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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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年度的執行類型

學校108學年度是否為訪視輔導學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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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年、姓名：陳木柱

現任主任或秘書承辦計畫共幾年 未滿一年、職稱：教務主任、姓名：彭佳偉

現任組長承辦計畫共幾年 3年、處室：教學組、姓名：鍾舜宇

學校國際教育相關之課程或規劃 多元選修:新聞議題看世界

學校數位融入教學之規劃 多元選修:數位編輯

推薦之亮點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類型

表達力課程 多元選修

經費執行情形

教育部核定總計畫金額

經常門(仟元) 2,404 仟元

資本門(仟元) 2,096 仟元

經費執行率

經常門(%) 85 %

資本門(%) 90.45 %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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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 %

子計畫B實際執行比例 87.37 %

子計畫C實際執行比例 85.59 %

子計畫D實際執行比例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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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 0 %

2-1-1.教師參加研習平均時數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小時) 19.5 小時

2-2-1.教師參與
專業學習社群的比率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 97 %

2-3-1.學校每學年
公開授課的人數

108執行現況值
(單位：人數)不累加 50 人

2-3-2.學校每學年
公開授課的辦理次數

108執行現況值
(單位：次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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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 9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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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執行現況值
(單位：場次)不累加 20 場次

5-1-1.學校校訂必修課程
實施課程數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門) 0 門

5-1-2.學校多元選修課程
實施課程數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門) 30 門



教育部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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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年度的執行類型

學校108學年度是否為訪視輔導學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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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年、姓名：陳木柱

現任主任或秘書承辦計畫共幾年 未滿一年、職稱：教務主任、姓名：彭佳偉

現任組長承辦計畫共幾年 3年、處室：教學組、姓名：鍾舜宇

學校國際教育相關之課程或規劃 多元選修:新聞議題看世界

學校數位融入教學之規劃 多元選修:數位編輯

推薦之亮點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類型

表達力課程 多元選修

經費執行情形

教育部核定總計畫金額

經常門(仟元) 2,404 仟元

資本門(仟元) 2,096 仟元

經費執行率

經常門(%) 85 %

資本門(%) 90.45 %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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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 %

子計畫B實際執行比例 87.37 %

子計畫C實際執行比例 85.59 %

子計畫D實際執行比例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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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 0 %

2-1-1.教師參加研習平均時數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小時) 19.5 小時

2-2-1.教師參與
專業學習社群的比率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 97 %

2-3-1.學校每學年
公開授課的人數

108執行現況值
(單位：人數)不累加 50 人

2-3-2.學校每學年
公開授課的辦理次數

108執行現況值
(單位：次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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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 9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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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執行現況值
(單位：場次)不累加 20 場次

5-1-1.學校校訂必修課程
實施課程數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門) 0 門

5-1-2.學校多元選修課程
實施課程數 108執行現況值(單位：門) 30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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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子計畫實施成果檢討與說明 

    臺中一中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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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108學年度已
經達成「學生圖像、校本能力指標、課程地圖、校訂必修教學計劃與
試行、多元選修課程設計與實施、彈性學習與團體活動規劃」等計畫
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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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子計畫目標

和分支計畫

目標 

    108學年度的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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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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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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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選修 

本校多元選修課程:類型文學(政治、旅遊、飲食、奇幻、
武俠)、現代散文、有話好說、Read for Enjoyment 英文
悅讀課、Fun English、英文聽講練習、基礎數學、數學建
模專題探究、拈花惹草-植物自然觀察、探究與實作-物理
篇、從桌遊中學習、哲學探討、一中行銷王、香港學、基
礎素描、運動科學、小資創業與行銷、太極拳與技擊應用、
武術的探源與人生體悟、數位編輯、表達力課程、第二外
語-日語(Ａ)(Ｂ) (Ｃ)(Ｄ)、第二外語-法語(Ａ)(Ｂ)、第
二外語-德語(Ａ)(Ｂ)、第二外語-西班牙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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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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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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樂

