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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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的課程設計理論基礎，是希望能以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精神，結合「創客運動」的理念

為骨幹，融入「創客」觀、想、創、做、推廣等元素，延續永豐高中過去高瞻計畫校園植物課程的成

果，並將原本高中的課程向下推廣延伸至國中，以國中一年級生物科的課程為基礎，以「蕈菇培植與

營養保健」為主題的課程，再整合國中生物科的章節為血肉，藉由跨領域的合作，期使國中教師將日

常生活中的相關知識融入教學當中，並提供學生有更多實作與探究的機會，也期許課程內容能跳脫以

往傳統的評量框架，讓學生在一系列的課程中學習做檔案歷程的紀錄，以呈現學生努力、進步、成長

的情形。 

    本子計畫的重要性及預期影響如下： 

1.擴展國中科學課程的深度，發展科學教育特色並整合及共享科學教育資源。 

2.提供學生動手做及觀察學習機會，發掘學生多元優勢智能。 

3.透過觀察生物生長歷程及探索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態度。 

4.藉由跨領域合科教學，強化學生生活實用能力，進而提升認知技能。 

5.激發學生問題探索興趣，運用創客概念使學生能具問題解決的能力，提升學習動機。 

6.運用數位科技學習，有效落實國民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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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urse design theory of this project combines Dewey’s motto, “education is life”, with the idea of 

“ Maker Movement”. It integrates elements, such as observation, thinking, creativity, making and promotion, 

from “Maker”; moreover, it proceeds with the achievements from YFHS’ previous High Scope Project, 

extending the senior high school course to junior high school. Based on 7
th

 grader Biology, the theme of this 

course is “Mushroom Cultivation and Healthcare and Nutrition”. By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embed relevant every day knowledge in teaching 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xperiment and exploration. The educators hope the course content can transcend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and use learning portfolios to document students’ endeavors, 

improvements and growth through the series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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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t aims to expand the dep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science course, develop special course and integrate 



and share education resource. 

2. It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chances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observation and discover students’ multiple 

intelligence. 

3. It aims to rais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wareness through 

observing plants. 

4. It aims to raise students’ cognitive awareness and strengthen their practical living skills through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ve teaching. 

5. It aims to impel students to explore their interest and utilizes the concepts of Maker to facilitate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thus rais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6. It cultivates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through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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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創跨領域的課程，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機會。 

2、 提供學生真菌界課程活體觀察的樣本，提高學習興趣及效率。 

3、建立檔案評量，供學生自我檢視學習歷程，激發創意。 

4、發表研究結果並參加科展競賽，引導學生建立自信心及科學實證精神。 

5、搭配校內培植場域的建置，培養學生成為解說員，並學習與人互動及團隊合

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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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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二(永豐高中國中部及大成國中)：「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   

一、研究背景及重要性 

科學對人類發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自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世界各國無不致力於 

厚植本身的科技實力，而科技不僅僅帶來生活的便利甚至可說是一個國家實力的象徵。除重視科學研

究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學教育的發展。而台灣的科學教育長期以來受杜威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影響甚

大。杜威強調『做中學』的教育理念，重視從生活中實用的素材進行探索與研究，倘在學校教育歷程

中亦能培育學生從蒐集資料、驗證真理、創造性智慧等，將著實對我國的初等教育有著相當正面的啟

發與影響。使我國教育不再偏重於智育方面，而更能落實『做中學』的教育理想，提升學生的學習品

質(高廣孚，1967）。 

    依據杜威實用主義的精神，近年來蔚為風潮的創客運動（The Maker Movement）強調讓學生「動

手做」，正好可以培養學生創新、批判、解決問題、合作溝通的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然而創客運動

雖將自造者教育帶進國中小的校園內，但仍有下列問題需要要面對，包括：創客教育需要有銜接性的

課程設計與規劃、需要有師資培訓以及教學模式發展等等…（劉明洲，2016）。 

    本計畫的課程計畫設計理論基礎，是希望能以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精神，並結合「創客運動」

