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模組徵選 

壹、本徵選活動係「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深耕輔導組」工作之一， 
其目的在提昇教師之專業知能、察覺並化解課程實施之障礙。 

貳、活動目的 
一、鼓勵教師踴躍嘗試開發自己使用的教材，並樂於分享教學經驗。 
二、推薦優良的教學模組，供全國教師教學時參考。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三、執行小組：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教學研究輔導小組 
肆、徵稿時地 
    應徵稿件（含光碟片上貼資料表及複印稿乙份）請於即日起至九十四年十月
卅日期間寄往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八十八號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陳文典教授。 

伍、徵稿對象 
    全國中小學教師、實習教師及教育學程學生。 
陸、稿件檢核基準 
    一、應徵作品須為應徵者親作（可二、三人合作），並不冒犯著作權問題。 
    二、應徵之教學模組（即教學活動設計）應符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要所

持之基本理念及包含所規範之內容（未符合之作品不予評審）。 
    三、本徵選訂有評審標準，教案設計以生活為中心、以學生的學習為主體、

做科學性的探討活動及能發揮創意精神為基本要件（詳見附件一）。先
由兩位專家評分，另再經評審小組（五人以上）審核後決定是否推薦為
「優等」。 

    四、「優等」及「佳作」件數不限。凡未獲得推薦為「優等」者，於退還時
附上評審意見，以供設計者參考。 

柒、獎勵 
    一、凡被推薦為優等之教學模組，由本小組出具證明狀。另若具有教師資格

者由教育部函請該縣市教育局予以獎勵。 
    二、凡被推薦為優等之作品，經作者填具使用授權書後可登於「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領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http://www.phy.ntnu.edu.tw/nstsc)，供
全國教師參考使用。 

捌、稿件格式要求請參閱附件二「生活化主題式教學模組撰寫格式」。 
玖、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教學模組徵選評審標準 
附件二：教學模組撰寫格式 
註：將「資料表」粘貼於光碟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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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優良「教學模組」評審 

依據：本徵選工作係依教育部九十四年二月二日台國(二)字第 0940009194號函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優良教學模組徵選活動」辦理。 

說明：「教學模組」係主題式教學之活動設計，提供教學策略、教材、評量及
參考資料，以方便教師在教學使用。優良之「教學模組」係以「該模組之提供，

是否能對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綱要所揭示之教學有所助益」來作為衡量的基準。 

依據教育部頒佈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及「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之課程綱要」所揭示之教育理念，教學應注重學生學習的主體性（也即應

使學生處於一種自主、自動及自信地從事探究的心態，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

為使此教學的特質得以呈現，並發揮其功能，教師必須安排適當的教學環境，來

促進全體學生做最有效益的學習，而「教學模組」即是這種教學活動設計的藍圖

之一種。 

雖然有優良的「教學模組」未必等同於有優良的「教學」，但是，由於「教

學模組」乃是在提供教師的教學策略、教材及教學資源，故本徵選活動以「教學

模組可導引前述這些教學特質的呈現」為前提，由「教學」所應具有的特質去推

斷優良「教學模組」應具有的內容和特性，並依此訂定優良教學模組之評審標準。 

作業要點：1. 本評審作業經教育部核定之徵選計劃實施。 

2. 為確保評審工作得以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下運作，並使所挑選的作品

能符合科學教育的宗旨，本評審工作乃先成立一「評審委員會」（委員名單參

見註一）負責訂定評審標準及作業辦法。評審標準及作業辦法若有更動，乃

需經由評審委員會三分之二委員之同意始行之。 

3. 本徵選工作需在兩個月之前，以公開方式向國中、國小教師或教育工作者公

告，使全體教育工作者皆能知曉且有機會參加為原則。 

4. 本徵選工作在公告時應一併將評審標準及作業要點公佈。 

5. 應徵作品應以掛號郵寄或親自送件為原則，評審委員會在接獲時以回函告知。 

6. 「作品」經評審委員會聘請相關之專家至少二人分別審查。若兩位評審之意

見差異太大，應再聘第三位專家審查。 

7. 所有「作品」經初審後，由評審委員會評比、討論，再投票決定等第。 

8. 參選作品依評審標準，得獲選為「優等」、「佳作」，其件數不限。 

9. 「作品」經評審獲得「優等」者，將獲得教育部（或局）獎勵。 

10. 本作業要點依教育部之徵選計畫進行之，隨計畫終止而自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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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教學模組評審標準 
 

說明：「評審標準」是遊戲規則，具有指示及仲裁的作用，可持續充實其內容。 
‧「說明」欄可依實務經驗，多多增列。 
‧羅列檢核要點有助於評判，可依實務經驗多加舉例，負面陳述的「r」， 
正面陳述的「○」。 
‧評審要項可增列（不過不宜超過五項）。 

