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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第三期高瞻計畫 & 科轉計畫召集人序言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都有其專長的事物。有人專注於科學探究、有人熱衷於

實驗操作、有人擅長於創新研發、有人發揮於團隊合作，唯有集合眾人的力量，科技

創新才能持續不間斷！「第三期高瞻計畫：新興科技融入中學之創新課程發展研究」

在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之經費支持下，透過各高瞻團隊中學端的師長們、大

學端的教授們無私的奉獻付出，推動學校跨學科課程的研發，鼓勵學生進行科學探究、

實踐創客與實作的理念，奠定了高瞻計畫為我國新興科技的人才培育及未來科學家的

孕育，帶來無限大的可能。

　　今年的「2019 科技開屏─新興科技教育成果展」活動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與

會展館舉行，共分為七大主題區以及DIY體驗區等八個展示區域。「永續環境」展區：

展示屏科大在地團隊所進行之尖端科技研發成果以及臺灣 GLOBE 計畫中國際團隊學生

所探討之研究專題成果。透過兩大團隊研究成果的碰撞，達到立足屏東放眼全球的目

標。科技轉化計畫團隊在「生技醫藥」與「人工智慧」展區展示創新科技在生物醫藥

上的運用，以及與生活密不可分的網路人工智慧、智慧穿戴醫療系統。將艱澀卻與生

活息息相關的生醫科技做生動的轉化介紹，呈現創新科技於教育資源上的轉化成果。

此次高瞻展區共有 39 群高瞻團隊，其中包含「數位設計」的 3D 列印、AR、VR；「人

文創意」的藝術、人文與地方特色；「人工智慧」的機器人、機器手臂與自走車輛；「綠

能科技」的汙染監控防治；以及「智慧生活」的物聯網居家應用等等，這些課程模組

都相當可觀。最後以各大主題展區環繞其中的是「DIY」體驗區，主要為前沿科技轉

化暨創新教育資源計畫成果，開發以動手作或體驗活動型式，讓參與的民眾或師生能

透過親身體驗的方式，了解最新前沿科技研究轉化教育資源成果及其應用，輕鬆學習

前沿科技知識及其未來應用。

　　高瞻計畫自 2006 年起開始推動以降，業已完成了 13 年的國內高中職新興科技課

程研發以及課程教學的研究，感謝多年來在高瞻計畫中辛苦耕耘的每一位教師及研究

人員。回首過往，當年的初代高瞻學生，目前正在從事科技領域的研發工作或出國攻

讀頂尖學位者都不在少數；更重要的是高瞻計畫培育許多課程開發的一大群教師，並

願意持續投入新興科技課程的研發，更甚者有許多開發完成之教學實驗的高瞻課程，

上載高瞻計畫之教學資源平台，提供大家分享使用。看這麼多豐富的課程產出與培育

出那麼多優秀的人才，讓我們自豪地說：「我高瞻，我驕傲！」

　　前沿科技不斷衝擊全世界的生活面貌，提昇社會大眾的科技素養，使大家了解日

常生活與科技的關係，已是不容輕忽的課題。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暨教育應用推廣」劍指未來上兆產值的臺灣重要優勢

「人工智慧」與「生技醫藥」，轉化前沿科技的研發成果為創新科普教育資源，並推

廣予一般大眾。今年的「2019 科技開屏」年度成果展活動，就是我們第一年的成功代

表作。

　　在展場中，可以看到AI	推薦系統、智慧下棋如何讓幫助人類旅遊、購物、交朋友，

讓生活更加智慧輕鬆；運用 AI 穿戴式與物聯網生理訊號感測技術，構築 AI+IoT 先進

健康照護系統，令重大疾病可被隨時掌控；透過 AR、VR 與動畫技術，探索醣科學推

動新癌症疫苗與流感檢驗應用；操作教具參與奈米藥物、磁場及超音波控制技術實現

精準醫療、精準誘導標靶藥物以及胃漂浮劑的因果；結合數位與實體教材，理解運動

介入增進大腦空間認知的失智症治療新突破；再從具體而微的行動教具到大型展示互

動單元，接觸皮膚構造新知嶄新加速癒合技術的內容。

　　進入第二個年度，科轉計畫將推展 Science	Media	Center 有關擘畫，大力拓寬推

廣渠道，令人人了解科技、學習科技、樂於科技、促進科技。經由這許多努力，期待

不久的將來，我們擁有更理性的社會，更幸福的家國。

　　是為序。

第三期高瞻計畫召集人｜序言 科轉計畫召集人｜序言

第三期高瞻計畫召集人

科轉計畫召集人

李德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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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科技開屏暨 2019	GLOBE	Taiwan	Science	Festival	

　　人類文明的永續，端賴我們一股追求新知、探究未知的好奇心所驅動，透過不斷

地學習、研究以及創新得以維繫。但是在探究的過程中，難免遭遇到失敗與挫折，需

要有不怕重新再試的勇氣，從失敗中學習，記取經驗，進而累積知識與技能，這再接

再厲、實事求是的探究精神，亦就是驅動社會不斷地進步，讓人類文明能夠永續不滅

的關鍵因素。這正是從事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我們，盼能透過高瞻計畫的推動，將科學

探究的精神與心態傳遞給下一代的青年學子。

　　感謝科技部邀請臺灣 GLOBE 計畫成為「2019 科技開屏—新興科技與教育成果

展」的合辦單位之一。今年以環境永續經營為主題，邀請到泰國 The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PST) 官方代表 Ms.	Siriporn	Laowanich

率領 17 位師生來臺發表 4 件學生海報作品，而臺灣則是由今年在 GLOBE 國際網路科

學討論會表現最優秀的高雄女中師生代表參展，展出 3 件海報及自製模型展示。

　　GLOBE（Global	Learning	and	Observations	 to	Benefit	 the	Environment）是一個強

調全球動手做的科學與教育計畫，自 1995 年由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發起，希望透過日

常的地球系統環境觀測，培養學生動手做觀測的精神，並且喚起其學生對環境的關懷

心，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同時也建立全世界的科學家、老師及學生對於相關

議題的學習研究網絡，進而改善基礎科學教育。目前全世界共有 121 個國家參與，超

過 35,000 個經過 GLOBE 訓練的老師，全世界超過 35,400 個學校參與此計畫，已有超

過 1,698 萬筆學生觀測數據。在科技部長期的支持下，臺灣 GLOBE 計畫持續在國內推

動環境領域的基礎科學教育，目前全臺已有 51 所學校參與，現在仍有多所學校詢問

如何加入計畫中。

　　GLOBE 計畫要求學生像科學家一樣學習科學、研究科學問題，重視學生的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數學 (Mathematics) 領域的發展，

並且希望學生在探究過程的最終，能夠公開發表自己的研究結果，與他人討論反思自

己的結論，進而再改良精進。因此參與 GLOBE 的學生們，不僅僅是讀科學，而是親自

動手做科學。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在學生學習科學科技時，仍能保有對於環境生態

的關懷心，時刻省思人類身處地球環境應扮演的角色，如何使得人類與物種生態相處

平衡，永續環境經營。

臺灣 GLOBE 計畫主持人｜序言

臺灣 GLOBE 計畫主持人 林沛練 

序言	—	臺灣 GLOBE 計畫召集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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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高瞻計畫簡介

高瞻計畫：新興科技融入中學之創新課程發展研究

　　有鑑於前兩期高瞻計畫之豐碩成果，高

瞻第三期計畫除了延續前期的品質，更著重

於利基於這些成果之上開發更多優秀的課程

模組，活用不同的學習模式與教學策略，提

供學生一個以真實問題情境為核心的跨領域

學習經驗。藉由課程主題結合新興科技之應

用或探究，高瞻課程以各種新興科技融入於

國、高中的現行課程為主軸，可區分為五大

主題，依次體現「從學生的設計創意為發想，

推展至人工智慧的創造；再延伸至環境永續

綠能科技的應用，最終以智能科技改善生活

居家」之高瞻精神。更著重於由中學端負責

開發課程與實驗教學，大學端則協助中學端

將新興科技融入於課程內容中，並作課程的

評鑑。最後共同推廣所開發的課程及該課程

的師資培育。

　　科技部科國司自 2006 年起推動「高瞻

計畫」，目的在於協助高中職發展前瞻領域

科學與科技課程，提昇高中職科學與科技教

育的品質，以達到培育未來科技人才及具科

技與科學素養的國民。高瞻計畫迄今業已執

行至第三期，本期高瞻計畫著重於「新興科

技融入中學之創新課程發展研究」，透過結

合大專院校之專業知能，直接補助高中 / 職

及國中等各級學校來共同參與高瞻課程的開

發，希冀透過「中學為主、大學為輔」由下

而上的合作模式來發展六年一貫新興科技之

課程與教學研究。除此，第三期高瞻計畫亦

結合跨領域課程發展之趨勢，以新興科技為

內涵，落實科學教育及創課教育之理念，鼓

勵中學進行創新科技課程之研發，以厚植未

來創新科技人才。

　　為使未來前沿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為創新

科普教育資源，將抽象、高難度的「前沿科

技新知」轉化為具體、簡單且富有趣味性的

科普素材及教育資源。科技部科教發展與國

際合作司特規劃「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

暨教育應用推廣」，選定以「人工智慧」及

「生技醫藥」主題，鼓勵跨系、跨院或跨校

之研究團隊或不同機關合作，將艱澀科技內

容轉化為具啟發性之教育資源，於本（107）

年度補助 18	件計畫，形成了由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與博物館所組成的 7 群研究團隊，

包括有：中國醫藥大學、東吳大學、國立中

央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義守大學、臺灣首府大

學等重要學術機構（依筆畫排序）。

　　科轉計畫針對不同年齡層、不同背景及

興趣的大眾參與者，包含學生、家長、種子

教師、志工、銀髮族等，於非制式場域提供

科轉計畫簡介

關於	—	第三期高瞻計畫簡介 & 科轉計畫簡介簡介

豐富又具啟發性的多元創新科普教育資源，

以期增進一般大眾對前沿科技的興趣、欣賞、

理解及參與，進而提升國民之前沿科技素養。

　　「2019 科技開屏」展出了科轉計畫的

可觀成果。諸如在人工智慧領域中透過影片

與資訊圖表互動視覺敘事介紹 AI 推薦系統

「Spotify」、運用「健康貼身守護神」AI 模

組建構 AI 健康照護系統；又如生技醫藥領域

利用動畫及教具操作認識精準誘導標靶藥物

的過程、藉由展示平台與 DIY 活動包認識胃

漂浮劑、藉由影片及展示平台與 DIY 活動包

認識誘導釋放藥物機制、使用動畫及教具理

解運動如何介入增進大腦的空間認知以預防

失智症、結合大型展示互動單元與 3D 動畫呈

現傷口癒合的創新療法與治療過程等。

　　精彩內容，詳參本刊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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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簡介臺灣 GLOBE 計畫簡介

　　GLOBE	 計 畫（The	Global	Learning	and	

Observations	 to	 Benefit	 the	 Environment）

是一個強調全世界親自動手做的基礎科學

與教育計畫，美國總計畫由美國太空總署

（NASA）、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及

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三方協力合作執行，

全球共有 121 個會員國。而本計畫（GLOBE	

Program	Taiwan）乃臺灣與美國簽約之國際

合作計畫，臺灣自 2012 年 12 月起獲科技部

補助，於 2013 年 9 月正式簽約加入，執行

迄今已有 51 所國高中小學校加入 GLOBE 計

畫。GLOBE計畫所討論的科學問題包含大氣、

水文、土壤、植被及地球系統等領域，並由

全球科學家訂定GLOBE科學觀測協議(GLOBE	

Protocols)，提供師生教學與學習環境科學的

相關素材，並鼓勵師生與科學家合作，希望

能串連科學家、教師及學生建立一個科學學

習網絡。

　　臺灣計畫辦公室定期舉辦基礎觀測教師

研習營，訓練教師理解觀測儀器原理、熟

悉基本的觀測操作與資料上傳流程、了解

GLOBE 計畫所重視的科學探究教學理念，

讓受訓後的教師回到學校後帶領學生進行觀

測和科學探討。另外臺灣計畫辦公室亦協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創立於 1924 年，前

身為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在創建之

初即以發展熱帶農業研究及培植科技人才為

目標。位處地球南北迴歸線間，為臺灣唯一

熱帶農業產區，故以熱帶農業的獨特性與多

樣性發展名聞國際，是一所深具研究規模及

發展潛力的熱帶農業科技學府。建校以來，

隨著時代變革，歷經數次轉型蛻變，擁有濃

厚的歷史底蘊、匯聚一堂的菁英和豐富的教

學研究成果，為臺灣經濟發展及人才培育貢

獻良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依傍大武山下，有著

近 300 公頃校地，草原遼闊、綠樹綿延，四

季皆呈現不同美景，是一座具有「國家公園

大學」美譽的國立大學。

教師將本計畫所提供之教具教材融入既有的

課程教學中，搭配國內教育政策，發展出

GLOBE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GLOBE 學生每天必須進行觀測，並將記

錄數據上傳至美國 GLOBE 總計畫所建立的全

球 GLOBE 學生觀測資料庫，參與計畫的學生

可透過此資料庫蒐集到全球各地的環境觀測

結果，藉此進行區域性或全球性的環境議題

研究探討。並且將科學結果整理成科學調查

報告，參與全國、地方科展，以及 GLOBE 學

生科學活動，將成果與他人分享、向他人討

論答辯後，再自我省思、重新收集數據、重

新分析資料，改進原先提出的科學結論，透

過此方式提升學生自身的科學學習。

　　此外，臺灣 GLOBE 計畫辦公室亦提供許

多國內外科學學習的機會，例如計畫辦公室

不定期舉辦環境議題講座、教師交流研習營、

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等。並且，臺灣已與印度、

泰國建立學生交換計畫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定期舉辦 GLOBE 臺灣科學季，邀

請亞太區師生來臺參展。未來希望將學生交

流計畫拓展到亞太區各國，期能促進國內外

校際交流，引發學生對於環境科學學習的興

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連績三年蟬聯世界綠

色大學評比全臺第一，2016 年更拿下亞洲第

5 名之佳績，顯現本校在校園建設及人才培

育，追求永續發展的努力獲得國際肯定。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循著前賢的

足跡及所奠定穩固的基礎，以創新的「科技

農業」丶「生態產業」丶「白金社會」及「藍

色經濟」為四大校務發展主軸，並以「跨

領域	(Cross	discipline)」、「跨數位	(Cross	

digital)」丶「跨產業	(Cross	industry)」、「跨

國際	(Cross	nations)」的四跨	(4C) 理念，積

極推動產學合作，以及培養兼具人文與專業

素養丶創新思考及國際觀的跨領域人才，以

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並為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再創新猷。

關於	—	臺灣 GLOBE 計畫簡介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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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科技開屏─新興科技教育成果展

展覽簡介

　　「2019 科技開屏─新興科技教育成果

展」係由「第三期高瞻計畫」、「科轉計畫」

以及「臺灣 GLOBE 計畫」等三個計畫

在座落於大武山腳下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聯合舉辦年度成果展活動。此一活動乃匯集

了三個計畫及屏科大所研發之成果。「科技

開屏」寓意科技進步與發展與在地文化之相

互緊扣、彼此連結，如此科技才會回到人的

本身，進而推動社會發展，便捷生活。所謂

以人與土地為本的科技，才是有溫度的科技，

才是真正關懷臺灣這片土地的科技。

　　本次展覽 LOGO 意象設計，旨在傳達本

次科技部年度成果展活動的意涵，表達本次

參展團隊豐碩之計畫成果及其與屏東在地文

化連結之精神。視覺上，以孔雀開屏的 7 片

羽毛象徵本次分別展出之七項主題，其間以

科技部 LOGO 的橙色躍動元素串連「七項研

究主題」、「臺灣」圖象與「屏」東字樣，

呈現活動主標之臺灣科技在屏東綻放的意象；

其次，由科技部 LOGO 植基於副標的新興科

技教育成果之上，則充分說明此七項主題的

發展在科技部的推動下，扎根臺灣、連接屏

展覽內容	—	展區簡介

東、綻放未來的開屏雙關寓意；最後，再由

底部副標文字點題，再次強調新興科技植基

教育推動人才培育之精神及展示的核心。	

　　本次展覽首先呈現「永續環境」展區，

以屏科大在地研發成果與臺灣 GLOBE 計畫成

果。接著是科轉計畫的「生技醫藥」展區，

以尖端科技轉化為教育資源的成果。高瞻及

科轉計畫共同呈現的「人工智慧」展區，則

呈現科轉計畫與高瞻計畫中各級學校將 AI 科

技轉化並融入課程之教育應用成果。最後為

呼應由研究端落實到科普教育的目標，依序

呈現高瞻團隊將新興科技融入於中學教育的

課程研發之「人文創意」、「數位設計、「綠

能科技」、「智慧生活」等主題。

整體展區規劃圖



「永續環境」
展示屏科大在地團隊所進行之尖端科技研發成果以及臺

灣 GLOBE 計畫中國際團隊學生所探討之研究專題成果。

透過兩大團隊研究成果的碰撞，達到立足屏東放眼全球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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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製劑 ( 微脂囊包覆技術 ) 科普志工 - 生醫與航太材料鈦合金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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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表現監控實務 - 扛落去 3D 列印食物

　　「速度」一直是運動員與運動科學界在

追求的最終目標，透過 Gymaware 將以往沒

辦法量化的動作速度透過科技化的介面來呈

現，也藉由體驗活動讓前來的長官及學生了

解在運動中監控動作速度的目的，例如爆發

力與力量的分析、跳躍能力測試、運動傷害

復健等，對一般民眾而言，「速度」也是讓

我們遠離危險的關鍵能力，舉凡發生火災、

地震、被狗追及跌倒都會需要「速度」去快

速遠離危險，因此應用層面除了運動員以外，

更囊括一般民眾及銀髮族。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 － 3D	食物列印機」

　　21 世紀的餐旅產業是充滿科技與智能，

屏科	餐旅系也因應未來趨勢特別設立智能餐

廳與智慧人才培育雙主題課程。本次會場展

出之「3D	食物列印機」與「VR	HOTEL	虛擬

實境體驗區」。

　　「3D	列印可以吃 ?」3D	列印技術不僅

可以應用於一般產品模型製作、汽車製造業

零件建構、建築業營造房屋建築外，3D	列印

技術也與餐飲業結合，無論是盤飾設計與創

意巧克力甜點，皆可以打破以往需要模具塑

形的限制，更能盡其所能自由發揮創意。而	

VR	飯店實境技術對於餐旅科系同學也有很大

的幫助，以往飯店內的接待應對情境往往需

要到實際飯店實習才能體驗。現今	VR	實境

技術跨越了這個障礙，餐旅系智能餐廳主題

課程特別設計「VR	HOTEL	虛擬實境體驗」，

使同學更能從課堂理論教學、虛擬體驗到創

新創業，系統性為未來餐旅就業市場做好堅

實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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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立中央大學執行的「臺灣 GLOBE 計

畫」，在科技部的補助下，於 2019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2 日舉辦 2019	GLOBE 臺灣科

學季	(GLOBE	Taiwan	Science	Festival)，本活

動為「2019 科技開屏 - 新興科技教育成果展

的一部分。展區以「環境生態永續經營」為

展示主題，邀請到 17 位泰國師生來臺展出

4 件海報作品，並與臺灣 GLOBE 學校—高雄

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 以下簡稱雄女 ) 師

生分享科學成果。雄女學生展出了今 (2019)

年參加 GLOBE 國際虛擬科學討論會 (GLOBE	

International	Virtual	Science	Symposium) 之科

學調查報告，該報告為臺灣表現最優秀之作

品。除此之外，雄女學生也展示了日常在學

校裡進行的 GLOBE 科學調查活動，與泰國師

生切磋學習。

　　GLOBE	Program 計畫源自 1995 年由美國

前副總統高爾發起的科學與教育計畫，旨在

透過科學探究的方式學習自然環境，期望提

升全球學生與社會大眾的科學素養，進而關

懷自身所處的生態圈，永續經營地球環境。

臺灣自 2012 年 12 月起獲科技部補助，由國

立中央大學執行，2013 年 9 月與美國雙方簽

署合作，開始於國內推廣 GLOBE	Program，

現參與學校已累計至 51 所。希望藉此計畫可

圖 1：雄女學生向屏科大段副校長介紹自製的鋒面

模型與氣象站模型

圖 2：臺灣 GLOBE 計畫主持人向科國司黃心雅司長

及高瞻計畫召集人李德財院士報告 GLOBE 計畫工作

進度，及介紹展區學生作品

以提供國內教師多元教學素材，使其改善教

學策略及方法；並建立科學學習網絡，提升

國內基礎科學教育的教學環境。

　　今 (2019) 年所展出的 GLOBE 學生作品

包含有臺灣學生三件作品及泰國學生四件作

品，而臺灣今年由參與 2019	GLOBE	 國際

虛擬科學討論會表現最優異的高雄女中學

生作品代表參展。雄女自 2013 年加入臺灣

GLOBE 計畫，是參與最久的學校之一，該校

由地球科學科陳建宏老師指導，成立「高雄

女中地球大氣環境觀測社」，每年以社團的

形式徵選學生參與 GLOBE 觀測活動。平常在

學校裡除了每天的日常觀測以外，陳老師也

建立社團 Facebook，透過此管道連結學生，

定期召開社團會議，相互討論地球科學、大

氣科學、環境生態的科學問題。

　　高雄女中學生參與 GLOBE 國際虛擬科

學討論會的作品—「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Rainfall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Pollutants」，學生利用每日 GLOBE 觀測所

