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109學年度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成果考核報告摘要表

學校基本資料

校名 臺中市立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屬性 普通高中

計畫第一次申請的學年度 102 學年度

執行計畫期間曾經暫緩或展延的時間 無

學校109學年度是否為訪視輔導學校 否

學校最近一次的學校總評鑑分數或等第 優等

校長於本校的服務年資 未滿一年、姓名：林隆諺

現任主任或秘書承辦計畫共幾年 2年、職稱：教務主任、姓名：彭佳偉

現任組長承辦計畫共幾年 未滿一年、處室：教學組、姓名：方妙鳳

110學年度SIEP或國際教育相關計畫是否申請通過 未申請

110學年度雙語實驗班計畫是否申請通過 未申請

109學年度學校人權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規劃

是否規劃 是、共 1 門

課程名稱或規劃內容 圖書館特色活動

課程類型 圖書館展覽活動

109學年度SDGs相關課程或活動規劃 是否規劃 否

109學年度與大學合作的課程

是否規劃 是、共 2 門

課程名稱或規劃內容 高三多元選修─微積分

課程類型 多元選修

課程名稱或規劃內容 高一微課程

課程類型 彈性課程-微課程

109學年度與社區產業合作的課程 是否規劃 否

推薦之亮點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類型

Mobius x金工x數學新詩 微課程

- 無

- 無

109學年度參加教育部或國教署教學
示例、教案或評量甄選獲獎之課程

多元選修規劃及實際開課情形

109學年度原本預計開課學分數 6

109學年度原本預計開課倍率 1.5

109學年度實際開課學分數 6

109學年度實際開課倍率 1.5

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含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情形

109學年度學校高一及高二學生總人數 1796

109學年度學校高一及高二有上傳的學生總人數 1664(截
至7/16)

109學年度學校高一及高二有上傳的學生比例
(有上傳的學生數/高一高二總人數)

92.65%
(截至
7/16)

109學年度上傳總件數 12193(截
至7/16)

109學年度自主學習的學生參與情形
高一參與人數 73 高一參與比例(參與人數/高一總人數) 8.2%

高二參與人數 845 高二參與比例(參與人數/高二總人數) 93.5%

109學年度自主學習的教師支援
(包含如諮詢、審核或指導等)情形 支援教師人數 72 支援教師比例(支援人數/全校教師總人數) 43.4%

增能工作坊辦理

主題 109學年度已辦理場次數 110學年度預計辦理場次數

資訊融入教學 2 2

戶外教育 2 2

雙語教學 0 2

國際教育 2 10

經費執行情形

教育部核定總計畫金額
經常門(仟元) 1,050 仟

元

資本門(仟元) 1,050 仟
元

經費執行率
經常門(%) 89.07 %

資本門(%) 94.82 %

109學年度
各項經費占

總計畫執行比例

子計畫A實際執行比例 73.55 %

子計畫B實際執行比例 92.31 %

子計畫C實際執行比例 74.26 %

子計畫D實際執行比例 %

未來二年執行課綱
於經費上最需要的協助

本校未來二年執行新課綱，經費上最需要的部分含各類新課程(含探究與實作)開發之增能研
習講師鐘點費、課程材料費，以及實施課程研發與教材教法、課程共備與研討之相關經費，
如物品費、雜支等。

高中優質化關鍵績效
指標(KPI)執行情形

1-1-1.評鑑成績未達80分
以上項目之比例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 近年無辦

理評鑑

2-1-1.教師參加研習平均時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小時) 18 小時

2-1-2.全校教師有參與各類研習人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人數) 152 人

2-1-3-1.全校已參加過素養導向教學
設計相關工作坊的教師人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人數) 92 人

2-1-3-2.全校已參加過素養導向教學
設計相關工作坊的教師比例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 55.4 %

2-1-4-1.全校已參加過素養導向教學
設計相關工作坊的教師人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人數) 159 人

2-1-4-2.全校已參加過素養導向教學
設計相關工作坊的教師比例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 96.3 %

2-2-1.全校教師參與
專業學習社群人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人數) 162 人

