並選擇活動類別與活動方式，之後再填入活動時間，請記得，屆時將會依您所訂的時間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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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您的教學活動並做為作業繳交的期限，另外，您若在此活�中需要學�利用繳交作業�能

繳交作業，您�以勾選�是�，並選擇該作業為整�交一份(由�長繳交)，或是每個人都要交，如

此學�便�以在學�端繳交作業，您�以到時候至�學�作業��能中批改作業。

(8).新增教材

    增加完教學活動後，請開始設計您這個活動的教材，如果您的教學活動有講義、學習單或投影

片等等教材，可以再點選[新增教材]來上傳檔案資料供學生下載複習，也可以運用[新增教材網

址]推薦與該教學活動有關的網址給學生參考。

    至於其他不侷限在某一教學活動的教學補充資料部份，則請您在下方的[其他補充教材]區中新

增，您可以選擇上傳檔案文件資料(如：與整個單元相關的講義等等)，或推薦網路上不錯的相關

網址，您可以依個人教學設計習慣，自行隨時新增教學活動或者補充資料，這些學生都會在登

入後看得到，而您可以在教學管理區中的[教材總表]功能中隨時針對以上您的所有教材資料(包

含檔案與網址)進行管理。

(9).進行教學活�

這時，相信您已經建立了您的課程，只要上課進行時，將帳號密碼與網址告知學生，並請學生

登入WIDE後，選擇[我是學生]，進入後詳閱[第一次使用說明]即可進行學習，而您也可以充分

利用[課程討論區]與學生進行課程內容的討論，[師生問與答]作為學生課後發問的管道，而如果

您有將學生進行分組，系統將自動提供各組學生一個小組專區，內有小組的討論區與專案管理

區，您也可以指定專案給學生，由組長進行專案合作學習，您並可以運用教學管理區中的[各組

專案]功能觀看學生的專案進度與各組討論內容。

(10).進行教學評量

    我們提供了多元�量的模組給您做為融入教學的運用，您可以在教學活動設計畫面中點選該活

動是否需要繳交作業或進行線上測驗，而若您選擇需繳交作業，則您可以利用教學管理區中的

[學生作業]功能中批改作業，而如果您選線上測驗，您將可以藉由簡單的介面在教案的畫面下設

計�量的題目，學生即可進行測驗(固定時間與時限內完成考試)或練習(學生可以無數次的自行

練習)，您並可以在教學管理區中的[考試管理]功能中觀看學生測驗或練習的成績，而如果您需

要進行學生歷程的了解與�估，也可以運用教學管理區中的[學習歷程]功能中查看學生在此平台

中所進行的學習行為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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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教學���數位教學��� 

 未來的教師�鑑的趨勢可望走向數位化

數位教學卷宗模組，

���您建立自己的教學評鑑���，以�各種教學評鑑之運用，

本系統提供教師們自行匯整教學資料與紀錄的工具，

藉由累積與整理教學卷宗，

提�教師的專業能力與競爭力!!

重要的是您也可以直接將WIDE教學平台中的教學單元資料匯入本系統作為卷宗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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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素材庫

 除了融入教學與知識分享的工具之外,融入教學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找到��實用且授權的
素材,我們特�為您介紹�個��,非營利性且授權教師運用於教材上的素材庫,分別為社會

藝文方面的[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與自然科學相關的[階梯BB�自然科學影像素材庫],皆為免費且

豐富的資料庫喔!

以下就分別介紹這兩個素材庫!

       (1)自然科��梯BBC自然科影像素材庫 

「由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授權提供圖片與影片素材，內容包羅萬象，不論影片或圖片都是經由

BB�精緻製作而成，讓老師絕對享受到更優質且完全免費的學習資源。」

因BB�影像素材庫係僅授權給合乎教師或教育相關工作身分的人士運用，因此將藉由參加台灣師大

之教師入口網會員(會員皆為教育相關工作方可申請)，取得使用權，免費註冊並登入教師入口網

之後，依據以下的�作說明即可運用本資源庫(該網站與資源庫皆為非營利且免費之教學資源)

「階梯BB�影像庫」�作說明

一、首先請先登入師大「WIDE KM」教師入口網，登入後，網頁�上方即會出現「階梯BB�影像

庫」之選鈕，點選後即可進入「階梯BB�影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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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選進入後，即會出現資源庫位置的選擇畫面，位置分別為「台北」、「屏東」、及「花

蓮」，請選擇離您所在縣市最近的入口網站，將可以得到最佳的網路影像傳輸品質。

 

三、選擇最近的網站入口點後，即可進入「階梯BB�數位內容素材資源庫」之首頁，您可依照您所

需要的條件選擇「圖片」或是「影片」的素材格式，另外也可同時選擇六大頻道，每一頻道將近

6-10單元的豐富內容，配合您所鍵入要查找的關鍵字，按「GO」，即可開始搜尋您想要查找的素

材。本資料庫共有600段；將近3000分鐘的影片及3000張的圖片，提供您多元、精緻且高品質的

素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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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您輸入查詢條件並按「GO」之後，即會立刻顯示查詢結果，若要觀看所查詢出來之素材

內容，請點選「您搜尋的結果如下」欄位中的素材主題名稱，即可進入觀看素材。下方可以選擇

其它筆數之頁面。

五、點選主題名稱後，開始進入播放畫面，畫面上方為此段素材影片或圖片之基本資料，您可以

知道本段素材之所在頻道名稱、單元名稱、主題名稱、播放長度及內容描述，最重要還有該素材

的網路連結網址，您只需將該連結網址拷貝至您所製作的教案之中，在播放教案時直接點選該網

址，即可即時連結並播放。

 

以上即為「階梯BB�數位內容素材資源庫」之簡易�作說明，希望「階梯BB�數位內容素材資源

庫」可以提供給各位教師們更豐富、更具參考價值的線上素材資源，讓教師們可以製作出更成

功，更具有教學效果的教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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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科�文建會�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

行政院化建設委員會之「國家文化資料庫」目標在於一個數位化國家文化資料庫之架構與建

置規範。其計畫的目標，在於整合全國文化資源，提供全民共享，期使全民皆能參與文化的

詮譯與創造。

「國家文化資料庫」具備的功能有：

1.提供全民參與文化建設的管道，蒐集並整理台灣文化資產

2.整合地展現全民文化資產

3.提供文化資料累積、共享與活化利用的機制

「國家文化資料」庫蒐集資料類別包括美�、音樂、舞蹈、文學、戲劇、建築、電影、古文

書與老照片類等，資料的形式可以分為文字、聲音、影像及視訊；並且希望藉此計畫提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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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參與文化建設的管道，各地文史工作者、文化藝�團體、藝�創作者、公私立收藏研究等，

均可經由此資料庫計畫的推動收錄整理文化藝�相關資料並能有效的整合台灣的文化藝�資

源。目前已完成國家文化資料庫建置，詮釋資料規範及平面類數位化規格標準訂定，同時匯入

資料庫之數位化內容有老照片類四十二萬餘張，美�類一萬餘幅，舊報紙新聞三萬餘張，及崑

曲/舞蹈辭典三千餘篇，現在還陸續匯入台灣文學、美�、作家手稿、古文書，台視新聞、民

族音樂、道教儀式等影音資料。

 素材類�：

 文建會素材類別目前有老照片、美�、音樂、戲劇、漫畫、文學、古地圖 、器物、報

紙、漢詩、古文書、新聞影像與特展館等類別。所收藏之資料非常豐富，建立優質素材庫後還

是需要有人來使用，如將這些數位媒體資源素材運用在中小學教學上，定能產生良好的助益。

 以下針對老照片、美�、特展館類別作簡單介紹，其它各種類別典藏資料豐富且多

元，有賴教育界、業界與社會大眾上去挖寶，定會找到珍貴的素材資源。

老照片

老照片裡按人物、地區、歷史事件、資料來源分類。其中各分類裡還有細部分類，例如歷史

事件裡包含台灣原住民照片、早期原住民部落與風俗、921大地震等細分類別，均可做為中

小學地理、歷史、理化、自然等科目的素材使用。在使用老照片的方式，藉由歷史照片的呈

現，例如921大地震驚心動魄的震央照片，讓學生對地震發生的原因、台灣位在那些板塊、

全球板塊地理位置等知識能有更深入的瞭解，進而瞭解災害，知道如何在災害發生時做最佳

處置。藉由老照片歷史的呈現，也能收取「鑑往知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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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

  

美�裡按作品類型、創作者、年代、資料來源分類。在作品類型分類為水彩、水墨、木刻、

油畫與素描等細分項目。豐富的美�素材資源，可以作為中小學美�教學之用，讓學生了解

各種繪畫類型的表現形式、培養學生對美�的鑑賞能力，進而提�全民文化藝�素養。

 特展館

 

老照片影像，留住了一個人當下的生命剖面，記下了一個時代的精神標誌，江山雖說代有才

人出，但是，那些曾經洶湧澎湃的大浪，卻仍在歷史的沙灘上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可供踏

循，可供憑弔。

 因為國家文化資料庫推出主題特展，目前有舊報紙資訊網、編織工藝網、台灣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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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史、金門縣紀錄片文化協會照片、鳥瞰台灣空照圖庫、柏楊全集全文標示數位化知識庫、鍾理

和數位�物館、孔廟文化資訊網、老照片說故事、賴和紀念館等主題展�。

 

例如鳥瞰台灣空照圖庫，可做為地理科目教學素材之用，藉由寫真照片的呈現，讓學生培養對這

塊素有寶島之稱的土地各區域原住民民族多一份認識，培養學生對鄉土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的關

懷與對各族群文化的尊重。



��教育部自然科學融入教學推廣計畫成果手冊

      

聽聽看大家的經驗談�怎麼作更好更有效率? 

  參與融入教學~~

除了自身的努力提升素養

汲取許多前人的寶貴經驗

更可以使您免去許多摸索的時光

更能迅速的達到您所冀盼達成的目標!

我們在此以訪談或問卷了解許多得獎教師的經驗談~~

希望大家能從中發堀更多教學知識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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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教案得獎教師經驗談 

我們特別訪談了部分的參與競賽得獎教師����������談��������得�������������談��������得�����������談��������得�����������得����������得���

收穫喔��

1.簡單以兩三句話將您融入教學的核心觀點陳述出來

陳振威老師��

核心觀點就是用媒體來克服��我們沒有辦法觀察的現象，這樣的話學生會比較容易產生興

趣，能夠進行學習。

朱晉杰老師��

因為資訊融入教學�定要有�個很好的教學策略在支持，然後在�個很好的教學策略裡面，

老師要去使用的話必須要去拿捏她的工具，比如說網路平台或是怎麼樣使用網路相關的設計

能力，所�基本上我覺得還是要慎選網路平臺。另外�個就是要結合�個良好的教學策略，

這大概就是我的概念。

江啟昱老師��

主要的觀點是選擇良好的素材提供給學生應用資訊科技做探究式的學習，引發學生較高層次

的思考、分析，而不是只有在知識記憶的層面，促進團隊的合作。

蘇銘言老師��

我覺得這是�個趨勢，因為自己時間有限，自己設計數位教材要花很�時間，網路上已�有

的，已�做好的話��分享，大家好好來利用的話，這是�個比較實際，比較快速��做�

的方法。不需要每�個單元都要老師自己弄��電腦的東西，有時候我們老師自己本身的電

腦能力也不是很強，如果要做��比較動態的，要搜集��資料的話要花很�時間，那我覺

得網路上如果有人已�製作好的，��直接利用的話，這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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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榮老師��

我覺得資訊要融入教學第�個最重要的就是有用的，因為有�人他們會做了很�很華麗的，

�是不�定有用，學生用了�能會覺得不好就不用了，或者是他看完之後會覺得他沒有獲

得，或者是他沒有回饋。我覺得資訊教學就是簡單、易懂、他們��得�及時回饋的。

黃志豪老師��

資訊融入教學�實沒有說�定要特別強調資訊融入教學，我覺得如果特別強調資訊融入教學

的話，反而會失去教學的意義，因為有�人認為說資訊融入教學�能全部都是線上學習，�

是我覺得這樣子不足�要��有老師�自在現�教����如�去學這樣�是最重要的。�要��有老師�自在現�教����如�去學這樣�是最重要的。要��有老師�自在現�教����如�去學這樣�是最重要的。

丁昱志老師��

資訊融入教學最重要的是你的使用目的為�，然後你會運用哪�資訊科技，然後是培養學生

具備資訊素養。

�玉婷老師��

資訊融入教學讓老師在上課時�佳便利，也提供很�資源讓學生�容易瞭解並接受老師想要

傳達的觀念，當然，千萬不能捨本逐末，為了資訊融入教學改變自身的教學，只能放在適當

的地方，讓需要強調的主題有�好的發揮性和傳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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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談談您本次參加競賽的心得

陳振威老師��

因為這次最主要是自然科教學的教案設計，而且是著重在資訊融入，因為我本身這方面已�

做了好幾年了，我就把我覺得比較像是資訊融入的部分，把他呈現出來，�實也是志在參

加，沒想�會得獎。

朱晉杰老師��

我在做這個教學設計之前，我就找了��影片，有的是同事的，有的是在學校裡面圖書館找

的，或是在師大的網站找，總是沒辦法看�像���這麼�的東西，�是我事後在設計教案方���這麼�的東西，�是我事後在設計教案方

面，就把他盡量去融入，我發現如果課堂上面��用���媒體的東西來呈現的話，學生

他們會滿喜歡的，�是進行�媒體的選擇是很困難的，因為不�能每個概念都能找出�媒

體，�是我發現���這個東西，��讓老師不用花那麼���在做，�實影片總是比������這個東西，��讓老師不用花那麼���在做，�實影片總是比������������

��INT活潑�點，因為如果這個概念很生活化的話，�定會比老師用講解的或是看�文字�

�，所�我覺得如果能用�媒體的方式呈現的話，�定是很好。�是�媒體的使用�能要考

慮他概念的集�性，因為有時候我們放了�大堆影片，�是�實沒有把核心概念呈現出來，

所�這次我看����他們很用心弄，而且師大這�的教學平台也提供老師很好的教學策略在���他們很用心弄，而且師大這�的教學平台也提供老師很好的教學策略在

裡面，就是有�點在平台那�，學生要加入�能比較困難。我還是感謝主辦單位提供這個管

道讓老師來發表有關於資訊融入的課程的設計。

 

江啟昱老師��

我參加比賽的第�個心得是因為有這個機會，就會讓自己比較會去組織比較好的教案來教學

生，第二個是�過這樣的學習，��讓自己的教學風格、教學型態��有��改變，也��

發現學生的學習內容不會像�前那樣只有知識記憶的部份，學生也有比較�的活動，��向

�學生為�心，老師只是在旁�做支持、輔�和協助這個部份。

 

蘇銘言老師��

我覺得很有趣，是�個挑戰，我想只要努力，肯花時間下去製作的話，都會得獎啦，不過很

意外有人比我還努力，做得比我好，別人�能花了��時間，不過沒關係，得獎是�個鼓勵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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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豪老師��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去參加這個比賽，因為我還��看��他老師他們做的作品，算是增廣我

們見聞。

丁昱志老師��

在設計過程當�，思考�很�點，怕孩子能力不足，因為畢竟資訊工具的使用上還是有所限

制，學生在����上的使用及�������INT簡�的使用能力，最�心的還是怕資源不足，像是教����上的使用及�������INT簡�的使用能力，最�心的還是怕資源不足，像是教

學資源。

楊隱秀老師��

在網路上看�每位參賽者的教案設計，內容都非常的豐富有趣，��看見參賽者的用心與功

力。甚至有參賽者自行設計電腦動畫，來解釋地球公轉與自轉的主題，讓我非常欽佩。總而

言之，這次參賽的感想，只能用「收穫良�」四個字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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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許多優秀的案例供您參考 

   

  這���了�個��的得獎教案, 這���了�個��的得獎教案,

   經常觀摩教案可以使您獲得更多點子

   也可以獲得許多寶貴的教材或網址作為參考!