收集到的數據，探討高雄地區冬天時期，降

水如何影響空氣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臭氧及氮氧化物之濃度。並且，學生也將自

製的鋒面模型、雄女觀測站模型搬到現場展

示。利用鋒面模型，雄女師生向民眾說明冷

臺灣ＧＬＯＢＥ計畫展示區

圖 3：GLOBE 臺灣及泰國師生與科國司黃心雅司長

及高瞻計畫李德財召集人合影

圖 4：民眾與 GLOBE 師生互動

暖氣團如何形成鋒面、鋒面如何移動的過程。

藉由觀測站模型的展示，學生也介紹了在學

校中的 GLOBE 活動，包含每天進行的雲種雲

量、氣溫、氣壓、濕度、風向風速、降水等

觀測，以及每週一次的大氣科學討論會，還

有每年六月校慶的地球大氣環境觀測社成果

發表等。每位參加社團的學生都擁有自己的

科學探究主題，為了解答自己提出的問題，

學生每天進行觀測收集數據，並與老師同

儕討論，再將分析推理出的科學結論整理出

來，參與國際性、全國性、地區性的科學展

覽、GLOBE 學生學習展覽 (GLOBE	Learning	

Expedition)，以及 GLOBE 國際虛擬科學討論

會。

　　泰國與臺灣長期固定有學生交換計畫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一如往年，我

們今年也邀請到 17 位泰國的師生來臺。泰

國 GLOBE 計畫由泰國教育部所屬單位 IPST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執行，總計有 815

所學校參與，在亞太區的表現相當活躍。當

地政府、科學家、教育專家帶領學生進行大

氣、土壤、水文的觀察相當多元，我們也曾

多次邀請泰國科學家來臺舉辦教師觀測訓

練。這次泰國學生共展出四件作品，其發表

的成果主題，包含有土壤、水文等。第一件

作品由老師率領小學六年級學生與當地科學

家合作，量測淡水的溫度、濁度、pH 值、溶

氧量等數值，以及該區域土壤沈積物的顏色、

氣味、pH 值、質地等數值，討論該區域的長

春花如何受到生長環境周遭的水質與土壤之

影響。第二件作品由小學五年級學生完成，

教師帶領學生量測氣溫、濕度、降水，再繪

製成趨勢變化圖，讓學生了解三者之間的關

係。第三件作品是參與 2019	GLOBE 國際虛

擬科學討論會獲得三顆星的作品，參與學生

為國中生，該作品量測水的 pH 值、導電度、

濁度，並記錄了三種珊瑚的生長狀態，探討

海水水質對於珊瑚生長速率的影響，試圖了

解海水是否適合珊瑚生長。第四件作品探討

泰國灣周圍的青蠔生態，由國中三年級學生

收集水的溫度、鹽度、溶氧度、濁度、流動

速率，並記錄青蠔的成長狀態，討論水質的

各種因素如何影響其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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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泰國 GLOBE 學生向民眾介紹平日在校進行的科

學調查結果

圖 10：雄女學生向泰國學生介紹雲種及雲量的量測

圖 12：臺灣學校—高雄女中海報 圖 13：泰國學校—
Anubansrisamrong	School 海報

圖 14：泰國學校—
Bangkok	Christian	College 海報

圖 11：雄女學生與泰國師生合影

圖 8：GLOBE 泰國師生與高雄女中師生合影

圖 9：泰國師生參觀雄女 GLOBE 氣象站

圖 6：雄女學生介紹日常在校進行的 GLOBE 觀測記錄活動

圖 7：泰國 GLOBE 學生與臺灣 GLOBE 學生分享與討論

GLOBE 科學問題

　　除了於屏東科技大學以海報形式展

示 GLOBE 學生科學成果外，GLOBE 臺灣

計畫辦公室也安排了泰國師生參訪高雄女

中，由雄女師生精心準備許多有關大氣科

學相關的演示活動，讓泰國師生了解雄女

平日的 GLOBE 如何在校學習科學，以及

日常觀測。目前臺灣 GLOBE 計畫在科技

部的補助下推動成果顯著，無論是美國

GLOBE 總計畫或是美國在臺協會，都極

力支持在臺灣持續地推廣 GLOBE 計畫。

未來在科技部鼎力支持下，於國際方面，

希望能夠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拓展其他

亞太區國家，建立良好的學生科學學習合

作關係。於國內的部分，則預計搭配即將

上線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協助科學教師

將 GLOBE 的環境觀測，發展成探究與實

作課程，並實際運用於科學教學中。



展示科轉計畫團隊「生技醫藥」領域轉化成果，涵蓋前

沿科技包括醣晶片、醣科學工程、Globing-H 合成技術、

醣分子程式化一鍋合成法、胃漂浮製劑技術、超音波控制

技術、癌細胞光熱化療法、運動增進失智症患者空間認知

法、非線性光學顯微術、奈米粒子追蹤分析技術、產生二

氧化碳促進血管生成加速傷口癒合之近紅外光感應技術。

「生技醫藥」



26 27

義守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義守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楊智惠 / 教授兼醫學院副院長 林國隆 / 助理教授

「生技醫藥」前沿科技轉化暨創新教育資源研發 「生技醫藥」前沿科技轉化暨創新教育資源研發

一 . 前沿科技轉化的目的 四 . 轉化的實施成果

三 . 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

二 .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一、科轉研究動機

二、科轉研究方法

三、科轉實施成果

發展及轉譯「生技醫藥」前沿科技新知為科普教材 實境技術及數位科技工具應用於「生技醫藥」前沿科技新知

為強化臺灣社會大眾對「生技醫藥」前沿科

技的瞭解與認識，本計畫將抽象及複雜的「生

技醫藥前沿科技新知」轉化為具體、簡單且

富有趣味性之科普素材，並結合創新教育科

技，如數位化動畫及實境技術 (AR/VR)，研發

多元創新科普教育資源，並透過小型試驗及

相關評鑑研究回饋，開發具培養國民前沿科

技素養學習效益之優質教育資源。

對於醣科學而言，由於細胞上醣分子的變異

(Globe	H)，是細胞癌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對

民眾健康影響頗大，因此透過 AR 擴增實境

技術來宣導醣科學的重要性，並藉由名人堂

展示我國在醣科學有重大貢獻的研究學者。

由於 Merge	Cube 屬國外新創的擴增實境裝

置，透過搭配有劇情貫穿的 3D 動畫、遊戲，

可形成風格獨特的文創樣貌，較易引起年輕

族群的注意。在觀賞動畫時，採置入式宣導

醣科學知識；在玩遊戲闖關時，搭配選擇題

測試玩家醣科學的了解；並在宣導過程中加

入名人堂，介紹我國科學家在醣科學領域的

卓越貢獻。

運用最新的 Merge	Cube	AR 技術製作「擴增

實境醣科學宣導」的整合 APP，讓使用者透

過手機置身於魔法學校，在體驗過程中，化

身為醣科學代言人，進行學習與闖關之旅，

藉由數位內容與擴增實境技術，提高學習意

願，並增加學習的樂趣。

實施成果包括：

1.	2D 前導動畫：

透過小莉無意中進入魔法學校，遇到魔法

學院院長告訴她，必須闖關成功才能回到

現實世界，因此展開小莉的醣科學知識冒

險之旅。

2.	3D 動畫教學：

分為初階與進階動畫，初階動畫介紹醣分

子的基本知識，並引出名人堂；進階動畫

介紹醣分子作用機轉。

3.	3D 遊戲教學：

分為初階與進階遊戲，初階遊戲以血管為

場景，利用 Merge	Cube 為準心，射擊迎面

而來的敵人；進階遊戲以細胞表面為場景，

轉動 Merge	Cube 使醣分子在細胞表面滾

動，透過問答題目來消滅目標。

4.	名人堂：

介紹我國五位醣科學研究學者的學經歷、

卓越貢獻、主要成就、獲獎榮譽等項目。

1.	科普文章之編撰 :	本計畫藉由大師訪談的

方式，針對國內對於生技醫藥及醣科學之

相關研究成果及科學家進行報導，成果共

6 篇已經刊登於科學人雜誌 2019 年 6 月

及 8 月刊物。

2.	科普模組教具之開發 :	本計畫已經完成 3

件 AR/VR 實境技術創新科普教育模組，包

括「癌症治療最前沿 : 醣科學免疫療法」、

「醣衣砲彈 : 癌與醣科學 VR」及「癌症藥

物調配 VR」。

3.	完成科普文章及教具評鑑 :	針對高中生進

行認知面、情意面、技能等方面，學生進

行小型試驗，包括施測、評鑑及相關自評

回饋，並作為計畫修正，相關施測、評鑑

及分析。

4.	推廣活動 :	本計畫已完成辦理 8 場推廣活

動，並在 7 月科技開屏活動協助 DIY 活動

「VR 癌症獵殺者」，藉由問答、細胞活

化概念圖等，讓使用者可以即時回答及選

擇，並以互動式方法加強學習動機生的學

習動機。使其了解癌細胞比正常細胞更異

常增生，標靶藥物較化學治療更可精準的

清除癌細胞。根據有效問卷分析（樣本數

為 75 份）結果得知，參與活動民眾近 9

成為學生，在體驗教具後可提升對細胞與

癌症的瞭解與答題的正確性，提升民眾能

獲得正確生技醫藥知識。

1.	醣類聚合物的製備（醣科學）：包含醣類

聚合物應用在疫苗的發展及癌症疫苗的歷

史與開發技術。

2.	細胞療法：免疫細胞療法是利用自體免疫

細胞來對抗癌症與病毒感染等疾病的先進

醫療技術。機制與癌症上之應用。

1.	臺灣生技醫藥發展趨勢及利基 : 自 2016 年

起生技醫藥成為政府積極提倡「五加二」

產業創新計畫之一，且累計至 2018 年 6

月已有 134 家生技醫藥公司及 322 項產品

通過衛服部審定，促使臺灣成為亞太研發

重鎮。

2.	2018 年諾貝爾醫學獎「癌症免疫療法新突

破。

3.	「醣」科學引領製藥技術新革命 :	十餘年

來，臺灣的「醣」科學，從醣分子結構研

究、合成技術、到疫苗與藥物開發，不間

斷創新突破，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科學期

刊上，不僅引起全球矚目，也不斷將臺灣

的「醣」科學及其應用發展，推到了其他

國家，包括美國，都難以望其項背的頂尖

地位。本計畫整理臺灣醣科學發展及相關

科學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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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陳聖昌 / 助理教授

「生技醫藥」前沿科技轉化暨創新教育資源研發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

轉化的實施成果

前沿科技新知之評鑑研究

本研究以翁啟惠院士「醣分子」在生物醫學

之應用為主題，轉化「醣晶片」及「醣疫苗」

之作用機制，讓大眾能透過轉化後的科普素

材，認識抽象且複雜的機制。

◎醣晶片

醣晶片上佈有不同的醣分子抗原，將取得的

檢體與醣晶片接觸後，如果檢體內的抗體能

與晶片上特定的醣分子抗原進行反應，便能

立即驗出檢體類型。

◎醣疫苗

以特殊醣分子作為疫苗的抗原，當癌症病患

注射疫苗後，便能活化體內的免疫系統產生

對抗癌細胞的抗體，利用人體本身免疫機制

消滅癌細胞。

本研究將抽象及複雜的「醣科學」新知—醣

疫苗及醣晶片作用機制，轉化為具體、易理

解之科普素材及探究與實作活動，並藉由相

關評鑑機制之回饋，及辦理相關師資培育及

科學交流推廣活動，推展生技醫藥前沿科技

的科普課程，使大眾皆能成為具科學與科技

素養的良好公民。

本研究針對醣科學一主題發展相關教學設

計、科普文章、學習單及評量，亦以國高中

學生及教師為推廣對象，辦理多場以醣科學

為主題之探究與實作校園推廣活動及師資培

育工作坊，引導教師與學生認識生技醫藥前

沿科技新知。

◎校園推廣活動

透過探究與實作課程，學生能了

解抽象的疫苗作用機制及病毒篩

檢機制。

◎師資培育工作坊

以在職教師及師培生為重點培育

對象，作為科普推廣活動的種子

教師，增加在職教師及師培生對

生技醫藥前沿科技的認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洪連輝 / 教授

精準醫藥治療轉化創新教學資源研發

計畫簡介

計畫目的

計畫成果

具像化 - 實體教具及多媒體影音教材

精準誘導標靶藥物科技轉化教學模組開發及推廣計畫

本子計畫是以生技醫藥誘導標靶藥物為主

軸，將藥物精準送達到腫瘤位置，利用奈米

大小的超微型氧化鐵，與化療藥物結合。從

靜脈注射進入，再於患者腫瘤上方部位戴上

強力磁鐵，藥物會自然被吸引到腫瘤內。由

於藥物內含磁性物質，核磁共振攝影下可以

看得見，具有顯影劑的功能，能看到藥物進

入組織的濃度狀況。

本計畫的目的是為提昇國民之前沿生技醫藥

科技素養，針對一般大眾，於制式或非制式

教育場域，提供豐富又具啟發性的生技醫藥

創新教育資源與學習活動，以期增進一般大

眾對生技醫藥發生興趣、欣賞、了解及參與，

進而提昇國民之前沿生技醫藥科技素養，同

時串聯 K-12	各級學校，建構出生技醫藥教學

學習園地。

教具透過超音波控制血腦屏障 ( 閘門 ) 開啟或

關閉，以及利用磁場達到磁控制標靶治療藥

物，精準引導標靶藥物投入大腦中的腦腫瘤，

透過實際動手操作，學生可以利用超音波控

制器，控制血腦屏障的閘門開合，利用永久

磁體 ( 或電磁鐵 ) 吸引與引導藥物，藉由直

觀、實際動手操作以及具體的現象展示，使

課程學員能夠用最直觀的方式了解前端生醫

科技背後的科學知識原理；展示教具中，我

們透過 3D 列印、雷射切割、Arduino	控制晶

片以及其他 Maker 工具，並將其融入於我們

設計的生醫課程之中。

圖一、計畫原理與教具設計概念圖

圖二、推廣活動時，參與學員使用教具

圖三、血腦屏障具像化教具

圖四、標靶治療具像化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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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余建志 / 副教授

精準治療轉化創新教學資源研發

計畫簡介 轉化的實施成果

教育資源模組	核心概念

病灶釋控藥物之創新科普資源開發與推廣計畫

本子計畫是以生技醫藥病灶釋控藥物 - 胃漂

浮劑型之創新科普資源開發與推廣為主軸，

胃漂浮系統涉及水動力平衡 / 擴散 / 溶離等原

理，是一類能滯留於胃液中，延長藥物釋放

時間，改善藥物在胃或十二指腸的吸收，減

少不良反應，穩定血藥濃度，減少服藥次數，

提高臨床療效的新型給藥系統。

科普文章 2 篇，分別是胃漂浮劑型介紹文

章和影片各一件。

教材模組共 2 件，第 1 件為胃漂浮劑型介

紹 ( 教師手冊、學生手冊、動手做實驗、

多媒體影音與具象化教具 )；第 2 件為胃漂

浮劑型動手做材料包。

推廣活動：推廣活動共有 7 場次，共 1,160

位高中生和社會大眾。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

林泱蔚 / 教授

精準醫藥治療轉化創新教學資源研發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整體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

轉化的實施成果

具象化模擬教具（鎖鑰理論專一性）

光熱及超聲波誘導精準釋放藥物之創新科普資源開發與推廣計畫

近年來，癌症上的光熱療法（Photothermal	

Therapy,	PTT）逐漸崛起，本年計畫將帶領大

家了解什麼是光熱效應，以及介紹臺灣科技大

學化學工程學系張家耀教授團隊所合成的光熱

治療試劑—銅鐵硫奈米晶體（CuFeS2）。此文

章發表在國際期刊 ACS	Appl.	Materia.	 Interface	

2018,	10,	4590-4602。

張教授團隊以簡易一鍋合成法製備硫化銅鐵

(CuFeS2) 奈米晶體，並當做前述所提及的光熱

試劑。再經過超聲波輔助方式，將 CuFeS2 奈米

晶體表面修飾玻尿酸 (hyaluronic	acid,	HA) 以增

加水溶性、生物相容性及提高腫瘤癌細胞之選

擇性。此修飾後 CuFeS2@HA 奈米晶體在可見

光至近紅外光區的光源照射下，具有顯著寬吸

收度，甚至擁有高達 74.2% 的光熱轉換效率。

此研究將其應用於醫學上作光熱療法，用於治

療癌細胞的一種方式。

動手做教材示範及實驗器材包為了增加讀者對

光熱轉換有更深刻的瞭解，本計畫以肉眼顏色

變化方式轉換張教授團隊之研究成果並且轉化

成教具包（圖一所示）。我們利用感溫粉溶液

當做肉眼辨視溫度檢測試劑。當溫度達 31℃

時，感溫粉溶液會由原本紅色轉變為白色。從

圖一 (A) 中，可以看到當銅鐵硫奈米材料被紅

外光照射後，銅鐵硫奈米材料與感溫粉溶液的

混合溶液，會從紅色轉變為白色。圖一 (B) 則

顯示金奈米粒子與感溫粉溶液的混合溶液，在

有 / 無照射紅外光情況下，溶液顏色則沒有任

何變化。由此可見，銅鐵硫奈米材料的光熱轉

換效率可以使溫度上升超過 31℃，而金奈米粒

子則沒有辦法達到此效果。

光熱療法為治療癌症逐漸興起的方法，即以光

熱敏感材料當作吸收光能的物質。當光熱敏感

奈米材料照射特定光源後，能有效率將光能轉

換成熱量，造成局部溫度上升。在經過紅外光

照射後，可使吸附於癌細胞表面的銅鐵硫光熱

敏感材料產生熱量，造成局部高溫殺死癌細胞，

提升癌症治療的效能 ( 如圖二所示 )	。圖二為

本團隊利用簡易磁吸原理表達光熱敏感奈米材

料之鎖鑰理論專一性。

(A)	銅鐵硫奈米材料與感溫粉溶液混合，有 / 無照射近
紅外光 10 分鐘顏色變化。

(B)	金奈米粒子與感溫粉溶液混合，有 / 無照射近紅外
光 10 分鐘顏色變化。

(C)	光熱敏感性奈米材料之教具包 / 教學手冊 / 原理影
片。

(A)	正常細胞（規則形狀）與腫瘤細胞（不規則形狀）。
(B)	功能性銅鐵硫奈米材料由於表面玻尿酸分子存在，

針對黑色素腫瘤細胞具有專一性結合。
(C)	功能性銅鐵硫奈米材料經由紅外線照射，產生光熱

效應並同時釋放順鉑化療藥物。
(D)	黑色素腫瘤細胞因光熱效應及化學治療而凋亡（白

色細胞）。

1.

2.

