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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教務處 

 學習不是只有一種方法，了解自己就會了解知識 
◎中學部教務處教學組田代葳組長 

  本月自然科與數學科很熱鬧，老

師與學生都非常的忙碌。學生忙著問

問題，忙著找答案，忙到沒有時間下

課，老師不停的把一樣一樣精心設計

出來的精彩教學內容與活動，讓學生

們透過生活中的經驗發現科學，並懂

得得到知識後，能運用在身邊的人事

物，去觀察、去關心。 

  12 月，生物課將告訴你，該如何

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內分泌科實

習醫生」課程，由學生扮演康橋醫院實習醫師，從每個內分泌腺功能不正常時會遇到的問

題，到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都是重要的研討重點，整個學習活動，學生們協力將他們遇到

的每個病人醫癒重返健康，並且在當中懂得關心身邊與自己不一樣的人。另外，身為動物

界的一員，對於植物方面的學習，總覺得隔了一層山，始終無法真正領悟箇中奧妙。康橋

的生物老師，利用線上平臺(Holiyo)製造情境、設計實驗探究操作，讓學生從一關又一關的

破關過程，了解植物根莖葉的知識，建立團隊合作、進行問題解決，從錯誤中找尋到答

案，這就是真正的「素養導向」的學習。 

  動手操作、經驗累積、探究真實，是學科學的主要精神。這個月的理化課，我們從簡

單機械與光電自走車的課程當中，學生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自己手中的那份作品，一次又一

次確定從操作中得到實際的印證，這是康橋一直強調的「學生如何學，而非背誦知識」，

的核心目標。我們的教學現場多重視實作與思考，讓學生不再「想像」、「死背」科學知

識，而讓科學課變得活潑有趣，引發孩子學習科學的動力。 

  同時，數學科也跳脫了課本中的演算，老師們使出渾身解數規畫了精采可期的「數學

步道」課程活動。在文學中我們看見數學的身影，它不再是冰冷冷的數字，而是有溫度的

語言。英文中我們找到數學密碼，從複雜中再簡化。學生們最喜歡的籃球活動，我們來探

討比例之間的關係，了解這個關係後，我就是神射手了！！就連游泳池的學習當中，學生

們結合體育上學到的技巧，來量測泳池的大小，進而了解水資源的重要，重視環境與我們

的生活互有關連，必須愛惜。 

  學科嘗試著突破界線，在各式各樣的學習當中，也看見其他領域的影子，這就是「跨

領域」，非但是未來整個教育環境的走向，也是現實生活中會面臨到的情境。康橋從過去

到現在，一直強調「帶得走的能力」，而這些帶得走的能力，就是生活中的素養，透過科

學課程精心的設計，讓學生們從每一個主題、不同學習方式中了解自己、理解知識，找到

對的態度，發揮真正的技能。原來，「核心素養」，早已深植在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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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報導指出，臺灣的「科學素養」總排名雖高居第 4，但我國學生在「評量及設計

科學探究」表現相對較弱，總排名第 7。另外，在教師問卷中顯示，近 56％教師每學期要

求學生進行一次以下（含從未）設計實驗與操作實驗；此數字與學生問卷結果相呼應，過

半學生表示從未或幾乎不曾自己設計實驗。教改已經超過二十年，考試引導教學的緊箍咒

仍舊無法擺脫。考試不考，老師不教、學生也不認真學。但「探索」不應只是為了考試，

而是為了解決生活上所面臨到的問題。 

  108 課綱上路在即，應付考試的學習將成過去式，以素養為導向的課程，成為孩子們面

對未來挑戰的重要元素。康橋的教學精神在於期許學生透過不停的學習與探索，從中了解

自己的興趣，發現自己具有無限可能，學會做選擇，找到自己亮點和未來方向，這是我們

希望孩子在學校裡可以經歷到的。108 課綱是臺灣第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綱要，也