的理念為骨幹，融入「創客」觀、想、創、做、推廣等元素，延續永豐高中過去高瞻計畫校園植物課

程的成果，持續精進課程與擴充植物大觀園平台，並將原本高中的課程向下推廣延伸至國中，以國中

一年級生物科的課程為基礎，另提供加深加廣的課程內容並融合動手實做的概念，以「蕈菇培植與營

養保健」為主題的課程，再整合國中生物科的章節為血肉，藉由家政、生活科技、視覺藝術等不同領

域的合作，期使國中教師將日常生活中的相關知識融入教學當中，並提供學生有更多實作與探究的機

會，除了讓學生能體驗多元學習的課程，也期許課程內容能跳脫以往傳統的評量框架，並不著重在學

生記憶的知識量或學習成果，而是讓學生在一系列的課程中學習做檔案歷程的紀錄，以呈現學生努力、

進步、成長的情形。 

    以下就本子計畫的重要性概述如下： 



1.擴展國中科學課程的深度，發展科學教育特色並整合及共享科學教育資源。 

    國中階段的教課程多半是強調基礎教育，往往比較重視學科的廣度，但對於某主題的深入探究

機會相對較少，故僅賴任課老師在上課時勉強抽出極少部分時間，以口頭講解的方式略加額外對課

程主題進行深度的補充。舉國中七年級第二學期第四章有關真菌界的課程為例，在課本中所佔的比

例也僅僅只有三頁的頁數而已。在課程結束之後，學生僅能簡單地認識什麼是真菌？然而對於真菌

到底還有哪些？以及真菌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真實的相關或影響？則是課本中相當不足的部分。因

此我們希望藉由 18 小時的「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設計，並結合學校外部的社會資源來有效

拓展學生的眼界，不僅僅幫助學生延伸課程的深度也將能進一步發展課程的廣度。 

2.提供學生動手做及觀察學習機會，提升有效學習的品質，發掘學生多元優勢智能。 

    傳統智力認為智能只是邏輯推理或語文能力，如此的智力觀點雖然可以準確地說明學生在學成

績的高低，卻對其他專業成就與傑出表現難以說明。Gardner 質疑此種智力觀點的適當性，他認為

智力應該是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而且學生能夠在某一特定文化情境或群體中，展現出的解決問題

或製作生產的能力(余民寧，2003)。而此課程不再著重學生認知能力的提升，而是能補足學生在技

能、情意層次的不足。透過在課程中帶入強調動手做的創客精神，鼓勵學生自我發想，創造出更多

元、更豐富、更具有內涵的作品，讓學生得以提升肢體-運作智慧(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透過創作過程中與他人的團隊合作，學習與別人正確的互動，敏銳的感知他人的需求，以提升人際

智慧(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鼓勵學生從課堂中走入自然環境，覺察自然環境與自身的關係提

升自然觀察智慧(naturalist intelligence)。最終學生經由整個課程學到自我進行省察、區辨自我的感覺，

並產生適當行動的能力以提升內省智慧(intarpersonal intelligence)。 

教育學者黃政傑指出近十多年來課程改革的過程中學生的實務實作學習或是戶外學習都遭到

弱化(陳美如，2016)。十二年國教自 2014 年正式上路以來，明白揭櫫提升中小學教育學習品質、成

就每一個孩子及厚植國家競爭力等三大願景，並提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及

優質銜接五大理念，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永豐高中自 2011 年以來，與中央大學合作進行高瞻計畫，研發並創新一系列的課程，屢獲肯

定。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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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園平台，並將原本高

中的課程向下推廣延伸至國中，且新加入蕈菇類的栽植保健主題及融入「創客」精神，課程中強調

手腦並用、活動導向、設計與製作兼顧、知能與態度並重，建構跨領域課程涵蓋生物、家政、生活

科技、視覺藝術等。 

3.透過觀察生物生長歷程及探索對日常生活的影響，進而體會生物的多樣性與生態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培養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態度。 



    2005 年環境永續指數，全球 46 國家台灣名列倒數第二，雖評分指標有不利於台灣的環境現況、

人口密度，但台灣對於環境的消耗遠大於保育(李永展，2005)。面對於全球化的環境議題，環境教

育被認為是環境保護的先驅工作，推廣與落實唯有教育才能付諸實踐(熊召弟，2001)。而恰恰這樣

的環境教育議題是傳統升學制度下容易被犧牲的一環，所以積極的推廣環境教育並使學生認同環境

保育對生活的重要性更是刻不容緩。唯有落實環境教育，未來才能確保台灣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資源

