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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請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並依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詞。 

（一） 計畫中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本計畫延續二期高瞻計劃前三年所研發的生態藝術課程，及後二年精緻推廣期所研發的

植物大觀園課程，加入藥草(蕈菇)植物的主題，使得主題的範疇能夠向外擴展，並且加入探

究的精神，強化學生動手、發想的探究與實作內容，把過去單向「聽」、 「寫」的學習模式，

轉變為「創客」之強調動手自造、解決問題、分享創意、連結社群等「發想」、「實作」的學

校課程特色，翻轉傳統的教育觀念，並在第二年延伸課程中研發化學萃取分析及物理光譜儀

實驗課程。 

    本計畫採用「設計研究法」，進行課程發展與評估工作。課程發展亦配合子計畫二的蕈

菇培植與營養保健、子計畫三的課程效益與評鑑，進行調整與精進。最後，再將此課程模組

進一步推廣。透過高瞻計畫的支持與挹注，本課程將會發展成為 107學年度可推廣的「探究

與實作」課程模組。 

    本計畫的重要性及預期影響為以下數項： 

1、發展特色學校的『創新課程』，提供學生多元文化的學習課程。 

2. 將課程結合行動裝置，讓學生更易從做中學並縮短師生距離。 

3、雲端學習平台的建立，增大學習空間。 

4、建置合宜的推廣模組，以利推廣，並將平台的功能最大化。 

5、培養科學素養為核心的課程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關鍵詞：特色課程、多元選修、線上植物學習平台、蕈菇、創客 

 

（二） 計畫英文摘要。（五百字以內）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Year 99 Course Guideline’s core spirit to provide elective courses 

and 12 Year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s goal to develop different talents. It proceeds with the 

Ecological Art course designed during the first three years (Year 100 to 102) and the Botany course 

designed during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Year 103 to 104) during the second period of High Scope 

Project. The educators added Medical Plants/Mushrooms as a new theme to expand the category. It 

ignites a spirit of inquiry and put emphasis on hand-on experiments. Through the process, the 

educators aim to transfer the traditional learners’ unidirectional “listening” and “writing” to course 



features of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which are criteria emphasized by 

“Maker”, such as learning by doing, problem solving, creativity sharing, community connection. It 

flipped the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Chemical Extract Analysis and Spectrometer 

Experiment courses are added as the extension courses of the second year. 

The present project is a design-based research. The course design is mod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Mushroom Cultivation and Healthcare and Nutrition from Sub-project 2 and Course 

Assessment from Sub-project 3. Eventually, educators would promote this course module. 

 The significance and expected effects of this project are listed below: 

1. It aims to develop “innovative course” 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diverse learning courses. 

2. It aims to implement mobile learning and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rough learning by doing. 

3.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learning platform will expand students’ learning space. 

4. It aims to build an appropriate learning module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in high schools and 

maximize the use of the platform. 

5. Cultivating science competence is the trend for future learning and teaching. 

Key word: Special Course, Elective Course, On-line Botany Learning Platform, Mushroom, Maker 

 

請概述執行本計畫可能產生對社會、經濟、學術發展等面向的預期影響性
(一百五十字內)。 

(1)開發植物大觀園與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模組 

(2)建置常見藥草植物與蕈菇培植園 

(3)建立線上植物及蕈菇學習平台 

(4)發展融入創客精神以及跨領域整合的創新教學模式 

(5)大手攜小手，促進大學、高中及國中端的合作交流 

(6)建立課程質性為主的評估機制，發展歷程檔案評量 

(7)建立一套科技整合課程之發展參照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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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計畫內容（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請詳述本研究計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重要性、預期影響性及國

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如為連續性計畫應說明上年度研

究進度。 

(二)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請分年列述：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2.預

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3.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4.如為須赴國外或大陸地

區研究，請詳述其必要性以及預期效益等。 

(三)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請分年列述：1.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2.對於參與之工作

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3.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如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技

術報告、專利或技術移轉等質與量之預期成果）。4.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

預期之貢獻。 

(四) 整合型研究計畫說明。如為整合型研究計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說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

性。 

 

總計畫/子計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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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計畫之背景 

    本計畫的背景可追朔到 99 學年度，當時學校正積極推動教師專業社群，希望老師能夠

跨領域發展具有學校特色的選修課程，創造更多學習機會與空間給學生，並開啟學生的國際

視野，走出永豐自己的獨特性。有感於現在的學生從小接觸大量的聲光媒體，生活中充斥著

電視、電動、Wii、手機... 3C產品，對大自然的事物不熟悉也不感興趣；對校園的花草樹

木了解甚少，就算高中生物課程有植物簡介與組成植物各部位構造之介紹亦多屬理論，若能

透過課程學習單或活動的引導，經由校園植物的實地觀察經驗，讓校園這個學習場域印證課

本所學，並將視野拓展到身邊的自然環境，必能潛移默化學生珍愛自然的態度和情懷。於是

生物科、美術科及具有電腦專長的老師，依據 99 課綱多元選修精神與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

目標，發展出一套跨領域的「生態藝術」創新課程。並以此申請高瞻計畫。 

    本計畫延續第二期高瞻計劃前三年所研發的生態藝術課程(100-102學年度)，及後二年

精緻推廣期所研發的植物大觀園課程(103-104學年度)。 

    首先我們研發出以「最接近自然」的方式—｢攝影及繪畫｣將校園植物融入高一跑班選修



課程。以介紹植物特徵、認識校園植物為經，科學繪圖為緯，設計出一套生態藝術創新課程，

課程不只教導學生對校園植物及環境的認識，更融入了「科學繪圖」及「文創實作」以呈現

科學與藝術結合之真、善、美的理念，並建構植物線上學習平台。 

    生態藝術課程施行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全體學生共同參與四個基礎課程，擁有成為四

手的基本能力(觀察、攝影、繪圖、數位操作)後；進行任務分組，分組前帶領學生觀察校園

植物並討論決定要選擇哪種植物作為創作的素材，在第二階段生態文創實作課程中，每位成

員各自完成一項主要任務，分別為(1)觀察手(植物解剖觀察)、(2)攝影手、(3)繪圖手(科學

繪圖)、(4)操作手(電腦繪圖)，並提供素材給其他成員運用，最後藉由創意表達呈現整體的

創作歷程。此課程並榮獲科技部 102年高瞻特色獎、2014GreaTeach 全國創意教學獎特優、

教育部 104 年度教學卓越金質獎。 

      

        團隊與課程研究發展過程                   

    在精緻推廣期計劃中，我們進一步將生態藝術課程中生態藝術導論部分的課程獨立出來，

另外發展出適合高中學生選修之植物大觀園課程，並將線上植物學習平台的功能精緻化，並

將課程內容推廣於各高中職，讓此學習平台發揮最大之功能。此課程亦榮獲 104 年特色高瞻

課程獎、105年教育部優質化創新課程及教學方案優等獎。 

    植物大觀園課程包括如何觀察植物特徵、葉的特徵、花的特徵、果實的分類特徵、解剖

與標本製作，大量的實作課程如單複葉大考驗、葉的簡易檢索表、心皮的判別、判別花冠型、

植物花特徵的解剖觀察、果實的種類，還帶領學生實際進行校園植物的實地觀察課程，如「樹

皮大考驗」、「讓我們看樹去」等。 

    此外課程亦結合科技應用與科學素養的培養，再結合平板電腦及『線上植物學習平台』

之互動網頁進行多元評量，讓教師即可隨時掌握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成效；高中階段設計此『翻

 

生態藝術課程(第二期高瞻計畫)  



轉教室--解讀植物特徵』，強調引導學生走入校園去辨識及觀察校園植物，並可透過細微觀

察，了解生物與環境共榮共存的依存關係。學生在學會基礎的植物分類後，即可透過平板電

腦結合 IRS回饋系統及『線上植物學習平台』提供之特徵百科、植物鑑定、線上練習測驗的

功能，於互動網頁上進行多元評量，運用平台上已建立之校園植物地圖與測驗，課堂上增加

師生的即時互動性，並建立學生進行檢索分類的邏輯概念，學生透過分組討論，發揮學習共

同體團隊合作、同儕學習的精神，教師可以隨時掌握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成效；課餘時間，學