2-2-2.教師參與專業學習社群的比率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 97.6 %

2-3-1.學校每學年
公開授課的人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人數) 111 人

2-3-2.學校每學年
公開授課的辦理次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次數) 111 次

校長公開授課次數(單位：次數) 2 次

3-1-1.高一新生適性就近入學率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 43.14 %

4-2-1.學校每學年舉辦學生公開發表
課程與活動場數(包含校慶)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場次) 21 場次

5-1-1.學校校訂必修課程
實施課程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門) 24 門

5-1-2.學校多元選修課程
實施課程數 109執行現況值(單位：門) 53 門

全校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數及社群名單

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數 9 個

單科類型社群

普通科：
國文 英文 數學 歷史 地理 公民 物理 化學
生物 地理科學 美術 音樂 藝術生活 資訊科技
生活科技 家政 體育 輔導 健護

職業類科：
機械群 動力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土木與建築群 化工群
商業與管理群 外語群 餐旅群 家政群 農業群 食品群
海事群暨水產群 藝術群

跨科或跨領域社群
作歷史先備團社群、校解史地與國際連結社群、人與社會社群、探究
與實作(自然領域)、藝能社群(創新生活與家庭課程、藝術表現與實踐
課程)、特教社群等。

任務導向或其他社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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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子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與說明 

    臺中一中 109 學年度優質化計畫，參考學生素質、學校課程與教
學現況等 SWOT分析與因應策略，依據專家審查意見與諮詢建議，經校
長領導並於校級自主管理會議聚焦後，將學校發展目標落實於各子計
畫、分支計畫執行。經過檢核，臺中一中在學生表現、教師精進、課程
發展與教學設備更新皆頗有成效。 

 一、子計畫 A 實施成果檢討 

 臺中一中子計畫 A 為「課綱課程發展計畫」，除了實施新課綱提供學
生更多元的自主學習樣貌外，學校亦辦理校訂必修期末海報發表、教師
自主辦理多元選修期末成果發表，促進學生檔案管理以及上傳學習歷
程檔案能力。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請詳表 1子計畫 A實施成果檢討表。 

 

表 1  子計畫 A實施成果檢討表 
子計畫 

編號/名稱 A-課綱課程發展計畫 

年度執行 

重點 

    109學年度的A-課綱課程發展計畫，以強化新課綱的課程實施為主，例

如各類必選修課程的實行與修正、教師公開說觀議課的落實、課程評鑑工具

的發展、以及校務行政系統的優化等。 

執行情形  

    本校為銜接新課綱，已完成學生圖像與課程地圖，發展出2組具備校本

核心素養的校訂必修課程、高一高三共53門自104學年度以來陸續精緻化現

已完成之各具特色的多元選修課程、高一除了提供學生自主學習選擇外亦有

24門擴展學生多元試探與學習的彈性學習-微課程，本校不同課程各具發展

特色，所對應校本學生初階與進階能力指標亦皆紀錄於教學組，本校所發展

的教學計畫表中。  

執行效益

（含亮點） 

一、 新課綱課程規劃亮點 

強調素養導向與多元試探的課程設計，提供學生發表學習成果的機會。

新課綱各類課程內容如下: 

項目 類別/課程名稱 

課程地圖 文史哲法商學群、數理工程學群、生物醫藥衛生學群。 

校訂必修 人文社會專題探究、數理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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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 

一、高一 30門多元選修課程:混 3‧閱讀─跨文本×跨媒材×
跨領域、敘事醫學、閱讀理解與企畫編採、新聞議題看
世界、唱歌學英文、看影片學英文、表達力課程、極限
賞析、拈花惹草-植物自然觀察、從桌遊中學習、玩積
木學科技、哲學探討、人與社會、從影視學政治、基礎
素描、運動科學、小資創業與行銷 A、小資創業與行銷
B、數位編輯、太極拳與技擊應用、武術的探源與體悟
及人生的應用、第二外語-日語進階、第二外語-日語 A、
第二外語-日語 B、第二外語-日語 C、第二外語-法語 A、
第二外語-法語 B、第二外語─德語 A、第二外語─德語
B、第二外語─西班牙語等。 

