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成果報告 

【壹、學校自評計畫執行情形】： 

一、計畫推動管考機制 

（一）精進師資素質事項 

子計畫一：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 

執行前 

預期成果 

(文字說明) 

關鍵績效評估指標項目 

執行後 

具體成果 

(文字說明) 

進度管考 

 量化 質化  
超

前 

符

合 

落

後 

落後說

明及精

進策略 
1.奠定良好的

科學知識基

礎，俾便深

入、全面地瞭

解相關的科

學專業知識。 

1.開設四門基礎學科：

「普通物理學」、「地球

科學特論」、「生物學」、

「普通化學」，二分之一

以上及格。 

1.學習自然科領域

(物理、化學、生

物、地球科學等）

科學知識，協助國

小師資生奠定良好

的科學知識基礎。 

「普通物理學」、「地

球科學特論」、「生物

學」、「普通化學」等

四門課預計於 107年

暑假開課，因此尚無

具體成果。 

由於修習本學分班的

師資生大多為文組學

生，科學知識基礎較

薄弱，開課後將以深

入淺出的教學，理論

融入實驗，以奠定師

資生良好的科學知識

基礎。 

 √   

2.提供豐富的學

習經驗，協助

其發展進行自

然科活動並發

展成一個教

案。 

 

2.開設「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設計與實施」，修課

人數之三分之二學生能

發展出教案，以達理論

與實作之結合。 

3. 

2.有能力實踐自行設

計的教案。 

106 年暑假共計開設

「科學教育導論」、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設計與實施」、

「電腦在科學教育

上的應用」及「自然

科學實驗特論」四門

課。其中「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程設計與

實施」有 22 人修習，

課程結合理論與實

務，介紹自然與生活

科技課程設計的目

標、教學策略與評量

方式，並邀請專家教

師進行二場專題演

講，分享課程設計與

實施的實務經驗。修

習本課程的師資生

皆能了解自然與生

活科技教學的目

標，依據課程設計理

論發展教案與進行

 √   



試教，請見附件一教

案及學習單。 

3.提供豐富的

學習經驗，協

助其發展進

行科學實驗

與研究的知

能，並能將所

學應用於未

來的教學上。 

3.開設「自然科學實驗特

論」，修課人數之三分之

二學生能呈交實驗報告 

3.有能力帶領學生進

行科學實驗、科學

營活動。 

1.「自然科學實驗特

論」共有 26 人修習，

授課內容包括經驗分

享、實驗教學、校外

教學參訪，提供師資

生豐富的學習經驗，

並分成四組進行自然

科學實驗，都能順利

完成繳交實驗報告，

請見附件二期中報

告。 

2.107 年 7 月份開設

「科學史與科學教

育」、「地球科學特

論」二門課，各 22

人修課，其中「科學

史與科學教育」藉由

科學簡史認識科學

從古希臘羅馬時代

到現代的發展，並從

互動式科學小故事

的編寫、簡易科學史

中的實驗觀察和操

作中，帶領學生了解

科學探究與本質。同

時，本課程於 107

年7月5日邀請彰化

師大科學教育所林

淑梤教授專題演講

「科學本質之內涵

與教學」，讓學生體

會從科學探究實驗

與電影片段的觀賞

中，也能了解科學本

質與科學發展的各

種影響力。 

「地球科學特論」在

本校天象館上課，師

資生藉由天象儀模擬

教學與操作，進一步

瞭解天文及地球科學

之奧妙，同時為結合

教學與實作，安排二

場校外教學參訪，分

別於 107 年 7 月 12日

參訪嘉義氣象站，7

月16日參訪中正大學

地震教育館，透過實

地參觀及專人解說，

更深入瞭解氣象及地

震相關知識。 

 √   

 

 



【貳、實施策略(活動)辦理情形】 

方案 

(子計畫)編號 

精進師資素質事項

子計畫一 

方案 

(子計畫)名稱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 

執行單位 數理教育研究所 

方案(子計畫)執行期間   106 年 8 月 至  107 年 7 月    

方案(子計畫)目標 

本學分班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主要就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因應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需求，應用於目前科學教育達成之科學素養與能力，同時開

授之課程與部訂相符，且本校已有相關專長的教師，在開課方面能給予充

分的支援，使課程架構臻於完善。所以，整體的課程設計將兼顧基礎學科

知識的獲得、科學實驗與研究能力的培養，以及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的認

識等，並以培育具有自然科專業知能、素養與競爭力的師資人才為目標。 

方案(子計畫)內容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共 22 學分，分二年授課，分別於 106

年暑假開授 8 學分，107 年暑假 7 月份開授 5 學分，8-9 月份開授 9 學分，

對象為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活動名稱 
專題演講：探究教學實務分享 

主講者：嘉大附小劉恬如老師 

活動日期 106 年 8 月 9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活動地點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科學館 I407 實驗室 