3.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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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科老年學研究所

白明奇 / 教授 / 所長

生醫光電與運動科技用於失智症之教育資源開發與推廣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轉化的實施成果

整體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

失智長照場域與協會教育推廣

【2014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頒給歐基輔

與穆瑟團隊以表彰其「大腦 GPS 導航—位

置與網格細胞系統」之研究。此前沿發現：

在一個實驗空間移動中的老鼠，到達環境中

某個的地方時，大腦的海馬迴中總有一群神

經元會被活化；到了下一個地方，又有另外

一群細胞被活化，這一群一群神經元的活化

代表老鼠可能有一個腦功能來定義地方或位

置，因此被稱為位置細胞（place	cells）。	

另外，穆瑟團隊讓老鼠在一個大空間奔跑，

並發現當老鼠走到空間中的某些特定位置，

內嗅皮質內某種細胞會高度活化 ;	而不同於

位置細胞，這些細胞會對多個空間點產生反

應而非單一空間點。	將這些活化的神經元

一一標示在老鼠遊走的軌跡上，竟像是六

角形幾何圖形。	這些細胞被稱為「網格細

胞」，扮演腦中導航與路徑整合的重要角色。

1. 動畫呈現轉化主題：「大腦 GPS 導航—位

置與網格細胞系統」，進而探討人腦中的各

樣功能。

2. 利用自製大腦意象模型並模擬網格細胞所

產生的神經元活化的樣態 - 六角形。

4. 推廣活動

＊辦理 5 場推廣活動及兩場學術活動，媒

體報導 18 則，觸及人數達 1,332 人

＊偏鄉人才培育 40 人

＊發表科普文章 7 篇（含子二＆子三）

3. 以自製小書方式配合上述教具：動畫 - 人

腦導航重點內容及模擬網格細胞，使民眾可

以透過多元的方式了解轉化主題 ;	同時，小

書內亦有子計畫二（運動如何改善失智症）

＆子計畫三海報（失智症患者的血管變化），

讓民眾了解失智症者症狀、可能原因與如何

改善。

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在早期，大腦中的內嗅

皮質與海馬迴就出現病理變化及萎縮，而

這兩個區域恰與記憶及認路相關．	透過此

前沿科技，了解大腦中的主掌記憶、認路

的細胞是如何運作，來是否有機會能夠以

此協助診斷或預防走失，非常值得探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與解剖研究所

郭余民 / 教授

生醫光電與運動科技用於失智症之教育資源開發與推廣

運動改善失智症大腦結構之教育資源開發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整體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

轉化的實施成果

在人與動物的研究結果發現，適當的運動

訓練，不但能有效的強化大腦的結構與功

能，還可延緩失智症的發生和惡化。本計畫

針對運動訓練提升腦功能和延緩失智症的

發病。並要闡述一個觀念，那就是應該把

運動視為一種對抗大腦退化的處方。由於

病患出現失智症狀才會就醫，而此時腦部

結構已有相當程度的不可逆損傷，即使新

藥能阻斷進一步惡化，對於臨床症狀也很

難有顯著的改善，因此發展早期診斷工具

就成了一個研究上迫切需要突破的瓶頸。

鑑於每年失智症人數上升，病患及家屬有強

烈動機想更了解失智症有關新知 ( 如：最新

療法、有無解決辦法等等 )。但社會上提供

的相關失智症中文科普知識相對缺乏，因此

本計畫主要目的是藉由先告訴民眾失智症

由來、原理知識，衍生到如何預防、減緩病

症惡化，來推廣規律運動可以增強學習記憶

能力、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的發生與惡化速

度，希望讓民眾了解後可以一生運用此概

念並和他人推廣，推己及人，期望藉由傳

播知識來有效降低未來臺灣失智症人數。

( 海報 )

海報中可以了解臺灣失智症年齡的上升，從而得

知失智症研究的需求是上升的。由海報上可知運

動前後差異在神經的影響 ( 運動促進神經細胞增

生、修復 )，來解釋運動可以改善失智症之關聯。

( 影片 )

影片內容主要是分成有持續運動老鼠跟無運動老

鼠，在設計的實驗上表現差異，並展演失智症病

理以及運動對失智症益處之相關學術成果。

( 大腦模型 )

使用教學式大腦結構模型，讓民眾拆解組裝的同

時能了解各腦區負責的功能，主要傳遞概念圍繞

在海馬迴構造及其於失智症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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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吳佳慶 / 教授

生醫光電與運動科技用於失智症之教育資源開發與推廣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整體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

轉化的實施成果

失智症運動前後血管與胞外體檢測科技轉化 生醫創新科技展示計畫

阿茲海默症患者腦中出現由緻密、不可溶的澱粉

樣蛋白構成的不正常瘢塊，及 Tau 蛋白過度磷酸

化，造成微小管扭曲變形，堆積於細胞內而產生

之神經糾結物。

2018	年	Bennett	RE.	在	PNAS	研究報導中指出，

利用螢光顯微鏡將類澱粉蛋白與腦血管的互動顯

現出來，發現扭曲的腦血管比健康腦血管更容易

造成類澱粉蛋白堆積，其將使血管周圍更容易加

速病變與累積蛋白，並形成一惡性循環，使腦部

血液供應容易不足，致血管與神經細胞死亡，進

而使大腦運作出現問題。

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為了解有害物質在腦

血管中聚集與堆積造成血管病變的狀況。利用半

導。鑑於腦部血管結構與血液中物質對失智病程

的重要性，設計腦血管的微流道光罩與晶片，並

模擬了有害物質在腦血管中聚集與堆積造成血管

病變的狀況。

2. 腦血管教具	:	廠商製作腦血管教具，表現出類

澱粉蛋白堆積在腦血管中導致血管病變的惡性循

環狀況。

1. 在矽晶圓上塗上光阻透過光照曝光、顯影後再

將矽晶圓上的圖形翻模到生醫複合材料上，此生

醫複合材料即為病變與正常腦血管晶片。

3. 使用腦血管晶片透過針頭注入血液，模擬血液

中類澱粉蛋白在腦血管中沈積狀況。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示組

陳玫岑 / 副研究員

以博物館為場域的生醫創新科技轉化計畫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轉化標的—創新傷口癒合

合受傷是你我生活中都有的經驗，對老年人及慢

性病患者而言，受傷更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隨

著社會人口老化，傷口醫療需求逐年增加，如何

加速傷口癒合已是重要議題，而「缺氧」是傷口

癒合困難的一大主因。

本團隊與國立成功大學葉晨聖教授合作，將其研

究團隊所研發之「創新傷口癒合」技術轉化為科

學展品、數位媒材引介予一般大眾知曉。此研究

藉由藥劑吸收近紅外光並轉為熱能，使其上的小

蘇打分子因熱分解產生二氧化碳，讓傷口的環境

變為弱酸性，促進血紅素釋出氧氣，提高受傷部

位的氧含量，加快傷口癒合。

●行動展品—兼具展示與演示功能

以行李箱為設計概念，高機動性擁有隨攜即展的

優點。行李箱內部除以 3D 動畫完整呈現創新傷

口癒合研究內容，並以實物重現實驗場景，在演

示過程中，老鼠傷口的特殊材料設計讓觀眾在治

療老鼠當下宛如體驗科幻電影的不思議。
●動畫影片—微觀傷口反應

透過 3D 影片由傷口治療的現狀起始，描

述傷口治療難以突破的瓶頸，接著點出

研究轉化重點—「創新傷口癒合的特色

以及在未來可能對生活所造成的改變」。

藉由影像模擬放大傷口處，描述奈米藥

劑在傷口上所產生的反應，讓參觀者更

有臨場感，彷彿隨著影片中的細胞來一

趟傷口修復之旅。

●虛實整合—大型互動式展品

本展座藉虛實轉換手法結合 3D 動畫重現

研究精髓，以受傷老鼠吸引觀眾目光，

經動手治療老鼠以及觀看動畫實際了解

創新傷口癒合所運用的科學概念和生理

現象，最後以提問方式提供觀眾思考反

饋，在展示終了，將給予觀眾老鼠復原

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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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技教育組

鄭瑞洲 / 副研究員

以博物館為場域的生醫創新科技轉化計畫

轉化成果

生醫創新科普推廣計畫

本年度前沿科技轉化研究主題為「創新傷口癒合」

透過以下執行作法：

一、生醫創新科普教材及教具開發：透過內容分

析、繪製核心概念圖譜，並連結中小學課綱，融

入生活時事，開發現階段中學生科學課程之融入

式或補充式教材及科普文稿，並開發能動手操作

之教具或材料包，應用於後續科普推廣體驗及研

習活動。

二、生醫創新科普體驗活動：將開發之科普教材

及教具，結合展示及數位媒材，於科工館內外辦

理多元形式的生醫創新科普闖關、動手做及演示

等推廣活動，提升社會大眾對生醫科技的認知與

態度。

三、生醫創新科普動手做研習：透過與公私部門

等單位合作，邀請偏遠地區及弱勢族群中學生到

紅外光照射奈米粒子升溫
（奈米粒子光熱效應）

煮膨糖
（小蘇打粉加熱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碳黑閃光實驗
（奈米粒子光熱效應）

自製二氧化碳滅火器
（小蘇打粉與醋	酸鹼反應）

神奇變色杯
（二氧化碳溶於水產生弱酸性）

自製汽泡水
（二氧化碳溶於水產生弱酸性）

館參觀生醫科普展示及動手做，促進教育及學習

機會平等，提升中學生之創新生醫科技知識與學

習興趣。

本年度計畫成果如下：

一、開發生醫創新科普教材及教具 1 套，含創新

傷口癒合教材及二氧化碳科學動手做教具。

二、辦理生醫創新科普體驗活動 11 場次，2,725

人參與。

三、辦理生醫創新科普動手做研習（含促進教育

機會平等）5 場次，251 人參與。

四、發新聞稿及媒體公開報導 11 篇。

五、發表生醫創新科普推廣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

1 篇。



展示科轉計畫與高瞻計畫中與生活密不可分的網路人工

智慧、智慧穿戴醫療系統、機器人、機器手臂與自走車輛

等新興科技之轉化為教育推廣應用，並呈現融入中等教育

課程之課程研發成果。透過最尖端科技的邂逅，並將之應

用於醫學、交通、農業等領域中，提供開拓未來生活的學

習契機。

「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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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黃福銘 / 助理教授

前沿人工智慧科研成果轉化 : 轉譯、呈現、與評估

轉化成果

人工智慧成果影響評估與轉譯及人工智慧知識圖譜之生成

本研究計畫專注於臺灣國內外前沿人工智慧

成果的甄選與轉譯，並建置人工智慧的知識

圖譜，透過淺顯易懂的知識描述方式呈現，

大量使用日常生活對話、精美插圖、生活化

解說範例，以期讓民眾容易地理解人工智慧

的原理與應用，並瞭解我國在此領域的卓越

成就，期待培養我國民眾之人工智慧素養與

資料科學素養等資訊科技軟實力。本年度轉

譯文章作品包含人工智慧於『推薦系統』與

『金融科技』兩項領域之應用，共計	11 篇

文章：(1) 就這樣懂 AI—什麼是人工智慧、

(2) 什麼是推薦系統、(3) 聰明的智慧評比、

(4) 令人滿意的旅程推薦、(5) 社交推薦你我

他、(6) 了解您的潛在顧客、(7) 在三百六十

度裡的自然理解、(8) 什麼是金融科技、(9)

我的群眾募資會不會成功呢、(10) 金融情緒

也可窺探財務風險、(11) 為了精準行銷而戰

戰兢兢的即時廣告競價。計畫產出成果除了

可作為人工智慧之科普推廣外，更可用以做

為人工智慧學科的教學輔具與種子教師培訓

教材，而透過系統化的人工智慧知識體系整

理與科研成果整理，未來亦可將研究成果編

纂成冊，成為人工智慧領域的原理介紹與實

務應用專書。本年度科研轉譯團隊成員為來

自於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的	黃福銘教

授、謝馨頤、蔡政宏、詹欣儒、馮正毅、吳

岱恩、吳翊瑄、彭鈺湄等人，轉譯內容並同

步發佈於全球公開內容平台	Medium，網址為	

https://medium.com/if-lab-ai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林廷宜 / 副教授

前沿人工智慧成果轉化 : 轉譯、呈現、與評估

轉化成果

視覺敘事 : 以資訊圖像與動態圖像敘述人工智慧

本計畫除了試圖引導讀者關於人工智慧的認

識與瞭解，並進一步對國內外出色論文成果

的興趣，所著重的敘事精神在於理解人工智

慧（AI）不只是實驗室裡的成果，它正在幫

助以及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樣態，所影響之處

已擴及產業、醫療、教育等各項活動。由於

論文對一般民眾來說較難吸收，本計畫為了

拉近 AI 和大眾的距離，運用視覺訊息設計方

法將 AI 介紹給大眾，除了相關論文，並參酌

MIT	Technology	Review,	Verge,	Quanta,	 IEEE	

Spectrum,	 New	York	 Times,	 Gizmodo,	 Tech	

Orange,	DIGITIMES、中研院科普媒體、天下

雜誌等資料，將相關資訊整合篩選，挑選生

活周遭的經驗做為題材進行故事撰寫，進行

視覺化敘事方法讓故事增添趣味，引起觀眾

的共鳴。由此工序讓大眾容易理解，且願意

主動閱讀；藉由圖像和動畫的傳達作為激起

大眾興趣的入口，在閱讀完整的圖文之後，

願意去了解更深入的相關知識。

AI	WOW網站

AI	WOW臉書

知人知面更知心
的知音月老

昆蟲圖鑑

AI 推薦系統

最好的旅伴 AI

特務入侵！？

網站收納產出的作品，進行資訊和視覺的統

一。除了讓使用者可以更加容易且直接的接

收到這些訊息，也藉由延伸閱讀和其他計畫

產生連結。(https://www.vidlab.net)

以使用者最常使用的社群作為推廣平台，讓

大眾可以透過臉書追蹤陸續產出的故事和

動畫，還可以留言、互動以及分享，激盪

出 更 多 火 花。(https://www.facebook.com/AI-

WOW-390523368455836)

以大眾常常接觸到的音
樂平台作為解釋推薦系
統運用的題材，將推薦
系統比喻成月老，以探
險闖關的過程，介紹推
薦系統如何運用三種演
算法預測出使用者的潛
在喜好。

數據是人工智慧的基
礎，而搜集數據是靠網
路爬蟲，這一則故事將
網路爬蟲比喻為一般民
眾所欲認識的昆蟲，以
查閱昆蟲圖鑑的方式介
紹其基本資料與習性，
藉以瞭解這隻科技昆蟲
的背景、能力與特性。

本作品以活潑的動態圖像介紹人工智慧和推薦系統
的概念，將大量的知識濃縮在一分半鐘內介紹給觀
眾。除了讓觀眾在看完動畫之後能有初步的瞭解，
因而引起興趣，更想進一步搜尋更多資料和了解更
深入的知識。

以規劃和經歷一趟旅
程，描述生活中會使用
到AI所提供的技術和服
務，以及背後的原理，
更將金融科技與個人理
財的相關知識介紹給大
眾。

將 AI 擬人化，以特務的
角色和生動的口吻描述
情境，並以淺顯易懂的
方式帶出背後的原理，
本故事將情境生動的呈
現出來，幫助大眾快速
的了解 AI 情緒辨識以
及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案
例與益處。

［推薦系統］

［搜尋推理］

［金融科技］

［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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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吳穎沺 / 副教授 田曉萍 / 助理教授

前沿人工智慧成果轉化 : 轉譯、呈現、與評估 前沿人工智慧科研成果轉化：轉譯、呈現、與評估

前沿科技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整體前沿科技轉化的核心與目的 轉化的實施成果

轉化之研究來源及介紹 轉化成果

前沿人工智慧科研成果轉化之成效評估與教育推廣 人工智慧科技轉化之教材 / 教案資源開發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

現在及未來重要的前沿科技之一，人工智慧

的發展起因於面對日益複雜的跨領域問題，

科學家嘗試建築一套系統來協助人類處理這

些過於複雜的問題，更甚至期望研發出如同

複製人類的智慧的一套人工智慧系統。如何

讓一般民眾具備人工智慧相關的「前沿科技

素養」─亦即讓他們能瞭解與日常生活相關

的人工智慧基本知識以及人工智慧的發展可

能對於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與衝擊；也能對

本研究計畫將聚焦於如何讓民眾對於與日常

生活相關之人工智慧應用有基本的知識、正

向之態度與相關基本能力（包括溝通、參與

與決定），而本計畫為整合型計畫中之子計

畫三，主要研究重點有三個：( 一 )	針對兩個

子計畫所產出之科普文章與資訊圖像進行轉

譯與轉化成效評估，並給予修正回饋。( 二 )	

利用兩個子計畫所產出之科普文章、資訊圖

像與動態圖像開發以國中到高一學生為教學

對象之人工智慧相關教材，並針對教材進行

評估與修正。( 三 )	發展人工智慧生活應用相

關教育資源模組，並進行實際教學（教育推

廣），以評估教育資源模組對於國中到高一

學生對於人工智慧的認知、情意與技能之影

響，並根據評估結果修正教育資源模組之設

計。

邀請現場教師評估子計畫一的科普文章之內容與概念適
切性，進而編輯相對應的閱讀素養測驗題庫，讓目標學
生（國中至高一）可以在閱讀科普文章後，進行閱讀理
解評估。

首先由現場教師帶領班上學生進行主題概念的理解，接
著再請學生觀看子計畫二的資訊圖像，並引導他們以
「5W1H」之方式繪製心智圖，活動為個別進行、過程
中不得與同儕交流，時間約 40 分鐘。

請現場教師設計適合目標年齡層學生（國中至高一）之
「課程教案」，並依據教學架構目標設計「學習單」幫
助課程進行，接著編輯於課程前後實施的「概念評量測
驗」，以及「人工智慧態度問卷」了解學生對於 AI 的
看法轉變。

今 年 度 舉 辦 共 計 5 場 次 人 工 智 慧 生 活 應 用 營。
2019/01/21-25 於桃園市觀音國中舉辦 3 場次（冬令
營），共計 40 人次參與；2019/05/15-16 於桃園市啟
英高中舉辦 2 場次（春令營），共計 30 人次參與。

DeepMind	 團隊製作 AlphaZero	 的核心技術

是蒙地卡羅樹搜尋與深度強化學習的觀念。

其 論 文（A	genera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lgorithm	 that	masters	 chess,	 shogi,	 and	Go	

through	 selfplay,	 Silver	 et.	 al.,	 Science,07	

Dec	2018,	Vol.	 362,	 Issue	6419,	 pp.	 1140-

1144.）介紹蒙地卡羅樹搜尋結合了蒙地

卡羅法與搜尋樹的技術，並搭配兩顆深度

強化學習的類神經網路，一起工作來解決

圍棋對局問題。本子計畫根據相關理論進

行教材 / 教案設計開發，透過教材提升青

少年 ( 國高中學生 ) 對相關領域的興趣，

幫助了解電腦對局的核心技術與應用。

(1)	相關教材三套

本子計畫完成實體教材資源三套，各包含主

教材、5E 建構式教案、活動學習單、單元評

量、及課堂用 PPT 投影片檔等配套資源。教

材內容以淺顯易懂的文字解釋人工智慧與電

腦對局的基本概念，第一套內容包含人工智

慧簡介、棋盤對局、棋盤對局的處理技術三

個部分。第二套教材包含對局程式簡介、決

策樹、與遊戲樹。第三套則包含搜尋樹 ,	最

小最大堆積樹，與搜尋樹剪枝三個部分。教

材以彩色排版，並搭配相關圖片、科學家小

檔案、焦點整理、以及相關 youtube 影片連結

等補充資料

(2)	試教推廣活動

主要推廣活動為中學教師實地試教，由現職

教師選定適合的班級進行教學活動，觀察學

生反應，並蒐集教師回饋以供教材資源編修

參考，總共進行六場試教推廣活動，學生反

應良好。

於人工智慧有正向態度，願意主動學習與應

用人工智慧；並能具備針對人工智慧的使用

與應用進行思辯、與他人溝通並參與人工智

慧的使用與應用相關公共事務決策的基本能

力，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重大議題，因此，

本研究將具焦於如何將國內外重要人工智慧

相關研發成果轉化成為創新科普教育資源，

以提升一般民眾人工智慧相關之前沿科技素

養。

(1) 科普文章轉譯評估

(2) 資訊圖像轉譯評估

(3) 開發教育資源模組

(4) 舉辦 AI 生活應用營

計畫執行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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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謝孟達 / 教授　李順裕 / 教授

具智慧無線穿戴式系統設計

跟著科技與健康起舞

物聯網傳輸與接收技術

人工智慧分析技術

電路模組化設計技術

手機 APP 使用者介面設計技術

生理訊號模組製作與人工智慧軟體平台設計

為了使科技更加貼近生活，自身健康受到更

多的重視，團隊所研發之「無線穿戴式系統

模組」，讓一般民眾、高中 ( 職 )、國中、小

能夠藉由親身體驗去接觸科技知識，認識高

科技所帶來的健康守護。「試穿戴」是一個

操作簡單的生理訊號量測模組，系統具有淺

顯易懂的使用者介面，民眾能藉由體驗來認

識自己的生理訊號，並進一步了解其中所含

的醫學意義，為身體健康進行把關。本研究

團隊的特色為提供一個簡易友善的模組系統

平台，包含簡易操作的生理訊號量測模組、

友善的網頁、手機 APP、電腦使用者介面，

並於雲端建立人工智慧系統，方便使用者進

行生理數據的分析與處理。

將物聯網的概念，應用於模組的訊號傳輸與

接收，開啟新世代醫療電子設備。

利用人工智慧協助訊號與疾病的分析，讓醫

療設備功能更為廣泛，讓健康的管理能有更

多的可能性。

穿戴式裝置需仰賴優良的電路設計技術，藉

由電路模組化的設計，可以讓功能更易理解、

操作更加簡單。

科技來自於人性，設計手機APP使用者介面，

將科技融入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

臺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臺灣首府大學　陳儒賢 /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陳儒逸 / 副教授授

具智慧無線穿戴式系統設計

轉化成果

生理醫學知識與教育推廣

本計畫為「生理醫學知識與教育推廣」，	由

陳儒賢老師與陳儒逸醫師，利用「智慧聽診

器」及「24 小時心律偵測器」積極辦理教育

推廣課程，教學的對象為一般民眾、社區老

人、樂齡大學學生、高中生、及大學生。

課程內容主要是心臟構造功能的基本認識、

心電圖訊號簡介及心律不整相關的疾病。讓

學員實作心電圖藉以了解其臨床意義。穿戴

式醫療產品確實能吸引學員目光，除了踴躍

提問也非常期待產品上市。

陳醫師藉由淺顯易懂、幽默話語傳授專業的

醫學知識，分享臨床案例及實作教學，讓學

員擁有不一樣的體驗，學員皆感獲益良多。

推廣及運用的價值：提供很多心電圖訊號及

所代表臨床的疾病，可能產生的症狀，讓學

員認識，配合智能產品可以提早發現疾病，

及早就醫，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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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林光浩 / 副教授

具智慧無線穿戴式系統設計

實作推廣計畫簡介

模組應用實現與創意實作推廣

本計畫為模組應用實現與創意推廣，將健康

貼身守護神之前沿科技轉化為具體、簡單且

富有趣味性之創新科普教育資源模組。例如

透過網路上的 3D 建模開源軟體設計健康貼

(A) 模組應用實現為 : (B) 創意實作推廣為 : 本計畫透過舉辦活動盼

能提升學生對 3D 列印前沿科技的理解及體驗

科學應用於生活的樂趣。以及設計模特兒結

合生醫晶片模組的教具，富有簡單及趣味性

之創新科普教育資源模組。

計畫實施成果

1. 本計畫採用開源軟體 Onshape

1. 國小舉辦活動推廣 3D 列印前沿科技

2. 使用開源軟體 Cura

2. 模特兒結合

			生醫晶片模組

3.3D 列印檔案 4. 印出成品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濱江國民中學

明新科技大學

電機與電子技術跨學科課程研發與實驗研究

內湖高工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一、高職端─智慧機器人技術課程模組

高職端以學校現有資訊專業實習課程中的感

測器、動力控制、微控制器、影像傳輸等技

術為基礎，導入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

等新興科技，研發「智慧機器人技術課程模

組」。配合本課程模組的教學實施，研發「機

器手臂定位運算實驗模組」、「機器人動力

控制實驗模組」、「全向輪機器人學習模

組」、「機器手臂學習模組」、「雲端氣象

站學習模組」，於相關實習課中由學生自行

組裝並探究學習相關機器人技術。

二、國中端高瞻課程模組

生活科技動手做課程模組、LED 控制程式設

計課程模組、mBot 機器人與程式設計課程模

組、理化動手做課程模組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一、高職端：融入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