二、高三 23門多元選修課程: 趣味中文、現代小說選讀、
類型文學、電影裡的議題探索、看電影學英文、新聞英
文、微積分 A、微積分 B(初探大學微積分)、微積分 C(大
學微積分概論)、Y化學、物理精進演習、玉山學、社會
科學履歷撰寫、影視職人秀、認知記憶與歷史再思考、
素描、數位音樂創作、性別與電影、桌遊探究與實作、
西班牙語文化與社會、德瑞奧文化與社會、會計和商學
的專業運用和理工的跨介運用、運動保健等。 

自主學習 

一、自主學習規劃 

學生可依照學習需求，填寫自主學習規劃表完成自主學習，高

一目前依選擇人數開設自主學習─跨班社群、自主學習─美術

班共2班，高二則全學年實施。 

二、24門彈性學習-微課程 

學生亦可依照興趣，自由選擇本校彈性學習-微課程:前刀系氏

樂、XY軸迷宮的座標們、傳統弓箭與六藝禮射、烏克麗麗入門、

莎士比亞導讀：我們與愛的距離、Mobius x金工x數學新詩、

工業化食物生產的利與弊、臨床醫學職涯的初步認識、微機解

me-安卓A班、 微機解me-蘋果A班、樂活排球趣、“桌”住別

人的目光、“籃”網奇蹟、咖啡沖泡與文化、紙上療癒性空間

探究-東方繪畫創作、快樂幸福學、醫學與科技、淺談牙醫學、

牙醫人生、基礎材料學導論、不深夜的天文六堂─天文實作課

程、生命演化的故事、天文漫步、基因與社會、等。 

二、 執行效益 

量的效益 質的效益 

完成高一上下學期高三下學期多元選修課程

設計與實施 53 門、彈性學習-微課程 24 門、自

主學習規劃表 1 個、校訂必修期末海報發表 2

場、教師自主辦理多元選修期末成果發表1場、

團體活動規劃、提升課程管理系統、教師參與

新課綱課程發展比例達七成以上、全校公開授

課教師比例達七成以上等計畫目標。 

讓學校在既有的自然科學

為主的校園學習氛圍基礎

上，開創出學生學習更自

主、多元化與教師互動社群

化的校園新風貌，完成並精

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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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 

成果照片 

  

109校級自主管理工作坊實施內涵 
20210413 

多元選修-桌遊設計發表 

  
高二校訂必修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多元選修期末成果發表  

  

學校課程評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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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子計畫 B 實施成果檢討 

臺中一中子計畫 B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計畫包含「B-1單科

類型社群、B-2跨領域類型社群」，109學年度於「課程設計、教師專

業成長、共備觀議課、自主管理、教學設備」等各項內涵持續精進，

並逐項達成計畫目標，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請詳表 2子計畫 B實施成果

檢討表。 

表 2  子計畫 B實施成果檢討表 
子計畫 

編號/名稱 B-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計畫 

年度執行 

重點 

執行重點主要創新教材、活化課程設計、發展校訂必修專題探究、社會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及多元選修等特色課程，提供學生學習與探詢自我願景以對

應新課綱之學習目標；另外增強社群動能、跨校共備之教師社群，定期聚會

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與精進。 

執行情形 

本校109學年度持續推動各領域教師PLC，透過計劃發展與檢討會議、課程研

發、課程共備與研討、公開觀課等具體作為，鼓勵教師增能、凝聚教師共識，

將素養融入課程設計，協助教師在課程與總綱核心素養的對應與教材創新，

並建構學生學習與素養對應之評量等。 

執行效益

（含亮點） 

一、社群亮點 

依照任務分工與整合，本校B-1單科類型社群分成閱讀與表達社群、英文聽講

閱讀課程開發研習社群、尤拉社群；B-2跨領域類型社群分成作歷史先備團社群、

校解史地與國際連結社群、人與社會社群、探究與實作(自然領域)社群、藝能

社群、特教社群等，總計9個社群，進行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 

二、 執行效益  

量的效益 質的效益 

1.全校任教高一二之教師，達全校七
成，完成公開觀課。 

2.七成教師投入新課綱課程設計與
教材創新等。  

教師教材持續創新、專業知能成長，
達成教學團隊創新與協作之目標。
定期聚會與核心素養的對應，能深
化教師對話，完成並精進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綱課程。  