生也可隨時運用此平台，達到雲端學習之效。此外學生在撰寫植物構造大解密過程中，可培

養蒐集資料的能力，解剖觀察記錄。 

    此外本校所建置的資料庫更可透過網路平台分享給其他學校師生，夥伴學校也可以複製

本校模式，建立教師社群，進一步與本校合作跨校社群，新增校園植物，擴大資料庫內容，

資源共享即為此課程的一大特色。透過高瞻計畫的支持與挹注，本課程將會發展成為 107

學年度可推廣的「探究與實作」課程模組。 

  

平台內容: 

 



 

 

 

       

二、研究計畫所要探討的問題 

    在第三期高瞻計畫(105-107學年度)中，我們預計以原來的植物大觀園課程及線上植物

學習平台的基礎下，將延續過去高瞻校園植物課程的成果，持續精進課程與擴充植物平台，

同時，加入藥草(蕈菇)植物的主題，使得主題的範疇能夠向外擴展，並且加入探究的精神，

強化學生動手、發想的探究與實作內容。課程發展亦配合子計畫二的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



子計畫三的課程效益與評鑑，進行調整與精進。最後，再將此課程模組進一步推廣。 

    此單元模組課程結合科技應用與科學素養的培養，課程設計有別於教師傳統的講授方式，

合宜的實作課程讓學生透過植物踏查、解剖顯微鏡及相機，親自觀察記錄植物、蕈菇各部位

的細部特徵及培養，並建立高中學生進行植物檢索分類的邏輯概念及真菌的分類特徵概念，

再結合平板電腦及『線上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之互動網頁進行多元評量，教師即可

隨時掌握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成效；由於雲端數位學習平台讓學生可以在課餘時間繼續探索學

習領域，因此是很好的教學輔助工具；平台也提供完整的植物特徵資料庫及校園、藥草(蕈

菇)植物資料庫，學生可進一步認識這些藥草(蕈菇)植物及校園花草樹木在校園中的分布、

名稱來源、文學典故、民俗用途、營養保健及其他相關資訊。 

    近年來自歐美教育提倡「動手做」之實作精神，並結合創意創新的價值，融入教育體制

後，發展出「Maker」一詞，亦即「創客」或「自造者」概念。創客把過去單向「聽」、 「寫」

的學習模式，轉變為「發想」、「實作」的學校課程，翻轉了傳統的教育觀念。臺灣的教育方

針自然也跟隨著世界的潮流移動。創客強調動手自造、解決問題、分享創意、連結社群等特

色，符合我國十二年國教、技職轉型、高教創新等各級教育注重探索實踐、創新創意之精神。 

三、研究計畫的重要性及預期影響 

1、發展特色學校的『創新課程』，提供學生多元文化的學習課程。 

        教育制度經過多年變革，99課綱的課程設計理念中強調課程整合機制，並落實『無

固定式班級授課制』，各校可依地方特色開設相關跑班選修課程，在 103 年進入 12 年

國教的同時，台灣社會正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學校應積極結合社會資源，共同擔負起

教育學習的責任，提供學習另類的課程，以在地生活經驗引導孩子體驗探究，由學生

主動建構知識並動手創作，透過自我探索和發展學生的自身能力，以活化學生的學習

能力(范信賢，2010)。 

2. 將課程結合行動裝置，讓學生更易從做中學習並縮短師生的距離。 

        此單元模組課程結合科技應用與科學素養的培養，課程設計有別於教師傳統的講

授方式，透過平板電腦結合 IRS 回饋系統，增加師生的即時互動性，合宜的實作課程

讓學生透過解剖顯微鏡及相機親自觀察並記錄植物各部位的細部特徵，並建立學生進

行檢索分類的邏輯概念，再結合平板電腦及『線上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之互

動網頁進行多元評量，教師即可隨時掌握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成效。 



3、雲端學習平台的建立，增大了學習的空間。 

        雲端學習平台有著不受時間及空間的優點，學生在課餘時間得以延伸其學習觸角，

隨時隨地進行數位自主學習及線上自我檢測；由於平台除提供完整的植物分類及藥草

(蕈菇)特徵資料庫、校園植物資料庫，學生可進一步認識這些花草樹木及真菌在校園

中的分布、名稱來源、文學典故、民俗用途及其他相關資訊(陳敏珍,1997)。 

4.建置一套合宜的推廣模組，以利高中職的推廣，並將平台的功能最大化。 

        此計畫將編寫一套教材推廣模組手冊及線上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的使用

手冊及光碟，以利伙伴學校的推廣；此外將不定期舉辦相關實作工作坊，邀請夥伴學

校及有興趣的老師參與教育訓練。課程中會分享教材、教導合作教師精熟教材與線上

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的使用方式，並授予合作教師具有管理權限的帳密，授權

合作教師可自行管理及新增夥伴學校的校園植物資料庫及蕈菇相關資料等，增加平台

資料庫的內容豐富度。 

5、培養科學素養為核心的課程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素養同時重視知識與能力外，更強調態度的重要性，因此素養比能力的意涵更寬

廣，而以『素養』為核心的未來課程，近年來受到『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歐

洲聯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機構，及國內政府教育部門與相關評鑑機構

的高度關注（蔡清田，2011）。本課程進行的過程中除了利用工具讓學生能充分理解課

程裡提到的知識，並強化學生對植物特徵的辨識能力外，學生也逐步建構自身的科學

探究能力。課程中結合『線上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及平板電腦的使用，在無

形中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與科技運用能力，也提升學生對當代數位化生活型態的體

認。 

四、相關文獻評述 

    以下就認識植物、植物特徵辨識及線上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藥草(蕈菇)

等相關研究發現進行探討，並加以評述。 

1、 透過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鑑定並認識植物，可深化學習者自我探索。    

    校園是師生及教職員工的主要活動場所，生物老師常常面臨師生詢問一些植物資

訊，但由於植物的種類繁多，老師的專長不一定在植物辨識，常會面臨無法回答的窘

境，若能答出名稱雖可滿足其初步需求，但卻無法達到自主學習的目標。 



    蘇明洲、呂仲誠、高慧蓮(2010)指出欲辨識植物必須先了解植物分類的基本原理，

而辨識植物的過程則是由根、莖、葉、花、果、種子依次觀察；再配合圖鑑、資料查

詢或請教專家等；但一般大眾與學校的師生並沒有受過植物分類的訓練，只能翻翻圖

鑑核對植物的外貌是否相同，但若圖鑑中沒有收錄的植物則無法比對，而網路上各式

各樣的植物網站，如「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 http://taiwanflora.sinica.edu.tw/」須

有植物分類的概念；「台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訊系統 http://tai2.ntu.edu.tw/」及退休

的莊溪老師建置之「認識植物網站 http://kplant.biodiv.tw/」，都是必須要知道植物

名稱才能搜尋到相關資料與圖片，若不知植物名稱要查詢資料則相當困難。 

    楊志鴻(2008)以台中都會公園的植物為素材發展出一套花與葉片之植物辨識系統，

利用照相手機所拍攝的花朵影像及葉片影像進行辨識；辨識系統取十四種花的外型及

顏色特徵、藉由使用者互動方式切割擷取出花朵影像部分，另設有五個外型特徵的葉

片辨識系統，此部分先將葉片影像差異大的種類刪除，再由過濾後的名單中進行辨識，

最後結合花朵及葉片的辨識以有效提高辨識的準確率。但這套辨識系統仍是藉由照片

與辨識系統中資料庫進行比對辨識，並無法提升使用者的學習能力，亦無法擴充。 

    而近年來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或稱校外學習(out-of school 

learning)、自由選擇學習(free-choice learning)】如博物館、水族館、動物園、戶

外教學情境等，發生在傳統、正式學校情境之外的學習，將愈來愈蓬勃發展(Dierking, 

Falk, Rennie, Anderson,Ellenbogen, 2003)。 

    俗話說的好「給魚吃、不如教他釣魚」，建構完整的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互動平

台，除可提供植物及真菌特徵的學習，透過線上互動的測驗可讓學習者熟悉植物及真

菌的特徵，並可了解植物及真菌的相關資訊，除此之外，未來平台將建置植物及真菌

分類鑑定的功能，學習者取得一個不知名的植物或真菌時，可仔細觀察分辨植物或真

菌各部位特徵，再透過平台指引學習者輸入其分類特徵，即可達到植物或真菌鑑定的

目的。如此不僅能使學習者認識植物及真菌特徵，並自行尋求解答~植物或真菌的名稱，

再透過連結了解植物及真菌的相關資訊，不必再翻圖鑑或詢問專家，由此可知，植物

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不僅可延伸教室外的非正式學習，更以科學方法引導學習者做

深度地探索學習，並翻轉舊有的學習方式，將學習的主導權交還給學習者，學習者在

過程中逐步建構自身的科學探究能力，建立的是學習者帶得走的能力，因此值得大力

推廣。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wCr.6/search?q=auc=%22%E6%A5%8A%E5%BF%97%E9%B4%BB%22.&searchmode=basic