據等新興科技，研發「智慧機器人技術課程

模組」。

二、國中端：(1) 生活科技課程─新電子模組

元件創新應用；(2) 資訊科技課程─基礎程式

設計與機器人技術；(3) 物理與化學課程─行

動載具、物聯網及新電子模組元件等在理化

實驗的創新應用。

二、國中端高瞻課程架構一、高職端高瞻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課程實施成果

一、課程推廣成果

本團隊在高職端研發的「智慧機器人技術課

程模組」，自 105 學度起已逐步落實於內湖

高工資訊科的專業實習課程中；於國中端研

發的「生活科技動手做課程模組」、「LED

控制程式設計課程模組」、「mBot 機器人與

程式設計課程模組」、「理化動手做課程模

組」，也自 105 學年度起分年推廣至臺北市

濱江國中、西湖國中和陽明高中國中部的生

活科技課程、社團活動及電腦課程。此外，

本團隊教師亦經常受邀至校外分享課程研發

成果與經驗。

二、師生研發成果發表

本團隊除專注於課程模組研發與實驗教學，

亦鼓勵師生研發成果發表，以激發學生的科

技學習興趣與熱情，並藉此提升參與教師之

新興科技課程發展的專業知能。在執行第三

期高瞻計畫期間，師生共同發表的研發成果，

計有論文發表 20 篇、中華民國新型專利審查

通過 14 件、國際發明展獲獎 15 件、2019 德

國紅點產品設計大獎入選 2 件、指導學生科

展與專題競賽獲獎達 100 件以上。

身守護神模組外型、製作簡單和富有趣味性

的教具以及為了使中小學生能由動手操作活

動，從小培樣其科學基本概念，實地去中小

學舉辦活動讓學生親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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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成果二 

課程實施成果三 

課程實施成果一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類別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跨群科智慧化新興科技融入食農教育創客課程發展之研究

東勢高工團隊

一、臺中市立東勢高工執行跨群科智

慧化新興科技融入食農教育創客

課程發展研究之總計畫及子計畫

一（智慧化植物農場專題製作課

程研究）	

二、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負責執行

子計畫二（跨領域創客教育融入

友善智慧菜畦生活科技課程研究）	

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負責執行子計

畫三（跨群科智慧化新興科技融

入食農教育創客課程與教材評鑑

之研究）。	

課程內容摘要

本研究主要鼓勵國中及高中職結合新興科技

主題及創客理念，研發符合在地文化特色之

跨領域學科的學校特色課程。其目的旨在以

第二期高瞻計畫所研發之新興科技－智慧生

活創新課程為基礎，發展高職跨群科智慧化

新興科技融入食農教育創客課程發展之資源

研發、實驗與推廣。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1) 全球物聯網時代，農業走向智慧化

(2) 農業自動化

(3) 利用網路遠端監控及創新技術改造 3D 印

表機

(4)Arduino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高雄市私立樹德級家事商業職學校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國立成功大學

應用新興科技協助研發紓解青少年壓力之教學模組成效研究

樹德家商團隊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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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創客教育資源研發與實驗究計畫

大同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共研發 7 個 STEM 科際整合創客課程，

包含 6 門高中端課程及 1 門國中端課程。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3D 數位設計與加工應用 ( 輪型機器人實驗模

組、多軸機器人實驗教具 )

機構力學與運動模擬器 (3D 擬真教學模組、

3D 擴增實境機器人功能模擬 )

動力系統與動力效能評估計算 ( 馬達減速比

與電壓電流匹配評估 )

智慧生活科技、機電整合、材料科技、資訊

科技、生物科技、資療照護、文化創意、綠

色能源、無線通訊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課程實施成果

配合國家重要教育政策十二年國教新課程(以

下簡稱 108 課綱 ) 的實施，本計畫透過高瞻

精神研發符合真實情境學習的 STEM 課程，

教導學生能夠將 STEM 知識 ( 科學、科技、

工程、數學 ) 應用於現實生活中，透過連結

性課程的概念，統整與串聯不同學科學習內

容，建立相互運用的知識架構。總計畫以各

種有效方式，增進各子計畫創客教師合作及

學生活動的交流，協助擴大整體計畫團隊的

教材交流與參與。

子計畫一持續充實教學活動內容、設計課程

專用教具教材及活化網站平臺功能。子計畫

二課程模組增加了對「彈性課程」的規劃，

也將「探究實作」、「使學生具備新興科技

的應用知識」納入了課程模組的規劃中。子

計畫三利用質性與量化呈現課程評鑑結果並

給予建議，研究員使用半結構式問卷於課後

訪談老師與數名學生以了解學生與老師對於

高瞻課程的看法，並於評鑑後給予建議。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國立成功大學

基於適性化自主學習課程和系統之跨學科創客課程發展研究

臺南女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課程的整體核心概念是實現創客精

神，讓學生實際動手做，運用創新思維解決

問題，並能樂於分享。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人工智慧、物聯網、無人機、AI 機器人、

AR/VR、程式設計、適性化自主學習系統、

大數據分析、穿戴式裝置。

課程實施成果

已將課程推廣至35所學校（參與教師128人；

參與學生 1202 人），並多次榮獲第三期高

瞻期末成果展相關獎項（前兩年共計 6 個獎

項），計畫實施以來已獲得 36 次公開報導。

學生也透過高瞻課程玩出了興趣，參加了「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際 FRC 機器人競賽」與	「PowerTech 青少年

科技創作競賽」，除榮獲佳績外，也獲得了

最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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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本整合型計畫包含總計畫與三個子計畫，總

計畫為整個計畫之核心，負責三個子計畫之

分工與統整，其分工合作架構如圖。

高雄市立六龜高中

高雄市立甲仙國中

正修科技大學

自然環境感測技術課程研發暨推廣計畫

六龜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透過原在地理及地球科學學過的氣候相關知

識，加上資訊課學習 scratch 積木程式作為引

導，在這些舊知識的觀念下，配合新興科技

Arduino 及創客的精神，讓同學發揮團隊合

作，互相溝通與協調，並且學習運用符號、

函數等概念，去了解從未接觸過的單晶片主

板、擴充版、感測器的連接。Arduino	IDE	程

式設計函數與迴圈的觀念，更是讓同學訓練

邏輯思考。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Arduino	電路板的使用教學、感測器 ( 溫濕度

的、氣壓、PM2.5、雨量器、風力風向 )

課程實施成果

六龜高中

一、高瞻課程有操作測量、小組報告、感測

器的製作、程式的撰寫等多元的學習。

甲仙國中

甲仙國中高瞻計畫研發高瞻計畫教材，開設

社團活動 - 未來領袖社，並發展成為本校校

本課程，課程教學說明如下：

課程核心概念

1.風速風向知識觀念教學與製作	

3.高瞻推廣桌遊完成

5.雨量筒感測器研發成功與試作

2.高瞻結合在地景點桌遊發想

4.團隊成員試玩桌遊並給予建議

6.複合式感測器研發成功與試作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 完全中學含國中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ARCS 動機模式融入原住民完全中學之泰雅文創、智慧型機器人
與資訊科技課程開發與推廣

南澳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本研究計畫之課程核心是以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

為重點，同時結合高瞻計畫所著重的新興科技學習，

以及在地特殊的泰雅原住民文化，所形成的跨領域

學校特色課程。課程規劃先以瞭解泰雅文化內涵 ( 例

如編織、狩獵、祭典、樂舞 ) 為主，進行文化體驗

及實作，並配合文化中傳統智慧的科學探究後，再

藉由國中部資訊科技軟體應用課程，例如 :	影音剪輯

軟體、電子書、3D 列印、程式編寫及高中部智慧型

機器人課程，進行泰雅文化再現與學習成果的展現。

這中間皆以 ARCS 動機模式的教學策略進行教學設

計及教學，讓學生可以增加學習動機並強化信心及

學習成就感。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本課程包含的新興科技類別為 : 資訊科技應用及智慧

機器人兩部分，其中資訊科技應用部份包含影音剪

輯軟體、電子書、3D 列印、APP 程式編寫四類。

課程實施成果
1.	課程研發 : 本計畫共研發 6 套課程模組，國中部 3

套、高中部3套，每套課程模組皆含有2-4個子模組，

故總計共 17 個子模組 ( 國中部 9 個、高中部 6 個 )。

2.	學生成果 :	

(1)	國中部：共完成 A. 文創類作品包括泰雅織帶鑰

匙圈9件、傳統布包18件、藤編背簍7個、弓3把、

箭 17 枝；B. 資訊科技類作品包括微電影 10 部、電

子書 18 本、3D 列印手機架 17 個、3D 列印觸控筆

17 枝及狩獵 APP 遊戲 17 支。

3D 建模列印課程花絮及實作成品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下圖為本計畫課程架構圖及課程地圖 : 架構圖

中黃色為國中與高中部課程共通 ; 綠色為國中

部課程特有 ; 橘色為高中部課程特有。課程地

圖中的紅框為課程銜接階段，黑色箭頭代表高

中課程將回歸到高一繼續執行。

課程架構圖 課程地圖

(2)	高中部 : 共完成弓

箭 10 件、微型瞭望台

7 座、智慧型機器人

課程完成作品 18 件。

計畫內歷屆學生 (105-

108 年 ) 共計參加三

次全國機器人競賽，

皆獲得佳績。

3.	教師賦能 :	計畫課程實施過程中，參與計畫及學

習社群之教師共 9 人。

4.	推廣及影響力 : 目前共辦理 26 場內部推廣活動，

約 624 人參與 ;3 場外部推廣 ( 高瞻嘉年華及南投信

義國中 )，高瞻嘉年華約 200 人次，信義國中參與

教師 8 人，學生 35 人，本計畫亦使用計畫網頁、

Youtube 頻道等多種管道進行推廣及經營，目前網站

造訪人次已到達 1822 人次左右。

5.	教育平權 : 共服務多元族群 ( 南澳泰雅族原住民 )

學生人次共 140 人次。



展示藝術、人文、地方特色等新興科技融入中等教育課程

之課程研發成果。透過新興科技與在地社會、環境、藝

術、文化等元素的相互結合，提供新興科技中多元關懷的

學習資源。

「人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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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成果

子計畫一高中端

子計畫三國中端

子計畫二大學端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本計畫課程分為三個子計畫執行，子計畫一

的高中端以實作課程開發為主，主要目的是

研發餐飲烹調的技術。子計畫二則以大學端

開發之科學實驗設計，將科學與營養的知識

融入實驗中，二者互相支援合作。子計畫三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臺北市立大理高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高中部 )

國立臺灣大學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國中部 )

科學與餐飲跨領域課程研究計畫 新興科技融入師大附中「藝數創課」創新課程研究、從動手做
認識立體幾何與奈米構築之美大理高中團隊
師大附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以三年為期，研發具科學精神的「分

子料理」探究與實作課程，並以科學與營養

的觀點重新檢視我們目前使用的烹調方法及

飲食習慣。分子料理的實作課程 -「現代烹

調」、「未來廚房」，將研發能培養科學能

力的分子料理課程，藉以提升我國餐飲從業

人員的科學素養。烹調的科學實驗課程 -「烹

調科學專題探究」、「趣味科學」，可以分

別提供 108 課綱之高中及國中跨領域探究與

實作課程。整體而言，本計畫的課程將「餐

飲」與「科學」重新整合，並應用標準化的

課程研發模式來發展一套高品質的科學烹調

探究與實作課程模組，藉以提升學生學習科

學的樂趣，進一步培養其科學素養。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融入與食品科學相關的技術，像是糖度計及

攝取糖量紀錄的手機 app。

課程實施成果

本計畫之四種高瞻課程：高中多元選修「烹

課程內容摘要

高中端「公共藝數」課程從平面幾何的基礎

應用出發，融入組合摺紙與化學分子串珠操

作，連結公共藝術造型的生活情境觀察，帶

領學生透過幾何實作與跨領域的接觸，期將

看得到也摸得到的立體幾何結構，轉化為有

感的生活經驗與創作內涵，以培養跨域素養

與文創設計。

國中端「小小藝數家」運用探究式教學法，

結合自然科學、藝術賞析，摺紙拼組、電腦

繪圖與雷射切割，進行一學期藝數創課的教

活動。

大學端特別設計了一個完整大學一學期的通

識課程「分子美學」，在臺大實施，以提供

國、高中師生更多的教學題材。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1.	跨域素養(數學、化學、藝術、遊戲、資訊、

工藝、科技 )。

2.	文創設計 ( 摺紙、串珠、Puzzle、創客、雷

射切割、3D 列印 )。

調科學專題探究」、「未來廚房」、餐飲學

程「現代烹調」及國中彈性課程「趣味科學」

皆為實際實施一學年的課程，均具備 18 堂課

以上完整課程架構。課程實施成果良好 , 深受

學生喜愛。在第二年，除將原有分子料理課

程精緻化 , 團隊教師亦大幅度改變上課模式，

從食譜式的上課方式到探究式，藉此培養學

生探究能力，國中端的課程也結合 108 課綱

的學習內容，協助學生學習。第三年，將原

有高國中課程整理為一學年結合烹調與科學

的探究與實作及彈性課程，並研發相關的素

養導向試題，讓任課教師知道怎麼評鑑學生

認知、技能及態度各方面的能力，讓課程更

趨完善。

　　多位參與高瞻課程的同學，錄取與餐飲

相關大學校系。對外，由於不斷改良教具教

材（微型烹調、蠟燭取代酒精燈），所有學

校都能用課程富含趣味性且能培養探究能

力，多次受邀至國高中、師培單位及科教館

分享課程或舉辦營隊。

則是應用子計畫一、二研發的課程，在國中

實施，藉以提升本校國中生的營養健康概念

與學習動機。三個子計畫各有擅長，且兩兩

互相協助支援，總計畫則負責計畫管控與課

程評鑑。

臺北科學日	-彭良禎	老師培訓	藝數	
DIY

小小藝術家 -張敬楷老師電腦繪圖

珠串組合分子模型

教師增能研習	-洪新富老師合影

韓國首爾大學教師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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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透過建模的訓練，引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的

模式，並以數學建模為例，激發學生從數學

建模的學習應幾何平面鑲嵌到立體燈飾的製

作，需克服平面到立體面的截角面積，到立

體成形，及幾何圖形運用而動手作出成品。

研發密碼解題及 AR/VR 實境 APP 的結合，透

過尋寶方式高中學生認識校園。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中

臺北市市立大學

藝網無際：跨科際特色課程 數學建模與創客協奏曲

中大壢中團隊 成功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藝網無際：跨科際特色課程」奠基於

STEAM 的概念上，透過國中 - 高中 - 大學跨

領域 / 科際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共學共備，

致力研發「以學習者為中心」、「以核心素

養為導向」、「以真實情境設計核心問題」

的探究式統整課程，並進行課程評鑑、精緻

化與推廣。

1.	高中課程模組：整合了資訊、物理、美術

三科，設定為選修與社團模式，採二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微控物語」與「電路創藝」

分別培養電路繪畫創作人才與物聯網資訊控

制人才，並在第二階段協同創作應用物聯網

的電路繪畫作品。課程著重在應用所學、解

課程內容摘要

以建模為主軸，連結數學、資訊及生活科技

學科知識，發展跨學科知識整合課程，結合

國中端的數學創客課程的概念活化數學學習

在加深加廣學習中，讓學生在跨領域的學習

過程中結合資訊課程及生活科技的課程發展

圖像到產出的實做過程裏，將生活中的物品

與所學結合，並透過材料的認識與了解，進

而設計並產出符合生活所需的容器，透過

課程設計讓國中端與高中端的學生可以由寒

暑假的營隊模式創造大手攜小手的共同學習

機制，引導學生在學習上討論及研議，進而

團隊創作。並由臺北市立大學團隊提供課程

設計的評鑑與輔導機制發展出多元評量的方

式，在生活中創造出有感的數學學習。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數學資訊軟體 GeoGebra、3D 列印及雷射切割

機、Arduino 基本程式語法。

AR/VR 結合 APP 開發探索校園

雷射切割技術

決問題，並通過多媒材藝術創作來自我實踐。

2.	 國中課程模組：以「讓每位學生都能上

STEAM 課程」為設計理念，統整了科技、視

覺藝術與輔導三科，設定為八年級可全面實

施的常規課程。「數位紙雕創藝」採用最基

本的工具、最普遍的材料進行探究式實作與

課程實施成果

1.	形塑無國界的學習環境，課程中接待來訪

之日本高中學生，以闖關活動進行交流，打

破語言、文化藩籬，共同完成課堂活動。

2.	提供全校學生多元體驗機會，規劃「成功

尋寶 Go!	

3.	拓展性課程，體驗闖關解密活動。

4.	創新研發「數學 ~ 可以創客嗎？ -- 成功尋

寶 GO」特色課程，透過數學、資訊跨領域協

同教學模式，跨領域教學模組，開發以密碼

主題之數學建模教案。

5.	發展「成功尋寶 GO!」課程模組，結合 AR

校園地景辨識與特色課程相關之 APP 製作，

活化課程實施的彈性。

6.	舉辦國中端	「密碼闖關營隊」，推廣密碼

學並提供闖關解密體驗。

7.	開發多面體立面化文創飾品藝術及燈訊密

碼設計。

8.	發展產品可複製化概念，普及創新理念。

9.	承辦全校性學生成果展 2 場。

10.	促進校內跨領域學習社群討論。

11.	教師參與國外研討會 2 場發表。

團隊創作，而每節課撰寫的「實作記錄表」，

有助於強化學生後設認知能力與系統思考，

從而學習如何學習，最後經由作品發表、同

儕互評、小組討論等多元學習與評量，協助

其經驗統整、自我了解並延伸至生涯探索。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文化創意、智慧生活科技 ( 物聯網等 )、數位

/ 資訊科技。

課程實施成果

1.	學生端：提升學習動機與自學能力，拓展

低社經背景學生視野及自我效能，降低教育

貧富差距，開拓學生生涯發展機會。

2.	教師端：導入探究式教學及 STEAM 課程設

計，提升中學教師教學知能，實踐新課綱中

探究與實作課程的設計及精神。

3.	課程端：

(1)	國中：連續三年獲得國中高瞻課程組獎

項，前兩年優選獎，第三年特優獎。辦理學

生體驗營、教師 STEAM 研習、公開觀課。

(2)	高中：韓國訪團課程分享交流、參與課程

博覽會發表、辦理教師增能、學生體驗營並

至國中推廣分享。
國中密碼營體驗 文創飾品藝術日本大阪府三國丘高校 -成功

密碼go體驗
燈訊密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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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修平科技大學

金融教育創客課程開發與評估 從在地健康產業出發：以智慧節能載具設計課程，發展創客紮
根悠遊大甲活力計畫成淵高中團隊
大甲高工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本課程分為國中與高中兩部份

1. 高中端：實施「金融競賽暨金融創客課程

，課程主軸為金融知識、生涯理財規劃課程

及金融桌遊設計課程。

2. 國中端：實施「金融智慧王」社團課程，

上學期課程「理財達人」，培養學生金融知

識；下學期課程「小小創業家」，培養學生

開店創業之金融概念。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高中生根據所學的金融知識及自己的創意和

需求，設計一套屬於自己金融概念的桌遊，

創客課程中利用 3D 列印機、雷射切割機，製

作桌遊所需的周邊配件。

課程實施成果

總計畫 ( 含子計畫一 )：金融教育創客課程開

發與評估 /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

以設計思考的概念出發，將學習主體還給學

生，將所需的知識、桌遊玩法教導學生，讓

學生根據自己的需求，重新詮釋，透過同學

間腦力激盪，在新的需求下開發新的玩法，

經討論與設計過程中詮釋所學的金融知識，

激發創意思考；在創造桌遊的同時，學生要

先重新強化自己所學的金融知識並加以運

用，由學生的角度，以專題製作的方式設計

出符合學生需求的金融桌上遊戲，並透過創

課程內容摘要

本課程發展智慧節能載具設計課程模組，進

行智慧節能載具設計課程問題本位實驗教

學，並發展機電基本原理手冊，協助國中發

展創客紮根課程實作教材，在智慧科技方面，

本計畫以資訊科技（如物聯網等）來研究，

以新興的資訊科技結合自行車，學習先進的

感測技術，以無線網路 WiFi、藍芽等物聯網

技術應用於自行車，創造自行車的新價值；

節能科技方面可以太陽能輔助電力，機電設

計方面可採用省力或變速的方法研究，透過

機械裝置、坡度偵測及電動輔助來結合自行

車以達到省力的效用，智慧科技為現代化產

品必備之要素，騎乘自行車可兼具節能減碳

及促進身體之健康與減重，落實新興科技融

入於課程中，發展出完整 18 週之新興科技教

材。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綠能科技、機電整合、智慧生活科技

客教育軟硬體等設施，將腦中的創意付諸實

現。

子計畫二：金融教育創客教室設計及課程實

施 /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金融智慧王社團課程

課程分為上下學期，上學期課程「理財達人」

主要是培養學生金融知識，下學期課程「小

小創業家」則是進一步帶領學生思考及探究

創業所需具備的金融概念。

1. 跨校、跨領域共同設計課程

2. 結合新興科技，培養動手做創客精神

3. 玩中學、學中玩，透過實作激發學生主動

學習的能力

4. 持續教師團隊專業成長與課程評鑑修改

子計畫三：課程評量模組建立與課程評鑑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輔系

本子計畫分析第二期高瞻計畫所收集資料

後，得出高中職生金融素養核心概念網絡圖，

再以國中生為對象蒐集資料並分析國中生金

融素養概念，得國中生金融素養核心概念網

絡圖。以上述金融素養核心概念網絡圖為基

礎，研究團隊將關鍵的題項架構成各個題組，

並建立完整的資料庫，開發「線上評量系統 -

金融概念魔術方塊」，作為學生課後練習的

評量與進一步的學習媒介。

課程實施成果

本課程引導學生投注於增進智慧節能載具設

計之探究式學習，藉由子計畫二 ( 修平科大 )