 

執行與 

成果照片 

  

 20200918國文科 

林素珍教授國文寫作講座 

20210514路寒袖（王志誠） 

紅土上的相思-台中文史的今與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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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0英文科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 

20210323 

學習歷程檔案設計與教學實務經驗分享 

  
20210420 

聽說活動教學實務經驗分享 

20201021數學科 

SOIL 認知與教學心法研習 

  
20210331數學科 

拈花惹草的數學 

20210421數學科 

108課綱課程計算機融入教學 

  
20201117歷史科 

永不停止的戰爭：軍人日記的生活日常 

20210313歷史科 

族群專題 

 

  
 20210410歷史科 

加深加廣-性別專題 

20201113公民科 

前進東南亞教師增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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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8公民科 

寰宇文史法律行動學習方案 

2021124公民科 

寒假人社營 

 

  
 20201110公民科、地理科 

弘道基金會實察 

20201208公民科、地理科 

國際移工議題-東協廣場實察 

 

  
 20210124地理科 

澳紐國際教育專題 

20210430地理科 

全球在地化藝術增能 

 

  
 20201016起每週五 07:20-08:00地理科 

美臺文史視訊交流 

 

  
 20210127、20210203地理科 

國際教育志工下鄉領導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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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9自然科 

跨領域自然議題工作坊 

20210422自然科 

跨科研習 

 

  
 20201016美術科 

75公升的游移工作室 

20210416美術科 

陳一凡教授「當代藝術面面觀」創作工作坊 

 

  
 20210418美術科 

胡慧琴老師食器style陶盤實作工作坊 

20200922家政科 

創新生活與家庭-生活雅趣印章雕刻實作研習 

 

  
 20210421、0428、0505特教組 

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支持系統工作坊-正確擺位及身體保健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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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計畫 C 實施成果檢討  

臺中一中子計畫 C為「課綱課程組織與運作計畫」，為順利銜接新

課綱，本校行政團隊各司其職、攜手前行，並自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成立「課程核心小組」、106學年度接續成立「校訂必修小組、課程諮

輔小組、彈性學習小組」等，109學年度各課程發展委員為推舉產生，

並定期舉行相關工作會議，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請詳表 3 子計畫 C 實施

成果檢討表。 

表 3  子計畫 C實施成果檢討表 

子計畫 
編號/名稱 C-課綱課程組織與運作計畫 

年度執行 

重點 

本計畫執行重點包含： 
一、確立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運作模式。 
二、建立課綱核心小組系統化思考與架構化規畫之能力。。 
三、提升核心小組成員正向思考與引導教師社群之能力。 
四、培養核心小組具有團隊共創之能力，藉以引導學校教師熟悉以團隊共創

模式思考與解決問題。 
五、滾動修正三年學分表、校定必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等課程規劃並確

立選課輔導、課程諮詢等機制。 
六、課程評鑑模式之發展與建立。 
七、建立有效的區域交流活動。 

執行情形 
各委員會定期聚會，透過課發會組織運作、課程核心小組、課程與課務規劃、
教師成長規劃、教材審議與課程評鑑發展、區域交流等項目內容，凝聚學校
課程發展共識，達成區域共好共榮目標。 

執行效益

（含亮點） 

一、委員會亮點 
    各委員會各司其職，完成並修正三年學分表、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彈

性學習等課程規劃並確立選課輔導、課程諮詢等機制。 
二、 執行效益  

量的效益 質的效益 

辦理新課綱教師增能講座
3場、區域增能研習 3場、
專家諮詢會議 1場。 

培訓各工作小組具有團隊帶領能力，提升行
政處室協作動能；另外，透過校本諮輔，以長
期陪伴之教授專家，穩定推動成員信心；透過
校際交流與區域交流，增強計畫成員能力。 

 

執行與 

成果照片  

  

20201119 

大學選材-學習歷程優劣與新課綱增能講座 

20201125 

課程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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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04 

課程發展委員會 

20210413 

課程發展委員會 

  
20201029 

校級自主管理會議 

20210401 

校級自主管理會議 

  
20210513 

校級自主管理會議 

20210603 

專家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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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體檢討與改進  