能夠永續發展。 

生鮮蕈菇是常見的家常菜，菇蕈類屬於高纖維、低熱量食材，加上富含多醣體具有保健功效之

好處，因此，蕈菇食品與藥材持續受到市場青睞。此外，以靈芝、冬蟲夏草及巴西洋菇等為題材之

保健產品更是琳瑯滿目。台灣已累積相當豐富的菇類栽培經驗，未來若能選擇高經濟價值的食藥用

菇，如靈芝進行開發，將更有利於產業的發展。因此，蕈菇類不僅是初級農產品，還可進一步發展

為保健食品與藥品，甚至作為製造醫藥用途蛋白質的生物科技。 

    中原大學醫工系 SCI發表「靈芝可以阻止隨空氣吸入的 PM2.5進入血液循環，進而降低對血管、

心臟造成慢性（例如加速血管粥樣硬化）與急性（例如引發心肌梗塞或中風）的危害」(Chia-Yi Tseng, 

Meng-Chi Chung, Jhih-Syuan Wang, Yu-Jung Chang,Jing-Fen Chang, Chin-Hung Lin,Ruey-Shyang Hseu

§ and Ming-Wei Chao,2016 )。《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古籍記載靈芝有補肺氣、益心氣的效

果，冬蟲夏草則可滋肺補腎，而且兩者皆累積幾百年的食用經驗，顯示這些食材具有相當程度的食

用安全性，現在已廣泛作為食補及藥補材料。儘管在日常生活中常吃、常見、常聞，但一般人對其

仍然所知有限，國中生物教材第二冊有真菌界、蕈類等單元，但礙於授課時數之限制，學生所涉及

內容也僅止於普遍性的學習，透過延伸課程的學習，符應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的彈性分流、漸進分

化之原則，一方面提供彈性多元課程供學生彈性選修與轉換進路，另一方面強調統整、試探、分化

及專精的漸進歷程(蔡清田，2013)。 

4.藉由跨領域合科教學，重視情境教學以強化學生生活實用能力，進而提升認知技能。 

 現代的教育強調從生活中學習，且能進一步將所學事物應用到生活中，正好符應杜威「教育

即生活」的理論。國中學生常有「為什麼要學這個？」的困擾，在 1996 年的教改會公布的總諮議

報告書中便有具體建議，應積極統整課程，減少學科之開設，並避免過分強調系統嚴謹之知識架構，

以落實生活教育與學生身心發展的整體性，減少正式上課時段，減少學生課業負擔…(教改會，

1996)。 

有些課程統整理念的領導者倡導主張採超越各學科限界和結構的課程組織型態，此種設計應用

跨學科或領域的整合學習經驗，以及一些貫穿運用於不同學科重要知能之學習，能提供學習者整合

和運用不同學科知識的體驗機會(黃嘉雄，2011)。為了讓學生學有所用，課程設計強調學生能夠在



不同的情境中活用學習到的知識，使學生在離開學校後具備足夠的能力去應付真實杜會中生活所需

的知識與技能，並能發展出統整的知識與技能，成為一個具備新世代素養的公民。 

5.激發學生問題探索興趣，運用創客概念使學生能具問題解決的能力，提升學習動機。 

    以生活中易取得的材料，設計簡單科學活動，使學生們透過操作的經驗，主動建構知識，從活

動的經驗中學習科學概念，能達到有意義的學習並提升學習興趣。在我們的設計課程中最重要的就

是將創客精神帶進學生學習的過程，促使學生興趣培養的多元化，研究證實有助於學童在未來，有

觸類旁通的機會，而且透過學生動手做的興趣培養來增進學生的科學創造潛力，應有長遠的影響(李

賢哲，2001)。 

    創客教育中，學生將化主動為被動，嘗試去挑戰學習內容、發展自己的創意並且努力解決問題，

在整個過程中逐漸整合跨學科領域的各種知識，同時也具備人際溝通、團隊合作的能力，成為能以

舊知識、運用新方法解決問題的創客，使我們的教育能夠建立一種關注生命、重視潛能、促進整體

發展的全人教育。 

6.運用數位科技學習，有效落實國民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 

    數位科技增加了課程的潛能，翻轉課程原有的樣貌，更成為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的重要領域之

一(Maddux & Johnson,2010)。「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應用高瞻團隊研發的校園植物平台進行教

學與測驗，課程研發及試作階段先以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女性或特殊需求等文化殊異學生進行學

習。 

    透過教學科技輔具，提供學生及時有效的回饋，符應學生學習需求，進而提高學習動機。如此

一來，便能周延課程設計的原則，兼具統整性及銜接性，更是教師間合作與統整教學的基礎，倘若

能有效進行協同或統整教學，對師生而言是雙贏。(李真文、羅寶鳳，2015)。台灣數位學習發展已

至數位機會均等、行動學習方案到培養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的階段，最終期盼打造一個無縫學習