2、 結合行動載具的數位學習讓學習方式更有趣、多元且更有效率。 

    邱文豪（2007）從研究中發現學習者缺乏生活中實際的體驗與觀察，所以在植物

的辨識和認知上出現困難。行動載具不僅可幫忙學習者深度學習，亦能促進學習者在

植物觀賞的能力及學習成就，並使學習者表現出正向的學習態度。許甲奇(2008)指出

植物辨識能力是發展自然觀察者智慧的基石，因植物種類繁多，行動學習系統能有效

的過濾及篩選訊息並扮演輔助植物辨識學習的角色，讓植物辨識更有效率。而李佳瑾

(2009)提及在自然科的教學上，透過互動式網站教學可使教材活潑、趣味化，並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且資訊融入教學可使植物概念的學習更加完整，如可透過學習網頁

了解植物由種子至開花結果之完整生活史。 

    呂淑蓉（2011）指出學生普遍喜愛數位學習，測驗區、遊戲區及相關網路學習資

源，可加深學生的學習內容。近年來網際網路的普及，應用資訊科技將學習教材轉換

成多元有趣的數位學習網站，提供學習者一個有系統的學習內容，且可自我評鑑的學

習方式，提高學習樂趣。 

    由此可知，結合行動載具的植物學習平台將可充分應用於認識植物的教學，不僅

可將戶外的素材帶入室內，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更可達到資源共享，不限地點、

不限時間提供學習者自我學習、檢測與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它更大更廣的功效。 

3、 維護生物多樣性以達永續發展為精緻推廣的核心理念。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強調人類永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 168個國家在里約熱內盧簽訂生物多樣性

公約，藉以保障生物多樣性，以達到惠益分享，兩者皆凸顯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重

要性。 

    臺灣是一個有福爾摩沙之稱的美麗寶島，陸域土地僅佔全球的萬分之 2.5，但物

種數量卻達全球 2.5%，為平均值的 100倍，根據分類學者共同建置的臺灣生物多樣性

資料庫發現，登錄的有效物種數竟高達 48,500 多種，但實際上尚有許多生物尚未被發

現與命名。而蘇明洲、呂仲誠、高慧蓮(2010)指出生態保育與生物科技是現今生物學

中兩大最熱門的議題，究其根本即為生物物種的問題，而植物是生物物種中重要份子。

想知道植物的物種有多少，就是要靠調查，要調查植物物種最基本的就是要先學會如

何認識植物。 

    在日常生活中多認識一些植物，除了可豐富我們的知識，並可以親身體驗生活周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AM_N/search?q=auc=%22%E6%9D%8E%E4%BD%B3%E7%91%B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AM_N/search?q=auc=%22%E6%9D%8E%E4%BD%B3%E7%91%B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AM_N/search?q=auc=%22%E5%91%82%E6%B7%91%E8%93%89%22.&searchmode=basic


遭的生物多樣性，美化我們的心靈，不僅可促進健康並提升生活品質。因此透過解讀

植物特徵課程與植物學習平台的精緻與推廣，同時也是在潛移默化中推動「維護生物

多樣性以達生態永續」的教育理念。 

4、 中藥草(蕈菇)已成為營養保健的熱門食材。 

     藥用植物除了觀賞外，因與人類生活及健康息息相關，藥用的價值更引發人們的

重視。近年來藥用植物的應用已成為全球生技產業的焦點之一，藥用植物的資源，除

了醫藥用品外，亦可用於食品，化妝品，保健食品等商品，目前尚有很多藥用植物正

被採集並進行藥效及藥理作用之評估；然而許多珍貴稀有的藥用植物，卻也長期被大

量採集正以驚人的速度逐漸消失中。在此計畫中，本校將栽植常見之蕈菇類，以期培

養學生辨識常見的藥用植物，了解其醫療上的價值及應用，進而達到生態保育的概念。 

    香菇、樟芝、靈芝等是常見的營養保健食品，香菇是一種菌類，寄生於腐朽枯木。

菇是一種營養好、高蛋白、低脂肪的健美食品，因為香菇含有多種維他命，如維他命 A、

B1、B2、 B12、D 以及鈣、磷、鐵等微量元素。而香菇中含有 18種氨基酸，人體必須

的 8種氨基酸，香菇中就含有 7種。除營養成份外，在香菇的孢子內發現含有干擾素，

這種物質和免疫機能有關，含也利得寧（Eritadenin）研究認為此物質與降膽固醇有

關。因此香菇也被認為是有助於增進免疫力、防癌、控制血脂肪等功效。 

    樟芝在台灣是早已為人所知，不少人還以「樟菇」、「牛樟菇」、「牛樟芝」等名稱

呼它，為多年生蕈菌類。其成分包括有：多醣體（如 β-葡聚醣）、腺甘、蛋白質（含

免疫蛋白）、維生素（如 B、菸鹼酸、麥角固醇、微量元素（如鈣、磷、鍺）、核酸、

凝集素、氨基酸、固醇類、木質素、血壓穩定物質…等。可能具有以下功能：a降低血

糖，促進胰臟的功能。 b.降低血中的膽固醇和脂肪含量。 c.樟芝中含有腺甘

(ADENOSINE)，有降低血小板凝結功能，故能溶解血管內已形成。 d.穩定紅血球膜，

增加體能及肺循環。 e.改善副腎皮質，維持體內各種荷爾蒙的平衡。 f.增強人體免

疫系統的功能。 g.防止細胞組織異常。 

    靈芝為大型真菌，隸屬於真菌界擔子菌門靈芝科，靈芝屬。臺灣氣候濕熱，十分

適合靈芝生長，一般樹林裡，特別是相思林裡的腐木樁基部，很容易發現其蹤跡，其

活性成分主要以多醣體、靈芝酸、小分子蛋白質（LZ-8）為主。功效可能具有調整血

壓、治療腦血管栓塞、心肌梗塞等效果。而本計畫中擬在校園中栽種多種蕈菇類真菌，

讓學生親自體驗養菇的樂趣，並從中了解蕈菇的生活史及分類等相關知識。 



五、研究計畫之課程施行 

    本計畫欲將一學期的課程設計分成五個單元，分別為營養器官的特徵、花的特徵、

果實的特徵及校園植物踏查、蕈菇特徵等，課程特色、核心概念及適用教育階段或對

象相關資訊及課程內容分述如下：  

(一)課程架構與內容 

1.課程模組名稱與課程特色： 

 

圖 1.課程模組圖 

   課程模組名稱為『認識植物與藥草(蕈菇)』，課程結合科技應用與科學素養的培養 

，課程設計有別於教師傳統的講授方式，透過平板電腦結合 IRS 回饋系統，增加師生

的即時互動性，並設計合宜的實作課程及野外實察，讓學生透過解剖顯微鏡及相機，

親自觀察並記錄植物及蕈菇各部位的細部特徵，並協助學生建立檢索分類的邏輯概念，

再結合平板電腦及『線上植物或蕈菇學習平台』之互動網頁進行多元評量，教師即可

隨時掌握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成效；此外課程將延續過去第二期的優勢，善用雲端學習

平台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及自我探索；由於平台除提供完整的真菌特徵資料庫、校園植