    本校優質化發展及學校改進之整體效能參考課推課發回報單、高

優問卷之結果分析後，分項說明如下: 

 

 一、課推與課發現況調查回報單分析 

    其中「C1-4 學校進行課程評鑑」計畫達成度自評分數較低，專家

諮詢會議中建議學校可先評鑑，依結果再修正或精緻化課程評鑑辦

法；學校經 109 年 10 月完成課程評鑑之結果，改進策略有二:(一)紙

本表單有效回收率僅達 64.57%，109 評鑑改為線上表單供教師填報，

也利彙整(二)課程評鑑檢核表已於課發會檢討修正後通過，於 110 年

6 月實施。 

 

 二、高優問卷之結果分析 

  (一)學校經營與發展優良 

行政對該變項的自評平均值 8.37 為「高度、 很多或非常良好」，比全

體學校(249 校)平均值 7.68 更高。 

 (二)教師課程發展順利 

教師在「學校經營與發展、教師專業發展、素養教學」各變項平均值，

亦皆比全體學校平均值更高。 

 (三)學生學習主動投入 

學生在「閱讀興趣、學校歸屬感、素養學習經驗、素養學習表現」各

變項平均值，除了「閱讀理解學習、全球素養」小項外，其餘亦皆比

全體學校平均值更高。 

   

  綜合上述資料分析後，本校除了在課程評鑑實施後持續修正外，針

對學生學習中「閱讀理解學習、全球素養」項度未達全體學校平均數的

情形，將鼓勵教師融入教學課程設計、培養學生優良的閱讀習慣，以期

學生有更佳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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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優質化關鍵績效指標成果 

臺中一中高中優質化關鍵績效指標，在「學校評鑑或行政效能提
升、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就近入學、學生適性揚才、課程特色發展」等
五個面向之執行成果與持續策略，分述如下﹕ 

  一、學校評鑑或行政效能提升 

    經由行政領導與教師增能精進後，學校朝向 E 化發展，行政與
教師溝通效能亦大大提升，強化學校自主管理，增進學校辦學績效。。 

  二、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教師 109 學年度參加新課綱課程設計達七成以上，高一高
二授課教師公開授課達 100%，各科教師皆以發展新課綱課程設計為
主要工作要點，並依據學生特性規畫校訂必修、加深加廣選修、多元
選修等各具特色的課程。教師除了增加各科領域內的專業知能，本學
年提升更多的學科及跨領域共備研習，透過不同屬性的研習增加各
位教師的專業及實務能力；未來將持續透過優質化計畫，持續精進教
師專業發展，以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來成就每一個孩子。 

  三、學生就近入學 

    本校於下學期至暑假不定期舉辦科學及人文講座、研習及營隊，
讓國中師生更進一步了解本校的特色課程，並藉由臺中市政府主辦
的臺中市中小學課程博覽會，讓師生及家長更進一步提前與本校師
長對話，了解本校的教育方向及學生的升學進路…等；未來亦將持續
辦理。 

  四、學生適性揚才 

    本校不論在數理科及人文社會科亦或是藝能科目皆有不錯的成
績表現，包含國語文競賽多年榮獲臺中市高中組團體第一名並於全
國決賽榮獲特優，地理奧林匹亞更是連續 19 年參賽並連續 3 年榮獲
最高殊榮一等獎；數理方面更是表現突出，國際奧林匹亞、科展、能
力競試等得獎不勝枚舉，藝能科諸如美術、音樂、體育…等也頻頻在
臺中市及全國賽中得到優秀的成績。學生表現在各專業類科(學科及
藝能科)未達 80 分比率亦已逐次降低，在校訂必修、自主學習亦主動
參加學校所辦理之期末成果發表，樂於分享學習成果。 

  五、課程特色發展 

    自 103 學年度以來，透過各委員會定期會議，完成並修正三年
學分表、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等課程規劃並確立選課輔
導、課程諮詢等機制。上述課程近年試行後，有許多課程也從單科到
跨科甚至領域的共同施行，甚至有大學端醫藥、資訊、建築等相關課
程補足本校學生之學習需求，未來將持續鼓勵教師優化課程，創造師
生共贏教學/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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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亮點課程 