   因此我們以大篇幅來呈現這些教案

   希望大家都能獲得豐富的收穫!

PS.所有教案中教師自製教材之電子檔

皆可見附件�D，�D中尚有50多個參賽教案

供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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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案教材設計競賽

優良數位教材獎　第一名

教學計畫名稱：地球的運動
姓名： 陳振威 學校： 台北縣建安國小

總時數： 6節/240分鐘 學制： 國小 年級： 5,6年級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相關領域

與議題：
資訊教育

主題　

架構圖：

教學目標：

利用各項網路資源,教學媒材與自製電腦輔助軟體,介紹地球的運動,藉此

瞭解晝夜與四季的成因,並探討晝夜長短的問題,讓學生能以更視覺化與

親身體驗的方式,達到以上教學目標.

教案　

關鍵字：

自轉

公轉

晝夜

四季

地球的運動

電腦輔助軟體(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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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學活動列表

活動1： 地球會動嗎?

說明：
教師首先拋出問題引起動機

接著,教師從學生的回答中,開始引導學生地球自轉與公轉的方式

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2-3-4-1-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在改

變，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

則

•3-3-3-9-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

實

•5-3-1-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3-10-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步驟1： 地球自轉

活動時數： 1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教師首先拋出問題引起動機：

1.地球會動嗎？

2.如果會，你有感覺嗎？

3.如果沒有，你如何說明地球會動？

教材：

（文件檔案）

地球自轉公轉動態模擬程式

地球自轉的原因

地球自轉

http://awk.caes.tpc.edu.tw/cai/地球自轉公轉動態模擬程式.exe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www.bud.org.tw/answer/9902/990250.htm

http://www.eces.ilc.edu.tw/CAI01/7.htm

步驟2： 地球自轉

活動時數：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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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說明：

接著，教師從學生的回答中，開始引導學生地球自轉與公轉的方

式關於自轉的問題如下：

1.地球自轉一周需多久？

地球自轉一周的時間是23小時56分4秒。

2.地球的自轉軸是什麼？

自轉軸是一條貫穿北極－南極的假想軸線，地球以此軸為中心自

轉。

3.地球自轉的方向？

從北極上方看是逆時鐘方向旋轉。

從南極上方看是順時鐘方向旋轉。

4.地球自轉會造成什麼現象？ 

(1)自轉造成白天與夜晚：

照得到太陽的時候是白天

照不到太陽的時候是夜晚

造成太陽東昇西落(相對運動)

(2)時差

例如：台灣中午十二點時，美國紐約卻是晚上十二點。

5.如果地球不轉動？那會有什麼後果？

假設如果地球不轉動，

則照射到太陽的一面溫度會不斷地升高，

而照射不到太陽的一面溫度會持續降低，

使得地球上的生物難以生存。

教材：

（文件檔案） 地球自轉學習單(自編教材，檔案可見附件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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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2.htm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ppt.ppt

http://163.23.76.130/~chjin/nature/book11/1105.ppt

http://aeea.nmns.edu.tw/2002/0201/ap020121.html

http://www.nmns.edu.tw/New/Exhibits/91/time/dt_01.htm

http://www.bud.org.tw/answer/0209/020919.htm

步驟1： 地球公轉

活動時數： 5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討論：地球除了自轉還會繞著太陽轉嗎？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步驟2： 地球公轉

活動時數： 3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問題：地球是原地自轉，還是繞著太陽轉呢？ 

1.如果地球是原地自轉（透過動畫或實物呈現），你發現了什

麼？ 

→發現白天�夜晚一�長。發現白天�夜晚一�長。 

結論：但我們知道夏天白天會比較長，冬天白天比較短，因此地

球原地自轉會發生的情形，並不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情形。

2.假如地球繞著太陽轉（透過動畫或實物呈現），你發現了什

麼？

 1 什麼叫做公轉？ 

地球繞太陽運行，就是地球公轉。 

每一年繞太陽轉一圈。

 2 地球公轉會造成什麼景象？  

地球公轉其實是365天又6個小時，當我們過年時，那個「6小

時」該怎麼辦？人們為了方便，將多餘的6小時放到第4年，這�

就剛好湊成一天，這就是閏年的由來。

 3 你發現地球公轉的方向為何？  

→從北極上空來看，地球是逆時鐘方向公轉

 4 如果地球一直直立著公轉，會產生哪些現像？ 

→透過動畫發現春夏秋冬四季中午時的影子長度相同，與實際情

況不符。那你認為它應該是如何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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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地球自轉

活動時數： 5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老師提問課堂中相關問題，並請學生回家思考地球是直立公轉還

是傾斜地轉，若是傾斜的，又是呈現怎樣的狀態呢？

教材：

（文件檔案）
地球公轉學習單(自編教材)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www.hkedcity.net/resources/common/res_detail.

phtml?res_cntr_id=25074

內含地球公轉教學動畫

http://www.edutw.com.tw/edisedu/search.asp#

含地球公轉教學動畫/圖片素材庫

http://science.yam.com/astronomy/earth/earth_2_6.html

介紹地球的形狀、結構、大氣層、公轉與自轉及四季..等天文資

料

http://tmrc.tiec.tp.edu.tw/Cco01/index1Left.asp?Main=0&Csp01

Id=4&logo=t3.gif

內含地球公轉教案及教學動畫

教學活動列表

活動2： 地球自轉軸歪了?

說明：

地球自轉軸歪了會造成什麼影響?

1.因為公轉加上地球自轉軸歪了,會造成四季

2.因為公轉加上地球自轉軸歪了,會造成四季晝夜長短步一的情形

能力指標： 7-3-1-2-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步驟1： 地軸傾斜與四季的關係

活動時數：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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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活動步驟說明：

1.課前準備：

（1）在上課前一週，請學生先回家蒐集關於四季的相關消息，

可從家中照片、圖片（不同季節照的照片、風景照…）、報章

雜誌、訪問親友…等各方面著手。

（2）將小朋友的成果在教室中安排春夏秋冬四個不同季節的情

境布置，春夏秋冬最好在教室的四個方位。

（3）請小朋友去各個季節情境布置區觀看其他同學的收集成

果。

2.教師引導小朋友發表「在台灣，四季有什麼不同？」

教師可以引導由溫度、衣服、天氣、大自然現象各方面不同的

層面。

教師在黑板上呈現「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照圖片或是

照片，歸納學生所提供的資料。

教材：

（文件檔案）

http://awk.caes.tpc.edu.tw/6a6學習單/地軸傾斜-四季學習單

1.doc(自編教材)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home.fujifilm.com/alaska/index.html

http://www.geocities.com/jifon3/index.htm

步驟2： 地軸傾斜與四季的關係

活動時數：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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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說明：

1.教師提示上節課所教過的地球自轉與公轉的相關內容。

（1）地球除了自己會轉之外（準備地球儀，並利用地球儀提示

學生地球自轉），並提示學生地球的自轉軸為傾斜23.5度，自轉

軸永遠指向北極星（所以指的方向是一�的）。

另外可以補充：

①自轉軸是一條貫穿北極－南極的假想軸線，地球以此軸為中心

自轉。

①從北極上空來看，地球是逆時鐘方向自轉。

③從北極上空來看，地球也是逆時鐘方向公轉。 

（2）地球繞著太陽公轉（把地球公轉的圖示呈現在黑板上）

2.教師提出問題：「你們認為剛剛我們所說的四季的變化有沒有

關係呢？」，並請學生發表意見。

學生可能會有「因為地球離太陽近所以溫度比較高」的反應，

老師可以適時引導「因為太陽離地球很遠」，所以這種遠近造

成的溫度差異其實很小，以此導正學生的觀念。

3.展示PTT（7），再次澄清「地球上有四季的原因，並不是因

為距離太陽的遠近而產生的（從底圖可以看得出來）。而最主

要的原因是地球的自轉軸傾斜了23.5度。

教材：

（文件檔案）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ppt.ppt 

陳振威老師提供(簡報第7張)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www.bud.org.tw/answer/0001/000115.htm

步驟3： 地軸傾斜與四季的關係

活動時數：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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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活動步驟說明：

1.那真正造成四季的原因是什麼？

（1）教師請學生回想一下一天當中，太陽令人感到最熱的時

候。

以此引導出太陽直射和斜射時造成的溫度不一樣。

直射時溫度較高，斜射時溫度較低。

（2）老師先操作以2D與3D動畫，讓學生看看，當春夏秋冬不

同季節時 地球與太陽的位置

（3）提示學生注意北半球的受光面在夏、冬兩季有什麼不同。

**可利用教育部提供的CAI檔案說明

2.以台灣為例，老師展示PTT(8.9)檔案

（1）夏天：等到地球公轉到太陽的另一邊時，這時太陽就變成

直射台灣，因此變得很熱，此時就是夏天。

（2）冬天：原因是這時候的陽光是斜射我們台灣的。斜射的陽

光通常是不熱的，所以此時是冬天。

教材：

（文件檔案）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ppt.ppt 

陳振威老師提供(簡報第8.9張)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cai/地球的運動.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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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地軸傾斜與四季的關係

活動時數： 3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1.老師從「四季�太陽的關係」一圖中，再次整理夏天�冬天的

概念。

2.教師操作3D動畫：

（1）以夏天為例，請學生說說看，北半球�南北球的受光面有

何不同？除了背光面外，有沒有照不到太陽的地方？

教師說明因為夏天北半球受到太陽直射，所以在夏季的時候，溫

度會比較高。相對的，南半球在這個時期，因為太陽都是斜射，

因此溫度較低，所以在南半球是冬天。

（2）以冬天天例，請學生說說看，北半球�南北球的受光面有

何不同？除了背光面外，有沒有照不到太陽的地方？

教師說明因為冬天北半球受到太陽斜射，所以在冬季的時候，溫

度會比較低。相對的，南半球在這個時期，因為太陽都是直射，

因此溫度較高，所以在南半球是夏天。

3.教師展示一些北半球、南半球國家聖誕節不同的情境圖片，在

此再說明一次，加強學生印象。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s90.tku.edu.tw/~290260271/t1-1.htm

步驟5： 地軸傾斜與四季的關係

活動時數： 1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1.學生操作2D及3D動畫，自己體驗看看地軸傾斜�太陽直射斜

射造成四季的關係。

2.可以請學生試著說說看，地軸傾斜�太陽直射斜射造成四季的

關係。

3.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教材：

（文件檔案）

3D動畫

學習單[四季的變化]
步驟1： 地軸傾斜與晝夜長短的關係

活動時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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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活動步驟說明：

課前準備活動:

1.了解學生的先備經驗－地球公轉、自轉

2.請學生各組準備一球體及手電筒一只

3.請學生各組準備一只地球儀，觀察地軸傾斜的角度

蒐集相關資料－為什麼會有白天和晚上？為什麼夏天晝長夜短？

冬天會晝短夜長呢？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2.htm

http://www.bud.org.tw/search.htm

http://science.yam.com/astronomy/earth/earth_2_6.html

彰化縣長安國小-資訊融入

作者：陳金鍠http://163.23.76.130/~chjin/nature/book11/1105.ppt 

亞卓市夫子學院

作者：桃園縣縣立幸福國小郭博嵐

http://eduplans.educities.edu.tw/Plans/browse-plan.

php?tpid=13784

步驟2： 地軸傾斜與晝夜長短的關係

活動時數： 共5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1.複習先備經驗：詢問學生地球公轉、自轉的相關知識－地球自

己會轉動，也會繞著太陽轉動

2.引導思考：詢問學生為什麼會有白天晚上？是否有親朋好友住

在國外？有沒有打過國際電話的經驗？發現什麼－在台灣白天打

電話過去，對方居然是在半夜？

3.實際操作：學生分組操作觀察球體與手電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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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2.htm

http://www.bud.org.tw/search.htm

http://science.yam.com/astronomy/earth/earth_2_6.html

彰化縣長安國小-資訊融入

作者：陳金鍠http://163.23.76.130/~chjin/nature/book11/1105.ppt 

亞卓市夫子學院

作者：桃園縣縣立幸福國小郭博嵐

http://eduplans.educities.edu.tw/Plans/browse-plan.