物資料庫及植物鑑定等功能，學生可自由運用以進一步認識植物或真菌的特徵。 

   根據最近研究，靈芝所顯示的抗癌性成分主體已證實為一種β-(1→3)-D-葡萄糖

的多醣體。這些多醣體與以往的抗癌劑(化學療法)不同，對寄主全然無毒性或副作用，

它是以強化寄主免疫功能而顯示療效，因此，對這多醣作為新型抗癌劑(免疫療法)實

用化寄予極大期望，在高中課程當中，萃取及氧化還原是重要的化學觀念，我們可以

利用所學的知識套用到靈芝的部分，進行本計畫第二年的延伸課程，驗證並對營養保

健有更深的認識。 

 降血糖活性蛋白多醣-在將靈芝的熱水提取液中添加乙醇時所沉澱的高分子成分，



再用柱層析法純化取得的 2種多醣─蛋白質複合體 ganoderanB與 C 中，發現給雄性小

白鼠腹腔注射時，有明顯降低血糖活性(2)。ganoderanB為﹝α﹞D-25.80，分子量 40

萬多的多醣─蛋白質(55.4：44.4%)，ganoderanC 為﹝α﹞D-20 .10，分子量 40萬的

半乳糖多醣─蛋白質(72.5：25.5%)。 

 現已證實各多醣部份均以β-(1→6)-，β-(1→3)-葡聚糖鏈為主體。 

 

圖 2.靈芝多醣體的結構 

   靈芝分離出水溶性多醣、3%草酸銨可溶性雜多醣及 5%NaOH可溶性肽多醣，並進一

步，將此多醣用層析法精細分級純化。在所得雜多醣級分中，發現其中有些級分具有

強力抗腫瘤活性與降血糖活性。 

中成藥質量的全面控制是一項涉及多方面、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課題，只有採用

各種鑒別和檢測手段才能保證中成藥的質量安全可靠。 

各種色譜分離和光譜測定方法是中藥及中成藥現代分析最有效的手段。利用 FTIR

光譜法可以無損鑒別生藥材及其藥材的穩定性預測已有報導。利用 FTIR 光譜法無損測

定了多種靈芝沖劑及其膠囊產品。根據各種產品所選用的靈芝產地不同、採用的輔料

及其添加的量的不同，造成光譜的相對峰強度和波數位置的改變，達到了各種產品的

分類鑒別。該方法快速，不需對靈芝產品進行分離提取。 

至於 3D 掃描與列印，則可內含於美術及資訊課程中，指導學生學習製作蕈菇、植

物之外型介紹，或光譜儀之簡單零組件設計，激發學生動手做的設計理念與解決問題

的思考模式。 

2.課程核心概念： 



圖 3.核心概念圖 

3.適用教育階段或對象：高中、大學相關科系及社會一般民眾。 

4.第一年課程內容說明：如下表 

表一.課程模組 

課
程 
模
組 

單元
名稱 

能力 
指標 

課綱連 
結說明 

教材 
(或學習手冊) 

教 案 ( 含
教學指引
及 教 學 /
實驗活動
設計) 

輔 助 教
學 工 具 
(多媒體
或教具) 

多元評量
工具(如
類 PISA情
境試題) 

解
讀
植
物
特
徵 

營 養
器 官
的 特
徵 
 

1.知曉
科 學
知 識
（K） 

2.了解
基 本
科 學
原 理
法 則
（U） 

3.應用
基 本
科 學
資 訊
（A） 

4.統整
科 學
資 訊
（I） 

基礎生物
(1) 
2-1.2-2
植 物 營
養 .生殖
器官的構
造與功能 
5-3 生物
多樣性 
5-4 探討
活動 ~生
物多樣性
的觀察 

簡報檔： 
   (1)如何觀察植物 
   (2)葉的特徵 
講義： 
   (1)葉的特徵 
學習單： 
   (1)單複葉大考驗 
實驗觀察： 
   (1)樹皮大考驗 
   (2)葉的簡易檢索表 

如何解讀
植物特徵
( 含 學 習
單指引、
實驗活動
設計) 

1. 線 上
即時回
饋系統 

2. 線 上
植物學
習平台 

3. 解 剖
顯微鏡
( 含 照
相 設
備) 

4. 行 動
載具 

5. 桌 上
型電腦 

6. 乾 燥
標本及
浸液標
本 

7. 實 驗
團書：
植物特
徵百科
圖典 

1.線上即
時回饋
系統 

2.線上植
物學習
平台之
線上測
驗 

3.學習單 
4.實驗紀

錄 
5.作業~
植物構
造大解
密 

 
 
 
 

花的
特徵 
 

簡報檔： 
  (3)心皮與花 
  (4)花序 
講義： 
  (2)花的特徵 
學習單： 
  (2)判別花冠型 
實驗觀察： 
  (3)心皮 
  (4)花序及花的構造 

果 實
的 特
徵 
 
 
 

簡報檔： 
  (5)果實密碼 
講義： 
  (3)果實的分類特徵  
實驗觀察： 
  (5)果實的種類 



常 見
藥 草
植 物
及 蕈
菇 介
紹 

簡報檔: 
  (6)認識藥草(蕈菇) 
講義： 
  (7)認識藥草(蕈菇) 
實驗觀察： 
  (8)真菌的培養及應用 

校園
踏查 

 實驗觀察： 
  (6)讓我們看樹去 

   

表二.課程目標 

學 

 

 

 

習 

 

 

 

目 

 

 

 

標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一、認知 

1.葉的特徵 

 

 

 

2.花的演化與「心皮」概念的形

成 

 

 

 

3.花的構造 

 

 

 

4.認識果實的種類 

 

 

5.蕈菇的種類 

 

 

6.配合永豐植物及蕈菇學習平台 

 

1.1認識單葉與複葉 

1.2認識葉序 

1.3認識葉的特徵(葉脈、葉形) 

 

2.1了解「心皮」及雄蕊的演化過程。 

2.2 能觀察特定植物的子房或果實，並指出正確的

心皮數目。 

2.3能正確指出雌蕊的分類 

 

3.1認識花的構造並分辨花的完整性。 

3.2認識花形。 

3.3認識花序。 

 

4.1能了解單生果、集合果和多花果的分類依據。 

4.2能了解不同果實的特徵。 

 

5.1認識真菌與蕈菇之分類。 

5.2如何栽培蕈菇。 

 

6.1預習及課後複習及測驗。 

二、情意 

7.透過親身觀察植物及真菌的特

徵，體驗植物豐富的多樣性。 

 

7.1 透過植物及真菌特徵的多采多姿，進而欣賞自

然、並產生愛護自然的情懷。 

三、技能 

8.分辨葉的特徵 

 

 

 

9.分辨植物的心皮數目 

 

 

10.分辨植物花的特徵 

 

 

 

11.分辨果實的種類 

 

8.1能正確分辨單葉與複葉 

8.2 能正確分辨葉序、葉脈與葉型 

8.3能繪製植物檢索表 

 

9.1 能正確解剖特定植物的子房或果實，並正確分

辨組成植物雌花器的心皮數目 

 

10.1 能在解剖顯微鏡下解剖特定植物 

10.2 觀察特定植物的花部構造 

10.3 能正確分辨花形與花序 

 

11.1 能細心觀察特定植物果實，並進行正確分類。 



 

12.可分辨蕈菇的種類 

 

13.真菌的培養 

 

14.解剖顯微鏡的操作 

 

12.1 能正確分辨蕈菇的種類 

 

13.1 能正確操作真菌的培養過程 

 

14.1 能正確使用解剖顯微鏡 

表三.課程與教學活動流程(以果實特徵為例) 

果實的特徵 

教學

目標 

教  學  活  動 

 

 

 

 

 

 

 

 

 

 

 

 

 

 

 

 

 

 

 

4.1 

 

 

 

 

 

 

 

9.1 

 

 

 

 

 

 

 

果實的特徵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事先準備豆科植物、玉米或水稻、葡萄或番茄、黃瓜或南瓜、橘子或柳丁、梅

子或橄欖、梨子或蘋果、草莓或懸鉤子、鳳梨或桑葚…等各類果實之新鮮材料或乾

燥標本，準備教學簡報、講義、學習單，並設計課堂提問之問題。 

 

二、引起動機 

花受精後，子房會發育為果實，其中子房壁發育為果皮，果皮可分為外果皮、

中果皮、內果皮等三部分，一般我們所說的果肉，其實指的是果皮的一部分。 

有些植物的果實則是由子房、花托、花萼或其他部位共同膨大而成；分類上稱

由子房發育而來的果實稱為真果；而由子房加上花的其它部分（如花托）形成的果

實稱為假果。 

由於果實肩負著散布種子的重責大任，因此果實的種類亦千奇百怪，現在就讓我們

一起來探索果實的世界吧!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識果實的種類 

果實常是科或屬的重要鑑定特徵，如：蝶形花科的莢果。在顯花植物的花受精

後，子房會發育為果實，其中子房壁的發育可分成三層：通常構成果實外皮的外果

皮，通常為肉質部份的中果皮；及常有許多變化的內果皮等。分類基本上是依據形

成果實時，所含有的花朵數目及心皮數目，將其先行分為單生果、集生果、多花果

等三類： 

單雌蕊……………………   

單花                          單生果 

                 合生心皮 

多數雌蕊 

果實                   離生心皮…………集生果 

多花密集………………………………多花果 

 