將學生的學習定位，從應付升學考試到「學習者為中心」。康橋的教學團隊已經提早準

備，我們的特色一向是顛覆傳統，力求創新走在前端，為了孩子眼中的學習渴望，而調整

成孩子最想要、最有收穫的教學方式，是我們永遠的目標。 

登科及第 學測祈福 
  學測考試即將於一月中隆重登

場，面對沈重的升學壓力，為抒解十

二年級同學們的心理壓力，並預祝同

學們成績亮眼，康橋的師長與家長會

特別在教二鬥牛場，利用午間短暫的

午休時間，伴著午後明媚的陽光，為

同學們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學測祈福

活動。 

  這次祈福活動的主題設定為「登

科及第」，活動一開始，由擔任禮生的師長引領學測

班同學一路走過「聰慧門」（象徵「聰慧加身」）、

登上「狀元橋」（寓意「狀元及第」），最後來到

「大成殿」前，面對孔子的畫像，讓同學能靜下心

來，沉澱思緒，超脫考試，回想起學習最初的樂趣所

在。 

  接著，由徐校長與家長會會長為考生們致上祝福

詞。校長勉勵同學要堅定信心，超越學長姐，並預祝

同學學測成績亮麗；會長也以考生家長的過來人經

驗，鼓勵同學們要專心應考，只要安心讀書，堅持下

去，必定會有好成績。 

  隨之，由校長為全體同學圈榜，每一位同學並親手書寫祈福小卡。在祈願的卡片上，

寫下自己心中理想的志願，期許自己，更為自己打氣。離場時，同學開心地領取家長會致

贈的「包高中」禮盒，精神奕奕，帶著滿滿的祝福，堅定而自信地步出「勤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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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領域教學分享-數學主題週課

程】 

數學是解決問題的鑰匙，

也是探索未來的關鍵 
  「素養」是課程發展與設計當中

的關鍵 DNA，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蔡

清田教授認為，我們可以把「素養」

簡單地定義為，學生為了發展成為一

個健全個體，並且因應生活情境所不

可欠缺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在即將實施的 108課綱當中，更

把「核心素養」（素養當中最重要的部分）當作教育改革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期望藉由

新課綱的施行，讓課堂的教學設計，由單純的知識的教授，全面地擴大為能力與態度，甚

至是情意的全面性養成。 

  12月份進行的數學主題週課程—數學步道，在數學領域召集人涂欣白老師的帶領下，

本著「數學是一種生活必備的能力」與「快樂學習數學」的教學理念，特別針對七年級的

同學，規畫有：「書中有寶藏」與「祕密傳話」兩種主題課程；對於八年級的同學，設計

出：「好乾淨的游泳池」、「我是神射手」、「田園有黃金」三種主題課程。 

  嘗試跳脫學科的藩籬與書本上片面的知識教授，結合其他領域的課程元素以及生活情

境，讓同學能透過分組學習，徜徉在解題的愉悅氛圍當中，實際以課堂所學的數學知識作

為鑰匙，去解決老師所設計的問題，並從中拓展與加深自身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以下與您

分享課程當中所發生的精彩風景。 

◎七年級數學主題週課程—書中有寶藏、祕密傳話 

一、書中有寶藏—讓數字與書香交織出古詩之美 

  「圖書館中藏了海盜失落的寶藏，從來沒人發現寶藏的下落。據說，在圖書館的藏書

扉頁當中，夾藏有關於寶藏的重要線索—密碼紙卡，每一張密碼紙卡都是通關密語的一部

份，只要完整地拼出密碼詩句，就能找到關於寶藏的重要線索……」 

  「書中有寶藏」課程的核心概念是

「科學記號」，數學科教學團隊利用康

橋美麗的圖書館當作學習場域，並透過

課前的任務單與教師引導，營造出一個

尋寶的學習情境。 

  讓同學們透過解題，得到圖書館的

索書碼，再按照索書碼，找到夾藏著通

關紙卡的書籍，進而完整地拼湊出散落

四處的古詩詩句，解開學習單上的問

題，找到最終的大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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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的任務連結了國文科唐詩、圖書資源