協助子計畫一（大甲高工）研發正式高瞻課

程「電路設計」課程模組及課程單元，相關

課程共有 3 個課程模組（綠能科技、省力機

電控制及智慧物聯網科技），並以實驗教學

驗證課程教學，學生透過高瞻課程教學活動

中學習各項新興科技。

子計畫三（大甲國中）研發「新興科技相關

課程」向上連結大甲高工，歷經三年的試行

與修正，可分三大主軸及 5 種課程模組。三

大主軸包含「機器與仿生」、「綠能與機關」

及「科技與生活」，5 種課程模組可分為機

電整合、輪車設計、綠色科技、智慧型機器

人及自行車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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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國立彰化高中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用新興科技探究彰化地區之永續環境

彰化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1、	本計畫旨在建置在地與永續環境議題之

課程教材、實作模組、多元評量方式。

2、	主要課程模組，如下：

1. 空汙課程模組

2. 綠能科技課程模組

3. 地理資訊課程模組

4. 新興科技課程模組

5. 飲用水探索實作課程模組。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 空 間 資 訊 科 技， 如 ArcGIS、Storymap、

Excel2earth 等工具。

2. 開放的數位評量平臺、app、行動載具、濁

度計、arduino	、AirServer、手機 ( 平板 )、

GPS 儀器、google	earth。

3. 以熱電晶片、太陽能光電板，作為新興科

技的融入素材。

課程實施成果



展示 3D 列印、AR VR 等新興科技融入中等教育課程之課

程研發成果。透過數位科技與學校課程的結合，提供學生

數位設計的學習機會，以及引發學生的好奇心進而提升對

科技／科學的興趣。

「數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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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立員東國中

中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國昌國中
高雄市立右昌國中

國立高師大學工教系

跨學科連結智慧數位創新課程 「藍田蛙鳴創客教育」創新課程發展研究計畫

新竹高工團隊 中山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 國中端 )

國中端課程設計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核心素養為設計核心，透過主題式的課程設計發

展跨學科創客體驗課程，並考量本校偏鄉學校發

展的使命感與轉型的必要，透過科技的輔助，以

因應數位世代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 高職端 )

高職端高瞻課程主要以因應新課綱與融入新興科

技為主軸，發展「香草植物萎凋與香氣保存探究

「低溫萎凋乾燥箱之設計與製作」課程模組，內

容包含 :( 一 ) 植物葉片觀察、( 二 ) 乾燥萎凋與香

氣檢測、( 三 ) 板金電腦繪圖與低溫萎凋乾燥箱製

作、( 四 ) 節能 LED 應用設計，透過生活化與實用

性之教學，培養學生具備認識新興科技與應用新

興科技的能力。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國中端 : 智慧生活科技 (IOT)

高職端 : 智慧生活科技 (IOT)

課程實施成果
( 國中端 ) 研發出主題式課程約略四大類 ( 基本觀

察、推理實作、實驗探究及科技運用課程 ) 共 44

堂課，在公開授課及大學端的課程評鑑中已開始

實際執行於正式課程。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可考

量校本課程之設計內容，融入高瞻計畫所推行之

主題進行協同，如語文領域之科普閱讀、國際研

討會之發表；藝文領域之創客課程等。

國中端將高瞻計畫營造成為本校校本課程之發展

課程內容摘要

核心：

藍田蛙鳴創客教育，以新興科技為工具，建

構學校本位特色之創客課程。讓學生能培養

基本程式學力，培養設計美感，最終具有多

元創造發展的能力。

資訊科技方面：

「運算思維」：以Arduino程式模組建構系統。

「問題解決」：以專題方式分組討論、提出

解決方式。

「永續資源」：專題結合環保及永續資源利

用等議題，能思考並活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

藝術與生活方面：

1.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2. 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 3.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4. 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3D 列印課程方面：	( 與國中端課程連結 )

1. 創客、自造者精神。2. 科技素養。3. 呼應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

目的：

1.	提供國、高中學生真實的學習情境，從中

透過動手做來發揮創意，找回學生主動學習

的熱情，探索科技與美感相關事物發展的脈

絡，並引導學生找出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2.	引發學生探究與實作的興趣，並培養學生

之動力，希望透過高瞻課程發展小組之運作，利

用校訂課程之運作完成本校屬於自然領域及科技

領域為主軸之高瞻課程，進而永續發展課程之執

行。

( 高職端 )

發展出「香草植物萎凋與香氣保存探究「低溫萎

凋乾燥箱之設計與製作」2 個課程模組，本課程

可在本校之綜合高中與技術高中之校定課程開

設，並適合以校本特色課程模式實施，特以探究

實作與專題實作為主。

( 大學端 )

協助國中端「芳香萬壽菊」與高職端「香草植物

萎凋與香氣保存探究」協同進行模組教案之教學、

教材與教具試驗。

協助高職端─國立新竹高工採用跨科整合的方

式，由生物科與化工科合作研發「香草植物萎凋

與香氣保存探究」及電機科與板金科合作研發「萎

凋低溫乾燥箱設計與製作」，結合國中端─新竹

縣員東國中研發「芳香萬壽菊」教材，轉化成以

模組化的可執行之科學探索方案，打造兩校學生

的科技素養。

進行基礎工業數位創新課程評鑑，以課程評鑑之

研究，於課程資源精緻化以及科展作品轉化之參

酌與依據。期以誘發學生對高職基礎工業科技的

探索能力與好奇心，培養學生能主動探索動態新

興科技的好奇心及探究科技的能力，更進而提昇

國中學生之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興趣，培育具備

網路資訊應用新興科技素養的國民。

主動探索動態新興科技的發展過程，並探究

科技對人類的影響能力。

3.	銜接並整合高國中端課程：開設師生學習

工作坊，以深化中學教師社群的對話與成長。

此外，增加社區學校間溝通互動，以協作、

創新、續航為主軸，開創多元教學策略。並

發展相關領域的國高中教師社群，讓老師成

長學習。

4.	 發展「藍田蛙鳴創客教育」中「生活科

技」、「美術」、「資訊」領域六年一貫新

課綱特色課程。期望能與國際接軌，提升學

生的國際競爭力。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智慧生活科技、資訊材料文化創意

課程實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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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

3D 藝術、生醫科學、資訊融入數學課程研究

慈大附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1. 培養學生知識理解與應用的能力。

2. 藉由洞見觀察、創新技藝及反思行動，學

習應用視覺的工具，理解 3D 立體幾何概念與

3D 列印原理。。

3. 以大眾運輸為主題探索，啟發對未來車自

動化科技及潔淨能源應用的興趣。

4. 防災水陸兩用車設計探索主題，連結自走

車自動化控制科技。

4. 培養高瞻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能力。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1. 智慧生活科技

2. 資訊科技

3. 材料科技

課程實施成果

壹、總計畫與子計畫一執行成效

一、3D	maker	課程模組

二、認識電能驅動車課程模組

三、生醫科技探究與實作課程模組

貳、	子計畫三執行成效	（富北國中）

一、	三視圖與運算思維大未來課程模組

二、	海洋之心 - 水陸兩用車課程模組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本計畫之總計畫領導計畫走向並統籌運作，

有效協調各項子計畫任務，協助資源整合與

分配，進行虛擬實境科技融入中學跨領域課

程之師資培育與推廣工作。	

子計畫一主要工作為虛擬實境科技教學單元

開發，並支援子計畫三、四選取「綠色化

學」、「環境變遷」部分適當單元發展虛擬

實境科技教學內容。子計畫三的目標是培養

國中學生關鍵能力，主要以「能源與環境永

續」為題，發展國中跨學科選修課程，提供

各校於選修課程開設；子計畫四的目標是培

養高中學生關鍵能力，主要以「能源與環境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學

虛擬實境科技融入中學跨學科課程暨應用推廣計畫

政大附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1.	國中跨學科多元選修課程：「一個山月村的故

事」，並開發出「土石流」、「太陽視軌跡」、「太

陽能板後裔射日」等虛擬實境 (VR) 教學單元。	

2.	高中部跨學科多元選修課程：「四葉草創科學—

環境永續綠科技」，並開發出「天然酸鹼指示

劑」、「能階躍遷」等虛擬實境 (VR) 教學單元。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虛擬實境科技、綠色能源、環境永續

課程實施成果
1.	開發出國中「一個山月村的故事」、高中部「四

葉草創科學—環境永續綠科技」等跨學科多元選

修課程，並經過一學期的試教與兩學期的課程實

驗，驗證學習成效。

2.	開發出「土石流」、「太陽視軌跡」、「太陽

能板後裔射日」(以上國中)、「酸鹼指示劑」、「能

階躍遷」( 以上高中使用 ) 等虛擬實境 (VR) 教學

單元，以提升學習成效。

3.	三年計畫執行，從第一年起，配合科技部至松

山文創園區辦理成果展、臺東移展，第二年臺中

科學園區成果展國中部課程獲得最佳教材，並於

同年至蘭嶼、綠島辦理「航向蘭與綠」辦理移展，

第三年接續至金門辨理「送AI(愛 )到金門」移展。

各子計畫更至北市各中學與臺東、彰化、屏東、

南投與金門等偏鄉，約數十場推廣活動。

 

 

 

 

 

  

 

 

 

 

 

 

  

 

 

 

 

 

跨領域學科課程發展（國中）子計畫三 

氣候變遷與環境 

• 對策一：綠色能源 

• 對策二：永續化學與環境  

跨領域學科課程發展（高中）子計畫四 

氣候變遷與環境 

• 對策一：綠色能源 

• 對策二：永續化學與環境  

評量工具：子計畫二 

• 第一年規劃指標與權重值 

• 第二、三年支援子計畫三、四 

支援與推廣：子計畫一 
• 認識與發展 VR 技術，建置 VR 教室 

• 第二、三年 支援子計畫三、四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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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為題，發展高中跨學科選修課程，提

供各校於多元選修課程開設。以上二者涵括

整合性概念知識、靈活性及自主性的學習精

神、進行批判性及創新思考、與人溝通及互

助合作、進行後設認知等關鍵能力養成，彼

此間銜接性與整合性堪稱完整。	

而子計畫二從課程教學理論的角度針對子計

畫三、四等兩個子計畫進行評鑑，透過 CIPP

評鑑模式，持續追蹤與改進課程研發之問題，

以完善課程發展，俾能建構新興科技融入高

中課程之模式，進一步發展出線上開放課程，

提供大規模的推廣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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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立信義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虛擬科技融入原住民地理科課程發展暨推廣計畫

水里商工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本課程核心概念在於運用新興科技協助原住民學生學習

地理科目之相關課程內容。相關研究發現，原住民學童

的學習風格多半以視覺型為主，在缺乏真實環境樣本的

情況下，學生對於二維的平面資料轉換為三維空間世界

的能力極度缺乏，學習上也容易遭遇困難與挫折。普遍

來說，國高中生最缺乏的地理概念能力是將二維的平面

資料轉換為三維的空間世界。

本計畫子計畫設計之課程模組為 VR	AR 技術融入，並

在其中運用了新興影像視覺科技，讓原住民學生使用頭

戴式與平面式之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擴增

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在頭戴式虛擬實境方

面，本計畫使用了 Google	Cardboard 頭戴式眼鏡、360

度環景攝影機，並輔以網路資源 HP	Reveal 以及有聲電

子地圖 Round	me 來讓學生對於地理科目中的知識能更

簡單並輕鬆的學習，並由自己介紹拍攝的目的與文化環

境的故事，每個學生能透過自製 VR 影像，看到自己與

他人觀點、家鄉背景的異同，於期末分享彼此的故事，

更有助於提升團體的關係，並學習到多元文化的意義與

內涵。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VR 成 像（Roundme）、AR 成 像（HP	 Reveal、

RAVVAR） 地 圖 產 生（Google	Earth）、3D 繪 製

（SketchUp）

課程實施成果
【水里商工】

水里商工利用 VR+AR 技術結合地理課程，普通科學生

製作「地理特徵說明」影片、觀光科學生製作「觀光導

覽解說」影片。本課程也提升學生以下相關能力：

1.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

析與統整的能力，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2.	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並解決相關地理議題

和反思人地間的倫理問題。

3.	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4.	對於二次元地圖及三次元之空間概念轉換和結合。

5.	對於自身鄉土有之人文情懷。

6.	從做中學，促進學生處理解決相關衍生問題的能力。

7.	口條及文字整合的表達能力。

【信義國中】

信義國中首先引導學生了解前面兩年的課程，第一年

「地圖認識與數位散步地圖實作」課程、第二年「等高

線判讀與野外地形實察探索」課程。

信義國中所開發的課程模組都是從地理學科中較難以理

解的部分出發，以「認知 ( 學科知識 ) →情意 ( 地理實

察 ) →技能 ( 科技應用 )」的模式來進行授課，希望合

新興科技與野外探索活動，讓學生透過創客式與體驗式

學習強化對學科抽象概念的建構。同時因應 108 課綱

校定課程的實施，進行跨領域 ( 地理、資訊 ) 統整的特

色課程。

【臺北市立大學】

1.	學習成就

由研究結果可發現，原住民國中組進行	AR+VR 學習之

學習成效最有顯著提升，漢人傳統教學組次之，同時原

住民高中職	AR	VR 共用教材進行學習與漢人僅透過	VR

教材進行學習之學習成效較差，文獻回顧之分析可能結

果為僅用	VR 教材進行學習之學生，較難以控制其學習

進度，由於	VR 為沉浸式教材，由學習者主觀自行探索

與學習，因此	VR 教材似乎無法發揮其最佳功效。

2.	社區意識

從結果中可發現，實際參與製作之原住民學校學生社區

意識最高，且國中學生高於高中學生；漢人學生為傳

統教學組最高，其次為使用	AR 教材之學生，而僅使用	

VR 教材學習之班級成就最差，社區意識甚至下降。其

原因可能如同學習成效之分析結果，VR為沉浸式教材，

須由學習者主觀自行探索與學習，然而學校課堂運作有

時間限制，因此	VR 教材似乎無法發揮其最佳功效，因

此造成由教師控制時間之傳統課程教材較能於課堂時間

內完成課程，而	VR 比例越高之教材學習學生成效越不

佳，此為	VR 教材運用上需特別注意之特性。

3.	教材滿意度

教材滿意度量表顯示，以實際參與製作之原住民學校學

生教材滿意度最高，且高中學生高於國中學生；都會區

非原住民學校學生無論是使用AR教材與VR教材學習，

各類教材滿意度皆幾乎相同，顯示此教材經前兩期計畫

修正後已趨完備。

另外，教師滿意度研究對象為原住民高中職教師 16 位

及原住民國中教師 10 位，高中職組教師平均教學年資

約17年，皆為漢人，教授領域廣泛，科目涵蓋普通科、

職業類科以及體育班。國中組教師平均教學年資約 11

年，8 位漢人，2 位布農族，教學科目以國語、社會、

英語等主要科目為主。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組教師平均

分數為 4 分，高中組教師為 3.82 分，國中組教師比高

中職組教師更高，顯示高中職組教師及國中組教師對於

課程模組已有相當程度的肯定，教材雖未臻完善，但已

具備實用性。

（四）課程評鑑與行動走察系統

本課程依前兩年期程，進行受試師生訪談，並收集教學

策略、課程需求與未來想像，尋求合宜之資訊科技融入

地理科教學法，同時導入行動走察技術與教學實務問題

概念，尋求適切觀課及資料收集模式，輔以焦點團體方

式，彙整專家學者意見，著手開發有利於本計畫課程發

展之評鑑指標。由以上諸項結果，規劃行動走察 MWT	

App 之表單內容，並啟動實施。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高中科學探索館融入高、國中生化與生活科技創客課
程之開發與推廣

虎尾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子計畫一「科學探索館融入高中理化與生活科技創客課

程之開發與推廣」，以本校	TEAL	教學團隊與高瞻團隊

重新整合為主體，針對未來發展的新興科技，重新整理

以創客精神開發出融入高中數理自然學科與生活科技模

組化課程，鼓勵學生參加各項科學、創新競賽，為新課

綱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及跨領域多元選修課程內

容，與國中端子計畫二「科學探索館融入國中理化與生

活科技創客課程之開發與推廣」臺南市立官田國中將子

計畫一開發的內容調整為適合國中階段教材，以「創客

自造」的精神將自製教具推廣實作。與大學端子計畫三

電子、光電、物理專長教授，協助將發展的課程與教具

輔導與評鑑，運用全國四大創新自造創客教育基地，有

充份之軟硬體設備及人才，利用	3D	印表機技術、雷射

切割機等創客機具，設計降低動手做門檻製程。各子計

畫間關係如上圖，整合三方的能量共同辦理教師研習營

與創客活動，同時作為計畫團隊與教具製作業者之橋

樑。

相關教具改良與課程模組化的開發，每一主題融入數理

自然科與生活科技與課綱內容，老師可以於課程中，藉

由經過團隊優良工藝技術經驗所設計的教具，讓師生動

手做自造過程，透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合作學習的

「做 - 學 - 想」歷程，建構科學	概念並激發學生的創造

力。這些模組化課程更可在高中將來多元選修與自然學

科的探究與實	驗依照課程需求開課。第一年：(1-1) 光

的全反射，(1-2) 電磁發射器；第二年：(2-1) 雙曲線，	

(2-2)振動與阻尼器；第三年：(3-1)無線充電系統，(3-2)

電荷感應量測。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在光的全反射課程中利用光纖設計光學小實驗還有利

用 LED 燈、太陽能電板光纖通信的實驗，國中端也利

用光纖製作相關課程 ; 電磁發射器課程中利用國中端利

用 3D 列印技術製作砲台的模型，從繪製設計圖到 3D

列印都由學生自主完成，除了學到有關電磁發射器的

原理也學會使用 3D 列印與其繪畫軟體 ; 透過雙曲線課

程，讓對其有興趣的同學製作專題研究，其中讓學生

用 GeoGebra 繪圖軟體繪製設計圖。在無線充電系統課

程利用電磁感應原理製作感應線圈，說明	3C	產品之充

電、電動牙刷、消費性卡片、射頻識別等科技應用，電

荷感應量測課程教導半導體元件知識，讓學生了解現今

社會科技產品與半導體有著深不可分的關係，臺灣現今

科技半導體產業為何會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課程實施成果
子計畫一：

虎尾高中的部分以目前經過兩年的高瞻計畫，共完成四

個不同的課程分別為第一年：(1-1) 光的全反射，(1-2)

電磁發射器；第二年：(2-1)雙曲線，(2-2)振動與阻尼器。

除了以四個不同的課程開發出的相對應的教具，並舉辦

四期的教師研習活動，再融入高中課程中，並讓學生參

與製作相關主題的科學展覽會。

子計畫二：

國中端的部分將虎尾高中開發出的教具與課程，再進行

簡化的開發與研究，像是把全反射教具開發為透過 3D

與光纖製成的全反射教具，同時也透過期理論與課程製

作偏光鏡教具並與學生參與製作課程，與大學端合作參

家韓國首爾發明獎獲得一面銀牌還有參加 2018	臺灣國

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也製作 AST 雲端科技化淋灌

系統。

子計畫三：

大學端在本計畫的角色扮演由一開始的教具的挑選、計

畫的架構、團隊的組織、依各校特色分工以完成計畫完

整規劃。計畫通過後依設定的主題先嘗試重新設計與開

發新的教具，協助高中與國中完成課程實施方式與教材

的編撰，過程中應用利用 3D 列印技術、雷射切割加工

技術、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rduino 單晶片

套件等創新技術。



72 73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花蓮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高中虛擬科技實作課程與探索體驗

海星高中團隊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由海星中學與東華大學共同合作研發

課程，學校將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VR)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AR) 及空間

資訊的學習系統，結合以自然科學、數學及

地理科為主的中學跨領域整合課程教材，以

及部定、校本課程，產出具跨領域特色的 VR

與 AR 課程，讓學生具有掌握虛擬科技發展、

學習從不同學科觀點切入問題、深入了解生

活中所隱含的科學原理以及人文素養，以及

培養多元發展的能力，最後能和文化創意產

業和社區發展結合，增加國高中教育的深度

和廣度。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VR)、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AR)、空間資訊

課程實施成果

子計畫一第一年主要是將 VR、AR 融入本校

高二的特色課程中，並藉此增強教師對新興

科技課程的設計能力，並就 VR、AR 之 3D 立

體視覺所需的基礎光學課程進行檢視，並將

其與 AR、VR 等新興科技結合，引領學生認

識及使用。第二年除原有架構外，因教師專

業社群 (PLC) 的發展，增加教師初具對新興

科技融入教學的課程設計能力，因此與 VR、

AR 等新興科技之相關課程，在第二年增加四

個主題、12 小時的課程。整體而言，第二年

更聚焦在 VR、AR 等新興科技的課程發展與

試行，並透過 PLC 增強教師的能力。第三年

配合多元選修課程開設，將三年所實施高瞻

相關帶狀課程、微課程，以特定主題整合成

三個學期課程 :	ARVR 科學原理的探究與實

作，仿生學，GIS 空間資訊課程。

子計畫二為擴充實境與空間資訊導入國中探

索體驗課程，課程主要分成兩大部分包括：

融入正式課程：(1)AR-VR融入國中生物教學、

空間資訊融入地理課程、AR 融入探究與實作

課程。(2) 帶狀課程：彈性選修課程（國際教

育 -VR 看世界）。內容包括：教案、教學內

容、學習單、學生實作成品、授課照片等，

第一年以及第二年共撰教案 6 件，參與的國

中學生共 120 名，藉由此計畫培養其探索科

學的興趣與熱忱及主動發現問題、認識問題，

問題解決以及提出結論與表達溝通之能力。

第三年將以過實施課程以國際教育主題統合

成上下學期共 36 週課程，引導學生以尺度空

間的概念理解國際教育中的各項元素。



展示綠色能源科技、永續環境、環境汙染監控與防治等新

興科技融入中等教育課程之課程研發成果。透過綠能科技

與自然環境的相互結合，提供學生在綠能科技、環境永續

議題的學習基礎。

「綠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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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奇蹟－中等學校探究課程發展計畫 綠能科技創客課程應用於南寧高中國中部之理化及生活科技教
學與推廣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課程內容摘要