音-翫母語、前刀糸氏樂(Fun paper-cutting)、鬼的文學想像

與人文解讀、文學的壁咚、中級英語口說練習、中英翻譯I: 法

則與實作、英文口說練習、數學軟體GeoGebra實作與應用、

數學競賽的常見不等式專題、密碼學、認識占星學、小資旅行

趣、飲食與文化（東北亞篇）、教室裡的社會學、戰爭與和平、

生物選手培訓微課程、能源課程(地球科學)、工業化食物生產

的利與弊、微機解me-安卓A班、微機解me-安卓B班、微機

解me-蘋果A班、手作筆、運動與休閒撞球、籃球、網住人生、

樂活排球趣、羽球培訓、“桌”住別人的目光、材料工程概論、

醫師職涯初探、醫學與科技、牙醫人生等。 

二、 執行效益 

量的效益 質的效益 

完成學生圖像 1 個、校本能力指標 5

個、課程地圖 3 學群、校訂必修課程 2

組、多元選修課程設計與實施 30 門以

上、彈性學習-微課程 28 門以上、自主

學習規劃表 1 個、團體活動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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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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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108-1校級自主管理工作坊實施內涵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計畫主要檢核項目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新課綱完成規劃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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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108-2 新增大學合作-多元選修 

20191129長庚大學醫學系結盟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108-2將新增彈性課程-大學/業界合作 

東海資工/建築，鈦思科技(鴻海文教基金會)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108-2校級自主管理工作坊實施內涵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202003277停課不停學-線上直播課程說明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20200410停課不停學-線上直播課程說明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108-2線上直播軟體使用情形(採樣117人)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20200414第一次108課綱核心小組會議 

A-新課綱課程總體發展計畫 

108-2「校園解說培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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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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
新識界計畫、B-2全球在地化計畫、B-3創藝賽恩思計畫」，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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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目標

和分支計畫

目標 

 

 分支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B-1 

悅讀新識界計畫 

「悅讀新識界」主要在培養學生理性與感性的能力。

在閱讀理解與語文表達方面，齊頭並進，達到悅讀、

書寫知性與感性的層次，並建構校本「博學思辨、美

感創造與溝通領導」素養。 

B-2 

 全球在地化計畫 

「全球在地化」主要活化創新公民與社會、歷史課程、

地理課程的知識，發展特色課程-社會科學概論、區域

學、歷史專題、地理實用課程之規劃，提供學生 108

課綱自我精進、系統思考、公民意識、團隊合作與多

元文化素養；透過教師專業成長，成立教師成長社群，

定期聚會，研發新教材，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B-3 

創藝賽恩思計畫 

「創藝賽恩思計畫」主要創新藝能、數學、自然相關

課程、發展校訂必修課程、專題探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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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增強藝能科、

數學科、自然科 P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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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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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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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含亮點） 

一、社群亮點 

依照任務分工，本校共有1.課程核心小組2.校訂必修-人文社會專題探究

小組3.校訂必修-數理研究方法小組4.課程諮輔小組5.彈性學習小組6.

多元選修-敘事醫學7.多元選修-有話好說8.多元選修-閱讀9.多元選修-

眾聲喧嘩10.多元選修-當科普遇見文學(當代散文)、語表遊戲站11.多元

選修-實用中文(大考讀寫說)12.多元選修-香港學(文學香港)13.英語辯

論社群14.英文聽講閱讀課程開發研習社群15.作歷史先備團16.「誰的」

東南亞？合科共備社群17.ICT3SGE密碼計畫社群18.PowerCivic19.藝能

科PLC20.家政科跨校共備21.桌遊學習PLC22.數學建模研究社群23.開發

增能行動社群24.數學探秘共備社群25.應用數學共備社群26.自然科PLC

等，總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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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任教高一之教師完成公開觀課。 
2.147位教師(比例佔 91.3%)完成素養提
升課程設計增能，平均研習時數達
18.44小時。 

3.執行並持續精進校訂必修、加深加廣選
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微課程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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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191122國文科「人與海的對話-流浪到漂流講座」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190924英文科「高中英文小說選讀講座」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191022英文科「英文寫作教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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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190920圖書館「那些電影教我的事人生中的靈感與解答都藏在電影裡」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1109歷史科「台灣原住民專題演講」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1109歷史科「台灣原住民專題演講」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1110歷史科「桃園、東南亞街區導覽」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1110歷史科「桃園東南亞書店望見書間研習」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0808~0815地理科「空間資訊專題研究