(seamless learning)的環境(劉修豪、白亦方，2016)。因為，我們相信未來課程不只是課程知識的問題，

更是社會正義的問題。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擬探討國中學生進行生物課程之學習，輔以創客教育融入的創新課程，對學生科學態度以

及學習興趣之影響。本計畫欲達成的目的如下： 

1.發展「菌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模組，建立 107 新課綱校定課程的主題課程。 

    未來 107 新課綱中，自然領域包含理化、生物、地科每週僅剩下三節課，相較於過去九年一貫

課綱的規定時數將會減少許多，學習節數不足部分，將有賴各校的校本主題課程來補強，唯新課綱

中強調未來自然科希能有三分之一的課程須有實作的部份。為因應新課綱的需求，各校積極發展校



本課程仍勢在必行的，本課程的研發未來希能在 107 學年度時無縫銜接。 

2.發展融入創客精神以及跨領域整合的創新教學模式。 

    為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在課程的基礎上強調橫向整合的跨領域的統整學習，引導學生探究生

活中的現象，從事創新與連結的深度學習。嘗試實施融入創客精神的創意教學活動；而所謂創意教

學活動是以活潑的教學方式、塑造快樂的氣氛，進而提升學生創意能力的教學，讓學生能發展創造

能力，並表現出具有創造力的行為。 

3.採取動手實作的創客教學模式，希建立學生對生物的科學態度及學習興趣之激發。 

    因應工業 4.0 的新時代來臨，未來所需要的人才，將更為重視具備創新及創發的能力，然而「創

發」能力的養成，並不能單靠熟背學科的理論後就能自然而生，而是有賴對事物的覺察力及動手做

的歷程中，方能慢慢培養及累積出真正的問題解決力。因此「動手做」顯已成為當前教育的核心內

涵與有效學習的關鍵要素。 

    然在我國「動手做」長期以來是一直被忽略甚至被貶抑。但事實發現單憑紙筆測驗所獲得的分

數，並不能看出孩子真正的學習成效，反而阻礙了真正的學習。如果我們期待下一代能擁有創新、

獨立思考、動機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那麼透過規劃有系統的動手做的學習過程，讓學生感受到學習

與真實生活是具有緊密的連結度，並且能體會由自己動手來解決問題的成就感，將能開啟孩子新的

學習體驗，本課程採用創客教學模式，就是希能以創客概念建立孩子敏銳覺察力及創新的科學態

度。 

4.教學歷程中採用檔案評量方式，期能對學生的學習歷程進行量與質的學習成效評估。 

    評量經常被視為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的工具，也是學校與教師用來檢視學生學習表現好壞的指標，

但若僅僅以傳統的紙筆測驗分數作為主要評量工具，則恐易流於片段與瑣碎的記憶知識的測驗，其

也僅能顯現學生一些比較低階層的能力。本課程在學生的學習評量上，希望能更全面性的瞭解學生

的成效，掌握學習問題，故採用檔案評量及多元評量方式，具體做法就是在教學歷程中讓學生有系

統的收集可以代表自己的學習成效的作品，並將該一系列的作品放置檔案夾，而教師則在學生學習

及收集作品的歷程中，加以指導及輔助，最後再依據評量原則加以評定學生的學習成果。 

三、相關文獻評述 

1.蕈菇培植課程具有探究及實作價值 

目前臺灣的人口結構與社會型態出現了巨大變動，隨著知識經濟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教育現

場面臨了滔天巨浪般的挑戰。日本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台大教授葉丙成 BTS 教育新思維、景美女

中張輝誠老師倡導的學思達，乃至南投偏鄉爽文國中王政忠老師的 MAPS 教學法，各家創新教學的

主張裡都有著共通點：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也就是將傳統的教師本位轉為學生學習本位，強調學



生「學什麼」、「如何學」、「學會沒」，以確保教與學的品質，並從實際討論、動手做及發表過程中，

達到教學目標。在翻轉教室的風潮之下，創客(Maker)教育(亦有稱之為「自造者教育」)強調讓學

生「動手做」，正可以培養學生創新、批判、解決問題、合作溝通的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美國總

統歐巴馬已編列一百二十億臺幣培育師資、要在基礎教育系統中大力推動，導入「動手做的學習」

(劉明洲，2016)。 

多篇研究顯示實作教學與評量對學生的學習動機或成效有所提升：實作學習實施的成效部分，

由學生的各項科學表現可以看出，探究精神下的實驗實作，可以幫助學生增進科學能力(陳郁

霖,2016)。實作教學在學生學習動機方面能有所提升，讓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有所改善(王偵權)。實