參與對象 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參與人數 實際參與人數： 22 人 

實施成果 

專家教師實務教學分享，透過 5E 探究教學活動，每次課程分為預習：

主題探究、海報製作、口頭報告；課本課程：5E 探究教學(參與、探索、

解釋、精緻化、評量)；以及筆記教學(課堂中)等三個面向，而筆記本的運

用共分以下三步驟，第一步依樣畫葫蘆、第二步加入創意、第三步自主學

習，實務上讓學生多動腦、多討論、多實作、多發表、多分享，多給學生

機會，他們會給老師更多創意及回饋。 

同時透過課程設計實際案例，讓參與的學生有機會參考並練習依據課程

設計理論來發展教案，實務與理論結合，受益良多。 

辦理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106.08.09 劉恬如老師演講 

 
劉恬如老師「探究教學實務分享」 



 
劉恬如老師「探究教學實務分享」 

 
劉恬如老師「探究教學實務分享」 

 
生物顯微鏡 2 台 

 
電子防潮箱 1 座 

 
顯微鏡及電子防潮箱 

 
製冰機 1 台 

  
桌上型電腦主機含螢幕 1 組 

 
單槍投影機 1 台 



方案 

(子計畫)編號 

精進師資素質事項

子計畫一 

方案 

(子計畫)名稱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 

執行單位 數理教育研究所 

方案(子計畫)執行期間   106 年 8 月 至  107 年 7 月    

方案(子計畫)目標 

本學分班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主要就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因應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需求，應用於目前科學教育達成之科學素養與能力，同時開

授之課程與部訂相符，且本校已有相關專長的教師，在開課方面能給予充

分的支援，使課程架構臻於完善。所以，整體的課程設計將兼顧基礎學科

知識的獲得、科學實驗與研究能力的培養，以及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的認

識等，並以培育具有自然科專業知能、素養與競爭力的師資人才為目標。 

方案(子計畫)內容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共 22 學分，分二年授課，分別於 106

年暑假開授 8 學分，107 年暑假 7 月份開授 5 學分，8-9 月份開授 9 學分，

對象為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活動名稱 
校外參訪—嘉義農業試驗所 

帶隊老師：李榮彬老師 

活動日期 106 年 8 月 18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活動地點 嘉義農業試驗所 

參與對象 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參與人數 實際參與人數： 26 人 

實施成果 

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課程「自然科學實驗特論」，授課教師李榮彬老師

帶領修課學生 26 人參訪嘉義農業試驗所，參觀園區內咖啡、可可、原生香

蕉、及多種植物，實際操作如何沖泡咖啡，同時介紹許多熱帶植物果實如

何經由無數次的實驗、改良、才能製作成各種農產品的過程，自然科學實

驗過程亦是如此，不斷的從錯誤的經驗中摸索、反覆練習、尋求正確的方

法，才會有好的實驗結果，學生經由實地參訪，親眼所見，更進一步瞭解

科學實驗的特性。 

辦理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106.08.18 李榮彬老師帶隊校外參訪 

 

李榮彬老師簡介嘉義農業試驗所 



 

參觀農業試驗所 

 

參觀農業試驗所 

 

咖啡製作過程解說 

 

沖泡品嚐咖啡 

 

參觀農業試驗所，李榮彬老師講解 

 

大合照 

 

 

 

 

 

 

 



 

方案 

(子計畫)編號 

精進師資素質事項

子計畫一 

方案 

(子計畫)名稱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 

執行單位 數理教育研究所 

方案(子計畫)執行期間   106 年 8 月 至  107 年 7 月    

方案(子計畫)目標 

本學分班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主要就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因應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需求，應用於目前科學教育達成之科學素養與能力，同時開

授之課程與部訂相符，且本校已有相關專長的教師，在開課方面能給予充

分的支援，使課程架構臻於完善。所以，整體的課程設計將兼顧基礎學科

知識的獲得、科學實驗與研究能力的培養，以及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的認

識等，並以培育具有自然科專業知能、素養與競爭力的師資人才為目標。 

方案(子計畫)內容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共 22 學分，分二年授課，分別於 106