方法與資源介紹」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1102地理科「野外實察教學活動」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1008公民科「富豪爭霸戰桌遊體驗及

理財教育在公民課的應用」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191127公民科「體驗式教學之課堂運用

融入公民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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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003數學科「社群研習-校本課程設計」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017數學科「社群研習-多媒體應用」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0822中一中生物達人培訓營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0822中一中生物達人培訓營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024自然科「教師增能：實驗設計」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128自然科「教師增能： 

顯微跨界工作坊-顯微下的1000紙鈔」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0924桌遊「桌遊學習課程」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108-1家政科學生學習&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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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001家政科「新課綱課程設計講座:麝香貓咖啡的創新產品設計」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家政跨校共備(一中、文華、新民、豐中、竹山、南女中) 
20191203「美味實驗室:水質檢測筆與食物的味覺比較講座」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101藝能科「新課綱美術課程素養講座」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128美術科「電解圖騰電印機烙印工作坊」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191024資源班「烏克麗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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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200410國文科「徐國能教授飲食文學講座」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200421英文科「跨領域素養教學示例-One 

Less Straw Project少一根吸管計畫」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200512英文科「命題速可達」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200327圖書館「國際志工的公益旅行」 

B-1悅讀新識界計畫 
20200424圖書館「加一」的人生哲學 
-如何在課業與夢想之間尋求平衡？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200319歷史科「琉球三線的歷史源流 

與基礎教學」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200326歷史科「琉球歌謠中的庶民文化 

與基礎教學」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200307地理科「城市英文導覽實作」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200330地理科「解說表達力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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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全球在地化計畫 

20200119公民科「寒假人文社會營」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200324數學科「數學建模課程設計實作」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200417數學科「數學建模課程設計分享」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200507自然科「美感素養塑陶工作坊」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200401家政科「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口罩

套/杯套手縫工作坊」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200410家政科「美味實驗室: 咖啡風味

與杯測工作坊」 
 

  
B-3創藝賽恩思計畫 

20200507美術科「解密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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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子計畫 C 實施成果檢討  

臺中一中子計畫C為「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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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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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子計畫目標

和分支計畫

目標 

本計畫具體目標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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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任務小組運作 
包含:1.彈性學習產出校本特色活動、選手培
訓、微課程等至少18週2.規劃各科課程諮輔
教師研習進程，至少涵蓋兩個年級所需3.進行
1次課程評鑑等。 

二、校本及區域諮詢輔導與校際交流計畫 
本校 108 學年度辦理小圈增能 5 場、小圈
諮輔 8場、大圈諮輔 2場、校本諮輔 2場、
區域交流分享 6 場，參與學校包括前導伙
伴與 Big5伙伴學校。 

培訓核心小組、課程規劃、課
務規劃與課程評鑑小組等成
員具有團隊帶領能力，提升行
政處室協作動能，降低對新課
綱規劃之焦慮、增進同仁共創
共榮的潛在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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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新課綱任務分工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新課綱委員會 

- 11 -



12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20190819臺中一中x武陵高中校際交流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20190829 108學年度校務行政暨學生學習

歷程線上操作教育訓練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20191217高一導師108課綱專題(第一梯次)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20191224高一教師108課綱專題(第二梯次)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20191224 高教策略聯盟記者會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108-2學期/五所大學/八門選修課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20200411「實境遊戲工作坊」 

  
C-新課綱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及區域交流計畫 

20200529「客家文化與植物染探究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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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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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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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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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優質化關鍵績效指標成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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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優問卷之結果、課推

課發回報單之分析、校本及區域諮詢輔導之建議後，分項說明如下: 

 