施實作評量後，學生對相關科學概念的了解程度、應用所學知識於任務中，以及情意的學習成效均

有所成長。(徐怡詩，2003)。實作教學，創造成功的觀星經驗，培養熟練的觀星技巧，建立學童主

動觀星的動力(賴慶三、吳正雄，2005)。透過實作歷程教師能更清楚學生瞭解及應用知識的歷程，

老師亦能將實作本位融入教學歷程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經驗。目前國中生物教材第二冊有真菌界、

蕈類等單元，但礙於授課時數之限制，除了科展參賽可能涉及的主題、或是課餘時參與農場的體驗

導覽，學生在校園鮮有實際栽植機會，就近觀察。「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的創新課程，首見初耕

並期待永續於國中校園，探究、實驗與實作課程是生涯發展歷程的重要輔助，對發掘學生因應未來

的能力，以至整體國家社會的人力資源發展至關重要。 

2.蕈菇培植課程應用植物大觀園平台數位學習，可使國中與高中優質銜接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數位學習已成為學習的新潮流，且受到國內外教育單位的重視與推廣，網

路與科技技術介入教育領域，產生了學習上的轉變。教師使用多媒體教材運用於教學的歷程，學生

在學習的興趣、專注力、記憶、成績等層面趨於正向提升。(張瓊文，2011)。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

也將數位學習發展列為重點項目。美國 2010 年公布第四份國家計畫《改變美國教育：科技帶動學

習》(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 ：Learning Powered by Technology )鼓舞學習障礙者或弱勢

族群學生，引入數位科技到學習中，期盼透過科技的力量達到個人化學習及終身學習之目的。英國

2008 年公布《驅動科技：領導下一代學習》(Harnessing Technology Leading 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促進個人化學習經驗，創造更有彈性的學習機會的選擇，透過數位科技強化學習者、家庭及學校關

係，延伸學習的價值。南韓(2014-2018 年)《資訊時代的適性教育白皮書》(Adapting Educ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ge White Paper)強調「智慧教育」(SMART Education) ，支援任何時間、地點使用

科技的個人化學習。新加坡《資訊教育總體計畫》（ICT Master Plans ），目標即是透過創造豐富、

合作式及個人化學習的數位環境，延伸課堂之外的學習，培養學習經驗，以符合不同學習者的需求

(劉修豪、白亦方，2016)。 



反觀臺灣，107 課綱即將上路，課程核心素養三面向之一：溝通互動著重在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因應生活情境，重視與外在社會與自然情境之互動關係。植物大觀園平

台數位學習提供學升及教師良好的介面加以運用，而高中端教師團隊延續性的將蕈菇類的主題加以

擴充與延伸，豐富平台的資料，提升可運用性，奠定教師間合作與統整的良好基礎，更是符應國中

與高中優質銜接的教改理念。 

3.創客教育 

    本計畫是係以創客教育融入國中生物發展「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建置出不同於傳統以

講述為主的創新教學模式與課程設計，並且帶入多元評量的方式去評估每位學生的學習成效，希望

能在 107 學年度新課綱的到來之前，發展出具有學校特色並且整合不同領域的教學資源，為學生設

計出強調動手探究實作的創新科學教育，以下針對創客教育進行相關文獻之探討。創客運動可以理

解為「網際網路+DIY」：人人都可以像科學家、發明家一樣，利用身邊的一切資源（如軟體、硬體、

材料、專家、同伴等），將自己的創意變成現實，並通過網際網路平台快速分享給全世界。那麼，

什麼是「創客」？目前學術界還未給出公認的定義。網絡上比較流行的解釋是「創客（Maker）一

般是指不以營利為目標，利用 3D 列印技術以及各種開源硬體，努力把各種創意轉變為現實的人」

（李凌等，2014）。整體來說，創客無疑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生活態度，在本質上若可以

將做夢、空想的機會，以及動手實作的時間、空間和權利還給孩子，提供資源，讓他們盡情地將想

做的東西實作出來，就能更貼近純粹的創客的精神。因此某種程度上，創客的多元性與多樣性，讓

創客在課程的位階上比較不像是領域，反而比較像是整合諸多領域上的議題(曾俊夫，2016)。近幾

年來，臺灣的教育已從傳統講述式教學，轉變為強調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引導學生化被動為主動，