php?tpid=13784

步驟3： 地軸傾斜與晝夜長短的關係

活動時數： 共1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詢問學生發現了什麼？

1.老師操作：告訴學生假設球體是地球，因為地球自轉的關係，

被太陽照到的地方就是白天（很亮），沒照到的就是晚上（黑漆

漆一片）

2.提出進一步的問題：這�會有什麼情況發生？白天與黑夜的時

間長短是一�的，學生實際的生活經驗是如此嗎？為什麼？

3.拿出地球儀：學生分組觀察，發現地球不是直立而是傾斜的？

地軸傾斜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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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2.htm

http://www.bud.org.tw/search.htm

http://science.yam.com/astronomy/earth/earth_2_6.html

彰化縣長安國小-資訊融入

作者：陳金鍠http://163.23.76.130/~chjin/nature/book11/1105.ppt 

亞卓市夫子學院

作者：桃園縣縣立幸福國小郭博嵐

http://eduplans.educities.edu.tw/Plans/browse-plan.

php?tpid=13784

步驟4： 地軸傾斜與晝夜長短的關係

活動時數： 共1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1.教師操作：地球是如何斜著繞太陽公轉呢？示範地球儀繞球體

（太陽）運轉的情形

2.引用相關的圖片或CAI媒體：讓學生了解地球斜著繞太陽公轉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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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2.htm

http://www.bud.org.tw/search.htm

http://science.yam.com/astronomy/earth/earth_2_6.html

彰化縣長安國小-資訊融入

作者：陳金鍠http://163.23.76.130/~chjin/nature/book11/1105.ppt 

亞卓市夫子學院

作者：桃園縣縣立幸福國小郭博嵐

http://eduplans.educities.edu.tw/Plans/browse-plan.

php?tpid=1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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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步驟5： 地軸傾斜與晝夜長短的關係

活動時數： 共15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1. 引用相關的圖片或CAI媒體：說明台灣位於北迴歸線（北緯

23.5度）附近，並由我們的生活經驗得知，其實白天�晚上的長

度並不相同：

(1) 夏天是晝長夜短

(2) 冬天是晝短夜長

2. 教師先說明直射與斜射的觀念：台灣位於北緯23.5度，因為地

球繞日公轉以及地軸傾斜的關係，冬天太陽斜射，夏天太陽直射

3. 教師引導出太陽直射北迴歸線時，北迴歸線附近是夏天，而南

迴歸線附近是冬天。相同的，如果太陽直射南迴歸線時，南迴歸

線附近是夏天，而北迴歸線附近是冬天。

4. 引用相關的圖片或CAI媒體：引導學生思考因為地軸傾斜的關

係，太陽直射北迴歸線或直射南迴歸線，會造成什麼�的結果？

5.引導出冬天�夏天晝夜長短不同的情況

教材：

（文件檔案） 地軸傾斜與晝夜長短關係學習單

教材：

（參考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2.htm

http://www.bud.org.tw/search.htm

http://science.yam.com/astronomy/earth/earth_2_6.html

彰化縣長安國小-資訊融入

作者：陳金鍠http://163.23.76.130/~chjin/nature/book11/1105.ppt 

亞卓市夫子學院

作者：桃園縣縣立幸福國小郭博嵐

http://eduplans.educities.edu.tw/Plans/browse-plan.

php?tpid=1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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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列表

活動3： 綜合活動

活動時數： 分配8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1.老師再操作一次2D與3D的圖形或動畫,並說明活動二教過的概

念

2.讓學生試著操作2D與3D的圖形或動畫,並說明地軸傾斜與晝夜

長短的關係

3.讓學生試著操作2D與3D的圖形或動畫,並說明地軸傾斜與太陽

直射斜射以及四季的關係

4.讓學生進行線上測驗,藉此瞭解學生的學習效果

教材：

（參考網址）

地球的運動重點複習

①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4.htm

地球的運動線上測驗

①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5.htm

地球的運動補充教材

①http://awk.caes.tpc.edu.tw/6A/UNIT6/bottom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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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案教材設計競賽

優良數位教材獎　第二名

教學計畫名稱：

「能量與生活」課程運用WEBQUEST模式融入問題導向學習 

姓名： 朱晉杰 學校： 長億高級中學

名稱： 明日能源建言

總時數：      6 小時 學制： 高中 年級： 一年級

領域： 科目： 物理

說明：

本教學設計以高中基礎物理「能量與生活」單元為主題，運用We-
bQuest模式融入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模組，採課室教學，以問題導向學

習教學策略結合構建在WIDE-KM 教師入口網暨教學平台非同步We-
bQuest教材網路互動學習。課程實施對象為高一學生，問題導向學習依

據Delisle（1997）所提與問題連結、建立結構、訪查問題、再訪問題、

生產成果或表現、評估表現與評鑑問題等六個步驟；而WebQuest網路教

學模式依Dodge與March（1995）所設計六部分，包括學習簡介、任務分

派、過程、資訊來源、評估�結論。

教學目標：

1.知道功的物理意義，功�能之間可以轉換。 

2.認識能量有多種形式，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間可以轉換。 

3.理解力學能守恆定律�能量守恆定律。 

4.知道核能是如何產生的？ 

5.理解核能發電的原理。 

6.認識輻射對人體的生物效應�安全劑量。 

7.知道何謂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 

8.認識地球能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方式。 

9.理解為何有能源危機。  

10.理解能源的使用�對環境的影響。  

11.認識能源的有效利用�替代能源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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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2：： 點子總動員(建立結構)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一、說明任務

※教師活動

1.說明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說明本節課討論能量、能量轉換、能量守恆及能源開發與應

用等概念內容。

※學生活動

1.了解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了解本節課討論能量、能量轉換、能量守恆及能源開發與應

用等概念內容。

二、進行活動

※教師活動

1.教師說明PBL訪查表（附件2-1）的『點子』（ideas）、『事

實』（facts）、『學習論題』（learning issue）及『行動計

畫』（action plan）等四項內容及進行討論的方式。 

※學生活動

1.了解PBL訪查表的『點子』（ideas）、『事實』（facts）、

『學習論題』（learning issue）及『行動計畫』（action 

plan）等四項意義及如何進行討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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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三、小隊討論

※教師活動

1.請學生針對『問題陳述』所面臨的能量、能量轉換及守恆、

能源開發及有效應用等問題在訪查表上提出點子討論

2.給予小隊任務協助。

3.以小隊合作學習檢核表進行評分

※學生活動

1.討論『問題陳述』所面臨的能量、能量轉換及守恆、能源開

發及有效應用等問題提出點子。

2.將討論後的點子填寫於訪查表上。

四、上台報告

※教師活動

1.注意台下秩序

2.聽取報告內容

3.將各小隊點子進行掃描並藉由單槍投影機秀出來

4.適時加以補充

5.以小隊合作學習檢核表進行評分

※學生活動

1.小隊輪流上台報告點子討論結果，每組報告時間兩分鐘

2.傾聽同學的報告並提問參與討論

五、總結與預告

※教師活動

1.總結及規定課後非同步學習作業

2.請各小隊觀察員進行小隊合作學習小隊表現自評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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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示下次上課內容

※學生活動

1.了解本節課的總結

2.各小隊觀察員進行小隊合作學習小隊表現自評表

3.了解課後非同步學習作業的內容

六、WIDE-KM 教師入口網暨教學平台活動（課後非同步學

習）

1.進行閱讀WebQuest任務頁及各小隊的點子一覽表

2.請各小隊記錄員將各小隊討論的點子發表於課程討論發表區

3.在作業/報告區中進行繳交個人心得

4.在課程討論區中與同學進行概念討論互動及各種點子的批判

或建議修正事項

5.在線上討論區中與老師、同學針對有疑問部分進行對談或留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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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1-1-5-3]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習慣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4-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1-4-5-6]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質疑

[4-2-1]能進行網路基本功能的操作。

[4-3-1]了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能。

[5-4-2]適時應用資訊科技，透過網路培養合作學習、主動學習的

能力。

教材：

（文件檔案）

1、應用WebQuest融入問題導向學習進度表教學附件 (見上傳附

件)

2、WebQuest網路教材模組(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能的轉換與能量守恆的轉換功能影片（國立教育資料館）

說明 :在線上觀看「能的轉換與能量守恆的轉換功能」影片

網址 :mms://192.192.169.200/1061910/1061910.asf

評量方式說明：

1.小隊隊規、獎勵、處罰公約、角色分配表填寫狀況 

2.抽問 

3.觀看影片專心程度 

4.小隊討論情形 

5.報告情形 

6.非同步學習作業(個人心得、網路記錄)

備註：

1.知道功的物理意義，功�能之間可以轉換。

2.認識能量有多種形式，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間可以轉換。

3.理解力學能守恆定律�能量守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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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 點子總動員(建立結構)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一、說明任務

※教師活動

1.說明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說明本節課討論能量、能量轉換、能量守恆及能源開發與應用

等概念內容。

※學生活動

1.了解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了解本節課討論能量、能量轉換、能量守恆及能源開發與應用

等概念內容。

二、進行活動

※教師活動

1.教師說明PBL訪查表（附件2-1）的『點子』（ideas）、『事

實』（facts）、『學習論題』（learning issue）及『行動計畫』

（action plan）等四項內容及進行討論的方式。 

※學生活動

1.了解PBL訪查表的『點子』（ideas）、『事實』（facts）、『

學習論題』（learning issue）及『行動計畫』（action plan）等

四項意義及如何進行討論的方式。

三、小隊討論

※教師活動

1.請學生針對『問題陳述』所面臨的能量、能量轉換及守恆、能

源開發及有效應用等問題在訪查表上提出點子討論

2.給予小隊任務協助。

3.以小隊合作學習檢核表進行評分

※學生活動

1.討論『問題陳述』所面臨的能量、能量轉換及守恆、能源開發

及有效應用等問題提出點子。

2.將討論後的點子填寫於訪查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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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1-1-5-3]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習慣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4-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1-4-5-6]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6-2-1-1]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等角度詢問，

提出可探討的問題

[6-2-3-1]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以實地處

理的習慣

[6-3-2-2]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4-4-1]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

的習慣

[7-4-0-5]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研判

[4-2-1]能進行網路基本功能的操作。

[4-3-1]了解電腦網路概念及其功能。

[4-3-4]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5-4-2]適時應用資訊科技，透過網路培養合作學習、主動學習的

能力。

教材：

（文件檔案）

1、應用WebQuest融入問題導向學習進度表教學附件 (見上傳附

件)

2、WebQuest網路教材模組(見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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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說明：

1.搶答

2.小隊討論情形

3.報告情形

4.非同步學習作業(個人心得、網路記錄)

備註：

1.認識能量有多種形式，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間可以轉換。

2.理解力學能守恆定律�能量守恆定律。

3.知道何謂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

4.認識地球能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方式。

5.理解為何有能源危機。 

6.理解能源的使用�對環境的影響。 

7.認識能源的有效利用�替代能源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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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活動3： 非常任務（訪查問題）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一、說明任務

※教師活動

1.說明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說明本節課針對上一堂課的點子來討論能量、能量轉換、能量

守恆及能源開發與應用等概念的事實、學習論題及行動計畫。

3.播放BBC素材資料庫「地球在說話」頻道─「地球的財富」單

元中「煤�石油」主題的影片。

※學生活動

1.了解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了解本節課針對上一堂課的點子來討論能量、能量轉換、能量

守恆及能源開發與應用等概念的事實、學習論題及行動計畫。

3.觀看BBC素材資料庫「地球在說話」頻道─「地球的財富」單

元中「煤�石油」主題的影片。

二、小隊討論

※教師活動

1.請學生針對『問題陳述』所面臨的能量、能量轉換及守恆、

能源開發及有效應用等問題在訪查表（附件3-1）上提出「事

實」、「學習論題」、「行動計畫」討論

2.給予小隊任務協助

3.以小隊合作學習檢核表進行評分 

※學生活動

1.針對『問題陳述』所面臨的能量、能量轉換及守恆、能源開發

及有效應用等問題在訪查表上提出「事實」、「學習論題」、

「行動計畫」討論

2.將討論後的「事實」、「學習論題」、「行動計畫」填寫於訪

查表上

三、分配學習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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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1-1-5-3]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習慣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5-2-1-2]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6-1-2-1]養成動手做的習慣，察覺自己也可以處理很多事

[6-1-2-3]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6-2-3-1]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以實地處

理的習慣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質疑

[6-3-2-2]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2]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6-4-4-1]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            

略的習慣

[6-4-5-2]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

操作

[7-1-0-1]學習安排工作，有條理的做事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0-3]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4-0-5]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研判

[1-2-1]了解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之應用。

[4-2-1]能進行網路基本功能的操作。

[4-3-2]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4-3-4]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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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材：

（文件檔案）

1、應用WebQuest融入問題導向學習進度表教學附件 (見上傳附

件)

2、WebQuest網路教材模組(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 BBC素材資料庫「地球在說話」頻道─「地球的財富」單

元中「煤�石油」主題的影片。

說明 : 介紹了煤�石油的形成、煤在人類工業革命時的作用、煤

�石油在人類社會中廣泛的應用以及石油的泄漏所環境造成的

破壞。

網址 :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18-0006.wmv

評量方式說明：

1.抽問

2.小隊討論情形

3.小隊運作情形

4.非同步學習作業(個人作品、網路記錄)

備註：

1.認識能量有多種形式，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間可以轉換。

2.理解力學能守恆定律�能量守恆定律。

3.知道核能是如何產生的？

4.理解核能發電的原理。

5.認識輻射對人體的生物效應�安全劑量。

6.知道何謂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

7.認識地球能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方式。

8.理解為何有能源危機。 

9.理解能源的使用�對環境的影響。 

10.認識能源的有效利用�替代能源的開發。



��教育部自然科學融入教學推廣計畫成果手冊

活動4： Check It Out照過來(再訪問題)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一、準備活動

※教師活動 

1.將學生在WIDE-KM 教師入口網暨教學平台上所討論及彙整後

的初步形成的「點子」、「事實」、「學習論題」、「行動計

畫」整理印出。

※學生活動 

1.在WIDE-KM 教師入口網暨教學平台的課程討論區中與同學

進行概念討論互動及各種「事實」、「學習論題」、「行動計

畫」的批判或建議修正事項。

二、說明任務

※教師活動 

1.說明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說明本節課針對已經初步形成的「點子」、「事實」、「學習