  (一)學生學習與教師專業發展皆表現優良 

          從附件一高優問卷之結果，可以看出學生在「閱讀興趣、學校

歸屬感、素養學習經驗、素養學習表現」等項度，本校平均值皆高

於239所高優學校平均值；而教師在「學校經營與發展、教師專業發

展、素養教學」等向度，本校平均值亦皆高於239所高優學校平均值。 

  (二)總體課程架構進程與檢核 

1.「C1-5課發會已經執行課程評鑑」自評分數較低，學校109學年度將依照

諮輔委員建議，先行進行評鑑，依結果再修正或精緻化課程評鑑辦法。        

2.「C3-1高二學生適性分組輔導辦法之訂立與實施」自評分數較低，學

校109學年度將持續進行高二學生適性分組輔導辦法之訂立與實施。 

3.「C3-2提供選修課程之課堂管理工具與實施」自評分數較低，主要因

學校教師請假系統與課務系統無法結合，導致實務操作上有所困難。

未來學校將持續進行系統整合，以利校務推動與實施。 

 

圖 1  總體課程架構進程與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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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課程架構進程之檢核 

    本校各學習領域均依照新課綱逐步實施，優質化計畫經費亦支持

各學習領域，在「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協助教師發展課程與活化教學、

學習社群/教師公開觀議課、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課程設計協助學

生逐步呈現學習歷程」等方面，皆依計畫如期優質進行。 

 

 

圖 2  各課程架構進程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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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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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評鑑提升 
    經由本學年度的教師增能精進後，各專業類科(學科及藝能科)未達
80 分比率已逐次降低；本校已將本校評鑑成績未達優等(90 分以上)列入
下學年優質化計畫中，未來將強化學校自主管理，增進學校辦學績效。 

  (二)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教師於108學年度參加研習時數平均達18.44小時/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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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國語文競賽連續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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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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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鼓勵學生從校訂必修課程、多元選修課程、彈性學習等持續精進
自我，更進一步提升學術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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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類課程內容與時間規劃如下圖所示: 

 
圖 3  臺中一中各類課程內容與時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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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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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舉本校榮獲教學卓越獎-金質獎之「多元選修-
表達力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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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模組及其他參考資料」則請
參見附件 pp.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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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選修-表達力課程 

「課程及教學規劃表」請參見附件 pp.20~23。 

課程所屬之高中

優質化子計畫 
B-3 創藝賽恩思計畫 

授課社群教師名單 
陳光鴻、林燕媚、楊孟珠、陳孟宏、魏秀蘭(外校)、陳昭如(外校)、

曾荃鈺(外校)。 

教學對象 高一 

課程亮點說明 

本課程自 103 學年度起，歷經研發、修正、調整、試行、再修正等
歷程，完成 18 週課模組進行全國推廣，於 106 年度獲全國教學卓越
金質獎肯定。其後共備教師社群仍持續進行研發，對課程設計進行
全面審視，自 108 學年度起，加入生命教育議題與課程內容，使學
生能體察生命的意義，從而在表達中具備人文關懷。 