而這個概念也跟創客主動解決問題的模式相符。因此，將創客精神運用在教育中，應該針對不同的

教育程度融入課程，在中等教育部份，應該與科學原理相互印證、使學生能發揮創意提升學習興趣、

並使創客教育具職業性向試探功能(蔡煜騰等，2016)。 

    然而創客教育是一個新興的教育思潮，想要落實在台灣的教育現場仍有一些問題要克服與面對，

東華大學的劉明洲教授提出下列幾項看法： 

1. 創客教育需要有銜接性的課程設計與規劃 

2. 創客教育需要有師資培訓及教學模式發展 

3. 需要有安全教育與安全規範 

4. 設備之間要能互通有無、相互支援 

5. 家長與師生需要對創客教育抱持 正確態度 

   綜上所述，將創客融入教育對於學生整體的學習非常有幫助，而且能夠激發學生主體性，發揮



自己的創意，並且能夠實踐杜威「做中學」的教育哲學。但同時也有許多配套措施亟欲發展完備，

才能引導學生 做更深度的學習，

並且使整體課 程更加完善。其發

展架構如圖 一： 

 

 

 

 

 

 

 

 

圖一：發展架構 

四、課程計畫 

    本計畫主要希望以創客教育融入國中生物，發展「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以利因應 107 學

年度實施新課綱時，作為校定課程的主題課程，並藉此發展學校特色。其設計理念如圖二： 

 

 

 

 

 

 

 

 

 

 

 

圖二：課程設 計理念 

    課程實施對象為國中七年級學生，初期以社團型態組成，課程開設時間預計為星期五社團時間及

星期六上午時段。一個期的主課程共計 18 小時(不含校外參訪)，創客教育主要融入在大成料理一番、



大成靈芝王兩堂課程中，課程內容與目標如下表：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評量方式 單元時數 地點 授課教師 

菇娘， 

請問芳名？ 

指導學生認識常見的真菌分

類，能認識常見真菌分類並學

習如何利用特徵辨別。並學習

如何利用特徵進行辨識。透過

課程讓學生了解日常生活當

中的真菌對我們會造成哪些

影響？了解如何利用真菌改

變我們的生活，包括常見的應

用、藥物、食材以及疾病。 

檔案評量 

口語評量 

2 本校生物實驗

室 

劉彥民 

陳怡潔 

菇菇大爆炸 指導學生如何有效率的去進

行各種真菌的培養，並認識各

種真菌培養方式。並在課程中

實際動手進行真菌培養，另外

指導學生如何做養殖過程的

觀察記錄。 

檔案評量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2 本校生物實驗

室 

劉彥民 

陳怡潔 

菌菇成長 

全記錄 

實地考察菌菇農場，親身體驗

並學習種植菌菇的環境條

件，並在活動過程中學習種植

菌菇需注意的事項，藉由課程

培養學生具備進行校內菌菇

栽培的知識。 

口語評量 3 靈芝農場 劉彥民 

大成菌菇王 從自行繪製設計圖起，學習搭

建培養菌菇溫室棚架，並應用

童軍課所學有關工程營地搭

建以及童軍繩結知識用在溫

室搭建中，學習在過程中解決

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問題。 

檔案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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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處 劉彥民 

陳怡潔 

 

Who 菇剖 藉由先備知識，進行課前收 檔案評量 2 本校生物實驗 劉彥民 



集。並在課堂中學習如何進行

真菌外部特徵觀察以及利用

顯微鏡做解剖觀察。讓學生學

習完成記錄並做各種真菌特

徵比較。 

口語評量 

實作評量 

室 陳怡潔 

大成 

料理一番 

跨領域結合家政課，請學生設

計菌菇類菜單，並了解食用菌

菇類對人體的好處。課程在家

政教室進行烹調。 

檔案評量 

實作評量 

 

2 家政教室 劉彥民 

陳怡潔 

高曰華 

菇家寡人 實地進行校園或是周遭的踏

察，並且對生活環境周遭的真

菌作影像記錄，再一起回到教

室進行辨識。並且結合藝術

課，指導學生進行生態地圖繪

製，將校園周遭的真菌地點做

詳實的記錄。 

檔案評量 

實作評量 

 