 

 

 

4.2 

5.1 

 

 

 

 

 

 

 

 

 

 

 

 

5.1 

9.1 

 

 

 

 

 

 

 

 

 

 

 

 

 

 

 

 

4.2 

5.1 

 

 

 

 

 

 

 

 

 

【課堂提問】 

請問你覺得草莓應該是單生果、集生果、還是多花果呢？ 

集生果 

 

一、單生果：由一朵花的一個雌蕊發育而成的果實，又可分為乾果及肉果，單生果

內含有 1個或多個心皮，視種類而異，如桃子為單一心皮，而蘋果含五

心皮。 

1.乾果：果皮水分含量極少的果實。 

(1)裂果：果實成熟後，果皮可自行開裂，包括蓇葖果、莢果、蒴果。 

            
蓇葖果          莢果              蒴果 

A.蓇葖果：由單一心皮發育所形成的開裂乾果，果實成熟後，會沿腹線或背線一

側裂開。例如：毛茛、烏心石、黑板樹。 

B.莢果：由單一心皮發育所形成的開裂乾果，果實成熟後，會沿腹線和背線兩側

裂開。例如：豌豆、鳳凰木、銀合歡。 

C.蒴果：子房由二個或更多的心皮所結合，果實成熟後，從縱向縫線開裂或橫向

呈蓋狀裂開脫落。例如：木芙蓉、大頭茶、水丁香、菫菜。 

D.角果：由兩個心皮之子房所發育而成之乾果，成熟時果皮分離成三部份，中央

宿存之部份稱為中隔，種子即著生於其上，為十字花科植物之特徵。 

 

【課堂提問】 

請問大花紫薇、毛豆和八角分別是屬於哪一類的果實？ 

大花紫薇：蒴果 

毛豆：莢果 

八角：蓇葖果 

 

(2)閉果：果實成熟時，果皮無法自行開裂，包括瘦果、穎果、翅果、堅果。 

 
瘦果               穎果 

 
翅果         堅果        離果 

 



 

 

 

 

 

 

 

 

 

 

 

 

 

 

 

9.1 

 

 

 

 

 

 

 

 

 

 

 

 

 

 

 

 

 

4.2 

5.1 

 

 

 

 

 

 

 

 

 

 

 

A.瘦果：果實成熟時不會裂開，裡面只有一粒種子。例如：向日葵、咸豐草。 

B.穎果：果皮和種皮緊密結合在一起，不易分離。例如：孟仁草、稻、麥。 

C.翅果：果皮延伸成翅狀，乘風飛翔，例如：青楓、台灣三角楓、榆樹。 

D.堅果：果皮堅硬無比，具有良好的保護作用。例如：青剛櫟、小西氏石櫟等。 

E.胞果：由合生心皮的子房所形成，具有一顆種子，其果皮薄而膨脹、疏鬆地包

圍種子，且與種皮極輕易分離的果實。如部份莎草屬植物。 

F.離果：果實由兩個以上之心皮所構成，但果實成熟後，各心皮分離，各自獨立

成一果實，果皮不開裂者。 

【課堂提問】 

請問菲律賓紫檀、葵瓜子和鬼櫟分別是屬於哪一類的果實？ 

菲律賓紫檀：翅果 

    葵瓜子：瘦果 

      鬼櫟：堅果 

  2.肉果：果皮柔軟、水分含量較多的果實。 

 
漿果           核果           仁果 

(1)柑果：成熟時，果實可分成果皮和瓤瓣二部份，果實的外皮由外、中果皮

組成，中間可食用部位為內果皮，為芸香科柑橘屬之特徵，如檸 

檬、柳橙。 

(2)瓜果：由多數心皮之下位子房發育而成，又稱瓠果，果實外皮是由花托和

外果皮共同發育而成，中間肉質部分則由中果皮及內果皮形成， 

如南瓜、西瓜。 

(3)漿果：由合生心皮之子房所形成，果實的外皮是由外果皮發育而成，中間

肉質部分為中果皮與內果皮共同發育而成，如番茄、葡萄。 

(4)核果：由單心皮之子房發育而成，果實的外果皮薄，中果皮肥厚多汁，內

果皮是由石細胞組成之厚而堅硬的“核”，如桃子、橄欖。 

(5)仁果：由合生心皮之子房與花托發育而成，或稱「梨果」，供食用的部位是

由花萼、花冠、花絲所共同組成，果心則由子房發育而成，例如： 

.蘋果。 

 

【課堂提問】 

請問蘋果是真果還是假果？ 

假果。 

 

二、集生果： 

由一朵花多數離生心皮的子房所形成的果實稱之。此類植物的花均具有許

多雌蕊，由許多子房發育成的小果集生於膨大的花托上，如草莓、懸鉤子。 



 

 

 

 

 

 

9.1 

 

 

 

 

 

 

 

 

 

 

 

 

4.2 

5.1 

 

 

 

 

 

 

 

 

 

 

 

 

 

 

 

 

 

 

 

 

 

 

 

 

 

 
 

三、多花果： 

由整個花序共同發育而成的果實，如波羅蜜、無花果、桑椹。 

 
 

觀察活動：搭配學習單 

請觀察實驗桌上準備的豆科植物、玉米或水稻、葡萄或番茄、黃瓜或南瓜、橘

子或柳丁、梅子或橄欖、梨子或蘋果、草莓或懸鉤子、鳳梨…等各類果實之新鮮材

料或乾燥標本或照片，判斷其果實應屬於哪一種類，並將結果填入學習單上對應的

位置。 

 
 

 

                                                    

                                                          蓇葖果………            

 

                                                          莢果…………                                       

                                                    裂果 

                                                          蒴果…………           

 

                                                          角果…………           

 

                                              乾果        瘦果…………           

        

                                                          穎果…………           

 

                                                          翅果…………           

                                                    閉果 

                                                          堅果…………           

                                         單 

                                         生               包果…………           

                                         果 

                                                          裡果…………                    

 

                                                    柑果…………………            

 

                                                    瓜果…………………           

 

                                     果       肉果  漿果…………………            

                                     實           

                                                    核果…………………           

 

                                                    仁果…………………            

 

                                         集生果………………………………                    

                                          

                                         多花果………………………………             



9.1 參、總結活動 

學習單成果討論 

 

今日教學重點回顧： 

          （一）認識單生果、集生果和多花果。 

（二）認識乾果和肉果。 

（三）認識裂果和閉果。 

（結束） 

〈教學內涵〉果實的分類特徵(以果為例) 

    果實常是科或屬的重要鑑定特徵，如：蝶形花科的莢果。在顯花植物的花受精後，子房

會發育為果實，其中子房壁的發育可分成三層：通常構成果實外皮的外果皮，通常為肉質部

份的中果皮；及常有許多變化的內果皮等。果實發育過程中，依據參與果實成熟的部位可將

果實分為真果與假果。 

  1.真果﹕果實由子房發育而成。 

2.假果﹕果實是由花托、花萼或其他部位膨大而成。 

    果實分類的特徵基本上是依據形成果實時，所含有的花朵數目及心皮數目，將其先行分

為單生果、集生果、多花果等三類： 

 

一、單生果：由一朵花的一個子房發育而成的果實，又可分為乾果及肉果。 

1.乾果：果皮水分含量極少的果實。 

(1)裂果：果實成熟後，果皮可自行開裂，包括蓇葖果、莢果、蒴果。 

                   