課程的亮點如下： 

1.每一週均為一個課程模組，共計有 12 週課程，另外 6 週課程可搭
配不同的學生屬性，進行適性自主學習或教學。 

2.透過 UbD 與 LbD 進行課程設計。 

3.融入式系統思考與設計思考教學，雙菱形課程設計。 

4.學生的學習反饋在課程社群內發表，使每一位學生都能交互學習，
利用學習科技進行共融入學習。 

5.表現任務以「自主學習的生命與真愛」為主軸，進行全國直播。 

「課程模組及其他參考資料」請參見附件 pp.24~30。 

教學策略的適切

與獨特性 

1.透過共備教師社群的教學後議課，針對每一位修課同學的表現進行
評估，再輔以不同的學習作業，進行差異化教學。 

2.有效的讓學生在課程的前 3 週，建立安全與互相信賴的對話氛圍。 

3.每週的學習作業均在課程社群內公告，學生反饋在去除姓名後統一
發佈，使學生能互相觀摩激勵成長。 

4.教師社群透過臉書 Facrbook 與學生個別對話，有效協助學生學習。 

5.LbD 課程設計有效輔助學生從小任務的完成逐步建立信心，使小組
具備合作完成表現任務的能力。 

6.協助學生完成「學習歷程檔案」，看見自己的好與美，並能「專注
完美、近乎苛求，超越卓越、永不停歇。」 

學生學習表現 

與成果 

1.學生能有溫度的在小組內進行對話、有效的互相聆聽與分享。 

2.學生能完成每週 Google 表達作業，審視自己學習樣態與成果。 

3.學生能逐步建立信心，完成小組報告與全國直播。 

4.學生能完成自己的學習歷程記錄，以4F技術檢視表現任務完成之成效。 

5.學生能在修課後，將所學分享給其他未修課同學，特別在簡報製作
上，尤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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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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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表達力課程」之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資料來源:108學年度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課程計畫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達力課程  

英文名稱： Speech and Expressive Skil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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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有效的透過 PREP演說結構，向他人陳述自己對問題的看法與見解。  

2.學生能具備系統思考的思維，對問題能進行分析與探索並積極面對。  

3.學生能辨別媒體資訊的來源與可信度，針對各類符號運用，能進行鑑賞

與解讀。  

4.學生能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展現包容異已、溝通協調及團隊協作

的精神與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1. 學生能有效的透過 PREP演說結

構，向他人陳述自己對問題的看法與

見解。 2. 學生能具備系統思考的思

維，對問題能進行分析與探索並積極

面對。 3. 學生能辨別媒體資訊的來

源與可信度，針對各類符號運用  

認識 ORID 焦點討論法，並透

過小組討論，在議題『兩性觀

點』中實作。  

第二週 說書人圖卡課程(自我介紹暨分組)  

透過說書人圖卡，完成簡要的

自我介紹，並據以選擇小組夥

伴 2人。  

第三週 聆聽與對話  
認識並實作聆聽技巧的 9大步

驟，在小組分享中演練對話。  

第四週 分類、歸納、統整  
透過三個文本進行分類與統

整實作  

第五週 簡報製作 PPT、Keynote  學習簡報製作基本技巧  

第六週 
系統思考－冰山理論與學習基模介

紹與實作  

理解冰山理論並透過卡卡頌

桌遊活動體驗系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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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簡報框架－PREP與 PUMA  
學習 PREP與 PUMA簡報製作結

構，並以小組主題為練習骨幹  

第八週 Rubrics評量規準團體共創  

學習評量規準學理知識並團

體共創本學期表現任務之

Rubrics評量規準  

第九週 Rrbrics評量規準一致性評分  

以六大領域實作素材，透過團

體共創之評量規準練習一致

性評分  

第十週 
設計思考－SMART五大原則理論與

實踐  

學習 SMART 設計思考原則並

進行實作體驗  

第十一週 版面美學－以美學藝術體悟簡報技術  
學習版面美學技術並將小組

簡報進行改版精進  

第十二週 
給我一分鐘－短講與 TED演講理論

暨實務  

學習一分鐘演說技術，並在本

週完成小組報告一分鐘演說  

第十三週 英文口說 Shadowing & Echo Method  
學習 Shadowing 英語演說法

並練習 Echo Method 方法  

第十四週 Team Collaboratin課程  實作體驗團隊定位  

第十五週 Team Collaboratin課程  預演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參與第五屆表達力跨校聯合成果發

表會課程  
成果發表  

第十七週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案製作(一)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

案製作  

第十八週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案製作(二)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

案製作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 同儕互評 小組互評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其他  

說明：FB 社群參與度，期末表現任務完成度，同學互評 Rubrics評量規準

完成度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地球環境, 藝術, 社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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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達力課程  

英文名稱： Speech and Expressive Skil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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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有效的透過 PREP演說結構，向他人陳述自己對問題的看法與見解。  

2.學生能具備系統思考的思維，對問題能進行分析與探索並積極面對。  

3.學生能辨別媒體資訊的來源與可信度，針對各類符號運用，能進行鑑賞

與解讀。  

4.學生能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展現包容異已、溝通協調及團隊協作

的精神與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兩性觀點  

認識 ORID 焦點討論法，並透

過小組討論，在議題『兩性觀

點』中實作。  

第二週 說書人圖卡課程(自我介紹暨分組)  