評審要項 說   明 檢核要點 

具整體性 

 
20 

‧各活動不拉雜併湊，應以解決該主題或釐清相關
概念之必要來考量。  

‧活動的模式，能使程度不同的學生均能樂意參加。 

r把概念相關度很小的一些子
問題湊在一起。  

r其他…  

學習者的 
主體性 

 
20 

‧鼓舞學生的學習動機，使他能自動的參與活動。 
‧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分擔的角色是：學生自
主自動的肩負學習責任，教師擔任協助者。  
‧教學過程中以「問題」開拓思考空間、引領學習
方向，而不是以「答案」來結束學生的問題。  
‧提供機會使學生能自主地去面對的問題，提出見
解、提出解決的策略、規劃工作進程、做好小組
分工及實地執行等的活動。  
‧活動的安排使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參與，各有適當
角色可扮演。  

r直接宣示研究的題目和方法  
r教學、實驗都確定了，師生只
要按照劇本演出即可。  

r工作由教師或組長指定。  
r用注入式教學  
r其他…  
 

發揮 
教學評量 
的機能 

 
20 

‧評量總是伴隨著教學一起在進行。  
‧教學過程提供學生表現的機會。  
‧評量的內容兼顧到各項基本能力。  
‧評量技術有效及多樣。  
‧常提出批判性、創造性的問題。  
‧培養欣賞他人及肯定自我的情操。  
‧教學活動及評量能促進團隊間的合作、尊重與  
關懷（而不是相互排擠、作無建設性的批評或自
我標榜）。  

r評量只用段考和期考。  
r只注重考卷上的分數。  
r注重比賽及排名。  
r採連坐計分法，使成績不好的
學生拖累他人。  

r其他…  

教材內容 
的品質 

 
20 

‧研討的體材能引發學生的興趣  
(例如以生活經驗為重心)。  
‧內容為重要的核心概念。  
‧陳述的科學概念正確。  
‧陳述邏輯明確，所用文詞通順。  

r論述時以偏概全或不正確。  
r論述時因果不相關連。  
r文句不通、圖示錯誤。  
r其他…  

表達 
的形式 

 
   10 

‧表達的形式條理分明，方便參閱。  
‧表達方式能使教師充份暸解活動設計的用意所在 
‧提醒使用者如何保留給學生創造的空間。  
 

r表達表格設計不佳  
r只提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r其他…  
 
 

教學資源 
的提供 

 
   10 

‧提供評量策略及評量題目等，供教師參考。  
‧提供「多種」探究的活動設計，以供教師參考。 
‧提供充足的相關資料，以供教師引用。  
‧善用地方資源。  

r只提供一種教學方法。  
r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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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編號：«編號»  篇名：«題目»  審查委員：«審核者» 
審查委員：                       （簽名）    年  月  日 

評審要項 優點及建議 

具整體性 
 

20 
 

學習者的 
主體性 
 

20 

 

發揮 
教學評量 
的機能 

 
20 

 

教材內容 
的品質 
 

20 

 

表達 
的形式 
 
   10 

 

教學資源 
的提供 
 
   10 

 

總評： 
 
 
 
建議該模組可列為何種等第： 
□優等            □佳作             □尚須多方改進。 
□修改後可為優等  □修改後可為佳作 

 

附件一   國民中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優良「教學模組」評審  



 

「教學模組」的撰寫格式 

 

教師部分 
封面（標題、摘要、作者、內容目錄、存放地點） 

一、模組結構及使用說明 

（一）模組之教學概要圖（以圖表示五階段教學之梗概）。 

（二）活動項目一覽表（表列活動項目、教學資源、教學重點）。 

（三）主題探討活動（見下表） 

 

（四）各活動有助於科學智能培養之一覽表（註明某活動項目能培養的科學智能）。 

（五）模組之學習成就評量 

（預期本模組學生可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以此為內容來評量。 

（六）教學成就自評表 

 

 

 

 

□□□□教學活動流程 說明 
【觀察情境察覺問題】 

由日常生活的所遭遇的、學生所關心的問題談起。

由學生提出各自的經驗和問題，匯成一群與主題相

關的問題，營造一個全體熱切參與的研討氣氛。 

【引導討論確定問題】 

將諸問題加以歸類，並把它修改成可研討的科學問

題，獲得為解決「主題」所要研討的各「子問題」。 

【分工合作進行探究】 

教師依授課時間、教學資源、學生程度及子問題的

重要性，來決定要由全班或小組來進行探討活動。 

【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若分組活動，則要求各組發表自己的成果，教師宜

利用各組的資料，提出一些統合性的科學概念，以

使整個「主題」的教學，獲得明確具體的科學知識

學習。 

【綜合評鑑推廣應用】 

利用發表、寫報告、作業、及推廣應用的創意思考

等活動，來使新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得以內化、融會

貫通及增強熟悉和穩定。 

☉註明各階段教學活動的

意義。 

☉列舉在該階段教學活動

中，可能另有的教學策

略。 

☉提醒在該階段教學活動

可進行的評量工作。 

☉標示某階段的活動方式

可培養那些分段能力指

標。 

☉提示在該階段教學活動

可運用的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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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組內各項活動之教學示例（系列「子問題」之教學活動） 