論題」、「行動計畫」進行再次確認並且報告各小隊目前進度

及面臨之困難。 

3.播放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空氣發電」主題的影片。

※學生活動 

1.了解學習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了解本節課針對已經初步形成的「點子」、「事實」、「學習

論題」、「行動計畫」進行小隊討論式的再次確認並且提出目

前進度及面臨之困難。 

3.觀看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空氣發電」主題的影片。

三、作品觀摩與檢討 

 

※教師活動 

1.將學生的「能量與生活」學習論題簡報挑選出較佳的作品分析

其優點並總結同學作品的缺點。

※學生活動 

1.了解「能量與生活」學習論題簡報的優缺點並作為修正個人作

品的參考依據。 

2.請小隊進行成果發表會前的細部分工 

3.請小隊成員報告目前進度及遭遇的困難 

4.給予小隊任務協助並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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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1-1-5-3]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習慣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1-3-4-1]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能

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能由一些不

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4-5-2]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1-4-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1-4-5-6]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5-2-1-2]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4-1-1]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6-1-2-1]養成動手做的習慣，察覺自己也可以處理很多事

[6-1-2-3]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6-2-1-1]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等角度詢問，

提出可探討的問題

[6-2-3-1]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以實地處

理的習慣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質疑

[6-3-2-2]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2]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6-4-4-1]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

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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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文件檔案）

1、應用WebQuest融入問題導向學習進度表教學附件 (見上傳附

件)

2、WebQuest網路教材模組(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 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空氣發電」主題的影片。

說明 : 一個綠色乾淨無限制的能源的目標，十幾年來一直是世界

各地的夢想。但是對以色列來說，能源的取得有比石油更好的

方式。我們要報導一個非常有野心的計畫，一個從炎熱的沙漠

中來發電的方案。  

網址 :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43-0002.wmv

評量方式說明：

1.搶答

2.個人回饋加分

3.小隊討論情形、增刪修討論單填寫情形

4.報告情形

5.非同步學習作業(小隊整合作品、網路記錄)

備註：

1.認識能量有多種形式，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間可以轉換。

2.理解力學能守恆定律�能量守恆定律。

3.知道核能是如何產生的？

4.理解核能發電的原理。

5.認識輻射對人體的生物效應�安全劑量。

6.知道何謂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

7.認識地球能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方式。

8.理解為何有能源危機。 

9.理解能源的使用�對環境的影響。 

10.認識能源的有效利用�替代能源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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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活動5： E-POWER「能量與生活研究團隊」發表大會(生產成果或表現)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一、準備活動

※教師活動

1.上課前先瀏覽學生作品，並給予修正建議 

2.請各小隊發表員事先演練發表一遍並給予改進事宜

※學生活動

1.上課前兩天完成小隊能源建議團隊發表作品並上傳至WIDE-
KM 教師入口網暨教學平台中給老師過目 

2.各小隊發表員事先演練發表一遍並依據老師建議修改事項進行

改進

二、說明任務

※教師活動

1.說明發表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說明如何進行同儕互評。  

3.播放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太陽動力」主題的影片。

※學生活動

1.了解發表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了解如何進行同儕互評。 

3.觀看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太陽動力」主題的影片。

三、上台報告

※教師活動

1.注意台下秩序 

2.聽取報告內容 

3.適時加以補充 

4.以發表大會教師評分表（附件5-1）進行評分

※學生活動 

1.各小隊發表員上台發表能源建議作品。 

2.每組報告時間六分鐘 

3.以發表大會同儕互評表（附件5-2）進行評分 

4.傾聽同學的報告並提問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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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1-1-5-2]嘗試由別人對事物特徵的描述，知曉事物

[1-1-5-3]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習慣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1-3-4-1]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能

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能由一些不

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4-5-2]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1-4-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1-4-5-6]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5-2-1-2]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4-1-1]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6-1-2-1]養成動手做的習慣，察覺自己也可以處理很多事

[6-1-2-3]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6-2-3-1]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加以實地處

理的習慣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質疑

[6-3-2-2]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2]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6-4-4-1]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

的習慣

[6-4-5-2]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



�0 教育部自然科學融入教學推廣計畫成果手冊

範例篇

教材：

（文件檔案）

1、應用WebQuest融入問題導向學習進度表教學附件 (見上傳附

件)

2、WebQuest網路教材模組(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 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太陽動力」主題的影片。

說明 : 在Rahoot有著未來的太陽動力。他們要證明太陽能量可以

與化石燃料及核動力列在一起。   

網址 :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60-0002.wmv  

評量方式說明：

1.小隊準備情形

2.搶答

3.教師評分及同儕互評

4.非同步學習作業(小隊報告專案、網路合作學習狀況、網路記

錄)

備註：

1.認識能量有多種形式，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間可以轉換。

2.理解力學能守恆定律�能量守恆定律。

3.知道核能是如何產生的？

4.理解核能發電的原理。

5.認識輻射對人體的生物效應�安全劑量。

6.知道何謂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

7.認識地球能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方式。

8.理解為何有能源危機。 

9.理解能源的使用�對環境的影響。 

10.認識能源的有效利用�替代能源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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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6： 關鍵時刻(評鑑表現與問題)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一、準備活動

※教師活動

1.請各小隊遴派一位選務工作者。 

2.分派選務工作(開票員、記票員與監票員)給各小隊的選務工作。 

3.進行選務工作說明。 

4.將各小隊發表在小隊討論版中得到的「未來能源解決方案」報

告彙整出總表。 

※學生活動

1.每一小隊遴派一位選務工作人員。 

2.各選務工作人員了解被分派到的選務工作內容及注意事項。

二、說明任務

※教師活動

1.說明各小隊「未來能源建議方案」發表、票選、自評與最佳解

決方案開票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播放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太陽能汽車」主題的影片。

※學生活動

1.了解各小隊對於「未來能源建議方案」發表、互評（票選）、

自評與最佳解決方案開票活動流程、時間及評分標準。 

2.觀看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太陽能汽車」主題的影片。

三、上台報告

※教師活動

1.注意台下秩序。 

2.聽取各小隊的「未來能源解決方案」報告內容。 

3.適時加以補充。 

4.以小隊合作學習檢核表進行評分。

※學生活動

1.各小隊發表員上台發表在小隊討論版中得到的「未來能源解決

方案」報告內容。 

2.每組報告時間兩分鐘。 

3.傾聽同學的報告並提問參與討論。



�� 教育部自然科學融入教學推廣計畫成果手冊

範例篇

能力指標：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1-4-5-2]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1-4-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5-2-1-2]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4-1-1]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6-1-2-3]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6-2-3-1]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2]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6-4-4-1]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

的習慣

[6-4-5-2]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

操作

[7-4-0-5]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研判

[3-4-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

體。

[4-3-4]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4-4-1]能利用網際網路、多媒體光碟、影碟等進行資料蒐集，並

結合已學過的軟體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5-4-2]適時應用資訊科技，透過網路培養合作學習、主動學習

的能力

教材：

（文件檔案）

1、應用WebQuest融入問題導向學習進度表教學附件 (見上傳附

件)

2、WebQuest網路教材模組(見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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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 BBC素材資料庫「科技進化論」頻道─「明日世界節目」

單元中「太陽能汽車」主題的影片。

說明 : 藉由太陽能發電的賽車，激勵了機械工程師們去發展更強

而有力的太陽能電池。我們最近看到的突破性進展，就是在這

個世紀結束之前用太陽能來產生電能的發電廠將成為現實。 

網址 :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43-0001.wmv  

評量方式說明：

1.抽問

2.報告情形

3.小隊運作情形

4.非同步學習作業(網路記錄)

備註：
1.認識地球能源的有限性�使用的方式。

2.認識能源的有效利用�替代能源的開發。

補充教材列表

資源1： WebQuest與問題導向學習介紹說明

檔案或網址： WebQuest與問題導向學習介紹(見上傳附件)
說明： 介紹WebQuest與問題導向學習的方法與教學理念

資源2：
WIDE-KM 教師入口網暨教學平台 (WIDE-KM Online Teacher 
Portal & Teaching Space)

檔案或網址：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

說明：

WIDE-KM(Web-based Instructional Design Environment with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 是一個結合教學設計理念與知識管

理策略的數位教學環境，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位學習研究室自 

2001 年開始研發至今，歷經研究、發展、推廣，目前運用的教

師與學生累計至數千多人，並已有豐富的教案、教材以及教學相

關網址的教學知識庫。

資源3： 能量與生活單元─學生學習作品參考

檔案或網址： 能量與生活單元─學生學習作品 (詳見附件檔案)

說明：

內容包含底下兩個部分：

（一）「能量與生活」單元問題導向學習─「未來能源建議方

案」票選活動各組內容  

（二）問題導向學習─Check It Out照過來小隊討論參考單

資源4： 學生小組討論合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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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檔案或網址： 學生小組討論合照(詳見附件檔案)
說明： 進行小組討論時，學生小組討論的合照

資源5： 能量與生活單元概念圖與內容架構圖

檔案或網址： 概念圖與內容架構圖(詳見附件檔案)
說明： 能量與生活單元的概念圖及教學內容架構圖

資源6： 能量與生活單元-學生簡報作品1

檔案或網址：
能量與生活單元教學過程─學生簡報報告作品參考1(詳見附件檔

案)

說明：

學生簡報報告內容：包含水果和植物發電探討、查詢黑洞內有何

種能量，可供人類使用、從火山爆發後的岩漿內所粹取的何種物

質才可以代替石油、要如何開發地球上的鈾235、如何使動、植

物殘骸快速轉為石油。

資源7： 能量與生活單元-學生簡報作品2

檔案或網址：
能量與生活單元教學過程─學生簡報報告作品參考2(詳見附件檔

案)

說明：
學生簡報報告內容：包含核能發電、太陽能、熱能、聲能等能源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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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案教材設計競賽

優良數位教材獎　第三名

教學計畫名稱：天氣的變化
姓名： 江啟昱 學校： 臺北市舊莊國民小學

總時數：
320分鐘（8節，每

節40分鐘）
學制： 國小 年級： 6年級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
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說明：

    本單元參考牛頓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七冊(六上)之教材，運用中央氣

象局、台北市舊莊國小校園氣象台�台北市校園氣象台之網站豐富的氣

象資訊，以六年級第一學期第二單元「天氣的變化」為議題，設計自然

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之教案與教材，並經過實際課堂教學活動實做之

後，發現教師運用適當的氣象資訊數位內容，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的興

趣，知識的理解，較容易澄清氣象概念，更能發展高層次的組織、分析

�報告的能力。

    本單元設計「觀察與描述天氣變化的情形」、「探究氣溫、雨量和季

節的關係」和「認識氣團、鋒面和天氣圖」等三個主要活動，採用問

題導向、資訊融入和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來引導學生運用數位氣象內

容，進行小組和個人的探究式學習，除了嘉表揚個人成就之外，更嘉許

團隊成員的進步表現。

    在數位內容的應用方面，本單元製作三個活動的教師簡報、二份學習

單，大量應用中央氣象局之兒童網頁、預測圖、颱風現況、影音視訊、

衛星雲圖和氣候統計等數位內容，搭配電腦教室的安排與使用，來指導

學生使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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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學目標：

一、 能經由資料的分析和比較，發現天氣的變化。

二、 能利用長時間的天氣觀測資料，說出天氣變化的規律性或特

性。

三、 能運用網際網路蒐集正確的氣象資訊。

四、 能以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軟體製作�說明「描述天氣變化

情形」的簡報。

五、 能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軟體繪製�分析「氣溫�季節關係

的長條圖」及「雨量�季節關係的長條圖」。

六、 能說明氣團、冷氣團和暖氣團的意義，並描述台灣地區夏天和

東天受冷、暖氣團影響的情形。

七、 能說明鋒面、冷鋒、暖鋒和滯留鋒的意義，並描述冷、暖氣團

交會造成的天氣變化情形。

八、 能解釋鋒面通過台灣前後天氣的變化情形。

九、 能以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軟體製作�說明「氣團�鋒面是

如何影響天氣變化」的簡報。

十、 能說出天氣圖上的等壓線、高氣壓、低氣壓和鋒面等符號的意

義。

十一、 能說明天氣圖上各種符號所表示的天氣現象。

十二、 能述說氣象資料觀測、收集、訊息傳遞和預報的流程。

十三、 能辨識科學資料的特徵並加以詮釋。

十四、 能具有團隊合作的知能，積極參與小組探究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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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事項

1.製作講解投影片：製作【如何觀察與描述天氣變化情形】的投

影片。 

2.瀏覽相關網站資源：（1）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校園氣

象台【http://www.zzes.tp.edu.tw/weather/index.htm】（2）臺北市

校園氣象台【http://weather.tp.edu.tw/】（3）中央氣象局【http://
www.cwb.gov.tw/V5/index.htm】（4）WIDE_KM教師入口網【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之階梯BBC數位內容素材資源

庫中，有關《地球在說話/地球的財富/水》的影片�圖片內容。

3.學生異質分組名單：（1）依學生94學年度第二學期自然與生

活科技學習領域成績�考量每組男女生人數進行合作學習異質

分組（2）全班分成7組，每組4-5人，其中成績優等生1人（90分
以上），甲等生2人（80-89分），乙等生1人（70-79分），丙等

以下學生1人（69分以下）。（3）指派各組成員工作任務，優

等生擔任組長兼學習紀錄工作、甲等生擔任小組討論紀錄�作

業定正檢查員、乙等生負責小組器材準備整理工作、丙等以下

學生擔任小組常規�秩序維持工作。 

4.登記使用電腦教室：每週五上午8:40-10:10 
5.檢查自然專科教室�電腦教室之電腦、單槍投影機�網路連線

是否堪用。

（二）學生準備事項 

1.在家觀看氣象報告內容，注意播報的項目�每天天氣變化的情

形。 

2.預習課本�習作內容，準備紙、筆或隨身碟等紀錄儲存工具。

（三）引起學習動機(10分鐘) 
1.發下學生合作學習異質分組名單，將全班分成7組，指派小組

成員工作任務，請各組討論出隊名�隊呼。 

2.教師師提問：以「今天的天氣如何？溫度幾度？會不會下雨？

有沒有颱風來襲？如果明天要去旅行，你要如何獲得天氣預報

的資料？」等問題，引起學生的注意。 

3.教師運用中央氣象局的天氣預報網頁�衛星雲圖網頁內容，展

示天氣變化的資訊，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學習動機。

教學活動列表

活動1： 觀察與描述天氣變化的情形

活動時數： 3節（1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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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5-3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結果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6-3認識資訊科技設備