利用，以及數學科「科學記號」等課程元素，

讓學習不再侷限在數學算式的計算上。 

二、祕密傳話—用數字與英文解開摩斯密碼 

  「祕密傳話」課程的核心概念是「整數的

加減法」，教學團隊營造出「摩斯密碼」的解

題情境，規定同學們運用這個原則，將數學運

算後所得的結果與英文字母密碼表相對應，再

「祕密傳話」給同學，由大家合力分工來進行

解碼。 

  這一項學習任務讓數學與英文產生了化學

反應，透過密碼表的相對應，同學

都能找到兩者之間的關連性。 

◎八年級數學主題週課程—好乾淨的游泳池、我是神射手、田園有黃金 

一、好乾淨的游泳池—手腦並用估量游泳池 

  「好乾淨的游泳池」課程的核心概念是「估算」與「單位測量」，教學團隊將同學們

熟悉的學校游泳池作為問題設計的主體，讓同學透過搜尋資料、動手量測或估算，解開

「游泳池內的水費」之謎。 

  課程的進行，早開始於主題週之前，各班的數學老師會說明學習任務的要求，並引導

同學以數學的思維角度去思考「如何測量游泳池」，同時，要求同學在徵得游泳老師的同

意後，利用上游泳課的空檔進行 

游泳池的現場估量。並將測量或 

推估的數據帶到主題週的課程來 

做運用。 

  課程的核心問題設計分 

為「B 任務」與「A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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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任務是基本概念題，要求同學用各種方法

量測或估算出游泳池的容積大小； A 任務屬於進

階題，要求同學進一步上網查詢水費費率，再根

據 B 任務所得到的游泳池容積大小，進一步計算

出每月游泳池應付出的水費有多少？ 

  除培養同學思考與解題的能力外，同時，也

讓同學明白節約用水的重要，並省思自己用水的

方式，進而珍惜有限的水資源，涵養同學關懷生

活周遭的情懷。 

 

二、我是神射手—以「比與比例式」爭

奪神射手 

  「我是神射手」課程的核心概念是

「分數的運算」與「比與比例式」。 

  教學團隊選擇每一位同學都喜愛的

籃球運動作為問題設計的情境。 

  課程一開始，先由老師說明「大三

元」(triple-double)的概念，讓各組同學

利用策略與數學「比與比例式」的概

念，合理分配小組的得分策略，讓擅長

投籃的同學負責射球，精於計算的同學

發號指令，齊心挑戰最高的分數，與各組同場爭奪

「神射手」的榮譽稱號。 

  學習任務的設定除了數學學科「比與比例式」的

核心概念外，也連結了體育課射藍與童軍課教授過策

略運用的概念，讓同學能將數學應用到生活情境當

中，明白那怕是投籃也可以運用數學原理來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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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園有黃金—用「黃金比例」領略自然之美 

  田園教學區是同學們熟悉的地方，面對眼前這一片的青蔥翠綠、生氣勃勃，生活在這

一塊區域當中的動植物身上，往往存在著一個造物者所賦予的神奇密碼，同學們知道是什

麼樣的密碼嗎？沒錯，那就是「黃金比例」！ 

  「田園有黃金」課程的核心概念即是解開這道密碼的關鍵—黃金比例，裡頭更包含

「比與比例式」與「平方根與近似值」的概念。 

  課程學習任務同樣分為 B 任務與 A 任務，B 任務的基本問題在引導每一組同學，利用

十分逼近法求出黃金比例的值；接著，再讓各組同學依據 B 任務所求得的比值（黃金比

例），親身到田園教學區，連結生物科所教授的知

識，尋訪符合「黃金比例」的動物或植物的特徵，

同時，經由觀察，以數學的角度重新去領略大自然

的美麗與奧祕。 

【國文領域教學分享-八年級國文科課程】 

由閱讀新詩到集體創作 
◎八年級黃雅婷老師國文課(803 班) 

  詩，對於人心的啟迪與對生命的觸

動，在情意教學上是相當重要的，尤

其，新詩是以當代的語言所創作的，無

疑更是國文教學當中不可漠視的一環。 

  而創作更是學習成果的高層次展

現，在雅婷老師的國文課當中，老師透

過問題的提問，嘗試引導同學去理解新

詩的「意象」，進而掌握住抽象的新詩

「意象」。其次，雅婷老師更帶領同學

觀摩各類新詩的作品，從中滋養同學對

於新詩語言與詩中意象的熟悉度，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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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新詩」。 