2 生物實驗室 劉彥民 

陳怡潔 

謝澤芬 

菌菇問題 

探究 

此課程將引導學生將先前所

學到的課程內容，透過收集各

種菌菇的相關研究進行整理

後，讓學生發現有興趣的問

題，使學生能夠進行科學探究

的歷程，並且自行設計實驗以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並在最後

指導學生將相關的研究過程

整理後寫成小論文進行發表。 

檔案評量 

實作評量 

 

2 生物實驗室 劉彥民 

陳怡潔 

 

    真菌培植課程的培育是長期計畫性的，在具備穩定產出真菌的能力後，可以將各種經學生親手栽

培的真菌列為進行生物課程時的活體教材，透過實際的培養過程，能夠讓學生更加了解真菌的生活史。

進而從自己的生活圈推展出去，細心觀察周遭生活的環境還有那些常見的真菌種類。如此可以改進以

往在進行真菌分類教學時，學生只能藉由圖片學習辨識的缺點，反而能夠直接在校園中進行真菌活體

的觀察。如此可以加深學生了解生物與生物間的互動關係和生物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 



    通常在國中學生的世界裡，大多僅僅只有動物、植物兩種生物分類而已，但是真菌其實跟我們人

類的生活更加密切，林秀珍（2007）指出，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意涵為，學校教育應該與學生的生

活經驗連結，不能自外於社會生活而孤立自存。也就是說，教育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無論是家庭、

學校或社會生活中皆有教育，教育於生活中，便能發揮無限的功能與價值，倘若教育與生活脫節，便

喪失了其功能與價值。透過計畫中的課程，我們可以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去了解真菌的各種面向，也更

能學習關心日常生活的其他事物。 

    本課程著重在學生創客精神的培育，也希望能藉由跨領域教學使學生能將不同的知識經驗去做橫

向的連結，因此我們將利用檔案評量的方式去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並且開發能適切引導學生主動思

考、發揮創造力的探究實作課程。課程發展預計採用設計研究法(Design Based Research：DBR)，利

用反覆的進行課程設計、教學實行、評估分析後、由課程專家進行回饋改進，再設計修正課程設計、

再實施教學、再評估分析、再回饋修正改進，如此連續循環之過程，增加課程發展及研究結果的信度

與效度，設計循環如圖三所示。 

 

 

 

 

 

 

 

圖三、課程設計發展循環 

    本計畫預計針對發展課程進行兩個 DBR 循環，預計從 105 學年度 11 月開始至 107 學年度七月結

束，以兩年九個月的時間完成課程設計、評鑑及校內推廣工作。而本計畫將分三階段進行，每個階段

的研究目的、方法與內容如下： 

1、 研究對象： 

    本計畫以國中七年級學生研究對象，第一階段將請七年級生物科老師或班導師推薦對自然科學

有興趣或是具有文化弱勢背景的學生組成班級(社團)，進行課程設計發展；第二階段也將同樣以老

師推薦的方式組成班級；第三階段將視前兩期實施狀況而決定是否將整個課程推廣到全七年級學

生。 

2.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階段： 

   (1)研究目的：設計菌菇培植與營養保健的理想課程模式，並針對創客教育以及跨領域整     

               合的統整課程，進行第一循環課程設計發展。 

   (2)研究對象：105 學年度國中七年級學生約 1-20 人(以社團型態組成)。 

   (3)研究步驟： 

      A.尋求社區資源進行策略聯盟(如：永豐高中)，並舉辦專業研習協助老師提升真菌培植 

        及辨識的相關知能。 

      B.進行課程設計：記錄課程設計模式及發展歷程。 

      C.建立課程內容專家效度 

課程設計 

教學實行 

評估分析 回饋改進 

設計修正 

專 

家 

諮 

詢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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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進行問卷設計：收集參與實驗之樣本學生相關學習背景變項，包含性別、課程相關 

        經驗、成績等，以利設計相關之前後測問卷。 

      E.課程教學實施，並且進行教室觀察，邀請其他老師進行教學觀摩。 

      F.課程結束後進行師生訪談。 

      G.資料評估分析：檢驗課程的成效及是否與預期目標相符，並檢視問題。 

      H.專家提出建議回饋，檢討並修正設計課程。 

   第二階段： 

   (1)研究目的：進行課程實行第二循環，並進行課程操作。 

   (2)研究對象：106 學年度七年級學生約 30 人(一個班級)。 

   (3)研究步驟： 

      A.實行第一階段完成之課程。  

      B.進行前測問卷：收集參與課程之樣本學生相關學習背景變項，包含性別、課程相關 

        經驗、成績等，以利後續相關分析及資料詮釋。 

      C.課程教學實施，並且進行教室觀察，邀請其他老師進行教學觀摩，並舉辦校內研習 

        或工作坊。 

      D.進行後測問卷及師生進行訪談。 

      E.資料評估分析：檢驗課程的成效及是否與預期目標相符，並檢視問題。 

      F.專家提出建議回饋，修正設計二次課程。 

   第三階段： 

   (1)研究目的：「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校內推廣，並持續加強各領域橫向統整的跨領域 