    蓇葖果            莢果               蒴果 

A.蓇葖果：由單一心皮發育所形成的開裂乾果，果實成熟後，會沿腹線或背線一側裂開。

例如：毛茛、烏心石、黑板樹。 



B.莢果：由單一心皮發育所形成的開裂乾果，果實成熟後，會沿腹線和背線兩側裂開。例

如：豌豆、鳳凰木、銀合歡。 

C.蒴果：子房由二個或更多的心皮所結合，果實成熟後，從縱向縫線開裂或橫向呈蓋狀裂

開脫落。例如：木芙蓉、大頭茶、水丁香、菫菜。 

D.角果：由兩個心皮之子房所發育而成之乾果，成熟時果皮分離成三部份，中央宿存之部

份稱為中隔，種子即著生於其上，為十字花科植物之特徵。 

(2)閉果：果實成熟時，果皮無法自行開裂，包括瘦果、穎果、翅果、堅果。 

A.瘦果：果實成熟時不會裂開，裡面只有一粒種子。例如：向日葵、咸豐草。 

B.穎果：果皮和種皮緊密結合在一起，不易分離。例如：孟仁草、稻、麥。 

C.翅果：果皮延伸成翅狀，乘風飛翔，例如：青楓、台灣三角楓、榆樹。 

D.堅果：果皮堅硬無比，具有良好的保護作用。例如：青剛櫟、小西氏石櫟等。 

E.胞果：由合生心皮的子房所形成，具有一顆種子，其果皮薄而膨脹、疏鬆地包圍種子，

且與種皮極輕易分離的果實。如部份莎草屬植物。 

F.離果：果實由兩個以上之心皮所構成，但果實成熟後，各心皮分離，各自獨立成一果實，

果皮不開裂者。 

2.肉果：果皮柔軟、水分含量較多的果實。 

  

漿果                核果            仁果 

(1)柑果：成熟時，果實可分成果皮和瓤瓣二部份，果實的外皮由外、中果皮組成，中

間可食用部位為內果皮，為芸香科柑橘屬之特徵，如檸檬、柳橙。 

(2)瓜果：由多數心皮之下位子房發育而成，又稱瓠果，果實外皮是由花托和外果皮共

    

  瘦果          穎果         堅果           翅果            離果 



同發育而成，中間肉質部分則由中果皮及內果皮形成，如南瓜、西瓜。 

(3)漿果：由合生心皮之子房所形成，果實的外皮是由外果皮發育而成，中間肉質部分

為中果皮與內果皮共同發育而成，如番茄、葡萄。 

(4)核果：由單心皮之子房發育而成，果實的外果皮薄，中果皮肥厚多汁，內果皮是由

石細胞組成之厚而堅硬的“核”，如桃子、橄欖。 

(5)仁果：由合生心皮之子房與花托發育而成，或稱「梨果」，供食用的部位是由花萼、

花冠、花絲所共同組成，果心則由子房發育而成，例如：蘋果。 

二、集生果： 

由一朵花多數離生心皮的子房所形成的果實稱之。此類植物的花均具有許多雌蕊，

由許多子房發育成的小果集生於膨大的花托上，如草莓、懸鉤子。 

 

三、多花果： 

由整個花序共同發育而成的果實，如鳳梨、無花果、桑椹。 

 

5.第二年延伸課程內容說明： 

 靈芝的萃取物(多醣體)抗氧化實驗 

(一)課程安排 

課程安排 時數規劃 

靈芝之基本認識 1hr 

萃取原理講解 1hr 

氧化還原原理講解 1hr 

萃取實驗說明 1hr 



氧化還原實驗說明 1hr 

萃取實驗操作 2hr 

氧化還原實驗操作 2hr 

(二)實驗部份 

(1)將靈芝子實體以熱水、乙醇提取有效的成分。  

(2)找尋靈芝多醣體的最佳有效提取方法，並進行靈芝多醣體對清除自由基能力測定

及還原能力測定。 

(三)藥品 

(1)磷酸鹽（pH6.6）   Na2HPO4．2H2O 

(2)赤血鹽（PFC）     K3[Fe(CN)6] 

(3)乙醇              CH3CH2OH 

(4)氯化亞鐵          FeCl．4H2O 

(5)甲醇              CH3OH 

(6)三氟乙酸(TFA)     C2HF3O2 

(7)DPPH             C18H12N5O6 

(8)雙氧水            H2O2 

(四)實驗儀器 

(1)桌上型冷凍乾燥機（KINGMECH  CO.,LTD FD4.5-12P 1700） 

(2)Temperature controller（Fargo Instruments TC-1） 

(3)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譜 (HITACHI  U-1800) 

(4)冷凝迴流裝置 

(五)實驗流程 

(1)靈芝的萃取 

   秤取靈芝子實體，加入不同量的蒸餾水或乙醇，再加熱迴流萃取之；將萃取液

冷凍凝固後以冷凍乾燥機乾燥即可得到萃取物。 

(2)還原能力測定 

a.取試樣提取溶液濃度分別為(0.1、0.5、1.0、2.5、5.0 mg/mL)。 

b.分別加入 0.2 M 磷酸緩衝溶液（pH 6.6）及 1 %赤血鹽（PFC）置於 50 ℃水浴中



20分鐘。  

c.將溶液快速冷卻，加入 10 %三氯醋酸（TCA），以 3000 rpm離心，取上層液加入

去離子水及 0.1 %氯化鐵（ferric chloride）溶液。 

 

 靈芝產品的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分析(FTIR) 

(一)課程安排： 

課程安排 時數規劃 

光譜學之基本原理認識 1hr 

光譜學量測儀器介紹 1hr 

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分析(FTIR)介紹 1hr 

FTIR 見習 1hr 

靈芝的 FTIR 操作及數據處理 3hr 

靈芝的 FTIR 光譜分析與討論 2hr 

(二)實驗部份： 

1.儀器設備： 

(1)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儀(FTIR) 

(2)矽碳棒光源 

(3)DTGS檢測器 

2.樣品來源和製備： 

來源：現成各種廠牌靈芝中成藥粉末 

製備：將各種靈芝粉樣品直接壓片 

六、研究計畫的目的、對象、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目的： 

1.第一階段（105、106 學年度）：以教材及線上學習平台、蕈菇資料庫的研發與建置為目

標，除了已經完成的葉特徵、花特徵、果實種類，並新增真菌(蕈菇)資料庫等。105 學

年度研發藥草(蕈菇)之課程教材，建置真菌特徵分類系統；106 學年度則建置線上植物

學習平台之真菌資料庫、並發展互動學習網頁。  



3.第二階段（107 學年度）：推廣藥草(蕈菇)教材、真菌線上植物學習平台及真菌(蕈菇)

資料庫至其他高中、高職及一般社會民眾為目標。 

 (二)研究對象： 

1.第一階段（105、106 年度計畫）：以高中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第一階段將隨機抽取

1個班級，約 30人（非升學類選修課程）進行教材研發及平台建置。 

2.第二階段（107年度計畫）：其他高中學生及一般社會民眾。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1.第一階段（105、106 學年度）：『教材及線上學習平台、蕈菇資料庫的研發與建置』 

(1)充實教材內容及線上植物學習平台內容：由團隊老師分工合作，分別進行特徵文稿的

撰寫、手繪特徵圖稿、校園植物特徵的拍照及蒐集植物相關資料，即時更新線上植物

學習平台的資料庫。  

(2)持續建置植物及真菌(蕈菇)學習平台之資料庫：目前植物學習平台網頁應有 150種植

物的基本量，為求此植物平台的推廣效度，應建置一定量的植物資料庫，此資料庫的

建置除了由參與計畫的老師協助拍攝外，應有系統購買有版權之植物照片以在短時間

內建置較完整的植物及真菌資料庫，以達推廣的效用。 

(3)課程教學前後實行問卷：透過問卷及聘請諮詢顧問提出之建議回饋，修正植物及藥草

(蕈菇)學習平台已達最人性化的實用介面，作為後續校外推廣之用。 

(4)研發第二年化學物理之實驗延伸課程，並及時修正以提高實驗課程之可行性。 

2.第二階段（107 學年度）：推廣藥草(蕈菇)教材、真菌線上植物學習平台及真菌(蕈菇)

資料庫至其他高中、高職及一般社會民眾。 

(1)教育訓練：此階段教師將此課程之教材與線上學習平台融入科學性質社團或融入基礎

生物課程等方式，透過舉辦相關實作工作坊，推廣到夥伴學校，邀請夥伴學校有興趣

的老師參與教育訓練，課程將分享教材，教導合作教師精熟教材與線上植物學習平台

的使用方式，並授予合作教師具有管理權限的帳密，具有授權合作身分的教師可自行

管理及新增夥伴學校的校園植物資料庫，以充實平台資料庫的內容豐富度。並藉由夥

伴學校的回饋，建置一套合宜的推廣模組（推廣光碟），以利後續推廣到非高瞻計畫

且有興趣合作的學校。 

(2)推廣工具：編寫教材推廣模組手冊、線上植物及藥草(蕈菇)學習平台使用手冊及製作

推廣光碟。 



(3)透過教科書出版商將教材與學習平台操作光碟流通推廣至其他高中、高職。 

(4)尋求國家或社區資源進行策略聯盟：如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推廣至一般社會民眾。 