  接著，透過小組搶答，激發同學

的學習興趣，在分組競賽中，累積學

習的心得，驗證自我對於「意象」的

理解是否有誤。並且透過小組合作，

共同在課堂上進行新詩的集體創作，

由閱讀新詩、搶答新詩，終而創作新

詩，在讀寫交融的教學設計中，讓新

詩創作成為一件有趣且充滿挑戰的學

習任務，活潑整個教室。 

【自然領域教學分享-七年級生物科教學分享】 

透過闖關學生物 討論操作想問題 
  如果生物科的學習是一場闖關的遊戲，那麼這樣的課堂將會是一幅怎樣的畫面呢？ 

  在幼倩老師的生物課當中，我們看到了鎔鑄科技、遊戲與分組合作元素的教學設計。

這一堂課的教學主題是「植物的運輸」，核心概念有兩個，分別是：「認識植物莖的構造

及功能」與「了解植物運輸水分的方式」。 

  幼倩老師的教學設計，將跑臺闖關的遊戲模式與 Holiyo虛擬平臺帶到教室，同時，透

過同學們的異質分組，讓學習程度不同的同學一同學習，並且依照學習單與老師的指令，

按照時間，緊湊而有條不紊地在教室

當中進行主動學習，以下與您分享我

們所見到的感動。 

◎七年級朱幼倩老師生物課(701 班) 

一、融入遊戲元素，提升學習興趣 

  在這一堂課當中，幼倩老師嘗試

以 Holiyo數位平臺搭建虛擬的解題

情境，先引起學生的興趣，並將課堂

的知識打散到解題的「問題」當中。

由「問題」促進同學的「學習」，並

由「問題」評量同學的「學習」成

效。可以說，「問題」帶領著同學「學習」，也檢驗了「學習」的成效。 

二、設計跑臺闖關，創造合作學習 

  除了書面問題的評量外，限時跑臺闖關的方式，也讓學習習慣偏向操作型的同學有了

另一種不同的學習體驗。 

  幼倩老師在每一張實驗桌上規畫了不同的學習內容。有的需要操作顯微鏡觀察物品，

有的必需調配實驗器材進行實驗，有的則是要求同學要相互討論、激盪想法，然後整理出

推論結果，才能在學習單上完成學習任務。多元的評量與學習模式，在這一堂課可以說成

效顯著，並展現在同學匆忙而滿足的笑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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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核心問題，統整學習心得 

  「問題」是這一堂課最重要的部分，經由

有效的問題設計，激發了同學思考的深度與廣

度，在分組討論時，彼此分享看法，並一同歸

納出結論。 

  然後，在老師統整各組看法時，又再度驗

證自己思考結論的對與錯，釐清盲點與補充欠

缺周延的部分，讓學習成為有系統而且充滿樂

趣的。 

在情境中認識腺體 能

科學性陳述概念 
  倘若你是一位醫院的實習醫生，

面對各種腺體發生病症的病人時，你

將如何救助他們，幫助病人擺脫身體

的病痛呢？ 

  在這一堂課當中，每一位同學都

扮演著實習小醫生的角色，透過前幾節怡儂老師的引導與小組報告的準備，整理出各組的

腺體報告（檢驗報告），並在這一堂課上進行實際的臨床問診。 

  「情境」是教學的一環，在這一堂課當中，同學都學會端正起自己的態度，儼然以醫

生的角色自居，在描述腺體特徵與病症時，無不戰戰兢兢，唯恐表達錯誤，也能以科學性

的方式，運用專業的術語與條理式的方式進行陳述，並且能說出自己理解的實例。這些畫

面是照本宣科的傳統教學所看不到的畫面，以下與您分享課堂上教學的風景。 

◎七年級李怡儂老師生物課(704 班) 

一、營造學習情境，賦予學習任務 

  本堂課的核心概念有三，分別是：「了解腺體分泌人體所需物質」、「了解內分泌腺

分泌激素影響人體生理」、「了解激素分泌失調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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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一開始，老師先引導本堂課