年暑假開授 8 學分，107 年暑假 7 月份開授 5 學分，8-9 月份開授 9 學分，

對象為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活動名稱 
專題演講：「科學本質之內涵與教學」 

主講者：彰化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林淑梤教授 

活動日期 107 年 7 月 5 日上午 8 時 10 分至 12 時 

活動地點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科學館 I206 研討室 

參與對象 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參與人數 實際參與人數： 22 人 

實施成果 

林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科學本質的重要性、內涵，並以紙蜻蜓

的實驗操作、「接觸未來」的電影片段，帶出 12 年國民教育自然學科強調

的一些科學本質面向，包括「科學探究問題的尋找和確定、自變項和依變

項的探討和交互作用、科學假說的驗證、實驗結果的重覆和再現性、科學

發展的外力影響、科學問題的解決與極限」……等等。四個小時的分享後，

學生反映熱烈，演講結束前提出了多達十來個問題與林教授交流和討論，

讓林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林教授於最後盛讚班上的同學學習動機相當強

烈，也相當投入此次演講的聆聽和互動，她感到很欣慰，並勉勵大家做個

稱職的國小自然科教師。 

辦理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林樹聲召集人介紹林淑梤老師 

 

107.07.05 林淑梤老師專題演講 



 

林淑梤老師專題演講「科學本質之內涵與教學」 

 

林淑梤老師實務分享 

 

實務操作 

 

實務操作 

 

意見交流 

 

謝謝林淑梤老師專題演講 

 



 

方案 

(子計畫)編號 

精進師資素質事項

子計畫一 

方案 

(子計畫)名稱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 

執行單位 數理教育研究所 

方案(子計畫)執行期間   106 年 8 月 至  107 年 7 月    

方案(子計畫)目標 

本學分班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主要就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因應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需求，應用於目前科學教育達成之科學素養與能力，同時開

授之課程與部訂相符，且本校已有相關專長的教師，在開課方面能給予充

分的支援，使課程架構臻於完善。所以，整體的課程設計將兼顧基礎學科

知識的獲得、科學實驗與研究能力的培養，以及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的認

識等，並以培育具有自然科專業知能、素養與競爭力的師資人才為目標。 

方案(子計畫)內容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共 22 學分，分二年授課，分別於 106

年暑假開授 8 學分，107 年暑假 7 月份開授 5 學分，8-9 月份開授 9 學分，

對象為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活動名稱 
校外參訪—嘉義氣象站 

帶隊老師：張智雄老師 

活動日期 107 年 7 月 12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活動地點 嘉義氣象站 

參與對象 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參與人數 實際參與人數： 22 人 

實施成果 

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課程「地球科學特論」，授課教師張智雄老師帶領

修課學生 22 人參訪嘉義氣象站，透過專人導覽解說嘉義氣象站四項主要工

作項目：1.地面氣象觀測由網路系統，將蒐集資料及每小時電碼傳送中央

氣象局；2.地震觀測由設置之 SMART-24 強震儀及深井地震儀，遇地震時，

立即傳輸中央氣象局地震中心，以供研判發布地震消息；3.水文遙測系統

監測，雲嘉雨量站、氣象站、中繼站等 49 個，隨時監控雲嘉等流域之降雨

資料；4.農業氣象：包括微氣象觀測及儀器之維護、農業與氣象因子關係

之試驗研究、農情調查及物候觀測以及農田管理與農作物栽培。透過儀器

分析各種天氣預報、警報資料之操作過程，更使師資生在地球科學相關理

論與實務密切結合。 

辦理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氣象站影片簡介 

 

氣象觀測影片簡介 



 

107.07.12 參觀嘉義氣象站 

 

專人導覽參觀嘉義氣象站 

 

專人導覽解說 

 

嘉義氣象站儀器設備 

 

嘉義氣象站儀器設備 

 

嘉義氣象觀測站 



 

方案 

(子計畫)編號 

精進師資素質事項子

計畫一 

方案 

(子計畫)名稱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 

執行單位 數理教育研究所 

方案(子計畫)執行期間 106 年 8 月 至  107 年 7 月    

方案(子計畫)目標 

本學分班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主要就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因應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需求，應用於目前科學教育達成之科學素養與能力，同時開

授之課程與部訂相符，且本校已有相關專長的教師，在開課方面能給予充

分的支援，使課程架構臻於完善。所以，整體的課程設計將兼顧基礎學科

知識的獲得、科學實驗與研究能力的培養，以及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的認

識等，並以培育具有自然科專業知能、素養與競爭力的師資人才為目標。 

方案(子計畫)內容 

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共 22 學分，分二年授課，分別於 106

年暑假開授 8 學分，107 年暑假 7 月份開授 5 學分，8-9 月份開授 9 學分，

對象為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活動名稱 
校外參訪—中正大學地震科學教育館 

帶隊老師：張智雄老師 

活動日期 107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活動地點 中正大學地震科學教育館 

參與對象 國立嘉義大學在校之師資生 

參與人數 實際參與人數： 22 人 

實施成果 

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課程「地球科學特論」，授課教師張智雄老師帶領

修課學生 22 人參訪中正大學地震科學教育館，參訪該館展示的四大主題

1.振動的地球 2.破裂的大地 3.歷史的回顧 4.地震體驗區。 

經由專人導覽解說，透過相關影片的播放、實物的陳列及實際的動手

操作，並體驗地震各級模擬狀況，增進師資生的地震知識，提升師資生的

地震危機意識。 

辦理活動照片及資本門照片 

 