麗山高中高瞻計畫以綠色奇蹟永續發展為主

題，聚焦於綠色能源課程與綠色星球課程兩

部分；在與國中階段負責發展之子計畫二綠

色能源相互支援及延伸下，子計畫一為子計

畫二之內容擴大及專精以適合高中階段之探

究，以綠色星球探究課程為內涵，研發的課

程模組主題分為以下兩類：綠色星球新能源 -

能源效率（綠能）、綠色星球永續生活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目前實施 1.	太陽能光電；2.	物理反應

式綠色能源及各種充電儲能技術；教材設計

以探究式教學及引導同學動手做的實作課程

為基礎，搭配自製教具以符合「創客」的精

神。

課程實施成果

本計畫目前實施 1.	太陽能光電；2.	物理反應

式綠色能源及各種充電儲能技術；每一部分

有 10 個單元，每一單元為 2 小時教學課程。

教材設計以探究式教學及引導同學動手做的

實作課程為基礎，搭配自製教具以符合「創

客」的精神。

高中端綠能科技融入高、國中理化及生活科

技創客課程（高一高瞻專班，20 小時）

(1) 熱電效應、太陽能集熱器 ( 融入物理課 )

(2) 特斯拉線圈、渦電流發電機 (融入物理課 )

(3) 電流磁效應、超級電容 ( 融入物理課 )

(4) 充電電池、充電原理與技術 (融入物理課 )

(5)3D 列印實作、光線反射、光譜量測與分析

( 融入物理、生活科技課 )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GPS、軟體疊圖分析、大數據與雲端資料庫

運用、	IoT 技術進行遠端監測、arduino、新

式電池 - 氫氧燃料電池、3D 建模與 3D 列印

技術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本課程融入綠能科技、3D 列印。

國中端綠能科技融入高、國中理化及生活科

技創客課程之開發與推廣：應用於國中部教

學與推廣 ( 國一、二科學營，國三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程，20 小時 )

(1)3D建模設計、列印、太陽能發電、光譜(國

三，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課 )

(2) 電流磁效應、充電電池、充電儲能原理與

技術、超級電容、太陽能集熱原理與技術 ( 國

三，融入自然 ) 與生活科技課 )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麗山高中團隊 南寧高中團隊

課程實施成果

麗山高中高瞻計畫所發展之課程綠色星球課

程為主題，以了解與善用自然環境為主題，

開發與 107 課綱及本校科學人才培育對應知

相關課程，其中積極改善環境問題，將問題

轉變成為新的契機─「綠色地球：智慧友善

農業科技」為新課綱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的

課程；結合資訊科技之大數據分析，了解環

境變遷，運用大數據資料，進行決策─「智

慧生活」與「臺灣的天災與生活」；了解能

源形式與運作，模擬解決真實能源問題─「風

生水起能源來 - 風力發電課程」等 3 門課程

為對應新課綱的多元選修課，上述 4 個課程

模組皆已完成研發試教，將產出教師手冊、

學生手冊，持續與子計畫三、子計畫四搭配

進行課程探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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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及資訊科技創客、探究及人文素養創新課程暨應用推廣計畫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延續前一期高瞻計畫之課程模組，將

綠能科技創新課程融入創客精神與人文素養

元素，聚焦於人類、自然與科技的關係，設

計以學生為主體的情境式教學，從科學性的

社會議題引導其人文探究，同時透過議題辯

論培養其溝通表達與批判思考的素養，將計

畫研發之創新課程模組持續發展為中科實中

之特色課程，並致力於課程精進化，使創新

課程發展經驗能對外分享推廣，配合即將上

路的十二年國教，擴大研究範圍並推展至國

中端，建立一套更完整的高中職校本課程。

課程內容摘要
子計畫一：臺南高工

本課程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

1. 培養工業 4.0 跨領域觀念及自造實作能力。

2. 培養解決工程問題之邏輯思考能力。

3. 運用工程製圖與製造之基礎能力。

4. 培養嵌入式系統或微控制器之能力。

5. 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之影響，並能持續學習之

能力。

6. 陶冶學生美感涵養及激發藝術創新能力。

7. 培養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8. 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之能力。

子計畫二：魚池國中

本計畫旨在藉由雲端泡茶機之相關課程研發，將物聯網

輸出模組落實於教學場域中。魚池鄉以盛產紅茶而出

名，因此發展出「紅茶」相關之學校特色課程。課程中

提供學生真實的學習情境，結合當地資源，帶領學生實

地拜訪茶園與茶業改良場，從其中發現問題，透過高層

次的思考找尋解決與精進的辦法，運用創新行銷策略，

為傳統產業注入新的活力。

為了提升在地特色紅茶的價值，嘗試以 3D 智能機械等

新興科技素養課程融合資訊課程，為 12 年國教資訊教

育做好課程準備。讓學生經由學習的 3DP、物聯網和感

測元件的先備知識來分析市面上雲端泡茶機的各項科技

運用。藉著真實、深入的學習，讓學生主動發現問題，

發揮團隊精神，運用所學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以期提

升學生學習競爭力，同時於過程中培養出學生動手做與

解決問題的創客精神。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能源科技、創客自造、智慧機器人

課程實施成果

(1)	環境改善

本計畫團隊由總計畫主持人林坤燦校長整合

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二中學端課程開發及子計

畫三大學端課程評鑑，提供課程實驗相關資

源與協助，使團隊能掌握脈絡，思考與實踐

新興科技及創客、人文素養元素融入高中課

程之探究式精神的核心，並完成課程發展。

(2)	學術成就

本計畫三個綠能科技課程主軸「風力發電」、

「微生物纖維膜產氫」、「綠能電池」課程

模組，團隊致力於將課程發展成為中科實中

之特色課程。

(3)	知識創新與評鑑制度

籌設由學術與業界專家組成之高瞻 MAKER 創

客夢工廠工作室，提供評鑑、技術諮詢、診

斷及即時問題解決等服務，協助、輔導與盤

點團隊研發成果。

( 四 ) 人才培育

今年協助將潛力教學模組作品精緻化並媒合

推廣至中學端，完成辦理種子教師訓練研習

營，並進行試教與評鑑。完成辦理綠能課程

實驗課程模組推廣研習會。此外，	協助辦理

MAKER 創客體驗課程、推廣特色課程，提供

多元跨校際之教師與學生增能活動。

(4)	社會影響

計畫團隊成員黃耿祥教授已持續第五年擔任

臺灣代表團團長，協助輔導全國具優秀成果

之師生參加日本橫濱大學舉辦之神奈川國際

科學論壇（2019	AISF）並發表海報與口頭專

題。本次國際比賽活動臺灣共有來自全省各

地的學校 21 間代表參與，共有 130 件作品

入選參加，3 月 13 日大會共發出 2 件最佳口

頭報告獎及 8 件最佳海報獎。本計畫指導高

瞻計畫學校的高中生與教師團隊，參與臺日

師生交流活動，積極推廣課程至全國高中職

及國中學校，並輔導學生參加日本科學交流

會等及發表相關科學領域論文，在臺灣舉辦

臺日學生文化與科技交流活動。

物聯網模組之 3D 智造 / 環境感測 / 校本課程開發與評鑑的創客
教育資源共享

課程實施成果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3D 列印、3D 智能機械、綠能環保、AI 人功智慧、智

慧加濕和溫控設備、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算

子計畫二：魚池國中

1.	於三年中發展跨領域專題導向創新課程，並開發三

個課程模組，分別為紅茶專業培訓課程、機組控制課程

及 3D 建模與元件設計課程；課程實施於生物課、數學

課、家政課、生活科技及資訊科技課。

子計畫三：成功大學

1.	大學端協助建立「專業教師社群」，主動鏈結在地

教育社群及產業合作。

2.	大學端集合中學端教師，定期召開輔導會議。

3.	大學端提供專業教師培訓，辦理多場「設計思維工

作坊」。

4.	大學端提供多名研究生及助理協助中學端課程進行、

研發及改善；。

5.	大學端提供專業「課程評鑑」，發展創客課程成效

之評量工具，並針對課程內容、教材和教學實驗流程進

行整體成效評量。

創意教具—組合麵包屋

Tello 無人機
( 作品名稱：群起風雲 )

創意教具—創意魔方

腦波控制儀
( 作品名稱：念動未來 )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義守大學

臺中市立大雅國中
苗栗縣立頭份國民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南投縣立魚池國中

國立成功大學

中科實中團隊
臺南高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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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實驗教學模組的課程融入與創新

課程內容摘要
新竹女中：

本校以「光」和「電」為兩大主軸，透過生物科、物理

科與化學科老師協同教學，以實作課程為主，使學生能

整合跨領域的知識，進一步培養學生能對自然現象進行

討論與驗證，並有設計實驗檢驗自己假設的能力。最

後，希望透過EXCEL的簡易資料處理、分組討論報告，

培養學生分工合作的精神，讓學生有處理資料與上台對

外發表的能力，其核心概念如下：	

利用探究實作的方式：(1) 發現問題：藉由物理、化學

及生物課介紹的基本知識，分組討論發現問題，聚焦成

一個可藉由實作論證的議題。(2) 規劃與研究：藉由嘗

試操作與討論確認控制變因、操縱變因與應變便因，設

計實驗，確認實驗組、對照組、實驗樣本、實驗次數、

記錄與繪製圖表。(3) 論證與建模 : 覺察自己實驗的正

確性、限制性與再現性。(4) 表達與分享 : 表達分享成

果，並觀摩別組的作品、提出優缺點、建議、限制及改

善方案，若不同組做相似的實驗還可以討論其中的異

同。

建功高中：

(1)	高中部：由物理、化學、生物、資訊教師所組成的

教師專業社群，設計規劃新課綱的「自然科學探究與實

作」課程，本課程核心概念為以問題導向引導探究，培

養學生提問的能力，並強調跨學科之間知識的整合。

課程內容以兩個主題 - 系統與尺度、能源與永續發展為

主，每個主題各搭配三個子題活動，融入實用性及生活

化的題材，引導學生發現問題、規劃實驗，並於課堂中

與他人分享實驗過程與成果。其中系統與尺度的三個子

題為竿影測地球、駐波共振、Arduino 測重力加速度；

能源與永續發展的三個子題為鋁的回收與再利用、生質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智慧生活、資訊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技、資源再利

用。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防災科技、文化創意、生物科技、智慧生活

科技、資訊科技、綠色能源
課程實施成果
子計畫一 ( 新竹女中 )

(1)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劉宜昀、王用慈教師指導學生參加

第 57 屆國立暨縣 ( 市 ) 公私立高級中學分區科學展覽會，作

品名稱：斑斑有理 - 探討班葉性質及其在不同環境下的生長情

形，榮獲佳作。	

(2)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張淳琤教師指導學生參加第

1080331梯次全國高中小論文比賽得獎作品，作品名稱：「葉」

空中，最美的距離—探討距離與光反應速率關係、讓我守護

你——類胡蘿蔔素對葉綠素光氧化的保護，榮獲優等。	

(3)	2019全國高中物理探究實作競賽第一階段，一等獎10位、

二等獎 14 位；第二階段一等獎 2 組、備取二等 1 組。	

子計畫二 ( 建功高中 )

(1)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王建民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107 年高中職

環境科技專題製作競賽作品兩件，專題題目：環保鋁行 - 鋁製

品的回收與再利用、磨薯製塑，榮獲佳作。	

(2)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王建民老師指導學生參加第 58 屆第二

區科學展覽會，作品名稱：環保「鋁」行－鋁製品的回收與再

利用，榮獲優等。

(3)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王建民老師指導學生參加中學生網站小

論文寫作比賽 1061115、1070331 梯次作品四件，作品名稱：

「氫」鬆「鋁」遊—鋁製品的生活應用、環保「鋁」行—鋁製

品的再利用、薯來寶─澱粉製作生質塑膠之研究、磨薯製塑，

分別榮獲特優兩件、優等一件、甲等一件。	

(4)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王建民老師指導學生參加中學生網站小

論文寫作比賽 1071115、1080331 梯次作品三件，作品名稱：

糯米力士、不「塑」之客─海藻酸鈉、天然塑膠─海藻酸鈉，

分別榮獲優等一件、甲等兩件。

子計畫三 ( 清華大學 )

完整的教學模組應完全融入一般課程中，有數門全新的實驗課

程應在各校完成。清華大學大將完全提供儀器及器材，並繼續

研發新課程及儀器方向，在創客教學上應提出一個完整的步

驟，並有實際成品展示

在這三年中，清華大學成立區域性國中教師研習網路，定期舉

行研習會，除介紹課程外，亦對教師想法進行意見交流與討

論，並期待新課程的建立。

永續環境相關之新興科技融入中等學校課程研究

塑膠及複合材料。

(2)	國中部：本課程結合生物、生活科技及資訊老師開

發一系列跨領域的實作主題，並由三科的教師進行授

課，藉以引發學生對於探索未知事物的動機，提供學生

動手實作的機會，以提高學生對於科學實驗的學習動

機，將國中生物課程中生物趨性進行延伸及跨領域的

教學，了解草履蟲的趨性反應，也經由跨領域的課程

設計，協助國中生學習基礎電路設計與應用、學習應用

Arduino 機板與電腦程式控制、學習實驗操作與觀察記

錄等能力，不再只是侷限在課本上的知識，而是讓課程

內容更貼近生活，也促使新興科技的概念與應用更加普

及。

課程內容摘要

高中課程以科學閱讀、邏輯論證為基礎，先

提升「閱讀能力」，再訓練「邏輯論證能力」，

利用「小組合作學習」與「跨領域主題」方

式進行「專題探究」，探討生物、地理、生

活科技等三大領域對永續環境之重要性，引

導學生如何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建立多元

探究能力與科學涵養。【專題研究】高一校

訂必修，對象為全校高一學生，實施期程為

一學年。以「科學閱讀」及「邏輯論證」為

二大主題，內容有科學文章閱讀、事實與觀

點的判別、三段式論證法、專題研究方法等，

讓學生先建立鷹架再進行專題研究、撰寫小

論文。【探究與實作】高一多元選修，對象

為高瞻專班學生，實施期程為一學年。當學

生具備基礎能力後，由地理、生物、生活科

技教師帶領學生進入以永續環境與新興科技

為主軸的跨領域專題探究課程。

國中課程為高中課程基礎化後的內容，同樣

以科學閱讀、邏輯推理為基礎，探討生物、

地理、生活科技等三大主題對永續環境之重

要性，培養國中學生閱讀、發問、觀察與操

作能力及邏輯思考能力。實施對象為本校國

二對課程有興趣的學生，實施期程為上、下

課程實施成果
【競賽獲獎】
本校高瞻特色課程期以培養學生主動探索、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等能力，參與高瞻課程之師生校外獲獎如下列。
1.	學校：
(1)	106 年「科技山手線」：國中高瞻課程組優選獎
(2)	第 59 屆高雄市科展：高級中等學校組團體獎第三名
2.	教師：
(1)	高瞻課程教師群 ( 范慈欣、黃翠瑩、馬準彥、陳振杰 ) 參
加「107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競賽」，入選進入全國總決賽。
(2)	吳和桔老師參加「2018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 - 這樣教我就
懂」，榮獲教師組第二名。
(3)	吳和桔老師指導學生參加宏碁基金會	Being-Life第2屆「明
日生活。萬物智聯」，榮獲佳作獎。
(4)	高瞻課程教師群 ( 黃翠瑩、陳振杰、馬準彥 ) 於「107 學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榮獲優秀
指導老師獎。
(5)	高瞻課程教師群 ( 黃翠瑩、陳振杰、馬準彥 ) 以「跨領域
合作 - 邁向永續環境之路」入選 107 年度全國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素養導向課程教學示例」徵選活動。
(6)	吳和桔老師以「空氣污染防制之探究與實作」參加高雄市
「107 年度空氣污染防制教案甄選」，榮獲國中組第一名。
3.	學生：
【國中】
(1)	第 13 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環境觀察暨手繪地圖能力測
驗：佳作 *1、入選 *1。
(2)	高雄市 106 學年度國中自然學科競賽：生物科銅牌 *1、生
物科佳作 *1、學校團體銅牌。
(3)	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
金牌 *2。
(4)	高雄市 107 學年度國中自然學科競賽：化學科佳作 *1、學
校團體佳作。
(5)	高雄市107年創意運動會：數學領域佳作、綜合領域佳作。
【高中】
(1)	2017 年臺日國際高級中等學校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
金牌 *12、銀牌 *2。
(2)	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瞻專題成果聯合發表會：
金牌 *12。
(3)	第 57 屆高雄市科展：植物組第一名、植物組第三名、植
物組佳作。
(4)	第 58 屆高雄市科展：數學組第三名、植物學佳作、工程
學科 ( 一 ) 佳作、探究精神獎、團隊合作獎、鄉土教材獎。
(5)	第	59	屆高雄市科展：植物學第一名、行為與社會科學第
一名、動物與醫學第二名、創意獎、探究精神獎、鄉土教材獎。	
(6)	第	15	屆旺宏科學獎：優等	*1。	
(7)	宏碁基金會	Being-Life	第	2	屆「明日生活。萬物智聯」創
作大賽：	佳作獎。

學期的空白課程。【獨立研究】以「科學閱

讀」及「邏輯推理」為二大主題，有科學文

章導讀、邏輯性桌遊、密室逃脫等，讓學生

從遊戲中學習，提升學習興趣後再深入探索，

進行分科主題式獨立研究。【情境式教學】

當學生具備「科學閱讀」與「邏輯推理」的

基礎能力後，由地理、生物、生活科技教師

帶領學生進入跨領域主題式探究課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
新竹女中團隊 中山附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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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自然科「探究與實作」之跨學科課程研發與實驗研究 提升特殊教育學生新興科技學習成效技應用推廣計畫

課程內容摘要
一、本計畫將課程分為環境生態、科技應用兩個主題架

構：

1.	環境生態主軸：國中端利用節能屋，帶入太陽能發

電原理介紹、光合作用、太陽能染敏化電池等單元，再

加入水循環主題，介紹水循環原理、雨水回收等單元；

高職端除了透過校園內環境生態建置，規劃了生態池建

置及認識校園樹種等活動之外，更延伸至校外踏查活動

及結合國際交流主題，讓環境教育國際化。

2.	科技運用主軸：國中端將環境生態主軸之議題延伸

設計了太陽能暨人力發電澆灌系統、太陽能動力機器人

DIY、太陽能車組裝及彩繪競賽等教學單元；高職端則

運用議題融入方式帶入了節能概念、職業技能、新興科

技 (AI、3D 列印 ) 等課程，並以布魯納的螺旋式課程，

讓學生在不同年級階段均能溫故知新，使學生對相關概

念得以觸類旁通，達到「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之

境地。

二、本期發展

1.	主要以課堂內的教學搭配學校內建置好的生態池、

動態式生態池模型 ( 採購進行中 )，讓學生能看得到、

體驗得到，更能全面性的了解。106 年度主要以生態池

設計與 AI( 人工智慧 ) 為主題，設計教學活動 ( 體驗式、

模型、線上學習 )。

2.	學習目的是為了帶學生離開課本，進行實際操作，

2018 年 4 月本校高職二、三年級同學已實際操作 3D

列印來建置簡易的生態池模型，2019 年有了動態式的

生態池模型幫助，同時驗收這幾年他們對綠能知識的成

長，我們正著手讓學生們當「生態池影向導覽解說員」、

「小小主播」，屆時會有雙語版的成果 (手語及口語 )。

3.	2019年2月時南大附聰與南臺科技大學、南新國中、

高雄科工館合作辦理提升特殊教育學生新興科技運用闖

關體驗活動，讓特教師生了解到「科技」如何與生活所

見所聞結合，並能在日常生活中運用。

課程內容摘要
1. 子計畫一為單純高中學校型態、子計畫二為單

純國中學校型態、子計畫三為完全中學型態，並

透過子計畫四大學端的師資培育、課程評鑑研發

及商品化，協助中學發展及鑑定學習成效。

2. 橫向定期跨校共備及縱向自國中、高中至大學

的輔導協助，共同合作發展課程研發模式在共備

社群中，藉由同科及跨科教師之間的合作，討論

出適合學生及學校發展的探究與實作課程。( 總計

劃 )

3. 在高中探究與實作課程教材方面，探討高中及

完全中學的課程差異，以期找出適合高中學生的

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實施成果
1. 子計畫一 - 南科實中：主要實施年級為高一，時數為