               連結。 

   (2)研究對象：107 學年度七年級學生約 30 人(一個班級)。 

   (3)研究步驟： 

      A.推展課程至七年級全體學生，並實施第二階段之修正課程。 

      B.利用修正之問卷進行前測。 

      C.課程教學實施，並且進行教室觀察，邀請其他老師進行教學觀摩。 

      D.進行後測問卷及師生進行訪談。 

      E.專家提出建議回饋，設計修正課程作為後續推廣之用。 

3.課程評量及研究工具： 

    本計畫將結合中央大學相關教學評量領域之專家團隊還有永豐高中團隊，進行創客教育融入生

物課程之「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設計，並且設計合適的評量工具及方式並執行，計畫實施過

程中，透過課程設計歷程之紀錄，並經由專家訪視、觀課等途徑進行回饋，在此歷程中不斷修正教

學、課程、評量。計畫除了發展多元評量工具外，也會規畫整體課程實施評鑑。本計畫將分別針對

學生的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進行多元評量。方法分述如下： 

A.認知方面 

    透過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進行評量工具及方式的開發及執行，透過計畫相關專家提供諮詢及建

議。過程中除定期評量機制及方式外，另將設計學生以作品發表、專題發表或是公開展覽等方式進

行學習成效評量，並且檢視學生對於專業知識認知的部分以及探究實作的態度是否有所提升。 

B.情意方面 

      透過專業評量問卷進行調查，此部分評量預計要進行前後測實施。 

C.技能方面 

      透過不同專業領域老師進行相關技能面向評量工具之開發及執行，透過計畫相關專家   

   提供諮詢及建議。希望能針對學生的實作技能、或是藝術表達能力進行評測，以了解學生 



   在此計畫中習得技能的多寡。 

五、工作進度 

    本研究將分兩年九個月共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將進行課程初步發展及 DBR 第一循環；第二

階段將以第一階段成果為基礎，進行 DBR 第二循環，第三階段則為推廣工作。詳細工作項目及進度

分述如下表： 

年份 工作項目 研究方法 

第一階段 

105.11.01 至 106.09.30 

1.課程初步發展 

2.DBR 第一循環 

3.課程修正及再設計 

專家審查、研究設計、質性晤

談、問卷調查、教室觀察、準

實驗研究 

第二階段 

106.10.01 至 107.08.31 

1.課程實施階段 

2.DBR 第二循環 

3.課程修正及再設計 

專家審查、研究設計、質性晤

談、問卷調查、教室觀察、準

實驗研究 

第三階段 

107.9.01 至 108.07.31 

1.課程校內推廣，並將成果列

入彈性課程計畫。 

2. DBR 第二循環 

3.進行課程評鑑 

專家審查、研究設計、質性晤

談、問卷調查、教室觀察、準

實驗研究 

五、預期成果 

第一階段 

1、初步完成創客教育融入生物課程的創新課程設計、多元評量工具及課程評鑑工具開發，並完成第

一循環試行。 

第二階段 

1、完成課程、評量工具及課程評鑑工具第二循環試行修正完成，以利第三階段進行校內推廣。 

2、舉辦校內研習或工作坊，使校內老師了解計畫內容，並提供更多建議提供跨領域課程設計。 

第三階段 

3、透過三個循環後，開創跨領域的「蕈菇培植與營養保健」課程，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機會。 

4、透過溫室的建置，以及相關靈芝或是真菌培養技術的建立，可在下學期時，提供七年級真菌界課

程活體觀察的樣本，使學生提高學習興趣及效率。 

3、藉由檔案評量的建立，可供學生自我檢視學習歷程，並激發學生的創意。 

4、將研究結果的發表並且參加科學展覽競賽，引導學生自信心的建立，並建立正確的科學 

   實證精神。 

5、培養學生成為種子教師或是靈芝解說員，搭配校內培植場域的建置，可以協助校內推廣農業教育，

並學習與人互動的能力以及在團隊合作活動的情境中如何與他人共同參與、執行來解決問題或完成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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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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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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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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