(5)設計問卷蒐集校外之建議回饋：作為修改後續校外推廣之參考資訊。 

(四)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及成果： 

本計畫將分二個階段共三年進行，詳細之工作項目及成果詳列如下表： 

階段 工作項目 

第一階段 

(105/10~107/08) 

『教材及線上學習平台、真菌(蕈菇)資料庫』的建置： 

1.充實教材內容，擴充線上植物學習平台的植物種類及特徵 

2.新增蕈菇之課程教材，規劃真菌資料庫及互動學習平台內容 

3.在原植物學習平台網頁伺服器的基礎下、新增真菌(蕈菇)資料庫。 

4.增加平板電腦的數量及提升無線網路的速率。 

5.以問卷及諮詢顧問提出之建議回饋，作為後續校外推廣之用。 

6.研發第二年化學物理之實驗延伸課程。 

第二階段 

(107/09~108/07) 

推廣藥草(蕈菇)教材、真菌線上植物學習平台及真菌(蕈菇)資料庫： 

1.推廣至鄰近學校 

2.製作課程推廣模組手冊、線上蕈菇學習平台使用手冊及推廣光碟。 

3.蒐集校外之建議回饋，作為修改後續校外推廣之參考資訊。 

4.未來可推廣至其他高中及一般社會民眾。  

(五)遭遇困難及解決途徑: 

1. 真菌(蕈菇)平台的設置：參與高瞻計畫之教師本身對於蕈菇的知識還需再加強，因此

教師必須透過自我進修及專家諮詢，才能具備規劃網站內真菌資料庫架構與設計真菌

學習互動網頁的能力，目前我們預定請特有生物中心真菌組研究員擔任諮詢團隊，初

期先協助教師增能，釐清真菌分類特徵，並輔導教師設計線上學習平台真菌資料庫及

真菌特徵學習互動網頁之架構。而網路工程師沒有真菌知識，因此後期老師則必須與

網頁設計師溝通真菌資料庫及真菌特徵學習互動網頁的架構，並協助網頁設計師進行

網頁的架設、測試與上機工程。 

2. 增強校園植物資料庫：必須不斷加強及更新植物資料庫的內容，有時推廣學校的資料

庫建置不完整時，必須補足及更新，皆需要耗費相當人力。且必須與他校溝通呈現模



式，才能讓此資料庫具一致性。 

3. 平板過於老舊與無線網路的不穩定：本校的平板從第一期高瞻計畫添購至今已有 5年

時間，不論是速度及功能上已有些老舊，再加上有時網路不夠穩定，有時在課程中無

法順利上網或讀取資料，希望能分批更新。 

4. 尋找夥伴學校：有時在尋找夥伴學校時有其困難度，該校老師必須配合建置校園校園

地圖及相關資料庫，並不定期修改以增加平台的正確及豐富度。有時幫夥伴學校老師

增添設備如平板等是必要性，且須行政配合溝通夥伴學校的加入，可增加其成功度。 

七、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 

(一) 建置植物及蕈菇教材推廣模組手冊。 

(二) 在線上植物學習平台上，另行開發真菌(蕈菇)資料庫及線上蕈菇學習平台。並製作線

上蕈菇學習平台使用手冊及光碟。  

(三) 建立線上蕈菇學習模式，並提供自我檢測蕈菇的學習成效。 

(四) 建立互動回饋、實作觀察、線上平台測驗…等多元評量方式，協助教師進行診斷性及

形成性評量，以適時調整教學重點。 

(五) 資源共享： 

    線上植物或蕈菇學習平台在建置時即預留與其他學校合作、共同開發校園植物網

頁系統的功能，夥伴學校可利用同一平台，共享校園植物或蕈菇平台的資料庫，建立

自己的校本特色課程，以達到資源共享，並拓展教學的場域。為落實推廣的功效，將

在學期中或利用寒暑假時間舉辦工作坊，邀請夥伴學校進行實作課程，實際操作植物

或蕈菇學習平台及相關解讀植物及蕈菇特徵模組的課程體驗，期許夥伴學校教師習得

整套課程概念及網路平台共治的操作，得以順利推廣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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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野卓．川合正允原著，賴慶亮譯，菇類的化學、生化學，國立編譯館， 1997。 

13.賴彥叡，鱗傘菇多醣體之分析研究，南台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4.有地滋著，靈芝的奇妙功效，青春出版社，1992。 

15.徐正倫著，靈芝的療效解析，三友圖書公司，1994。 

16.韓大夫著，靈芝健康之王，吳氏圖書有限公司，2001。 

17.高益槐著，靈芝---生物科技的明日之星，時報出版，2003。 

18.靈芝萃取物之分析研究---南台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論文。 

19.Wang Baoqin(王宝琴) . Research of Quality Standard and Normal Substance of 

Chinese Medicine(中成药质量标准与标准物质研 究) . Beijing (北京)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4 

20.Sun Suqin(孙素琴) ,Zhang Xuan(张宣) ,Qin Zhu(秦竹) ,Hu Xinyao(胡鑫尧) .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光谱学 与光谱分析) ,1999 ,19(4) :542 

21.Sun Suqin(孙素琴) ,Zhou Qun(周群) ,Zhang Xuan(张宣) , Yu Jianyuan(郁鉴源) . 

Chinese J. Anal. Chem. (分析化学) ,2000 ,28(2) :211 

22.Sun Suqin(孙素琴) . Zhou Qun(周群) ,Yu Jianyuan(郁鉴源) ,Hu Xinyao(胡鑫尧) .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光谱 学与光谱分析) ,2000 ,20 (2) :199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5NTNU539501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5NTNU539501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5NTNU5395011%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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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wCr.6/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A%A4%E9%80%9A%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wCr.6/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A%A4%E9%80%9A%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AM_N/search?q=auc=%22%E5%91%82%E6%B7%91%E8%93%8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AM_N/search?q=sc=%22%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AM_N/search?q=sc=%22%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AM_N/search?q=dp=%22%E7%A7%91%E5%AD%B8%E6%95%99%E8%82%B2%E7%A2%A9%E5%A3%AB%E5%AD%B8%E4%BD%8D%E5%AD%B8%E7%A8%8B%22.&searchmode=basic


23.Zhou Qun(周群) ,Sun Suqin(孙素琴) Du Deguo (杜德国) ,Liang Xiyun(梁羲云) , Yang 

Xianrong(杨显 荣 ) .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光谱学 与光 谱分

析) ,2000 ,20(2)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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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及重點說明：（總計畫及子計畫之主持人均需分年填寫此表） 

(一) 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 

計 畫 
項 目 

主持
人 

服務
機構/
系所 

職稱 計  畫  名  稱 申請經費 
(新臺幣元) 

總計畫 

子計畫

一 

林裕豐 
永豐 

高中 
校長 

總計畫/子計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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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2,537,739 1,846,256 1,619,928 

子計畫

二 

游瑩如 

永豐 
高中
(含附
設國中
部) 

主任 
子計畫二：蕈菇培植

與營養保健 
4,077,780 851,200 846,140 

蔡聖賢 
(共同
主持
人) 

大成 

國中 
校長 

子計畫

三 
彭秉權 

中央 

大學 

助理

教授 

子計畫三：效益與評

鑑 
694,550 516,800 622,400 

合計 
7,310,069 3,214,256 3,088,468 

總計 
13,612,793 

(二) 整合型研究計畫重點說明：  

請就下列各點分項述明： 

1. 整合之必要性：包括總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及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與整