5-3-1-2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信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質疑

資訊教育

3-4-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

體。

4-3-2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教材：

（文件檔案）

教學簡報_活動1：觀測與描述天氣變化的情形 ”見上傳附件”

學習單1：天氣變化資料記錄表 ”見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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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校園氣象台

說明：有關《現在天氣、本月天氣、今年天氣、歷史紀錄》中

的氣溫、雨量、風向、風力、氣壓和其他天氣狀況資料。

網址：http://www.zzes.tp.edu.tw/weather/index.htm

名稱：臺北市校園氣象台

說明：有關《即時資訊、觀測站氣象資料、單一氣象資料、綜

合氣象資料》中的氣溫、雨量、風向、風力、氣壓和其他天氣

狀況資料。

網址：http://weather.tp.edu.tw/

名稱：中央氣象局

說明：有關《兒童網頁、關心天氣、天氣預報、預測圖、颱風

現況、影音視訊、目前天氣、衛星雲圖、雨量觀測、紫外線、

氣候統計、長期預報、氣候監測、雨水pH值、臭氧觀測》等

網頁內容資訊。特別是兒童網頁、預測圖、颱風現況、影音視

訊、衛星雲圖�氣候統計等資料，�本單元之教學活動有密切

的關聯。

網址：http://www.cwb.gov.tw/V5/index.htm

名稱：WIDE_KM教師入口網/階梯BBC數位內容素材資源庫 

說明：有關《地球在說話/地球的財富/水》的影片�圖片內容

網址：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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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評量方式說明：

一、 小組簡報評量：以學生運用Microsoft Office Power-
Point軟體，分組討論並製作「描述天氣變化情形」的簡報�報

告情形評量學生資料蒐集�組織分析的能力。

二、 個人作業評量：以學生個人連續觀測5天的天氣變化資

料，所完成的天氣變化資料記錄表，評量學生對天氣變化的理

解程度。

三、 合作學習評量：以計算各組進步分數、表揚最佳成就學

習典範(95分以上)、嘉許最佳進步得分名單(10分以上)、小組進

步排名�累計進步排名等讚揚小組團隊表現�嘉許個別貢獻方

式，評量學生團隊合作的知能。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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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 探究氣溫、雨量和季節的關係

活動時數： 2節（80分鐘）

活動步驟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事項

1.製作講解投影片：製作【探究氣溫、雨量�季節的關係】投影片。 

2.瀏覽相關網站資源：（1）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校園氣

象台之歷史紀錄（2）中央氣象局之氣候統計資料。 

3.登記使用電腦教室：每週五上午8:40-10:10 
4.檢查自然專科教室�電腦教室之電腦、單槍投影機�網路連線

是否堪用。

（二）學生準備事項

1.在家瀏覽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校園氣象台之歷史紀錄�

中央氣象局之氣候統計資料。 

2.預習課本�習作內容，準備紙、筆或隨身碟等紀錄儲存工具。

（三）引起學習動機(10分鐘)

1.發下學生成就小組區分(STAD)總分表，表揚最佳成就學習典

範(95分以上)�嘉許最佳進步得分名單(10分以上)，鼓勵各組進

行團隊合作，爭取個人�小組榮譽。 

2.教師師提問：「天氣的變化有沒有規律性？你是如何知道的？

有什麼證據來支持你的看法？」以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來引起學

生的學習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以投影片講解並提示學習內容與要點(20分鐘)

1.天氣每天都在改變，這些變化有規律性嗎？ 

2.想要知道天氣長期規律變化的情形，就必須做長期的觀測記

錄，並整理分析相關資料。 

3.猜猜看，氣溫的高低�季節有什麼關係？ 

4.再猜猜看，雨量的多寡�季節又有什麼關係？ 

5.透過資訊科技，我們可以從哪些網站獲取長期的天氣觀測紀錄

來驗證我們的假設與猜測呢？

（二）學生上網蒐集長期的天氣觀測資料並驗證自己的猜測 
 
（三）分組報告驗證假設的結論(10分鐘) 
各組輪流說明「氣溫的高低�季節的關係」�「雨量的多寡�

季節的關係」。【學生作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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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1-3-4-1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5-3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結果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5-3-1-2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信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質疑

7-3-0-1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資訊教育

3-4-1能利用軟體工具進行圖表製作。盡量使用自由軟體。

4-3-2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教材：

（文件檔案）

教學簡報_活動2：探究氣溫、雨量�季節的關係 ”見上傳附

件”

學習單2：探究氣溫、雨量�季節的作業 ”見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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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校園氣象台

說明：有關《現在天氣、本月天氣、今年天氣、歷史紀錄》中

的氣溫、雨量、風向、風力、氣壓和其他天氣狀況資料。

網址：http://www.zzes.tp.edu.tw/weather/index.htm

名稱：臺北市校園氣象台

說明：有關《即時資訊、觀測站氣象資料、單一氣象資料、綜

合氣象資料》中的氣溫、雨量、風向、風力、氣壓和其他天氣

狀況資料。

網址：http://weather.tp.edu.tw/

名稱：中央氣象局

說明：有關《兒童網頁、關心天氣、天氣預報、預測圖、颱風

現況、影音視訊、目前天氣、衛星雲圖、雨量觀測、紫外線、

氣候統計、長期預報、氣候監測、雨水pH值、臭氧觀測》等

網頁內容資訊。特別是兒童網頁、預測圖、颱風現況、影音視

訊、衛星雲圖�氣候統計等資料，�本單元之教學活動有密切

的關聯。

網址：http://www.cwb.gov.tw/V5/index.htm

評量方式說明：

一、小組報告評量：以學生運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軟體，分

析�繪製「氣溫�季節關係的長條圖」及「雨量�季節關係的

長條圖」情形，來評量學生資料蒐集與分析的能力。

二、個人作業評量：以學生完成探究氣溫、雨量和季節的作業

(學習單2)的情形，來評量學生對天氣變化規律性的理解程度。

三、合作學習評量：以計算各組進步分數、表揚最佳成就學習

典範(95分以上)、嘉許最佳進步得分名單(10分以上)、小組進

步排名�累計進步排名等讚揚小組團隊表現�嘉許個別貢獻方

式，評量學生團隊合作的知能。

備註：

活動3： 認識氣團、鋒面和天氣圖

活動時數： 3節（1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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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活動步驟說明：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事項

1.製作講解投影片：【認識氣團、鋒面�天氣圖】。

2.瀏覽相關網站資源：中央氣象局之影音視訊短片�專題動畫內

容。

3.登記使用電腦教室：每週五上午8:40-10:10

4.檢查自然專科教室�電腦教室之電腦、單槍投影機�網路連線

是否堪用。

（二）學生準備事項

1.在家瀏覽中央氣象局之影音視訊短片�專題動畫內容。

2.預習課本�習作內容，準備紙、筆或隨身碟等紀錄儲存工具。

（三）引起學習動機(10分鐘)

1.發下學生成就小組區分(STAD)總分表，表揚最佳成就學習典

範(95分以上)�嘉許最佳進步得分名單(10分以上)，鼓勵各組進

行團隊合作，爭取個人�小組榮譽。

2.教師師提問：「氣象報告經常提到冷氣團、暖氣團、鋒面、冷

鋒、暖鋒�滯留鋒等名詞，它們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是天氣圖

呢？」以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以投影片講解並提示學習內容與要點(30分鐘)

1.什麼是氣團？

2.什麼是鋒面？

3.什麼是冷鋒？

4.什麼是暖鋒？

5.什麼是滯留鋒？

6.天氣圖呈現哪些氣象資訊？

7.根據中央氣象局24小時的預測天氣圖，你認為天氣將會有什麼

變化呢？

（二）學生上網瀏覽學習內容，製作小組簡報(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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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1-3-4-1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2-3-4-2認識天氣圖上的高、低氣壓線、鋒面。觀察(資料搜集)

        一個颱風的興衰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質疑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7-3-0-1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

3-4-2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報內容。盡量使用自由軟

體。

4-3-2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及檔案傳輸等。

4-3-3能利用資訊科技媒體等搜尋需要的資料。

教材：

（文件檔案） 教學簡報_活動3：認識氣團、鋒面�天氣圖”見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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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中央氣象局

說明：有關《兒童網頁、關心天氣、天氣預報、預測圖、颱風

現況、影音視訊、目前天氣、衛星雲圖、雨量觀測、紫外線、

氣候統計、長期預報、氣候監測、雨水pH值、臭氧觀測》等

網頁內容資訊。特別是兒童網頁、預測圖、颱風現況、影音視

訊、衛星雲圖�氣候統計等資料，�本單元之教學活動有密切

的關聯。

網址：http://www.cwb.gov.tw/V5/index.htm

名稱：WIDE_KM教師入口網/階梯BBC數位內容素材資源庫 

說明：有關《地球在說話/地球的財富/水》的影片內容，介紹了

水的形成、對生命的重要意義、水的威力以及人們對水力資源

的應用。

網址：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

評量方式說明：

一、小組簡報評量：以學生運用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軟
體，分組討論並製作「氣團�鋒面是如何影響天氣變化」的簡

報�報告情形評量學生資料蒐集�組織分析的能力。

二、紙筆測驗評量：以「天氣的變化」之單元紙筆測驗，進行

單元總結性評量，考察學生有關知識和概念的理解程度。

三、合作學習評量：以計算各組進步分數、表揚最佳成就學習

典範(95分以上)、嘉許最佳進步得分名單(10分以上)、小組進

步排名�累計進步排名等讚揚小組團隊表現�嘉許個別貢獻方

式，評量學生團隊合作的知能。

備註：

補充教材列表

資源1：
觀測與描述天氣變化的情形

天氣變化資料記錄表

檔案或網址：
教學簡報_活動1：觀測與描述天氣變化的情形 ”見上傳附件”

學習單1：天氣變化資料記錄表 ”見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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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簡報內容：

1.同一個地區的天氣，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有什麼變化？

2.想要了解一個地區的天氣變化情形，要怎麼做？

3.要觀測�紀錄哪些天氣變化的重要項目與內容？

4.如何分析�報告所觀測到的天氣資料？

資源2：
探究氣溫、雨量和季節的關係

探究氣溫、雨量和季節的作業

檔案或網址：

教學簡報_活動2：探究氣溫、雨量�季節的關係 ”見上傳附

件”

學習單2：探究氣溫、雨量�季節的作業 ”見上傳附件”

說明：

簡報內容：

1.天氣每天都在改變，這些變化有規律性嗎？ 

2.想要知道天氣長期規律變化的情形，就必須做長期的觀測記

錄，並整理分析相關資料。 

3.猜猜看，氣溫的高低�季節有什麼關係？ 

4.再猜猜看，雨量的多寡�季節又有什麼關係？ 

5.透過資訊科技，我們可以從哪些網站獲取長期的天氣觀測紀錄

來驗證我們的假設與猜測呢？

資源3：
認識氣團、鋒面和天氣圖

檔案或網址：
教學簡報_活動3：認識氣團、鋒面�天氣圖”見上傳附件”

說明：

簡報內容：

1.什麼是氣團？ 

2.什麼是鋒面？ 

3.什麼是冷鋒？ 

4.什麼是暖鋒？ 

5.什麼是滯留鋒？ 

6.天氣圖呈現哪些氣象資訊？ 

7.根據中央氣象局24小時的預測天氣圖，你認為天氣將會有什麼

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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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資源4：
中央氣象局

檔案或網址：
http://www.cwb.gov.tw/V5/index.htm

說明：

有關《兒童網頁、關心天氣、天氣預報、預測圖、颱風現況、影

音視訊、目前天氣、衛星雲圖、雨量觀測、紫外線、氣候統計、

長期預報、氣候監測、雨水pH值、臭氧觀測》等網頁內容資

訊。特別是兒童網頁、預測圖、颱風現況、影音視訊、衛星雲圖

�氣候統計等資料，�本單元之教學活動有密切的關聯。

資源5：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校園氣象台

檔案或網址：
http://www.zzes.tp.edu.tw/weather/index.htm

說明：
有關《現在天氣、本月天氣、今年天氣、歷史紀錄》中的氣溫、

雨量、風向、風力、氣壓和其他天氣狀況資料。

資源6：
臺北市校園氣象台

檔案或網址：
http://weather.tp.edu.tw/

說明：
有關《即時資訊、觀測站氣象資料、單一氣象資料、綜合氣象資

料》中的氣溫、雨量、風向、風力、氣壓和其他天氣狀況資料。

資源7：
WIDE_KM教師入口網/階梯BBC數位內容素材資源庫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18-0012.wmv

說明：
有關《地球在說話/地球的財富/水》的影片內容，介紹了水的形

成、對生命的重要意義、水的威力以及人們對水力資源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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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案教材設計競賽

優良數位教材獎　佳作

教學計畫名稱：e起來賞月
姓名： 李孟柔 學校： 民生國小

總時數： 9 學制： 國小 年級： 4

領域： 自然與科技 科目： 自然

說明：

天文的知識因為要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才能發現它的規律性；又因為星

球的運行會受到其他星球的影響，學生無法全然觀察到星球間的相對運

動，所以學生在學習上，較會出現困難，尤其月亮的學習中，學生會出

現月亮只有在晚上才看得到的迷思概念，及太陽一下山，就可以看到月

亮的迷思概念，為了破除這些迷思概念，以及解決學生觀察月亮時，老

師無法臨場指導的困境，所以將學習的情境利用多媒體軟體來模擬，輔

助學生學習。

另一方面，月亮除了是一顆無生命的星球外，從古至今，人們已經賦予

月亮是有豐富感情的個體，舉凡月亮的種種現象，包含月亮形狀的變

化、月亮表面的明暗圖形、月亮照射下產生的影子、月亮的亮光及月蝕

現象，都帶給人們無限的感情寄託及想像空間，古人也留下許多詩詞，

讓後代我們歌詠，本活動將這些故事結合現代科技的呈現，使學生在學

習天文知識外，還有另一方面想像的創意空間。

教學目標：

 
1.能觀察月亮表面的明暗，畫出月亮表面的想像圖。 

2.能發表觀察月亮的發現。 

3.能利用網路搜尋月亮月出月沒時刻表，並知道使用時刻表觀察月亮。 

4.能知道有關月亮的故事或資料。 

5.能分享有關月亮的故事或資料。 

6.能進行長期觀察，記錄月亮形狀。 

7.能從記錄表格中，察覺月亮形狀改變的規律。 

8.能了解月亮形狀與農曆日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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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學活動列表