18 小時，設計 3 個課程模組，分別是「仿生葉」、「仿

生向日葵」與「仿生機械」，分別在高一的四個班級生

活科技課程、專題課程實施課程模組。每個課程模組設

計 18 週課程。子計畫一 - 善化高中：1. 校本高一多元

選修課程，2. 分組跑班，3. 於每週三 3、4 節開課，由

一位老師進行授課，4. 分組進行實作課程，並進行社區

科普推廣。

2. 新東國中：

(1)	『悠遊生態·壓力我不怕』AR、VR、密室逃脫互動

闖關遊戲。

(2)	『探究技巧與新興科技的融入』課程。

(3)	『蜜蜂去哪了？』AR、雙語、影音的繪本。

(4)	融入七、八年級上下學期「機器人」社團課，並遠

赴日本參加 RoboRAVE 日本加賀國際機器人競賽榮獲第

一、二名。

此外，今年度更廣泛積極的進行課程推廣，估計約 18

場推廣活動、7865 參與人次。

3. 瑞祥高中：

瑞祥高中整體高瞻課程發展的核心與目的

(1)	機器人教學：以輪型機器人教學活動為基礎，增加

競技型足球機器人或工業型機械手臂的教學活動，豐富

機器人教學的範疇，奠定學生對機器人的相關知識。

(2)	工程及機電實作專題：透過所建置的創客空間，擬

訂適合學生程度的工程及機電實作專題，引導對工程領

域有興趣的學生透過專題式學習，進行加廣加深的學

習。

4. 義守大學：著重於透過在地產業結合與發展學校特

色等因素，提供十二年國教實施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參

考。透過將中學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學模組優質化，以及

建構科學教育商品化和技術移轉典範，提昇與落實國內

文創產業競爭力。建立「中學丟題及大學解題」之課程

開發合作模式，充實中學端高瞻團隊創新研發動能。協

助開發各主題之融入式教學模組。成立高國中探究與實

作共同備課社群及協作平台，共同研發六年一貫探究與

實作課程。開發可持續經營、可移植、具啟發性的優質

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學模組。

課程實施成果
在研發推廣中學（國高中）特殊教育學生適用之綠色能

源課程教育資源實施概況：

一、環境生態

1.	節能視訊交流

2.	走馬瀨環境教育活動

3.	生態池建置及維護

4.	認識校園樹種教學

5.	水循環介紹

6.	校內雨水回收系統體驗 ( 普教、特教生 )

7.	植物光合作用介紹

8.	太陽能染料敏化電池實作

二、科技應用

1.	AI 應用系列 ( 大數據 )

2.	3D 列印應用

3.	物聯網 - 智慧插座及物聯網結合生態池 ( 南大附聰和

南新課程相互融合之實驗課程 )

4.	太陽能車組裝及彩繪競賽比賽 ( 普教、特教生 )

5.	太陽能動力機器人 DIY

6.	太陽能暨風能 ( 人力 ) 發電系統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1. 南科實中：Arduino 程式設計、3D 列印設計、

雷射切割、Labview 程式語言、Solidworks3D 工

程繪圖軟體、機電整合、智慧機械	、數位 / 資訊

科技

2. 善化高中：過濾、萃取、離心、電泳、層析、

菌體分離等

3. 新東國中：課程主要以融入自然科課程為主，

AR( 擴增實境 )、VR( 虛擬實境 )、Arduino、社會

人文、機器人、程式設計等為輔，研發符合新興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1. 認識 AI 人工智慧及其在教育與未來生活的應用。

2. 體驗 3D 列印設計與操作。

3. 認識雲端硬碟系統及其教與學應用。

4. 綠色能源 - 太陽能發暨 ( 風能 ) 人力發電系統。

5. 綠色建築 - 水循環 - 自動澆灌系統。

6. 物聯網結合生態池 ( 南大附聰和南新國中高瞻課程相

互融合之實驗課程 )

科技的創新課程。

4. 瑞祥高中：3D 印表機操作	、雷射切割機操作、

CNC 機具操作、Arduino 的操作、無線遙控技術、

綠能科技	、智慧生活科技、智慧機械	、數位 / 資

訊科技。

4.	物聯網結合生態池 - 融合南大附聰和南新國中高瞻課

程 ( 合作學習小組實驗課程 )

(1)108 年 2 月 23 日 ( 星期六 )，南新國中學生應邀到

國立臺南啟聰 ( 以下簡稱南聰 ) 學校參觀高瞻計畫中的

生態池、太陽能、節能燈具和科技 DIY 體驗活動 ( 南大

附聰學字第 1080000832 號 )。其中節能燈具南新已有

類似課程，學生感興趣的是生態池，南新國中也有小型

生態池，規模和南聰截然不同。參訪後，學生對於生態

池感興趣的重點不是在培育生物多樣性，wf8266R 系

列載板是否能應用於生態池水位管理？ (2)108 年 1 月

22 日南聰校長和教師，來到南新國中參加 wf8266R 智

慧插座研習。學生的發想讓教師投入討論：「如何以智

慧插座設計一個模型來實驗生態池水位管理的操作，進

而能實現在真正的生態池上。」，真正整合高國中課程

的特色，由點連接成帶狀。

(3) 透過小組套論和實作課程，完成一個物聯網生態池

實驗模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新東國民東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義守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南臺科技大學

南科實中團隊 南大附聰團隊



展示物聯網應用於居家、生活科技產品等新興科技融入中

等教育課程之課程研發成果。藉由智能網路串連生活居家

的便利，並加強聯網技術與農耕種植的應用，提供開拓智

能生活相關議題的學習機會。

「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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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以智慧型低碳建築為主題 ( 水資源、能源、

綠化 )，Arduino 程式設計與自動控制為核心

內容，依照 108 課綱素養導向設計國中與高

職跨領域課程，學生可透過探究實作學習到

感測元件的使用，同時認識節能減碳的實踐

手法。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高中端課程分為「綠色行腳」與「智慧生活」兩大課程，「綠色行腳」課程目標為融入擴增

與虛擬實境科技於生態專題課程，「智慧生活」課程目標著重於「產品設計」與「當代科技」

兩部分。於課程實施發展過程中，大學端協助之「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自動化控制」與「腦

波探究應用教材」銜接與實行與國中部課程中，以實現將新興科技融入教育之高瞻精神。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
金門縣立金城國民中學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正修科技大學

智慧型低碳建築創新課程研發計畫

金門農工團隊
文山高中團隊

資訊科技融入跨領域永續智慧生活空間課程研發、評鑑與創新
推廣模式研究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再生能源 - 太陽能與風能儲電與供電、節能智慧

照明、智慧網室 & 垂直綠化與外牆隔熱、智慧居

家環境監測。

課程內容摘要

金門農工 - 可遠端監控化智慧植栽整合系統：以

植物栽培、動力儲能、環境感測、雲端監控等教

學模組，培養學生達到本校訂定之適應力、品格

力、技術力、合作力與學習力五面向核心素養。

金湖國中 - 智慧型低碳建築統整課程：

以智慧型自動控制、智慧風能低碳屋、建築外牆

隔熱保溫、智慧型低碳太陽能、智慧型低碳水資

源等五套跨領域教學設計，引導學生多元思考分

析，創造智慧型低碳建築之綠能環境。

金城國中 - 空氣盒子 & 智慧溫控變頻節能風扇與

自動開窗設計：

透過專案學習模式及 STEAM 教學方法，以程式設

計結合 Arduino 單晶片控制，加入感測元件、電

路設計與 3D( 或向量 ) 設計，引導學生結合金門

在地元素創意設計具特色的空氣盒子。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核心為以資訊科技發展永續智慧空

間，將虛擬與擴增實境、3D 列印實作、自動

控制等技術應用於諸如「生態永續」「產品

設計」等議題，目的期望學生於建立多面向

的思維與啟發對科學實作的愛好。並且在面

臨當代快速的科學與社會變化發展中，能有

時時求新並且「知道自己所不足與需要增強

的能力」並且有辦法去自我實踐的精神。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VR

AR

DNA	BLAST 雲端運算〈耐鹽菌種鑑定專題〉

3D	建模與列印

Arduino 程式語言

腦波分析〈神念科技腦波儀〉

金門農工模擬智慧農場創意設計 - 包含盆
栽自動灌溉系統、模擬愉悅種植系統、聲
控啟閉電燈系統、模擬農場通風自動啟閉
系統

金城國中低碳智能模型屋 - 可偵測環境溫
溼度和 PM2.5，依照溫度和空氣指數自動
開窗及開啟風扇通風

金湖國中低碳節能智慧屋模型 - 以金門傳
統建築結合風能、追日太陽能、中雨水回
收、簡易淨水、垂直綠化、自動澆灌、照
明自動控制等模組設計

智慧型低碳太陽能課程學生以 2 顆伺服馬
達及光敏電阻製作追日太陽能系統

三年成果示意圖

三年成果示意圖

課程實施成果

金門農工：整合校內電機電子群及園藝科，以自

動化的概念，導入智慧資訊控制元素，發展出 18

節課堂之跨領域教學設計。課程將加入 108 學年

度新課綱校訂選修跨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中，建

立專屬於金門農工的校本特色課程。

金湖國中：以三年期程完成五個跨領域智慧型低

碳建築教學模組，團隊教師與學生以創客教育動

手實作的教學模式，獲致優良的成果。未來期能

在 108 學年度新課綱素養導向的校訂課程中，建

立屬於湖中的校本課程的新藍海。

金城國中：自 106 學年起已融入本校科技領域特

色課程。七年級透過圖形化程式控制與基礎電路

控制互動，強調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能及應用；

八年級透過線上網站，模擬電路設計與訓練程式

模組化概念，並以生活應用與問題解決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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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裝置對話互動科學實驗之高中課堂實踐 / 國中課堂實踐 /
系統開發、建置與推廣

新興科技結合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之中學課程開發研究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課程內容摘要

在實施高瞻實作課程；物聯探實達的程式設計或
手機科學實驗；科學探實達的探究與實作課程，
都需要學生探究學習、動手實作、程式設計等高
階學習任務。因此，我們以物聯探實達為例，對
於不同先備知識水平的學生，需要特別引入差異
化教學。對於扶弱的教學策略，我們以體驗新興
科技為主，利用學生慣用手機或遊戲打怪的經驗，
將 IoTtalk 當程式手機的新功能，引領學生體驗新
鮮的 VR 功能。對於中等程度的學生，進行固本
教學，讓大多數的學生，享受程式設計的樂趣。
對於學科成績也許不是很強，但對物聯網程式設
計有興趣的學生，鼓勵他們自行研讀參考書籍、
上網爬文搜尋相關文章與技能，讓他們成為資訊
的生產者，創客者 (maker)。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各校運用 Arduino 協助各項教學，運用在環境監
控、氣候數據蒐集。
2. 應用 3D 列印製作監控裝置之外殼。
3. 課程以聯合國永續發展之指標內涵為目標，連
結國際永續發展議題。
4. 整體課程發展以生物多樣性公約現階段工作門
徑里山倡議、愛知宣言及其相關作法為基礎，與
國際熱門議題最新操作相同。
5. 與氣候變遷 IPCC 的最新發展資料連結。
6. 連結政府發展食農教育的最新核心概念。

課程內容摘要
三校的課程主軸緊扣「里山倡議」的三大主題，
樹林高中以「食農教育」及「原住民多元文化」
發展國高中社區特色課程，慈心高中以「友善農
耕」、「自然工法」設計出六年一貫的國高中解
決問題式的課程，本校則以「生態復原技術」、
「人工溼地工程」發展出生物多樣性議題探討性
課程，三校的課程皆融入「物聯網雲端環境監
控」、「設計與雷射切割技術」等興新科技，並
透過臺北市立大學環境系統工程的專業，輔導三
校發展各項相關環境課程的開發，也透過跨校社
群持續進行課程評鑑及改良。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國高中端同心圓式的立體化擴散歷程
藉由多年期不斷的滾動式修正與精緻化，從實踐創客精神的「愛創客」課程為圓心，逐漸發展出「物
聯探實達」、「科學探實達」等，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施行的 108 學年，分別成為校訂必修、多元選修
與部定必修，實現我們的「素養愛創客」(ASK	In	Maker) 的目標。

課程實施成果
●子計畫一執行學校為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今年執行第 3
年計畫，與其他合作學校的互動更頻繁與熟悉：陳建志教授藉
由多年實地踏查的經驗，分享食農教育與里山倡議的精神與推
廣執行，結合樹林中學的原住民文化，增加本校在課程與生
活的連結層面，也延伸了廣度與深度。跨領域學習是目前的趨
勢，物聯網科技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將物聯網設計或應
用在環境的監控及分析成為一個很好的課程動機。透過簡單的
單晶片工作原理介紹，讓學生可以快速的學會遠端監控的技
術，讓現代科技與生態環境的研究結合，成為未來生態研究的
趨勢。接受課程訓練的學生，也許從自身做起、推廣至家庭、
甚至社區、社會，都是我們樂見也期待所見的成果，環境的議
題已談論太久，卻效果不如預期，主要是因為大眾沒有切身感
受，這些學生接受相關課程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都具有很大
的幫助！
●子計畫二執行學校為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國中端課程	
原味里山
1. 從高國中課程的跨域教師社群運作轉化至推廣至國小端、社
區端進行合作
2. 小園丁課程轉化成為友善農業及食農文化課程
3. 原住民文化與食農課程的整合
4. 小園丁課程與原住民文化整合而成「樹中『原』丁」課程
總結：本子計畫期望學生可以透過操作、體驗及嘗試，讓學生
能夠對於原住民文化、在地農業有更多的了解與同理，進而對
飲食、農業和土地都有更深刻的認識，並透過新興科技地融入
和運用，具有問題解決和與創新創意之熱情。
●子計畫三執行學校為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中，為

大學端成果
大學端團隊建置物聯網	IoTtalk 伺服器 (https://
iottalk1.ntcu.edu.tw)，在前期高瞻計畫臺大石明豐
教授開發之 Vphysics 的基礎下，增加物聯網感測
器設備，開發一系列符合高中物理課綱之物聯網
互動科學實驗，除了前兩期完成之各項物聯網裝
置對話互動科學實驗系統外，在 IoTtalk 系統上完
成 VPhysics 其他實驗開發，並錄製影片說明物理
實驗在 IoTtalk 系統上之操作流程與顯示的成果。
另外我們也新增了一部分使用 Raspberry	Pi 的感
測器，像是二氧化碳 (CO2) 感測器、PM2.5 感測
器等等，接收感測器數值並顯示在 IoTtalk 系統上
的新的應用 Map 上，使用者可以在 Map 透過地圖
觀察已架設的感測器數值，未來在這部分可以新
增更多應用，我們也有整理出可以註冊到 IoTtalk
系統的 python 程式碼和 Raspberry	Pi 感測器程式
碼，讓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並新增應用到 IoTtalk
系統，進行物聯網科技智慧教育。

IoTtalk 系統實驗畫面

力 ( 向量 ) 的合成物理觀念：力 ( 向量 ) 的合成。
等速率圓周運動
物理觀念：施一向心加速度於有切線初速的物體上，使其做等
速率圓周運動。

一所一到十二年級一貫的公辦民營實驗教育學校。本校以華德
福教育理念為本，強調跨領域、素養導向的統整性學習，今年
度本計畫整合高瞻三年的執行成果，開發出融合新興科技的
十八周課程:「來自土地的生活科技」。計畫執行以親、師、生、
社群合作的模式，營造真實的學習情境，提供教室外的學習，
發展探究導向、跨科之素養導向、建構貼近生活具人文關懷的
環境教育課程，並連結高中、國中、跨校、多元社群，共同辦
理課程推廣活動，傳播里山倡議的精神。	
三大主題以螺旋形的參與式行動研究作為課程發展與設計方
法，逐步奠定、加深加廣學生的先備知識，環環相扣的積累出
學生的真實能力。十八週的選修課程對每堂課設定專題實作
任務，透過分析問題、發展解題方法，強調小組分工合作與報
告，並鼓勵學生相互激盪，進行有效的決策；學習評量與課程
評鑑採取師生一起施行評估、共同檢核學生應用知識與技能的
能力，以便調整實作挑戰的目標設定、個人能力成長與團隊運
作順暢度，並保持學生擁有持續創新思考的原動力。
●子計畫四執行學校為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 含環境教育與資源碩士班 )
1. 協助將各校課程連結並與國際重大議題里山倡議、生物多樣
性保育、全球環境變遷調適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等連結。
2. 講授永續環境、環境教育、里山倡議、生物多樣性保育、食
農教育、友善農耕、棲地環境經營管理的理論與實務、永續經
營等國際議題。並結合高中端辦理物聯網等新興科技研習。
3. 協助各子計畫學校訓練學生進行資源調查之技能與實務。
4. 辦理各項增能活動。
5. 協助各校科展之講評與分析。
6. 經營食農教育資訊交流平台臉書與 LINE 作業群組，提供相
關資訊並作為交流與工作平台。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臺北市立大學

中港高中團隊
中正高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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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智慧農場“尋”跡課程開發、精緻與推廣 創客動手做融入生物科技、資訊科技與自然科學之跨領域課程
整合研究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生物科技、數位製造技術、3D 建模及列印、平面

繪圖及雷射切割、物聯網、DNA 鑑定、Scratch 程

式設計、Arduino 簡介、組裝電路實作

臺中女中 - 微生物有色蛋白 -3D	印表機使用

臺中女中 - 微生物有色蛋白 - 專題製作與討論

臺中女中 - 微生物有色蛋白 - 組裝光色檢測器

臺中女中 - 微生物有色蛋白 -

重組蛋白質	SDS-PAGE

課程內容摘要
微生物有色蛋白：

「微生物有色蛋白」課程設計是以微生物為主角，

生物科技為核心，結合跨科、實作與創客的科學

探究課程。

透過「專題研究」課程可培養學生具高層次的分

析、歸納、組織和統整能力。

福爾摩斯上法庭：

以科學的態度、方法與知識解決公共議題，涵養

公民素養。同時透過科學探究的歷程，學習如何

以科學方法探究問題，根據證據來建構合理論述

以發掘真實 (reality)。

本課程以跨學科之特定科技或科學議題為主軸，

設計出以刑事案件為基礎，結合公民法治與鑑識

科學教育，形成專題導向之跨領域課程。課程與

教學從問題本位出發，透過案例研究與實作引導

學生探究式學習。

犯罪現場：

本課程設計的內容是以自然領域中的生物、社會

領域中的公民為主，搭配108課綱去做課程設計。

利用相關實驗及小組合作、討論，學生融入模擬

情境之中，並嘗試推理犯罪事件的來龍去脈，同

時進行相關檢測和實作。

課程內容摘要
●	暨大附中
創造力設計與實踐及自然科學專題：利用相關課程模組
培養學生珍惜水資料、了解在地素材、綠能相關科技等
議題，培養學生從生活中發現問題，探索解決方式，並
利用所學工具及專業知識來把創意發想或科學專題的概
念實體化及改善，讓學生做中學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
力，並利用相關資料分析結論，同時增進學生對新興科
技的認識與探索相關興趣，達到對未來升學或工作的進
一步選擇時的認知。
●	草屯商工
( 一 ) 跨科整合師資與設備。
( 二 ) 成立創課教室。
( 三 ) 發展桌上型工具機。
( 四 ) 課程模組發展精緻化。
( 五 ) 提供資源協助夥伴學校。
( 六 ) 提升教師學術研究能力。
( 七 ) 啟發學生批判性思考、協同合作、溝通力、以及
創新力。
●	仁愛國中
本校高瞻計畫以農業 4.0、智能機械、新興科技、循環
經濟、智慧生活科技、精緻農業、融入在地特色為課程
研發與推行目標，並發展 2 個系列課程，我是小小科
技農夫課程 (36 週 36 節 ) 與進階科技農夫養成課程 (36
週 72 節 )，參與學生包含本校 7 年級至 9 年級學生，
國中端以多元試探之課程為主，課程以科技農業為出發
點，結合科技農業、農業培育技術、智能機械、3D 創
作與列印、飛行器等與科學物理原理課程，課程設計以
問題導向學習 (PBL) 為主與專題導向學習 (PjBL) 為輔，
透過運用科技設備、工具、課程材料、教材，以培育學
生具備「科學知識」、「科技實作技術」、「創造思考」、
「邏輯思考」、「高層次思考」、「團隊合作」、「發
現問題與解決問題」、「跨域知識的整合」的能力，並
利用所學工具把創意發想的概念實體化。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暨大附中
循環經濟、智慧機械、文創科技、資訊科技、生物科技、
綠能科技、新農業、智慧生活科技
草屯商工
智慧生活科技、數位 / 資訊科技、智慧機械、精緻農業、
3D 列印、程式設計
仁愛國中
循環農業、文創科技、資訊科技、智慧機械、生物科技、
農業機具 ( 程式 )、農業機具 ( 機械 )

課程實施成果
●	暨大附中
利用開發的桌遊教具達到跨領域整合的部分，其相關的科
目包含有生物、化學、資訊、物理、數學、美術等科目，
更開發桌遊 ( 水資源科學桌遊、友善農場科學桌遊、光電
城市科技桌遊 ) 的相關配套實驗模組 ( 電混凝、手抄紙、
果膠萃取、	Swift	Playgrounds…)，讓課程更完整。
暨大附中更把相關課程模組分享及推廣到國內各縣市學校
及國外學校，共計有上萬人次使用過相關課程模組。
●	草屯商工
1. 日、夜校機械科與資料處理科教師技術交流。
2. 提升學生創意思考問題解決能力，特別是進修部的學
生因為透過相關競賽讓學生獲得成就感，各項表現更有自
信。
3. 建立教師社群，透過每月例會及交流，討論及分享各
項經驗，並逕由總計畫的帶領，教師們可以走出校園，向
下至國中端了解孩子的現況，向上到大學端作技術交流學
習。
4. 完成 3 套完整的 18 周課程，並內容包含多項模組化課
程。
5. 創客教室的建立，建置 3d 列印、雷射雕刻、小型車床、
小型銑床、木工機具、簡易焊接等設備，提供多元加工方
式讓學生製作出成品。
6. 進修部進行史無前例的跨科整合上課 ( 共執行 3 年 )，
結合機械科與資料處理科教師的專業，提供高三學生不一
樣的上課體驗，學生反應一致好評。
●	仁愛國中
推廣學校目前 7 間：埔里鎮宏仁國中、暨大附中；仁愛鄉
仁愛國小、春陽國小、廬山國小；國姓鄉：北港國小；南
投市：鳳鳴國中。
高瞻計畫學生參賽獲得許多佳績 -
1.2016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國中創意組佳作。
2.2017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南投縣校際盃第一名、
第二名。
3.2017 第八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得銅熊獎、佳作。
4.2018 第九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佳作。
5.2018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南投縣校際盃第一名、
第二名。
6.2018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全國總決賽佳作。
7.2018 全國手擲機飛行競賽優等。
2019 第十屆原住民華碩科教獎入圍。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以智慧型低碳建築為主題(水資源、能源、綠化)，