舉其中某一子問題之教案為例 

〔1〕「□□」活動指導（標題） 
〔2〕1.教學重點（綱要提示本活動所要達成的「科學與記述認知」內容） 
〔3〕2.教學資源（資料、時間、器材） 

3.使用說明（有時教學情況比較複雜，就加入此項） 
〔4〕「子問題」之教學示例（使教師能鳥瞰子問題的教學目標與策略，見下表） 

「□□子問題」的教學活動流程 說明 
【協助學生確定問題】 

‧分派「子問題」給各小組 

‧協助釐清子問題的性質，確定（或拓展）可

探討的範圍。 

【協助學生獲取資料】 
‧協助學生提出策略、規劃工程。 
‧協助學生安裝儀器、進行操作。 
‧協助學生獲取資料 
實驗上取資料或閱讀、蒐集相關資料。 
‧協助學生整理分析資料。 

【鼓勵學生提出想法】 
‧鼓勵學生研判資料意義。 
‧鼓勵學生依資料提出結論。 
‧鼓勵學生依結論詮釋資料。 
【激勵學生推廣應用】 
‧激勵學生對所得的資料做誤差及信度的評估 
‧激發學生想出應用的主意。 
【適當時機進行評量】 

‧指導學生如何整理報告或展示成品。 

 

☉只給一個「子問題」學生也不知道

怎麼去進行研究，教師得與他們討

論問題的性質，可探討的內容。 

 

☉在學生進行探討的工作時，不斷提

出問題、提供諮商、協助，使學生

能順利的完成這階段的工作。 

 

 

 

☉資料可能很多相關不相關的要怎

麼取捨呢？能由資料中看出「意

義」來，更需要慧眼，這些都儘量

讓學生來做。  

 

☉此階段對思考（批判、創造、綜合、

推理）的培養有助益，獲得知識和

技能「怎麼用呢？」，此一活動不

僅能使新概念內化、融會貫通，也

可培養出創造思考的習慣。 

〔5〕附錄部分 
附錄 1. 閱讀資料 

全班使用，陳述對該子問題的基本知識及讀後問答兩部份。 
附錄 2. 活動紀錄（提供給負責研討的小組，設計有「研討式」及「指

導式」的兩類） 
「研討式」的活動紀錄提供引導學生思考的問話，卻仍留下
創意空間給學生，詳見「備註」。「指導式」的活動紀錄則事
先擬定實驗或工作的方式，故器材、進行過程都已大致一定，
學生只要理解其內容，即可完成此活動。創意較少，但比較
確定做得出來。 

附錄 3. 學習單（提供評量題庫、評量方法等資料） 
附錄 4. 相關資料 

提供給負責研討的小組，陳列有關該子問題的知識、技術和
網址、參考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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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部分 
(1)封面（標題、內容摘要、班級姓名） 
(2)各「子問題」的閱讀資料和討論提綱（全班都有，討論題綱由學生閱讀後填
答） 

(3)子問題之「活動紀錄」（由教師發給負責進行研討的小組，有多種策略供選用） 
(4)提出報告或展示成品（對「子問題」研討後，由小組提出） 
(5)研討會的心得筆記（由學生個人記述） 

 

 

 

備註：探討式的活動紀錄 
※ 面對某一「子問題」，提出系列關鍵性的問話，協助學生在探討該「子問題」

時，  能做周延的思考，其流程： 

1.我們的問題 
這問題的涵義是什麼？為什麼它會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做些什麼？打算要做些什麼？ 

2.著手來探究 
我們得閱讀一些什麼背景知識？ 
我們打算怎麼做？ 
規劃一下流程，各步驟要做什麼？誰來做？ 
怎麼取得資料？實驗怎麼做？ 
需要什麼器材？需要多少時間？  
怎麼整理資料？怎麼表列資料？ 

3.我們的發現 
這些資料顯示什麼意義？ 
依據資料我們可得到什麼結論？ 

4.檢討與建議 
這次研究有些什麼可以改進的？ 
還有什麼別的做法亦可採行的？ 
這些發現可以應用到其他方面嗎？ 
這些結果讓我聯想到什麼？ 
這些結果可以解釋什麼現象？ 

5.發表與展示 
怎麼寫成果報告？展示成品？ 
打算怎麼發表自己的工作心得？ 

6.檔案整理 
聽取別人報告之後，我們綜合整理各組的資料、報告，獲得對整個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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