活動1： 與嫦娥有約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引起動機：

小朋友，你們有看過月亮嗎？

月亮的形狀是什麼樣子的？請你畫畫看。

你記得你幾點看到月亮的嗎？

你記得你從哪裡看到月亮的嗎？

老師舉去年的月亮形狀引起學生觀察興趣。(見上傳附件)

◎發展活動：

從今天開始我們要和嫦娥約會，為了要知道月亮的秘密，所以

我們要觀察月亮兩個月，因為兩個月的時間有點長，我們利用

表格來記錄，要記錄哪些資料呢？(3W)

  何時(when)：國曆日期、農曆日期、星期幾、幾點幾分看到月

亮的

  形狀(what)：月亮的形狀是什麼�子的

  哪裡(where)：從哪裡看到月亮的

記錄表格見上傳附件

能力指標：
1-2-1-1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屬性

1-2-5-1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教材：

（文件檔案）

回顧94年的月亮投影片(見上傳附件)

與嫦娥有約觀察月亮記錄表(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臺北市民生國小自然e學習網影像區

說明:可以回顧94年9、10月的月亮照片

網址:http://www.msps.tp.edu.tw/myhome/00092/ematter/photo/

Default.asp

評量方式說明： 學生能說出觀察月亮的方法及記錄的注意事項

備註：

活動2： 月亮上下班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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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引起動機

小朋友，觀察一個星期的月亮後，請每組派一個人報告他觀察

的結果。

◎發展活動

1.小朋友，你們聽完他們的報告後，

你發現月亮出現的時間有沒有固定？

形狀有沒有一樣？

觀察的方向會不會不同？

2.天文學家經過長期觀察及計算，研究出月亮月出月沒時刻表，

所以為了觀察的方便，我們可以利用這張表格，就可以知道月

亮上下班的時間，才不會挑錯時間看月亮了。這張表格可以從

中央氣象局網站中找到，我們來看看如何利用網路來搜尋。

3.利用搜尋引擎網站尋找中央氣象局網站http://www.cwb.gov.
tw/，進入「天文觀測」→「日曆資料」→「2006年月出月沒時

刻、方位及月過中天時刻、高度角」→「台北地區」，將表格

節錄出9、10月兩月的月出時刻及月沒時刻，其餘部分太過複

雜，只會干擾我們觀看，所以捨去不用。節錄後的表格件上傳

附件。

能力指標：

1-2-1-1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屬性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教材：

（文件檔案） 95年9月10月的月出月沒時刻表(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中央氣象局

說明:請到此網址找到台北地區2006年月出月沒時刻

網址:http://www.cwb.gov.tw/V5/information/astronomy/Data/cal-

endar.htm

評量方式說明：

1.學生能利用正確方法觀察月亮並記錄

2.學生能上網搜尋中央氣象局網站，並找到台北地區2006年月出

月沒時刻表



�0� 教育部自然科學融入教學推廣計畫成果手冊

範例篇

備註：

上網教學中，請注意中央氣象局網站有每個月的月亮形狀圖，

為了不影響學生每天觀察月亮的記錄工作，盡量避免學生瀏覽

到此網頁，若有看到，說明這只是預測的形狀，也要請學生每

天做觀察月亮的記錄工作，再和網站的驗證是否一樣。

活動3： 月亮表面的想像畫

活動時數： 1

活動步驟說明：

◎引起動機

小朋友，當你在觀察月亮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月亮表面好像

有些地方是黑黑的？

◎發展活動

1老師將月亮表面的圖片投影在螢幕上，請學生發表它看起來像

什麼？並請他指出來。

2.請學生將他想像的畫在學習單上。

3.請學生發表他想像的什麼。

能力指標：
1-2-1-1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屬性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教材：

（文件檔案）

月亮表面投影片(見上傳附件)

月亮表面的想像畫學習單(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無

評量方式說明：
1.學生能從月亮表面圖中，畫出想像畫。

2.學生能寫出想像畫的故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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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說明：

◎引起動機

上一節，我們從月亮表面的陰影畫出想像圖，以前對於月亮的

傳說，一部分也是因為人看到月亮表面的陰影而產生的傳說，

除了月亮表面之外，月亮形狀的改變、月亮在水中的倒影、月

光照射下的影子等等，都引起人們的想像，留下傳說、詩詞、

或畫成繪本，供我們欣賞。你們知道哪些有關月亮的故事呢？

◎發展活動 

1.嫦娥奔月的故事動畫： 

(1)資料來源：文建會兒童文化館2002年09月繪本選書 

(2)故事大綱：

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突然出現了十個太陽；大地變得火燙，

人民十分驚慌。玉皇大帝要后羿和嫦娥想想辦法，后羿試著

去說服十個太陽，要他們不要天天掛在天上。但是太陽卻不領

情，依然狂放囂張！逼不得已，后羿只好舉起他的弓箭射向太

陽…… 

(3)網址：http://children.cca.gov.tw/children/feature.

php?nn=1&no=44 

玩遊戲：http://children.cca.gov.tw/children/feature.

php?nn=2&no=44 

2.月亮好吃嗎繪本： 

(1)資料來源：智茂圖書出版 

(2)故事大綱：

每天晚上動物們對於月亮都感到很好奇，尤其月亮好吃嗎這件

事，由烏龜發起了吃月亮的活動，陸陸續續有許多動物加入，

他們有吃到月亮嗎？

(3)繪本投影片(此投影片僅供教學使用，版權屬於原出版社)

3.老奶奶的大圓餅繪本： 

(1)資料來源：啟思文化出版 

(2)故事大綱：

老奶奶的兒子高中狀元，擔任大官，不但不與他的媽媽相認，

還陷害他的媽媽，老奶奶如何成為月亮婆婆的呢？ 

(3)繪本投影片 

(此投影片僅供教學使用，版權屬於原出版社)

活動2：2：： 月亮上下班時間表

活動時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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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教材：

（文件檔案） 有關月亮的詩投影片(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

說明 :可以看嫦娥奔月的故事動畫及玩遊戲

網址 :http://children.cca.gov.tw/children/feature.php?nn=1&no=44

玩遊戲:http://children.cca.gov.tw/children/feature.

php?nn=2&no=44

名稱 :網路展書讀--詩詞吟唱

說明 :可以聽詩詞的吟唱

網址 :http://cls.admin.yzu.edu.tw/shenhg/home.htm

評量方式說明：
學生能專心欣賞繪本故事

學生能說出有關月亮的故事

備註：

本活動中所使用的月亮好吃嗎投影片、老奶奶的大圓餅投影

片、猴子撈月亮投影片是為了教學方便，翻拍自書本，因此版

權仍屬於原出版社，教學時須向學生說明清楚。也請勿公開散

播此三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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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5： 月亮的秘密

活動時數： 2

活動步驟說明：

◎引起動機

利用有關月亮基本資料的動畫引起學生對於月亮的好奇。 

網址：http://www.sljhs.ylc.edu.tw/bandit/flash/moon.swf

◎發展活動

利用問題引導學生討論，以了解月亮的秘密：

1.月亮本身會發光嗎？請說出你的理由。

答：不會，利用手電筒示範說明，如果月亮本身會發光，就

如同手電筒的亮光一樣，不論從那一個方向看，形狀應該都

是圓形的，但是月亮的形狀卻會改變，所以月亮本身是不會發

光的，那它的光從哪裡來呢？它就像一面鏡子，是反射太陽的

光，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它的亮光。

2.請問人類第一位登陸月亮的人是誰？

我們一起回顧阿姆斯壯登陸月球，來探索月亮的秘密。 

網址：http://www.bud.org.tw/chen/chenAs63.htm

3.月亮的秘密

利用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多媒體課程「月姑娘的秘密」教導。

(使用說明：請上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多媒體資源中心下載「月

姑娘的秘密」課程，並安裝在自己的電腦上。)

課程內容包含：

③恆星行星衛星的分辨。 

③了解月球的一些數據。 

③了解月球表面。 

③何謂自轉與公轉。 

③月亮的形狀為什麼會改變。 

③何謂月蝕及發生的原因。 

③潮汐作用成因。 

③網路資源介紹。 

③有關月亮的神話故事。 

③小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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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6-2-1-1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等角度詢問，

提出可探討的問題創造思考

教材：

（文件檔案） 無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flash4在理化教學上的應用

說明 :內容包含月亮基本資料、公轉動畫說明、蘇軾水調歌頭詞

網址 :http://www.sljhs.ylc.edu.tw/bandit/flash/moon.swf

名稱 :科學小芽子

說明 :回顧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歷史資料及圖片

網址 :http://www.bud.org.tw/chen/chenAs63.htm

名稱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多媒體資源中心

說明 :可以下載「月姑娘的秘密」課程

網址 :http://tmrc.tp.edu.tw/

評量方式說明：

學生能知道月亮本身不會發光。

學生能知道月亮表面凹凸不平。

學生能知道月亮是地球的衛星。

學生能知道月亮的體積、重量、引力比地球小。

學生能知道月亮的公轉、自轉。

學生能知道月亮會有月蝕現象。

學生能知道月亮的引力會影響地球，產生潮汐現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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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6： 月亮圓缺的規律

活動時數： 2

活動步驟說明：

◎引起動機

經過兩個月的觀察，誰要來發表他的觀察記錄。

◎發展活動

1.你們從觀察紀錄中發現什麼：

(學生無人回答時，老師可以用下列問題引導)

(1)月亮形狀每天都一�嗎？

(2)月亮每天出來的時間一�嗎？

(3)每天觀察月亮的方向一�嗎？

2.老師利用95年9月10月月亮形狀圖.ppt(見上傳附件)讓學生找出

月亮形狀有什麼規律？

(1)國曆9月1日的月亮形狀在哪一天又出現了？

(2)國曆9月2日的月亮形狀在哪一天又出現了？

(3)月亮形狀出現的順序有固定嗎？幾天會循環一次？

(4)月亮形狀出現的順序與日期有關嗎？其實農曆一個月就是觀

察月亮形狀變化的規律訂出來的。

(5)我們觀察月亮的形狀，要看國曆還是農曆日期？

3.為什麼月亮的形狀有這�的規律呢？

老師利用多媒體教材「我們一起去賞月」模擬太陽、月亮、地

球的關係，說明規律的產生原因。

網址：http://awk.caes.tpc.edu.tw/5a/moon/

能力指標：

1-2-5-1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1-2-3-1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做描述(例如同質料的物體，體積愈

大則愈重…)

2-2-4-2觀察月亮東昇西落的情形，以及長期持續觀察月相，發

現月相盈虧，具有週期性

教材：

（文件檔案）

95年9月10月月亮形狀圖投影片(見上傳附件)

95年9月10月月亮形狀圖檔案(見上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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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中央氣象局的2006年月相圖

說明 :可以找到2006年每月月亮的形狀圖

網址 :http://www.cwb.gov.tw/V5/information/astronomy/Data/

obser/2006sky/2006moonface.htm

名稱 :阿威ㄎ的自然科學網站的月亮線上教學課程

說明 :可以用來說明月亮形狀的規律及模擬畫面

網址 :http://awk.caes.tpc.edu.tw/5a/moon/

評量方式說明：

學生能正確記錄月亮形狀

學生能了解月亮形狀改變的規律

學生能說出月亮形狀改變的原因

備註： 本活動是在學生觀察兩個月的月亮後，才進行的教學單元。

補充教材列表

資源1： 有關月亮的詩詞

檔案或網址： 有關月亮的詩(詳見附件檔案)
說明： 老師所蒐集有關月亮的詩詞27首
資源2： 中央氣象局的天文觀測區

檔案或網址：
http://www.cwb.gov.tw/V5/information/astronomy/astronomy.

htm

說明： 網站中有月出月沒時刻表、每天的月亮形狀圖及每月星相

資源3： 臺北市天文科學教育館的天文知識區

檔案或網址： http://www.tam.gov.tw/frame/news_frame.htm

說明： 介紹最新的天文消息

資源4：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多媒體資源中心

檔案或網址：
http://tmrc.tp.edu.tw/

說明： 可以下載有關月亮的多媒體教材-「看月亮」�「月姑娘的秘密」

資源5： ESA - SM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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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或網址： ESA - SMART-1太空船撞擊月球

說明： http://www.esa.int/SPECIALS/SMART

資源6：
阿威ㄎ的自然科學網站

檔案或網址： 包含月亮線上課程及地球的運動課程

說明： http://awk.caes.tpc.edu.tw/

資源7：
台灣節慶網

檔案或網址： 可以進行國曆農曆日期的換算

說明： http://www.gio.gov.tw/info/festival_c/calendar/calendar.htm

資源8： Current Moon Phase

檔案或網址：
不論天氣如何，可以看到即時的月亮形狀畫面

說明：
http://www.calculatorcat.com/moon_phases/phasenow.

php?tcv=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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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案教材設計競賽