Arduino 程式設計與自動控制為核心內容，依照

108 課綱素養導向設計國中與高職跨領域課程，

學生可透過探究實作學習到感測元件的使用，同

時認識節能減碳的實踐手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學院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

暨大附中團隊
臺中女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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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蕈菇課程與雲端數位平台 - 創客發展與營養保健／植物
大觀園

發展以議題導向之探究教學計畫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以智慧型低碳建築為主題(水資源、能源、綠化)，

Arduino 程式設計與自動控制為核心內容，依照

108 課綱素養導向設計國中與高職跨領域課程，

學生可透過探究實作學習到感測元件的使用，同

時認識節能減碳的實踐手法。

課程內容摘要

一直以來，臺灣的中小學教育多採取學科基

礎模式的教學，將知識切割為數個科目傳授

給學生。分科教學的優點是學生能夠學習到

經過系統化整理後的知識，老師亦能夠依照

個人的專長授課。然而，在解決日常生活中

所面臨的真實問題時，需使用到的知識、能

力，往往並非侷限於單一學科，而是需要跨

學科的知識與能力統整。長久以來以學科為

基礎的教學，顯然對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幫

助有限。因此，本計畫將開發數套以議題為

導向之跨學科探究課程，從議題出發，以單

一學科為主軸，結合其他相關學科，並融入

創客精神，培養學生跨科整合知識與動手做

的能力，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科技部與教

育部合作規劃、推動之「第三期高瞻計畫：

新興科技融入中學之創新課程發展研究」，

其所揭櫫的精神與方向與本校課程努力的方

向一致，故結合校內外教師提出「發展以議

題導向之探究教學計畫」的整合性計畫申請

第三期高瞻計畫，共包含六個子計畫，由建

國高中執行總計畫與子計畫一、二、三，子

計畫四則由本校與新北市八里國中合作辦

理，子計畫五、六則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協助，

藉由引入大學學術資源，協助本校教師將新

興科技融入於課程內容中，並作課程的評鑑。

課程實施成果

本計畫以議題導向發展探究式跨學科實作課

程，培養學生創客精神與動手做解決問題的

能力，已發展出多套課程模組，透過本校多

元選修課程、微課程或以融入課綱實驗的形

式，進行課程實施，並將課程帶入新北市八

里國中，發揮大手牽小手的精神，進行課程

推廣。此外，亦在 SSH 生徒研究發表會、臺

北科學日等活動中，將所發展之課程與更多

師生共享，以生物科為主的子計畫一更是獲

得了「唐獎」的肯定。學生在課程實施後，

大都給予正面的評價，認為課程有趣又實用，

教師也在課程發展與實施的過程中，願意改

以更開放式的提問，取代舊有設立標準答案

的教學思維。在課程評鑑方面，引入以國立

臺灣大學為主的大學端資源，協助教師進行

課程滾動式修正以及課程評鑑。

子計畫一：初探生物科技

子計畫二：從化學出發看水污染

子計畫三：導入高層次資訊科技的資訊創客

課程

子計畫四：里中諾亞方舟 - 兩棲爬蟲收容教

育中心

子計畫五：大學參與議題訂定、課程發展、

成果推廣

子計畫六：結合科學學科和程式教育的跨科

整合教學、培養以學科知識為導向的程式

maker，與相關之推廣支援平台

課程透過五個面向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能力

1. 教師在實驗之初，會先說明實驗原理及步驟，

並適時引導學生進行實驗操作。

2. 透過實驗過程遭遇的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改良

3. 透過實驗結果呈現的誤差，進行引導式討論

4. 撰寫實驗報告

5. 親身體驗蕈菇解剖並觀察比對蕈傘、蕈柄與蕈

褶之特徵，再透過科學繪圖的方式畫出蕈菇之點

畫。

6. 讓學生學習設計實驗流程，並透過圖表對實驗

數據進行分析探討，培養學生製作科學論文的研

究能力，培養科學探究之精神。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1. 資訊科技、生物科技、精緻農業、文化創意。

2. 蕈菇學習數位平台、手機或平板。

3. 資訊融入：網路資源搜尋、平板融入、Excel 圖

表繪製、影片製作、雲端硬碟。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綠色能源、資訊科技、生物科技、機電整合、

環境品質、永續發展

課程實施成果
課程設計強調結合生活與學術、以做中學的方式，

進行跨領域科目(生物、化學、家政、美術與資訊)

的整合。三年的課程研發與實行過程中，課程滾

動修正，協同教學的教師在各方面的搭配已有一

定程度之默契。

1. 課程多次在國際交流 ( 日本廣島國際大學、大

阪工業大學、暨南大學；香港莫慶堯中學 ) 與國

際姊妹校 ( 美國、日本和韓國 ) 師生蒞校分享，

以達到國際推廣的目的。未來也將持續透過推廣

至國際姊妹校或有合作之學校。

2.「永豐蕈菇雲端數位學習系統」參加韓國「2018

首爾國際發明展」獲得銅牌。團隊師生受邀接受

桃園市教育局的專訪「蕈菇探究與實作課程」。

3. 團隊老師積極參與學術會議，如農業科學與生

物技術國際會議、中國生物工程學術年會與上海

年會。未來我們也將持續透過各式年會或國際會

議，分享課程及平台。

4. 各校專題演講，主持人利用校務行政夥伴、教

師社群演說、擴大行政會報、主管會報…場合，

推廣永豐校本特色課程－植物大觀園與蕈菇課

程。（至少 20 校）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國立中央大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
永豐高中團隊

建國中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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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球根花卉農業科技課程研發計畫：技術型高中課程研發 發展技術型高中土木建築群及電機電子群跨領域智慧生活課程
與輔導國中端生活科技創客課程設計之研究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本整合型計畫包括總計畫與三個子計畫，採取目

標導向之協力合作方式。107 年度以子計畫一為

主體，由興大附農教師團隊完備 18 週課程模組教

案及相關教學資源內容 (如學習單、教學影片……

等 ) 為主軸發展；子計畫二為副，由國中團隊完

備 16 週主題式跨領域課程模組教案及相關教學資

源內容為副線發展；子計畫三為輔，由大學團隊

進行課程評鑑及專業輔助支持。

依循規畫 (plan) →施作 (do) →檢核 (check) →行動

(action) 之循環流程，共同發揮相輔相成效果，協

力完成總目標。

整合性計畫的課程架構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第三年段，著重於完備課程模組內涵及研發合適

教材，利用課程實施，透過課程評鑑，滾動式修正、調

整教案內容與學習單內容。

子計畫一於今年度完成 18 週「球根花卉栽培實習」及

「智慧農場控制實習」課程模組之內容。「球根花卉栽

培實習」課程規劃為球根花卉栽培與管理、球根花卉專

題製作、球根花卉利用3大部分；「智慧農場控制實習」

課程化為智慧農場控制課程模組、蒸發冷卻試驗模組、

植物澆灌提醒模組、光週期調節與補光模組 4 大部分。

子計畫二課程的設計讓學生實際進行園藝操作，並結合

國中自然課程，讓學生在操作的過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

然，此外本課程介紹新科技，讓學生瞭解基本電學，再

教導學生使用 Scratch 與 Arduino	 (S4A) 進行自動化控

制。

課程內容摘要
本計畫藉由多年執行高瞻計畫課程研發之經驗，輔導鄰

近彰泰國中執行新興科技創新課程之研發，達到新興科

技與技術型高中課程能向下延伸，同時希望透過創客課

程之設計與實作，強化在設計與探究之興趣，達到科學

試探之目的。本計畫高瞻課程發展核心與目的如下：一、

解決學生在智慧生活及建築專題設計之電機及控制之問

題。二、啟發學生主動探究跨領域相關知識，並融入建

築智慧生活之興趣及技能。三、學生能將創客專題應用

於生活科技中，以提升智慧生活之能力。

課程實施成果
子計畫一之「球根花卉栽培實習」課程模組部分 :
( 一 ) 學生透過觀察、繪圖，將之編輯後製作兩款球
根花卉紙膠帶，應用於球根花卉種植深度表之學習
單。並編印三折之解說摺頁，介紹此刻課程模組，
可做為課程推廣資料及教材。
(二)錄製「球根花卉介紹」、「球根花卉種植」、「球
根花卉水耕栽培方法」、「彩色海芋採收方法」、「球
根花卉運用」等影片。
( 三 ) 連結產業：透過球根花卉超好種一書之作者謝
依庭與師生分享球根花卉栽培及球根花卉市場現況，
2017 年全國模範農民獎百合達人羅弘奇先生分享百
合產業在生產、銷售及應用……等，讓師生對球根
花卉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 四 ) 增加應用課程，利用色彩學原理的教學，將球
根花卉應用至花束製作及餐桌擺設，完成球根花卉
從介紹、種植、栽培管理、採收到應用之完整過程。
子計畫一之「智慧農場控制實習」課程模組部分 :
( 一 ) 以探究學習為導向之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於專
題製作課程展現良好之學習成果：「自動煮麵機」
榮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08 年專題及創意
製作競賽專題組機械群第三名；「自動裝填螺絲起
子」榮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 年專題及創
意製作競賽複賽創意組佳作；「鶴立”機”群 --- 機
件識別小幫手」榮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複賽創意組佳作；「Open-
Source 微控制器於順序控制平臺之開發與設計」榮
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108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
競賽複賽專題組佳作。
( 二 ) 開發【蒸發冷卻試驗模組】：以農業常用之降
溫方式 --- 蒸發冷卻為設計核心，先以免費之 app 軟

課程實施成果
一、高中端：透過融入創客精神於課程規劃與實作，將

智慧綠建築及家庭自動化導入高中職端專題製作課程內

容，讓學生能主動學習及探究解決問題。透過跨科跨領

域合作及互動學習過程中，提升學生基礎學科探究能力

及合作解決問題的成效。

二、國中端：分組課程中進行智慧車創意設計試驗教學，

提升學生創客之能力，融入創客精神與新興科技，善用

3D 繪圖與列印，運用 Arduino 進行簡易之控制操作，

培養探究新興科技之興趣，滿足學生動手做的樂趣，激

發更強烈的學習動機。

三、教師社群：指導教師透過學生專業社群了解學生專

題發展進度，適時提供專業協助與諮詢。另外教師亦組

織高瞻計畫專業教師社群，針對計畫執行及教師增能相

互學習，凝聚教師向心力與執行力。

四、實施成果：在高中端最大特色是透過發展的智慧綠

建築 / 家庭自動化課程模組融入土木建築群及電機電子

群智慧生活科技跨領域創客課程 - 專題製作課程中，內

容包含複合媒材應用、創意發想、電路設計、機構製作、

模型製作、簡報技巧演練 ... 等，同時也進行多次重複

的探究式實驗與各種問題解決方法，並學習跨領域的技

術（機構、雷射切割、3D列印等），最後完成專題作品、

書面報告及專題成果發表。目前學生已能運用到的新興

科技，如大數據演算、結合各種感測器的運用、物聯網、

雲端技術、WIFI-AP、藍芽傳收、手機監控等、以實現

智慧居家的目標。國中端透過課程的學習，培養探究新

興科技之興趣，實際應用在創作中，學生已能自行創作

出屬於個人獨特的智慧車。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一、高中端：智慧綠建築及家庭自動化（資電通訊、機

電控制）之新興科技融入高中專題製作課程，。以學生

專題所發展的心智圖或系統架構融入有關資電控制新興

科技元素（件），並能利用這些元素使去探究的其所依

據的科學理論。

二、國中端：智慧車創作融入國中生活科技課程，包含

程式設計、創意發想技巧訓練、創意作品實作；其教材

內容為經彙整而適合國中生學習的教材。

三、大學端：透過新興科技發展趨勢演講、研習及辦理

學生營隊，以提升師生對新興科技的認識與應用能力，

並運用在實務專題的設計上。

課程融入新興科技的類別
Arduino、環境監控、機電整合、農業機具

體介紹濕空氣性質與蒸發冷卻之原理。再以 arduino
為媒介，搭配溫濕度感測器，多孔性物質與風扇架
設試驗模組，並依據量測之結果，計算水牆效率，
驗證蒸發冷卻之理論過程。設計開放性及額外實作
性之題目，讓有興趣之學生，可依此內容所述之相
關資源自學。
( 三 ) 開發【植物澆灌提醒模組】：以灌溉為設計
核心，先介紹土壤水份對植物生長之影響。次以
arduino 為媒介，搭配土壤濕度感測器進行不同土
壤水份之量測，以決定控制閥值。搭配蜂鳴器與
LED，製作植物灌溉提醒裝置，使學生能對現代農業
中所使用智慧控制系統有所認識，設計開放性及額
外實作性之題目，讓有興趣之學生，可依此內容所
述之相關資源自學。
子計畫一實施「球根花卉環控栽培」彈性課程部
分 :107 彈性課程實施「球根花卉環控栽培」課程，
提供本校所有有興趣之學生選課，循序漸進認識、
栽培、應用球根花卉，並透過連結現有之生物產業
環控模式，以積木式程式設計為主軸，搭配學習單
相對應 IDE 程式之書寫，讓非本科系的學生亦能夠
擁有栽培應用球根花卉與基礎語言程式撰寫之能力，
同時藉由相關感測器之使用介紹，讓非本科系的學
生在未來專題製作課程上，能夠有更多元、自動化
的展現。
子計畫二
1. 透過課程讓國一、國二學生對農業園藝方面有初
步認識並產生興趣，進一步透過生涯規劃培育新一
代的農業人才。
2. 建置窗邊農場、魚菜共生、科技小溫室、壓電裝
置與太陽能小夜燈。

高中端課程發展架構示意圖：以智慧綠建築及家庭自動

化為核心，發展智慧建築與智慧家庭在綠能建築、資電

通訊、機電控制、結構造型之智慧生活科技專業知識與

技術。

國中端課程發展架構示意圖：以智慧車為創意設計之目

標，將課程內容分成資電設計、動力系統、結構設計與

機電設計四個學習主軸。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修平科技大學

興大附農團隊
彰師附工團隊



透過動手做活動，將國內外科教相關主題的探究實務與科

技相關的議題，讓參觀民眾來親自體驗其中蘊含的原理，

引發對科學／科技的好奇心，達到科學普及、科技推廣的

重要意涵與目的。

「DIY」體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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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體驗專區

DIY 體驗專區

醣科學工程應用於癌症細胞療法
生物醫藥科普推廣活動

癌症藥物之調配 ( 以 VR 虛擬環境模擬藥物配

置的過程 )、醣科學之應用 ( 以 VR 虛擬環境模

擬醣衣砲彈對抗癌細胞的過程 )、抗癌小尖兵	

( 透過 VR 小遊戲來增加對標靶藥物於癌症細胞

療法之作用機制的認識 )。

設計理念與說明

本作品主要使用 VR 虛擬技術模擬癌症藥物之

調配過程、標靶藥物醣科學於癌症治療之應

用。讓受試者以 VR 虛擬技術來體驗如何配置

癌症藥物。以及醣科學是如何利用只在癌細胞

上的才表現的醣分子可作為醣衣砲彈辨識依

據，來殺死癌症細胞的過程。抗癌小尖兵如何

利用標靶藥物來準確殺死癌細胞的過程，期待

透過以 VR 虛擬技術結合生技醫藥科普課程來

進行推廣，增加社會大眾對醣科學於癌症細胞

療法的認識。

生理訊號檢測創意實作營 - 貼身守護神科
普推廣活動

本團隊會使用貼心片與自行開發的智慧型手機

應用程式 (APP)，介紹生理訊號的來源與測量

方式與其對應在身體健康的意義，讓學員了解

生理訊號量測的重要性。學員可以透過智慧型

手機螢幕觀測並體驗雲端人工智慧物聯網於心

臟疾病的分析。

設計理念與說明
首先，本課程會先簡述生理訊號的來源與測量方式

與其對應在身體健康的意義，讓學員了解生理訊號

量測的重要性。接下來，本團隊會介紹物聯網穿戴

式系統	–	貼心片，會簡述運作原理與使用方式。

最後，本團隊會讓學員親自體驗心電訊號的量測，

使用貼心片與本團隊自行開發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

式 (APP)，學員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螢幕，觀測自

己的心電訊號，並體驗雲端人工智慧物聯網於心臟

疾病的分析。

醣晶片 / 醣疫苗－生物醫藥科普推廣活動

醣疫苗是以特殊醣分子為抗原，注射到人體

後，能刺激免疫細胞產生相對應的抗體，且該

抗體具有只對抗癌細胞，不傷害其他正常細胞

的專一性。期待透過生技醫藥前沿科技科普課

程的推廣，增加社會大眾對生技醫藥前沿科技

的認識。

設計理念與說明

本作品主要轉化醣分子的合成技術應用在醣晶

片的設計及癌症疫苗的開發。所設計的展品主

要是模擬醣疫苗及醣晶片的作用機制。醣晶片

與醣疫苗主要是利用細胞上的醣分子可作為不

同細胞間辨識依據的特性，應用在生物醫藥上

的前沿科技，期待透過生技醫藥前沿科技科普

課程的推廣，增加社會大眾對生技醫藥前沿科

技的認識。

擴增實境醣科學宣導

透過擴增實境裝置搭配有劇情灌穿的 3D 動畫、

遊戲，可形成風格特殊的文創樣貌。在觀賞動

畫時，採注入式宣導醣科學知識，搭配簡答題

測試玩家醣科學的了解，並在宣導過程中加入

名人堂，讓國人了解我國科學家在醣科學領域

的卓越貢獻。

設計理念與說明

由於 Merge	Cube 屬國外新創的擴增實境裝置，

透過搭配有劇情灌穿的 3D 動畫、遊戲，可形

成風格特殊的文創樣貌，將引起年輕族群的注

意。在觀賞動畫時，採注入式宣導醣科學知識，

在玩遊戲闖關時，搭配簡答題測試玩家醣科學

的了解，並在宣導過程中加入名人堂，讓國人

了解我國科學家在醣科學領域的卓越貢獻，因

而可以從遊玩中學習醣科學相關知識。

7/10

第一場	11:00~12:00

第二場	13:00~14:00

第三場	14:00~15:00

7/11

第四場	10:00~11:00

第五場	11:00~12:00

第六場	13: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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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科學工程應用於癌症細胞療法－生物醫
藥科普推廣活動

以 VR 虛擬技術來體驗如何配置癌症藥物。利

用只在癌細胞上的醣分子可作為醣衣砲彈辨識

依據，來殺死癌症細胞的過程。如何利用標靶

藥物來準確殺死癌細胞，期待透過以 VR 虛擬

技術進行推廣，增加社會大眾對醣科學於癌症

細胞療法的認識。

設計理念與說明

本作品主要使用 VR 虛擬技術模擬癌症藥物之

調配過程、標靶藥物醣科學於癌症治療之應

用。讓受試者以 VR 虛擬技術來體驗如何配置

癌症藥物。以及醣科學是如何利用只在癌細胞

上的才表現的醣分子可作為醣衣砲彈辨識依

據，來殺死癌症細胞的過程。抗癌小尖兵如何

利用標靶藥物來準確殺死癌細胞的過程，期待

透過以 VR 虛擬技術結合生技醫藥科普課程來

進行推廣，增加社會大眾對醣科學於癌症細胞

療法的認識。
創新傷口癒合－生醫創新科普推廣活動

奈米材料創新應用產生二氧化碳促進傷口癒

合，開發為非制式科學實作活動，期能提升中

小學生及社會大眾對生醫前沿科技的理解及體

驗科學應用於生活的樂趣。研究核心概念為光

熱效應、CO2 溶於水產生弱酸性、小蘇打粉與

醋反應產生 CO2。

設計理念與說明

本作品為轉化我國生醫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奈

米材料創新應用產生二氧化碳促進傷口癒合的

研究，開發為非制式科學實作活動，期能提升

中小學生及社會大眾對生醫前沿科技的理解及

體驗科學應用於生活的樂趣。執行作法為先進

行研究核心概念分析、連結中小學自然科學領

域核心概念，融入日常生活應用及動手做，活

動項目及原理如下：一、近紅外光照射奈米粒

子升溫（奈米粒子光熱效應）；二、碳黑閃光

實驗（奈米粒子光熱效應）；三、神奇變色杯

（二氧化碳溶於水產生弱酸性）；四、自製氣

泡水（二氧化碳溶於水產生弱酸性）；五、自

製滅火器（小蘇打粉與醋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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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單位　( 依筆畫順序 )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明新科技大學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

東吳大學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信義國民中學

南投縣立魚池國民中學

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暨研究所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系

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甲仙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然與應用科學教育組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學校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所）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神經科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所）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育副校長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行政副校長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總務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圖書與會展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跨領域特色發展中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秘書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校友總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植物醫學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材料工程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技教育組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展示組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所）

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 含碩士班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所）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新竹縣立員東國民中學

義守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義守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

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東華國民中學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濱江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南新國民中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

臺灣首府大學休閒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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