合程度。 

本計畫整合方式如下： 

 各子計畫均採用相同的「設計研究法」，進行課程發展與評估工作。 

 總計畫(高中端)及子計畫三(大學端)由前期高瞻經驗，大手攜小手帶領子計畫二進行

課程發展工作。 

 經由子計畫三的推動，整合個子計畫課程研發的教學評量工作。 

 由總計畫提供數位學習平台，整合子計畫課程教學資源。 

 利用交流與共同發表的場合，提供各子計畫教師專業成的機會。 

    本計畫在前期高瞻的基礎上持續精進課程與擴充植物平台，並將原本高中的課程

向下推廣延伸至本校國中部及大成國中，同時，新加入藥草植物與蕈菇的主題，使得

主題的範疇能夠向外擴展，並且加入「創客」的精神，強化學生動手、發想的探究與



實作內容。課程發展亦配合子計畫二的「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子計畫三的課程「效

益與評鑑」，進行調整與精進。最後，再將此課程模組進一步推廣。整體計畫架構以 A+

為意象，代表團隊在高瞻二期的 A提升為 A+，如下圖： 

 

總計畫及子計畫一團隊 

姓名 課程單元 學校 領域/專長 備註 

林裕豐 計畫主持、規劃與執行 永豐高中 

材料工程/第二

期高瞻計畫共

同主持人 

校長兼總計畫及子計

畫一主持人/新竹教

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吳少傑 協助植物大觀園課程 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 指導及諮詢專家/教授 

楊仲準 協助創客課程發展 中原大學 物理 
指導及諮詢專家/ 

物理系助理教授 

招名威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 
指導及諮詢專家/ 

科教中心主任 

楊美珠 植物大觀園 永豐高中 生物  

劉俊志 光譜儀原理與操作 永豐高中 物理  

林立心 萃取與分析 永豐高中 化學  

陳曼青 美工設計 永豐高中 美術  

卓宜青 3D列印 永豐高中 資訊  



子計畫二團隊 

姓名 課程單元 學校 領域/專長 備註 

游瑩如 子計畫主持、規劃與執行 永豐高中 
協助執行第二

期高瞻計畫 
主任兼子計畫主持人 

蔡聖賢 子計畫共同計畫主持人 大成國中 教育 

校長兼子計畫共同主持

人/萬能科大兼任助理

教授 

招名威 協助及指導子計畫課程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系 指導及諮詢專家 

彭賢達 協助評量規劃與執行 大成國中 理化 教務主任 

劉明彥 蕈菇介紹 大成國中 生物  

陳怡潔 蕈菇介紹 大成國中 生物  

高曰華 蕈菇營養 大成國中 家政  

謝澤芬 生態地圖繪製 大成國中 美術  

林宜螢 協助踏查參訪規劃 永豐高中 體健 學務主任 

劉信傑 協助踏查參訪執行 永豐高中 體健 組長 

林清雄 兩校蕈菇植栽場地規劃 永豐高中 理化  

 

子計畫三團隊 

姓名 課程單元 學校 領域/專長 備註 

彭秉權 
計畫主持、評量規劃與執

行 
中央大學 

質性研究方

法、STS與教育

研究、課程理論

與教育社會學 

子計畫主三持人/學

習與教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顏國樑 
評量、科學教育規劃、工

具開發 

新竹教育

大學 
教育政策研究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

授 

黃千珊 協助評量規劃與執行 永豐高中 國文 國中部主任 

秦義雯 協助評量規劃與執行 永豐高中 生物  

 

2. 人力配合度：包括總計畫主持人協調領導能力、各子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合

作諧和性。 

(1) 總計畫/子計畫(一)主持人：林裕豐校長 

    104、105 年「生生不息」以綠為核心概念的課程研發暨多元應用推廣計畫。

103年高中職「資通、能源、文創科技領域探究式課程」。102 年新興科技課程

研發及評鑑計畫…等科技部(國科會)子計畫主持人。辦理 104、105年教育部優



質領航計畫。辦理 104、105年第 55、56屆桃園市中小學科展。協辦 105年第

56屆全國科展。102-103年教育部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培訓種子

講師。102年桃園區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宣導 ( 高中職 ) 講師。

101年桃園區 12 年國教免試及特色招生草案規劃小組委員。96-98年教育部部

聘「普通高中物理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委員。105年度中原大學教學優良(兼

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 子計畫(二)主持人：游瑩如主任 

    辦理 104 年第 55屆桃園市中小學科展。協辦 105年第 56 屆全國中小學科

展競賽審查組工作。曾任教務主任，現任圖書館主任。100年教育部教學卓越

獎佳作、102-104學年度參與科技部第二期高瞻計畫、103學年度教育部第三期

優質領航計畫撰寫申請通過、桃園市 103學年度市高亮點計畫撰寫申請通過。 

(3) 子計畫(二)共同主持人：蔡聖賢校長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2-105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縣市輔導諮詢委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宣導種子講師、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03-105學年度國中組副總召集人、萬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4) 子計畫(三)主持人：彭秉權教授 

現為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為教育科技

對學習的影響，專長為質性研究方法、STS與教育研究、課程理論與教育社會

學。曾獲國立中央大學 103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3. 資源之整合：包括各子計畫所需各項儀器設備之共用情況及研究經驗與成果交流

情況。 

(1)子計畫一之永豐高中線上植物平台推廣至子計畫二國中端學校使用。 

(2)子計畫一之中原大學創客夢工廠提供高中端及子計畫二國中端學生參觀實

作。 

(3)子計畫二永豐高中國中部建置溫室植栽場域，大成國中建置遮雨棚網室及檢

疫組培實驗室等植栽場域，兩校學生互相觀摩，並觀察不同植栽場域培植蕈

菇之過程。 

(4)子計畫二大成國中研發 18 小時課程，分享於永豐高中國中部。 



(5)子計畫二永豐高中國中部規劃兩校互訪及校市內、市外踏查參訪相關事宜。 

(6)子計畫一、二利用共同時間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擴大參與層面與人數。 

(7)子計畫三規畫並進行對子計畫一、二之課室觀察、學生訪談等評鑑方式，即

時回饋進行課程修正，並評估兩子計畫之效能。 

4. 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之配合度。 

    中央大學生物科技系及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提供學術與評鑑相關支援、中原大

學物理系提供創客及 3D 技術指導，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提供靈芝及蕈菇類保健

諮詢、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協助評鑑；復興鄉養菇協會提供蕈菇植

栽技術、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提供線上植物平台諮詢協助。借重上述各

單位豐富的資源與經驗，期能使本計畫順利推動，開發符合創客精神之創新課

程。 

5. 預期綜合效益。 

(1) 開發植物大觀園與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模組：建立 107新課綱校定課程/特

色課程的。 

(2) 建置常見藥草植物與蕈菇培植園：提供學生觀察、栽植、培養之實作場所。 

(3) 建立線上植物及蕈菇學習平台：協助教師進行診斷性及形成性評量，以適時調整

教學重點，提供夥伴學校或其他學校運用，以達資源共享，並可拓展教學的場域。 

(4) 發展融入創客精神以及跨領域整合的創新教學模式：強調動手做及跨領域的統整

學習，引導學生探究與創新的深度學習。 

(5) 大手攜小手，促進大學、高中及國中端的合作交流：提供國中老師教材教法研究

環境，增進與高中、大學合作的交流機會。 

(6) 建立課程質性為主的評估機制，發展歷程檔案評量：協助計畫各團隊熟悉所需之

量化與質性的課程發展策略、課程發展歷程檔案之製作，並研發學習評量策略與

工具和計畫自評工具。 

(7) 建立一套科技整合課程之發展參照模組：建立可供推廣的課程發展流程，樹立典

範轉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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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研究人力： 
(一) 請依照「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等類別之

順序分別填寫。 

類 別 姓名 
服務機構

/系所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

性質、項目及範圍  

＊ 每週平

均投入  

工作時數

比率 (%) 
主持人 林裕豐 永豐高中 校長 總計畫/子計畫一計畫主持、規劃與執行 20% 

主持人 游瑩如 永豐高中 主任 子計畫二計畫主持、規劃與執行 20% 

主持人 彭秉權 中央大學 助理教授 子計畫三計畫主持、規劃與執行 25% 

共同主

持人 
蔡聖賢 大成國中 校長 子計畫二計畫共同主持、規劃與執行 20% 

※ 註：每週平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係填寫每人每週平均投入本計畫工作時數佔其每週全

部工作時間之比率，以百分比表示（例如：50%即表示該研究人員每週投入本計畫研究

工作之時數佔其每週全部工時之百分五十）。 

 

(二) 如申請博士後研究，請另填表 CIF2101 及 CIF2102(若已有人選者，請務必填註人選姓

名，並將其個人資料表(表 C301～表 C303)併同本計畫書送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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