107.07.16 導覽解說地震相關知識 

 

參觀地震的歷史相片 



 
導覽解說地震災害 

 
地震體驗區 

 

地震波的震動圖解 

 
導覽解說歷史上的大地震 

 
地震體驗館 

 
地震體驗館 

 



四、計畫執行概述 
 

子計畫名稱 子計畫一：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 

 計畫執行策略 

（或形式） 
本計畫旨在培育國小師資生具備國小自然科領域（包括：物理、

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專長，協助其奠定良好的科學知識基礎，

其次，亦開設偏向實務導向的科目，以提供國小師資生豐富的學習經

驗，協助其發展進行科學實驗與研究的知能，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未來

的教學上，有能力帶領學生進行實驗課、專題研究或科學展覽的設計

等。此外，加強國小師資生對於科學新知與新興技術有基本的認識，

協助學生與世界接軌，瞭解當前科學社群與知識發展的動態，並展望

未來科學的創新、發現或應用。 

因此，開設師資生加註自然專長學分班，課程安排共計9門課22

學分，於106學年度及107學年度暑假開課，106學年共計開設6門課13

學分：106年8月份開設「科學教育導論」、「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

計與實施」、「電腦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及「自然科學實驗特論」

四門課；107年7月開設「科學史與科學教育」、「地球科學特論」二

門課，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協助師資生發展進行自然科活動並發展

成一個教案，並有能力實踐自行設計的教案；同時提供豐富的學習經

驗，協助其發展進行科學實驗與研究的知能，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未來

的教學上，有能力帶領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科學營活動。 

107學年度8月份開設三門基礎學科：「普通物理學」、「生物學」、

「普通化學」，以協助國小師資生奠定良好的科學知識基礎，俾便深

入、全面地瞭解相關的科學專業知識。 

實施成效 本學分班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主要就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需求，應用於目前科學教育達成之科學素養與

能力，整體的課程設計兼顧基礎學科知識的獲得、科學實驗與研究能

力的培養，以及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的認識等，並以培育具有自然科

專業知能、素養與競爭力的師資人才為目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與實施」有22人修習，課程結合理論

與實務，介紹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的目標、教學策略與評量方

式，並邀請專家教師進行二場專題演講，分享課程設計與實施的實務

經驗。修習本課程的師資生皆能了解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的目標，依

據課程設計理論發展教案與進行試教。 

「自然科學實驗特論」共有26人修習，授課內容包括經驗分享、

實驗教學、校外教學參訪，提供師資生豐富的學習經驗，並分成四組

進行自然科學實驗，都能順利完成繳交實驗報告， 

107年7月份開設「科學史與科學教育」、「地球科學特論」二門

課，各22人修課，其中「科學史與科學教育」藉由科學簡史認識科學

從古希臘羅馬時代到現代的發展，並從互動式科學小故事的編寫、簡

易科學史中的實驗觀察和操作中，帶領學生了解科學探究與本質。同



時，本課程於107年7月5日邀請彰化師大科學教育所林淑梤教授專題

演講「科學本質之內涵與教學」，讓學生體會從科學探究實驗與電影

片段的觀賞中，也能了解科學本質與科學發展的各種影響力。 

「地球科學特論」在本校天象館上課，師資生藉由天象儀模擬教

學與操作，進一步瞭解天文及地球科學之奧妙，同時為結合教學與實

作，安排二場校外教學參訪，分別於107年7月12日參訪嘉義氣象站，

7月16日參訪中正大學地震教育館，透過實地參觀及專人解說，更深

入瞭解氣象及地震相關知識。 

以上課程符合二項預期成效：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協助其發展

進行自然科活動並發展成一個教案；及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協助其

發展進行科學實驗與研究的知能，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未來的教學上。 
 

 

五、檢討與精進作為 

    對國小師資生而言，多數非主修理工學科，並不擅長自然科。所以，修習自然科

專門課程對他們而言可能有一定的負擔，會因為學習上的困難而退卻，因此除了請任

課教師依據師資生背景，以深入淺出生動的方式授課，並輔以實驗課程讓學生動手操

作，引發學習動機，使理論與實務結合，並由數理所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從旁加以輔

導鼓勵，解決課業上的問題，進而引發其對自然科教學的興趣。 

 

六、附件 

（一）近一年度師資生畢業後動態清冊 

       數理教育研究所無師資生，因此無近一年度師資生畢業後動態。 

（二）計畫成果影片 

        如光碟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