優良數位教材獎　佳作

教學計畫名稱：野性的生存遊戲
姓名： 蘇銘言 學校： 國立旗美高中

總時數：     3  小時 學制： 高中 年級： 一

領域： 科目： 基礎生物

說明：

在野地中，生物彼此生活在一起，形成大自然中的生物群集。群集中的

���樣生物之間相互依存，生物與生物之間存在著微妙的互動關係，

於是競爭、掠食及共生等交互�用的戲碼不斷地�演著。對於野生生物

而言，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生命終究要延續下去，否則必遭淘

汰，生物的生存之道為何？且聽本教材娓娓道來。

教學　

目標：

列舉說明生物間的�種交互�用，使學生了解生物間相互依存、彼此競

爭的道理，經由思考存在於生命世界中�種生物彼此間的關係，進而關

懷�種生物並愛惜生命。

教學活動列表

活動1： 競爭

活動時數：  0.5 小時

活動步驟說明：

秀出2張動物打鬥競爭的照片，吸引學生的注意。

觀看2段動物爭食與戰鬥的影片，引起學生的興趣。10分鐘。

學生填寫學習單。5分鐘。

用投影片講授教材內容。7分鐘。

問題探討。5分鐘。

觀看1段動物戰鬥的影片，加深學生的印象做為結束。2分鐘

30秒。

能力指標：

-3-2-2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如

何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

活等生態。

教材：

（文件檔案）

投影片(見上傳附件CD，含問題探討)

學習單(見上傳附件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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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你爭我奪

說明:雄河馬激烈競爭的圖片，氣勢滂薄，作為開場的畫面。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1-0520.

jpg 

名稱:強而有力的武器

說明:雄鹿激烈打鬥的圖片，雄壯有力，作為開場的畫面。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1-0541.

jpg

名稱:動物爭食

說明:種內及種間殘酷競爭的影片，內容驚心動魄，保證看了精

神大振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3.wmv

名稱:動物戰鬥體態

說明:種內及種間打鬥競爭的影片，內容刺激，請到此網站觀看

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1.wmv

名稱:戰鬥

說明:影片內容展現動物好鬥的本性，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17.wmv

評量方式說明： 就問題探討及學習單答題情形評分

備註： 教材內容在投影片1－10頁；學習單請使用前２頁。

活動2： 掠食(捕食)
活動時數：  0.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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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活動步驟說明：

秀出1張動物掠食的照片，吸引學生的注意。

觀看2段動物掠食的影片，引起學生的興趣。12分鐘30秒。

學生填寫學習單。7分鐘。

用投影片講授教材內容。8分鐘。

觀看1段動物戰鬥的影片，加深學生的印象做為結束。2分鐘

30秒。

能力指標：

2-3-2-2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如

何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

活等生態。

教材：

（文件檔案）

投影片(見上傳附件)

學習單(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蛇

說明: 蛇掠食守宮的圖片，冷酷的畫面，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12-0694.

jpg

名稱: 動物伏擊

說明: 驚險的獵食影片，生死一瞬間，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10.wmv

名稱: 印度豹

說明: 內容有印度豹掠食瞪羚的動態畫面，請到此網站觀看內

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20.wmv

名稱: 獅子

說明: 內容有獅子集體掠食水牛的動態畫面，請到此網站觀看。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01.wmv

評量方式說明： 就學習單答題情形評分

備註： 教材內容在投影片11－20頁；學習單請使用後３頁。

活動3： 共生

活動時數：  0.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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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說明：

秀出2張生物共生的照片，吸引學生的注意。

用投影片講授教材內容。7分鐘。

學生分組上台進行共生實例的專題報告。20分鐘。

教師總結及評語。3分鐘。

能力指標： 1-4-5-6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教材：

（文件檔案） 投影片(見上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巨型海葵的毒素

說明: 海葵與小丑魚的照片，可以作為開場的畫面，請到此網站

觀看。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25-0011-1623.

jpg

名稱: 蜂鳥

說明: 蜂鳥吸食花蜜傳粉的照片，用以說明互利共生，請到此網

站觀看。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6-0006-0365.

jpg

名稱: 3-2群集

說明:網路教室--基礎生物投影片，用以說明共生，請到此網站觀

看。

網址: http://210.60.246.140/bio/new_page_707.htm

評量方式說明：
請學生上網蒐尋資料，分組進行共生實例的專題報告，就課堂中

上台報告之內容評分。

備註：

教材內容在投影片21－29頁；

就報告內容一律製作成電子檔形式，上傳至WIDE KM繳交學生

作業。

活動4： 寄生

活動時數：  0.5 小時

活動步驟說明：

利用網站秀出寄生蟲的照片，吸引學生的注意。2分鐘。

用投影片講授教材內容。8分鐘。

隨堂測驗。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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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5-2-1-2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教材：

（文件檔案）

投影片(見上傳附件CD)、隨堂測驗(見上傳附件CD)、課後活動(見
上傳附件CD)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蟲蟲寫真

說明:內容有寄生蟲的照片及相關網站，請到此網站觀看。

網址: http://www.ym.edu.tw/par/

名稱: 3-2群集

說明:網路教室--基礎生物投影片，用以說明寄生，請到此網站觀

看。

網址: http://210.60.246.140/bio/new_page_707.htm

評量方式說明：

繳交課後活動單，就製作內容之正確性、美觀、用心程度等項目

評分。

就隨堂測驗之答題情形評分。

備註：

上傳的投影片在30-31頁有相關教材內容；

隨堂測驗的內容包括活動1至活動4；課後活動優良作品製作海報

展示。

活動5： 天敵

活動時數：  0.5 小時

活動步驟說明：

秀出2張動物被天敵掠食的照片，吸引學生的注意。

觀看2段動物被天敵掠食的影片，引起學生的興趣。5分鐘。

用投影片講授教材內容。10分鐘。

問題探討。5分鐘。

學生寫隨堂作業。10分鐘。

能力指標：

2-3-2-2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如

何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

活等生態。

教材：

（文件檔案） 投影片(見上傳附件CD，含隨堂作業及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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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豹

說明: 羚羊遭到天敵豹掠食的圖片，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3-1845.

jpg

名稱: 蠍子的獵食 

說明: 蝗蟲遭到天敵蠍子獵食的圖片，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25-0002-1293.

jpg

名稱: 虎鯨

說明: 介紹小海獅遭到天敵逆戟鯨掠食的影片，請到此網站觀看

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03.wmv

名稱: 倉鴞

說明:介紹老鼠的天敵倉鴞，具有良好的捕食配備，到此網站觀

看內容。

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19.wmv

評量方式說明： 就問題探討及隨堂作業之答題情形評分。

備註： 教材內容在投影片32－39頁；學生攜帶作業簿。

活動6： 外來種

活動時數：  0.5 小時

活動步驟說明：
用投影片及網站講授教材內容。15分鐘。

分組討論，各組派代表上台發言。15分鐘。

能力指標： 7-4-0-5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研判

教材：

（文件檔案） 投影片(見上傳附件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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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外來入侵種動物資訊網

說明: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建置的網站，請到此網站觀看內

容。

網址:http://www.tesri.gov.tw/content/animal/exotic_web/

名稱:台灣外來物種入侵網

說明:政府為了防止外來物種入侵而建置的網站，請到此網站觀

看內容。

網址: http://tasin.tfri.gov.tw/
評量方式說明： 請學生上網蒐尋資料，撰寫專題報告，就繳交之報告內容評分。

備註：

教材內容在投影片40－49頁；

報告內容一律製作成電子檔形式，上傳至WIDE KM繳交學生作

業。

補充教材列表�活動1�活動1活動1

資源1： 雀喙之迷�競爭下的快速演化

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2091

說明： 競爭加速演化的實例報導。

資源2： 捷足先登，後來居上

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21

說明：
為了能與卵子結合﹐不同雄性體的精子在雌性體內產生一場競

爭。

資源3： 土狼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15.wmv

說明： 有土狼與獅子競爭以及小土狼間激烈競爭母奶等內容

資源4： 動物利器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7.wmv

說明：
種內及種間競爭、捕食的動態畫面，內容精彩，請到此網站觀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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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5： 印度豹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20.wmv

說明： 內容有土狼與印度豹爭食瞪羚的動態畫面，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6： 獵狗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30.wmv

說明：
內容有獵狗集體捕食牛羚及與土狼競爭的動態畫面，請到此網站

觀看。

資源7： 羊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9-2156.jpg

說明： 勢均力敵，一場男子漢間決鬥的圖片，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8： 新化高中生物網路教室

檔案或網址：
http://210.60.246.140/bio/new_page_707.htm

說明：
網路教室內基礎生物投影片及講義(群集單元)，請到此網站觀

看。

補充教材列表�活動2�活動2活動2

資源1： 新聞報導

檔案或網址： 新聞(見上傳附件)

說明：
第1-2頁有關於掠食之新聞報導，內容有螳螂性食同類及虎捕食人

等。

資源2： 科學新知

檔案或網址： 新知(見上傳附件第1頁)

說明：
掠食不是動物的專利，藉此科學新知提醒學生也有植物捕食動物的

現象。

資源3： 動物偽裝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2.wmv

說明： 被捕食者的生存之道為何？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4： 動物利器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7.wmv

說明：
種內及種間捕食、競爭的動態畫面，內容精彩，請到此網站觀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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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資源5： 異類的攻擊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25-0006.wmv

說明： 內容有掠食者與被掠食者之間的軍備競賽，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6： 動物的化學武器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12.wmv

說明： 掠食者與獵物各自發展出求生的利器，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7： 動物的軍備競賽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8.wmv

說明： 內容有掠食者與被掠食者之間的軍備競賽，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8： 美洲豹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12.wmv

說明： 內容有美洲豹捕食羚羊的動態畫面，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9： 獵狗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32-0030.wmv

說明：
內容有獵狗集體捕食牛羚及與土狼競爭的動態畫面，請到此網站觀

看。

資源10： 新化高中生物網路教室

檔案或網址：
http://210.60.246.140/bio/new_page_707.htm

說明： 網路教室內基礎生物投影片及講義(群集單元)，請到此網站觀看。

補充教材列表�活動3�活動3活動3

資源1： 魚之間的互利共生

檔案或網址：
http://b.tp.edu.tw/image/topic/O-BBC-000-0006-0008-3063.jpg

說明： 圖片中較小的清潔工魚，從可靠宿主的腮裡，挑出寄生蟲來吃。

資源2： 台北動物園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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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或網址：
http://www.zoo.gov.tw/exhibit/educent/history/and4.asp

說明： 說明共生的定義與例子，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3： 科學人雜誌

檔案或網址：
http://sa.ylib.com/

說明：
有科學小字點，可以查專有名詞的定義，也有全文檢索可蒐尋相

關文章。

資源4： 新聞報導

檔案或網址： 新聞(見上傳附件)
說明： 有關頭皮細菌共生的報導，請見上傳附件第3頁。

資源5： 科學新知

檔案或網址： 新知(見上傳附件)
說明： 有2則關於共生的科學文章，請見上傳附件第2-3頁。

資源6： 維基百科

檔案或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7%94%9F

說明： 可查到共生的定義及例子，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補充教材列表�活動4�活動4活動4

資源1： 男人為何命短？

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833

說明： 一項研究顯示，那可能寄生蟲搞的鬼。

資源2： 台北動物園全球資訊網

檔案或網址：
http://www.zoo.gov.tw/exhibit/educent/history/and4.asp

說明： 說明寄生的定義與例子，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3： 蝨子與人

檔案或網址：
一篇有關人身上的寄生蟲蝨子與人類演化關係之報導，請到此網

站觀看。

說明：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1631

資源4： 外寄生蟲

檔案或網址：
http://tw.merial.com/pet_owners/cats/ectoparasit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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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說明： 內容介紹貓的外寄生蟲，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5： 內寄生蟲

檔案或網址：

http://www.hkfishstreet.com/cgi-bin/forum/view.

cgi?forum=2&topic=658

說明： 內容介紹魚的內寄生蟲，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6： 人畜共通性寄生蟲

檔案或網址：
http://www.topet.net/disease_5.htm

說明： 內容介紹人畜共通性寄生蟲，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7： 桑寄生

檔案或網址：
http://www.bud.org.tw/answer/0006/000639.htm

說明： 內容介紹半寄生植物「桑寄生」，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8： 杜鵑鳥為何不築巢？

檔案或網址：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105041400842

說明： 內容有介紹杜娟鳥的託卵寄生行為，請到此網站觀看。

資源9： 新聞報導

檔案或網址： 新聞(請見上傳附件CD)
說明： 有2則關於寄生的新聞報導，請見上傳附件第4-5頁。

補充教材列表�活動5�活動5活動5

資源1： 矽藻的防禦

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1504

說明：
矽藻有非常「聰明」的化學妙計，用來對付它們的天敵－－橈足

類動物。

資源2： 不准碰我！

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377

說明： 植物遇上了天敵逃也逃不了，於是它們就另找法子。

資源3： 死裡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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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1632

說明： 研究顯示青蛙演化出在真菌寄生陰影下的求生之道

資源4： 天敵生物

檔案或網址：
http://www.tesri.gov.tw/content/manager/manager_enemy.asp

說明： 內容有天敵生物的定義，及台灣引進的天敵生物名錄。

資源5： 蝴蝶的天敵

檔案或網址：
http://home.kimo.com.tw/bradjky/data/enemy.htm

說明： 內容介紹蝴蝶的寄生性及捕食性天敵，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6： 通俗科學網

檔案或網址：

http://sci.nctu.edu.tw/index.php?now=comment&page=show.

php&article_id=46

說明： 內容有探討天敵與生物防治的文章，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7： 科學新知

檔案或網址： 新知(請見上傳附件CD)
說明： 有2則關於天敵的文章，請見上傳附件第4-7頁。

補充教材列表�活動6�活動6活動6

資源1： 新聞報導

檔案或網址： 新聞(見上傳附件CD)
說明： 有2則關於外來種的新聞報導，請見上傳附件第6-7頁
資源2： 入侵種喧賓奪主的秘密

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1395

說明：
逃離了原有的天敵，和當地的微生物結盟，是入侵種植物成功的

原因。

資源3： 入侵的螞蟻擾亂生態體系

檔案或網址：
http://www.sciscape.org/news_detail.php?news_id=569

說明：
關鍵的有益物種遭入侵者驅逐後，破壞性的效應會經由生態系作

出回響。

資源4： 外來種入侵

檔案或網址：
http://www.aeh.ntu.edu.tw/main2/invader/invad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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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說明：
介紹台大校園之外來種及其對於原生生物的影響，請到此網站觀

看內容。

資源5： 外來種生物的衝擊與對策

檔案或網址：
http://life.nthu.edu.tw/~labtcs/ls2143/14.html

說明： 介紹外來種生物的衝擊與對策，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6： 台灣的外來種

檔案或網址：
http://ngis.zo.ntu.edu.tw/exotic/

說明： 介紹台灣的外來種生物，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7： 外來種可能是生態怪客