本校自 103 學年度申請優質化計畫以來，持續課程精進，多數課

程設計精緻化，以下列舉本校自主學習-微課程之「Mobius x 金工 x 數

學新詩」作為分享，學校亮點課程之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果請詳見表 4；

該課程之課程及教學規劃表則請參見附件 p.19 說明。  

 

表 4  學校亮點課程成果與教學策略表 

課程主題或名稱 
微課程—Mobius x 金工 x 數學新詩 

「課程及教學規劃表」請參見附件 p.19。 

課程所屬之高中

優質化子計畫 
B-教師課程協作與教學增能計畫 

授課社群教師名單 林珮君、姚艾娟、黃仁傑(外校)。 

教學對象 高一 

課程亮點說明 

一、本課程自 108 學年度起，歷經研發、修正、調整、教師研習先
行試行、再修正等歷程，完成 6 週課模組進行全校推廣。課程
甫推出半年，便於 110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和數
感實驗室主辦的「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中，獲得新詩組「全
國第三」銅牌獎之殊榮。其後共備教師仍持續進行研發，對課
程設計進行全面審視，加入美感教育與生命教育，使學生能體
察生活之美，從而融入作品之中。 

二、課程的亮點如下： 

 (一)循序漸進 
每一週均為一個課程模組，共計 6 週課程，循序漸進帶領學生
進入金與火、數學與文學的世界中。 

  

認識 Mobius ring 的幾何特性 數學元素、符號、文學的連結 

  

每個小才子都可以激發文青的特質 
上課「安全第一」，先專心聽看老師

示範的每一個用火、鍛敲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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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致志於設計獨特的戒指 滿滿的成就感 

 (二)生命哲學 

從認識拓撲學結構中的 Mobius ring「莫比烏斯環」開始，讓莫
比烏斯環「無限循環」的特質連結科學、美學與生命思索。 

      
 (三)跨域學習 

透過數學符號與文學新詩的激盪進行課程設計，充分發揮跨領
域學習的精神，並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數學新詩比賽。 

 
 (四)創意設計 

每位學生都要親手繪製自己「莫比烏斯環」的設計圖並思索要
雋刻其上的文字、格言、誰或誰的名字，學習慎始的虔誠之
心。 

        
 (五)從做中學 

經過專業指導及金屬特性的解說後，學生學習使用鉗子、線
鋸、火槍等工具，以耐心、細心、專心進行金工初體驗，學習
從反覆失敗中摸索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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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珍貴心意 

每位學生都試圖在有限時間中完成 2-3個戒子，送給心目中最
重要的人。且幾乎都將粗拙的留給自己，精美的贈與所愛—也
許是母親、也許是好朋友、也許是情人，都是愛的呈現、美的
極致。 

      

教學策略的適切

與獨特性 

一、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在學校的支持下，購置齊全的工具，讓學生一進到金工教室就
興起認真的態度，且足夠的工具亦使六周微課程能發揮時間最
大化效益。 

 
二、壓低成本、增加意願 

為了不讓學生上課額外負擔過多的材料費用，林珮君老師多方
探索，充分發揮數學老師對數字的敏銳度，選擇多種銀材料的
替代材料，或是免費提供銅材，讓「莫比烏斯環」戒指成本變
低、美感不變，可恆久遠。 

     
三、參加比賽、獎金高額 

學生在課堂上新詩寫作的作品可參加「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
的比賽，最高可獲得獎金 2 萬元。且參賽過程可製作成完美的
學習歷程。姚艾娟老師與想參加比賽的學生們經過數十次的來
回指導討論，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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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域嘗試、素養實作 

金工課程將數學、文學、物理、化學等等中
學的學科知識串聯在一起，讓學生體會生
活即是學習，學校學的知識也能處處應用
在生活工藝上。 

 

五、送禮自用、獨一無二 

學生可使用專業字模雋刻心語。透過手作的溫度傳達青春的真誠。 

      
六、美感能力、一生相隨 

 手作技術是帶著走的能力，許多選修過的學生開始注意生活周
遭可運用的材料進行創作。有學生利用廢棄的飲料鋁罐創作，
經過鎔鑄、塑模、打磨，最後完成獨一無二、維妙維肖的案頭
摩艾石像。 