透過說書人圖卡，完成簡要的

自我介紹，並據以選擇小組夥

伴 2人。  

第三週 聆聽與對話  
認識並實作聆聽技巧的 9大步

驟，在小組分享中演練對話。  

第四週 分類、歸納、統整  
透過三個文本進行分類與統

整實作  

第五週 簡報製作 PPT、Keynote  學習簡報製作基本技巧  

第六週 
系統思考－冰山理論與學習基模介

紹與實作  

理解冰山理論並透過卡卡頌

桌遊活動體驗系統思考  

第七週 簡報框架－PREP與 PUMA  
學習 PREP與 PUMA簡報製作結

構，並以小組主題為練習骨幹  

第八週 Rubrics評量規準團體共創  

學習評量規準學理知識並團

體共創本學期表現任務之

Rubrics評量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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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Rrbrics評量規準一致性評分  

以六大領域實作素材，透過團

體共創之評量規準練習一致

性評分  

第十週 
設計思考－SMART五大原則理論與

實踐  

學習 SMART 設計思考原則並

進行實作體驗  

第十一週 版面美學－以美學藝術體悟簡報技術  
學習版面美學技術並將小組

簡報進行改版精進  

第十二週 
給我一分鐘－短講與 TED演講理論

暨實務  

學習一分鐘演說技術，並在本

週完成小組報告一分鐘演說  

第十三週 英文口說 Shadowing & Echo Method  
學習 Shadowing 英語演說法

並練習 Echo Method 方法  

第十四週 Team Collaboratin課程  實作體驗團隊定位  

第十五週 Rehearsal課程  預演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參與第五屆表達力跨校聯合成果發

表會課程  
成果發表  

第十七週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案製作(一)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

案製作  

第十八週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案製作(二)  
課程學習省思與學習歷程檔

案製作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 同儕互評 小組互評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其他  

說明：FB 社群參與度，期末表現任務完成度，同學互評 Rubrics評量規準

完成度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地球環境, 藝術, 社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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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亮點課程「多元選修-表達力課程」課程模組及其他參考資料 

  (一)表達力課程模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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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8學年度課程規劃（109學年度課程規劃會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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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表現任務全國直播連結 

        https://reurl.cc/Wdzk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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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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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課程記錄網誌 

 108 課綱多元選修與自主學習＜全新的表達力課程啟航＞https://reurl.cc/QdNjV2 

 ＜表達力 002＞ 培養學生聆聽、對話與反思的能力 

https://reurl.cc/GVgoGv 

 ＜表達力 003＞培養表達力的第一道障礙之壁 

https://reurl.cc/MvWbMK 

 表達力 004－《進入設計思考前篇》 

https://reurl.cc/9E0Obj 

 表達力 005－《進入設計思考中篇》 

https://reurl.cc/mnzGkW 

 表達力 006－進入設計思考後篇之前－《Rubrics 評量規準的理論與實作》 

https://reurl.cc/kd97pd 

 表達力 007－東海教研所(師培中心)『表達力的教與學工作坊』之後 

https://reurl.cc/7XYeEy 

 表達力 008《全國直播評審邀請》 

https://reurl.cc/yZWQOE 

 表達力 009《版面美學》課程教學 PPT 製作人－桃園市立陽明高中陳昭如老師

https://reurl.cc/rxkQ0Z 

 表達力 010《一場親師生與心智圖的交響樂》 

https://reurl.cc/d0OXpD 

 表達力 011《版面美學的驚人授課成果》～數位原住民的時代來臨了！ 

https://reurl.cc/0ok2m9 

 表達力 012《聲音的表情》 

https://reurl.cc/g7N0rR 

 表達力 013《第一次正式發表》 

https://reurl.cc/j7Vk6m 

 表達力 014《從自主學習典範者身上探尋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https://reurl.cc/X6x423 

 表達力 015《全國直播預演 Rehearsal》～自主學習的生命與真愛(上)  

https://reurl.cc/b5ekdy 

 表達力 016《全國直播 LIVE》～自主學習的生命與真愛(下) 

https://reurl.cc/GVgo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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