的教學情境「實習小醫生」，說明本

堂課各組同學的學習任務與注意事

項。 

  接著，由各組實習醫生推派代

表，上臺分享前兩節課安排的學習任

務—內分泌腺海報製作。各組報告的

重點有：人體腦垂腺、甲狀腺、副甲

狀腺、腎上腺、胰島、性腺的位置，

以及所分泌的激素功能。 

  臺下各組則專心聆聽其他組同學

的報告，並記錄在學習單上，能藉由充分傾聽他人報告，並完成學習單，完整地學習人體內

分泌系統是本堂課評量同學學習成效的面向之一。 

二、分組競爭答題，統整學習內容 

  接著，由教師運用分組回答問題方式，讓各組進行問題搶答，進一步統整人體內分泌

系統的學習內容，並利用第一型糖尿病患的相關影片，延伸帶入面對他人疾病該如何面對

之相關思維。 

  學習內容的重點有：「六大內分泌腺所分泌的激素分別為何？」、「各種激素會如何

影響人體的生理機能」、「各種激素若分泌失調，會造成人體何種症狀或疾病」、「學著

使用包容及平等的態度，面對與我不一樣的人」。 

  除了知識面的應用與教導外，也希望同學能同理患者，達到情意層面的教育。 

三、在討論與表達中，反思學習歷程 

  課程的尾聲，由怡儂老師接著進行提問，檢驗同學是否能將本章節所學習到之知識加

以整理，並嘗試發現問題。 

  怡儂老師同時也觀察各組同學對於問題的思考過程，是否透過討論或提問，進而歸納

出答案，以解決問題。也鼓勵同學表達自己的想法，並能接受看法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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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操作科學原理 提供經驗學習機會 

  科學的原理的探究，不僅在於書本知識的獲得而已，有時更要提供同學充分發表、討論

與操作的機會，讓同學能透過類似科學家做研究的經驗，體會與學習到科學知識、科學態度

與科學技能。 

  在評貴老師的光電課中，我們看到了同學能透過觀摩評貴老師的親身示範，掌握光電自

走車「光感應器在黑暗與光亮處的差別」概念，並完成自己的自走車組裝，自豪地參加小組

競賽，爭奪「大力士」的排名；在理化

課，我們則見到了同學經由親手製作

「氣動式怪手」，慢慢地體會「什麼是

液壓？」，並且能專注於每一項組裝的

細節，做到「動手做的學習」。底下與

您一同分享課堂中的感動與精彩畫

面。 

◎九年級許評貴老師光電課(7E) 

一、觀摩學習—教師示範，引起動機 

  這節課的核心概念主要是「了解

影控的原理」，首先，由評貴老師先

親自操作示範光電自走車實驗，設計

「大力士相撲」的情境，讓學生親自動手操作、競技，體會「影控」原理，並在同儕互動

中享受到遊戲的樂趣。 

  接著，老師播放上屆學長姐進行比賽的影片，藉此激起同學的學習鬥志。同時，評貴

老師也請同學思考「為什麼車子可以跟隨影子轉彎？」，並隨機點選同學進行發表。 

  在同學分享完後，老師進行小結，引導出「黑暗中，光感測器不容易導電」的結論。 

二、布題教學—分組練習，小組討論 

  評貴老師接續講解反向器、光感應器、電晶體原理，提示同學製作電路時需要注意通

路、極性等細節。緊接著，進行個人組裝比賽，由老師唱名登記最先完成的 15 位選手，藉

由時間的壓力，提高比賽的刺激感，先製作完成的同學則利用紙箱擂臺預先進行競賽的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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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比賽結束後，老師開放時間

讓學生互相討論，並由組裝完成

的同學協助尚未組裝完成者，藉

由同儕互助學習的模式，讓整體

的學習氣氛更融洽與歡樂。 

三、同儕分享—動手操作，心得

發表 

  評貴老師並邀請同學上臺分

享製作技巧與分享車子故障如何

檢修，透過同儕的分享，也讓同

學更明白組裝的要點與故障的問題所在。 

四、檢核學習—分組競賽，統整學習 

  最後，老師邀請同桌同學在桌上 PK，打破

組別，進行分組競賽，藉由同臺競技的方式，

增加學習歡樂氣氛。 

  老師總結本堂課學習重點，並引導同學思

考日常生活中很多裝置都是屬於光感應器的應

用，了解所學與生活情境的連結。 

◎九年級許評貴老師理化課(901 班) 

一、在動手操作中體驗科學 

  九年級的直升班課程在下學期即將進行

Science Fair 的驗收階段，在這一堂課當中，評貴

老師運用了「氣動式怪手」組件包，讓同學經由

組裝的過程，體驗動手做的學習，了解「液壓」

的原理，為同學們在 Science Fair 的精彩呈現，預

作暖身。 

二、專注於每一項細節 

  在動手做的過程當中，每一位同

學莫不聚精會神地完成每一項操作步

驟，唯恐一時不察，組裝錯誤，導致

元件的運作不流暢或無法運作。 

  「做中學」的學習模式是現行中

學教育現場比較少見的，在這一堂課

中，相信同學藉由親自動手操作探

究，必能將學習的過程轉化成個人的

經驗，並進一步地加深印象，達到學

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