學生學習表現 

與成果 

一、學生能在專業的教室中進行最有效率的學習。 

二、學生能完成每週進度，從創意、設計、數學新詩、戒指完成中
審視自己學習的各種可能性。 

三、學生能逐步克服手作的陌生感，一步步完成作品並接受不完美
也是一種完美。 

四、學生能在修課後，將作品贈與他人，不論是母親節禮物或是情

人節禮物或是感謝的心意禮物，都能在付出中得到成就感，體

會表達心意的快樂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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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菁英典範精緻卓越 

樂育菁莪，群英搖籃  風華典贍，垂範德世 

良玉精金，雅緻博通  高才卓識，攀越巔峰 

 

    臺中一中在執行 103~108 學年度優質化特色領航計畫後，逐步達成「理

想學生圖像、校本能力指標、校訂必修課程架構與內容、多元選修課程設計

與實施、彈性學習與團體活動規劃、課程地圖初稿、提升課程管理系統」等

計畫目標，讓學校在既有的自然科學為主的校園學習氛圍基礎上，開創出學

生學習更多元化與教師互動社群化的校園新風貌。 

    課程發展部份，透過教師社群的協作，於高一開設特色課程 30 門，以

及彈性學習微課程 25 門，藉由議題探究、學生實作與分組合作、課程主題

的多元與上課方式的活潑化，達成培養校本基本素養「博學思辨、美感創造、

溝通領導、社會關懷、全球視野」之「豪情一中人」目標，落實培養學生能

力，發展課程評鑑之工具，確認課程目標的達成，延續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

思考，皆搭配前導學校計畫同步穩健進行，相互支援。 

    教師專業發展部分，透過教師增能研習與教師社群的議題探究，讓教

學傾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程設計與實施；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

會與藝能六大科亦已具有其社群，並有包括表達力、國際教育、歷史「誰的

東南亞」、家政烹飪以及全球在地化等跨校教師社群，定期舉辦課程共備、

增能研習、讀書會與議題探討，以及進行校本核心素養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準備的討論。此過程不僅達成教師增能的目標，更形塑了共備共

好的校園文化。       

    未來將從教師教學為中心之校課程規劃，逐步轉化為落實培養學生核

心素養為目標，同時建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思考；這些重點工作之推動都

必需讓教師逐漸理解學生核心素養的重要，以及逐步熟悉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與多元評量方能成功，並透過前導與高優計畫引入更多外部資源以提升

內部動能。本校將於現有的基礎上，持續精進，團隊共創，再造臺中一中下

一個百年新風華，領航未來，持續為國家、社會培養棟梁青年才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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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附件一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高優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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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亮點課程「Mobius X金工 X數學新詩」之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Mobius x金工 x數學新詩(微課程) 

英文名稱： M&L Spark of Silver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0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 

素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博學思辨、美感創造、溝通領導、社會關懷、全球視野 

學習目標： 

1.能了解數學拓撲學的「莫比烏斯環」。 

2.能欣賞古今中外藝術創作者以及建築設計對「莫比烏斯環」意念的詮

釋。 

3.能以新詩的形式抒發對數學的認識。 

4.能以金工技法創作出獨一無二的首飾。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拓撲學結構的奇妙

圖形 

認識「莫比烏斯環(Mobius ring)」，利用高

一數學的三角比推導出Mobius ring的參數

式、並引導出整數解的性質。欣賞雕塑家、

美術家與電影創作者詮釋的「莫比烏斯環

(Mobius ring)」。 

第二週 數學新詩的創作 
創作數學新詩以歌詠自己所理解的Mobius 

ring。 

第三週 金工課程 
讓學生認識銀金屬的物理與化學特性，能設

計首飾，並練習金屬的敲打與扭轉。 

第四週 金工課程 讓學生練習焊接技法。 

第五週 金工課程 讓學生練習打磨拋光等技法。 

第六週 理化課程 
讓學生至少做三個銅指環，並用來做一個化

學「點石成金-鍍鋅」實驗。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實作評量 

對應學群： 數理化、藝術、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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