檔案或網址：
http://www.nsc.gov.tw/files/popsc/2004_115/62-67.pdf

說明：
這是一篇有關外來種的一般報導，內容豐富，請到此網站觀看內

容。

資源8： 環境資訊中心

檔案或網址：
http://e-info.org.tw/node/7449

說明： 有一些外來種相關的文章，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資源9：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檔案或網址：
http://www.fireant-tw.org/

說明： 認識紅火蟻及其防治現況，請到此網站觀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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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案教材設計競賽

優良數位教材獎　佳作

教學計畫名稱：小心！飛蝶就在你身邊
姓名： 楊宗榮 學校： 翁子國民小學

總時數： 160分 學制： 國小 年級： 3

領域： 自然與科技 科目： 自然

說明：

每當夏天，校園裡總是蝴蝶們飛舞的天堂，本活動將藉由四堂課的時

間，�合課堂講授、媒體觀賞、實地觀察與線�教學系統，讓學生透過

課堂�的學習，返家後依然�以透過線�學習課程複習ㄧ遍。

教學研究：

1.瞭解蝴蝶天敵的捕食及寄生��，並實地觀察生物行為。

2.對�種�觀察的避敵��能深入探討蝶類不同而有不同的避敵策略。

3.如何從鱗片的角度出發，研究蝴蝶部份避敵策略的幕後功臣。

教學　

目標：

1.學會以比較的���習觀察蝴蝶的�法。

2.認識蝴蝶的天敵依食性不同分為捕食性及寄主性天敵。

3.認識寄生蜂和蝴蝶的依存關係達到生態平衡。

4.認識蝴蝶幼蟲會依照種類不同運用臭角、擬態、偽裝、有毒的��來

禦敵。

5.認識蝴蝶蛹會運用偽裝、有毒、抖動、離開食草結蛹的��來禦敵。

6.認識蝴蝶成蟲會依照種類不同運用飛行迅速、模擬棲地、有毒、模仿

有毒蝴蝶、交配時不互相干擾飛行的��來禦敵。

7.了解顯微鏡底下的蝴蝶鱗片會蝴蝶禦敵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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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學活動列表

活動1： 蝴蝶的天敵

活動時數： 40分 

活動步驟說明：

教師將學生帶往電腦教室，以影片『蝴蝶中的偽裝高手』引起

學生動�，再以簡報『猜猜我是誰』帶動學生思考枯葉蝶避敵

技巧。再以『蝴蝶的天敵』影片介紹蝴蝶的天敵有哪些？接著

教師再以『蝴蝶的天敵』簡報，詳細介紹蝴蝶的主要天敵有哪

些？也讓學生依其生活經驗暸解週遭環境對蝴蝶的威脅。

引起動�

請你猜猜看怎麼會有葉子停在鳳梨�？利用影片發現蝴蝶中的

模仿大王-枯葉蝶，引領孩子以觀察的�法，發現枯葉蝶的模仿

技巧。

活動內容：

（1）蝴蝶的天敵：

 1-1蝴蝶的天敵有很多種，分為捕食性天敵及寄主性天敵，而

寄主性天敵多為寄生蜂（雌性寄生蜂發現蝴蝶寄主後，以其銳

利的產卵管穿透幼蟲表皮，將多數卵產於蝴蝶幼蟲體內，孵化

的寄生蜂幼蟲以寄主的體內組織為食），而捕食性天敵像哺乳

類、鳥類、兩棲類、攀木蜥蜴、螞蟻、椿象、螳螂、蜘蛛、蜻

蜓，隨時威脅蝴蝶的族群；

1-2多數種類的蝴蝶會盡量分散其產卵的位置，除了避免孵化幼

蟲之食物競爭外，並能減少其後代受寄生的�率。除了盡量避

免被寄生外，蝴蝶體內對入侵的寄生性天敵，會以生理�用加

以防堵排斥其生長。雖然野外的蝴蝶受寄生性天敵危害的�率

很高，但是兩者之間卻能維持平衡狀態，以便同時存活於生態

系中。

能力指標：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

不同的特徵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教材：

（文件檔案）

 1. 影片『蝴蝶中的偽裝高手』(見�傳附件)

 2. 簡報『猜猜我是誰』(見�傳附件)

 3. 影片『蝴蝶的天敵』(見�傳附件)

 4. 簡報『蝴蝶的天敵』(見�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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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蝴蝶的天敵

說明：詳細的介紹蝴蝶天敵的種類，�提供學生�網查詢

網址：http://home.kimo.com.tw/kotatw/f00.htm

評量方式說明： 回答問題情形

備註：

活動2：2：： 蝴蝶幼蟲的避敵招數

活動時數： 40分

活動步驟說明：

教師利用『幼蟲的避敵招數』影片及簡報介紹幼蟲避敵技術，

並讓學生�範表演。

蝴蝶幼蟲的避敵招數：

     2-1化學武器-臭角-介紹鳳蝶類幼蟲利用化學武器-臭角來防衛

自己，受到驚嚇，則會分泌出具有臭味的液體以趨敵。

     2-2擬態成鳥糞-以柑橘類為食的鳳蝶，在1-2齡時多擬態成鳥

糞，躲避敵人。

     2-3警戒色-斑蝶類的幼蟲體表有色彩鮮豔的警戒色，因為他

們以有毒植物為食，毒素累積在身體裡面，使天敵不敢貿然吃

牠。

     2-4難以下嚥-蛺蝶類幼蟲全身長滿棘狀剛毛，使天敵不容易吞

下肚。

     2-5擬態成蛇-端紅粉蝶的幼蟲會模仿青竹絲昂首回咬的動�，

令天敵不敢輕舉妄動。

     2-6驚嚇偽裝-像烏鴉鳳蝶、端紅粉蝶幼蟲均有假眼，讓較小型

的天敵，誤以為頭很大，具攻擊性。

能力指標：

2-3-2-2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

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

在棲息地調適生活等動物生態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質疑

教材：

（文件檔案）

1.影片『幼蟲的避敵招數』(見�傳附件)

2.簡報『幼蟲的避敵招數』(見�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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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蝶的避敵招數

說明：將避敵招數利用有趣的��形容。

網址：http://turing.csie.ntu.edu.tw/ncnudlm/

guide_static/idxStrategy.htm

評量方式說明： 觀察學生的觀察參與程度、表演情形

備註：

活動3：3：： 蝴蝶蛹及成蟲的避敵招數

活動時數： 40分

活動步驟說明：

教師利用『蛹的避敵招數』影片及簡報介紹蛹避敵技術，並讓

學生�範表演。再利用『成蟲的避敵招數』影片及簡報介紹成

蟲有趣的避敵技術，並讓小組共同表演。

蝴蝶蛹的避敵招數：

     3-1魚目混珠：鳳蝶的蛹會與所在環境的植物相近，有褐色、

綠色，讓天敵認不出來。

     3-2遠走他鄉：蝴蝶的蛹會遠離食草植物結蛹，讓天敵找不

到。

     3-3警戒色：斑蝶類的蛹會產生金屬光澤的蛹，警告天敵。

     3-4抖動：蝴蝶剛結蛹初期仍�以稍微活動，當被天敵碰觸

時，會用力抖動腹部，使天敵受到驚嚇。

蝴蝶成蟲的避敵招數：

     4-1飛行迅速：如無尾鳳蝶，不易被捕食。 

     4-2隱身術：枯葉蝶靠著體色為茶褐色隱身於落葉枯木間。 

     4-3.使出毒招：斑蝶的幼蟲攝食有毒植物，把毒素累積在體

內，所以成為成蟲防禦敵人的重要�法。

     4-4假死：大白斑蝶也會使用假死的�法避敵。 

     4-5模仿招術：有些蝴蝶會模擬一些有毒或不好吃的蝴蝶，如

流球紫蛺蝶模仿斯氏紫斑蝶的樣子，所以一些天敵會誤認而不

敢捕食。

     4-6幸福男蝶：交配時遇到危險，力氣較大的母蝶會拖著雄蝶

飛走，不會互相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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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
1-3-5-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教材：

（文件檔案）

1.影片『蛹的避敵招數』(見�傳附件)

2.簡報『蛹的避敵招數』(見�傳附件)

3.影片『成蟲的避敵招數』(見�傳附件)

4.簡報『成蟲的避敵招數』(見�傳附件)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蝴蝶的防禦策略

說明 :說明蝴蝶避敵方法的原因，可作補充資料

網址 : http://cc.gdjh.tcc.edu.tw/~s900563/new_%BD%B9%BD

%BA%A5%D1%A8%D32.htm

評量方式說明： 表演成績及回答問題參與度

備註：

活動4：4：： 鱗片對蝴蝶避敵的重要性

活動時數： 40分

活動步驟說明：

教師利用影片『鱗片超有趣』加強學生對鱗片的認識，再以『

鱗片對蝴蝶避敵的重要性』簡報介紹蝴蝶鱗片的妙用，讓學生

進行有趣的線上測驗複習所學，最後在以學習單協助學生深入

了解蝴蝶的避敵術。

鱗片對蝴蝶避敵的重要性：

     5-1鱗片能隔絕水滴，在雨中仍可以飛行躲避天敵。

     5-2鱗片能排列出鮮豔的顏色，對天敵造成驚嚇的效果。

     5-3鱗片中的光子晶體可造成幻色，使天敵產生錯覺。

     5-4蝴蝶遇到危險時，鱗片會脫落，逃離蜘蛛網。

鱗片對蝴蝶避敵的重要性：

     5-1鱗片能隔絕水滴，在雨中仍可以飛行躲避天敵。

     5-2鱗片能排列出鮮豔的顏色，對天敵造成驚嚇的效果。

     5-3鱗片中的光子晶體可造成幻色，使天敵產生錯覺。

     5-4蝴蝶遇到危險時，鱗片會脫落，逃離蜘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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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篇

能力指標：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6-3-2-2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教材：

（文件檔案）

1. 影片『鱗片超有趣』(見上傳附件)

2. 簡報『鱗片對蝴蝶避敵的重要性』(見上傳附件)

3.線上測驗網頁

4.學習單

教材：

（參考網址）

名稱 :蝴蝶鱗片的奧秘

說明 :關於蝴蝶鱗片的研究及詳細的報告

網址 ：http://w2.laes.tp.edu.tw/erika/new_page_2b.htm

評量方式說明： 就學習單之答題情形評分、線�測驗給分

備註： 學生�以隨時進入學校的線�學習系統學習或複習

補充教材列表

資源1： 蝴蝶生態面面觀

檔案或網址：
http://turing.csie.ntu.edu.tw/ncnudlm/sitemap/sitemap.htm

說明： 介紹�種蝴蝶的生態特徵、避敵�法及有趣的生態遊戲。

資源2：2：： 小心有蝶在你身邊

檔案或網址： 小心有蝶在你身邊(詳見附件檔案)

說明： 老師所編寫的蝴蝶避敵術，學生�以自由點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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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絡��後續關於更多導入資訊與資�

   

 本書定位於給予老師們最豐富簡明且附加免費工具與素材庫的實用性參考工具書,不知您是

否滿意本書的內容?

若您對於當中的任何部分有所疑問,

或是您期盼能更深入諮詢工具的運用方式或提供建議,,

或者希望利用校內或各縣市區域性的研習機會希望我們提供融入教學的理論與實務培訓

或導入本書的工具於貴校,,

均可以底下的聯絡方式與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數位學習研究團隊聯繫,而本團

隊所開發系統將持續提供隨時的服務,網站並不會因固定計畫終結而停止,我們將在能力與資

源許可下持續盡力推廣本網站的服務,謝謝大家的支持!

聯絡資訊��

�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數位學習研究��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129��129���� 

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大樓三樓

T�L� (02)2351�7160

傳真：(02)23517160　

研習培訓相關服務: 林育姿 研究專員 

�體使用、系統疑難服務: 劉莘倫 工程師

聯絡信箱: lin71414@hotmail.com 

‧

‧

‧

ho@ic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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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計畫各獎項得獎名單

 

教育部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研習會各場次教案設計暨��分享競賽得獎名單

台北市(一)

1陳姵婷

2李佳謙

3蔡志仁

台北市(二)

1陳瓏尹

2蔡泰峰

3朱韻婷

台北縣

1柯惠親

2陳信羽

3陳啟山

桃園縣

1李郁芬

2金佩奇

3謝立倫

新竹市

1張貴珍

2陳淑卿

3林瑞蘭

台中市

1陳必榮

2劉慈先

3黃淑菁

南投縣

1林政佑

2張立民

3李炯忠

苗栗縣

1陳惠珍

2俞尚賢

3張育銘

台中縣

1林介壽

2李典龍

3陳英蘭

雲林縣

1陳惠君

2傅志雄

3陳素玲

嘉義縣

1曾繁碩

2陳怡安

3簡淑君



���教育部自然科學融入教學推廣計畫成果手冊

嘉義市

1賴雅芬

2謝文忠

3翁士欽

台南縣

1陳中元

2陳宏吉

3黃鈺婷

台南市

1何光文

2廖勝能

3周昭秀

屏東縣

1陳開平

2盧  紅

3陳振賢陳振賢

高雄市

1蘇銘言

2丁昱志

3李如珍

高雄縣

1廖仲文

2雷新泰

3林美菊

宜蘭縣

1連輝煌

2遊永興

3吳宛如

教育部��自然科學數位內容融入教學教案教材設計大賽得獎名單

( 一 ) 優良數位教案獎 : 

•  第一名:獎金30000元 

陳振威

•  第二名:獎金20000元 

朱晉杰 

•  第三名:獎金10000元 

江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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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3 名:各得獎金5000元 

李孟柔、蘇銘言、楊宗榮

•  入選： 4 名: 各得獎金3000元 

黃志豪、丁昱志、羅慶璋、何玉婷 

( 二 )  階梯特別獎： 3 名 : 各得階梯公司提供獎品一份 :

楊隱秀、江啟昱、羅慶璋 

( 三 )  數位教案人氣獎： 3 名: 各得獎金2000元

蘇銘言、何玉婷、丁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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