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獲補助案件：
編號

17

三灣國中

飛行達人紙飛機創意設計競賽

建議事項

本計劃背景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及成果效益都相當完整，
學校可考慮編列適當之人事費，以補助教師投入相關研究。

經費修正
意見

P11 經費表業務費申請金額欄請填列 33,500，說明內容將業務費申請金額欄資料移
至說明欄；紙材、飛機骨架與製作耗材經費項目名稱請修正為材料費，按參與人數(量
化)*單價=總價，內容再敘述紙材、飛機骨架與製作耗材；活動看板項目名稱請修正
為物品費，詳列說明用途、數量、單價及總價；大會禮品與獎狀項目名稱請修正為雜
支，說明用途或內容：大會禮品與獎狀、紙張、資訊耗材、文具用品等。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獲補助案件：
編號

76

信義國中

信義鄉特色科學課程與教材設計

建議事項

原住民學校教師願意投入特色科學課程及教材設計，實屬可貴。
計劃主持人對於學校現況，包括硬體與軟體資源的運用以及教學現場的困境，不但
問題意識清楚，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很明確。
計劃書第四頁，預定兩個月走完一套是主題課程發展流程，時程略顯緊迫，可能沒
有修正的機會。可以考慮延長時程，但是將課程發展較為完善。

經費修正
意見

1. 計畫總表執行期間有誤，本案為為期 1 學年之補助案，請修正至民國 111 年 7 月
31 日。
2. 經費申請表未依 110 年 1 月 12 日修正之格式填報。
3. P6 經費申請表各經費項說明欄空白，請補列經費用途或內容。
4. P6 印刷費、教學材料費請勿以 1 式編列，建議明列數量、單價及總價，例如預估
外聘講師交通費 5 人*2,000 元=10,000 元，請檢視。
5. P6 資料收集費請修正為資料蒐集費(圖書購置應列圖書名稱、單價、數量及總價
於計畫申請書中)。
6. 經費申請表編列經費項目(含數量)需對應實施計畫內容人、事、時、地、物等，
例如講座鐘點費編列 10 節，計畫書內容應有 oo 研習活動邀請講座 O 場次，每場
次節數、參加人次等資料。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獲補助案件：
編號

88

建議事項
經費修正
意見

編號

經費修正
意見

經費修正
意見

編號

1.

92

建議事項

經費申請表未依 110 年 1 月 12 日修正之格式填報。

新光國小

探討「不插電程式課程設計」對國小高年級學童運算思維之影
響

計劃主持人過去指導科展以及主持中小學科學教育計劃畫專案，經驗豐富，有利本
計劃之推動。
計劃書內容完整，執行成果可期。
1. 雜支內含會議便當，請單獨列入膳費項目。
2. 教材費編列比例較高，列明品項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等資料。

90

建議事項

小 MAKER 新視界

計劃主持人有 maker 專長，多年來執行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計劃，經驗豐富。
我高年級學生機電整合智能車課程，實施班級為國小五年級兩班學生，可以思考推
廣的可行性，擴展計劃效益。

89

建議事項

編號

富春國小

居仁國中

「科技島、導科技」—以「STEAM」素養學習模式協助學生進
行科學探討研究活動

計劃主持人有多年主持科學教育專案計劃的經驗，成果豐碩。
計劃主持人對於本研究所欲解決的教學現場問題，意識清楚，目標明確。
第八頁中，辦理先導性探究課程，宜說明每一次活動實施的時數。
1.
2.
3.
4.
5.

經費申請表未依 110 年 1 月 12 日修正之格式填報。
人事費說明欄支用期間 109.08.01~110.07.31 請修正為計畫期程時間內。
國內旅費請列出單價及人次。
運費內之租用遊覽車費用請單獨列租車費項目。
材料費說明欄應敘述單價、單位、數量及總價；例如：辦理 oo 課程活動材料，參
加活動人數 oo 人*單價 oo 元 = oo 元等資料，請補正。
6. 印刷費請列明名稱*數量及總價。

龍海國小

發展 STEAM 國際課程提升國小生科學探究能力-以自製水管打
擊樂器為例

計劃主持人有豐富的研究以及科學推廣的資歷， 100 年度以來承辦 10 年的中小學
科學教育計劃專案，成果豐碩。
在研究方法步驟及預定進度中，說明研究採行動研究法，課程設計完成後會先對三
個國小的 30 名學生進行教學，修正後再對龍泉國小 30 名學生及家長進行教學，第
二次將家長納入教學對象的原因宜說明。所發展的課程總時數也應說明。在第 19
頁的預定進度甘特圖中，未見行動研究的兩階段時程。另外成效評估部分，希望能
看到實際評估的工具以及方法。

經費修正
意見

編號

1. 計畫期程請以民國年月日表示。
2. 計劃書內未見須編列出席費之活動，請說明出席。
3. 經費申請表編列補助項目(含數量)需對應實施計畫內容人、事、時、地、物等，
例如講座鐘點費編列 oo 節，計畫書內容應有 oo 研習活動邀請講座 O 場次，每場
次節數、參加人次等資料。
4. 資料蒐集費係凡辦理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參考圖書資料等屬之。如購置圖
書應列圖書名稱、單價、數量及總價於計畫申請書中。

95

翁子國小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議題導入 STEAM 之校本課程發展與實踐

建議事項

計劃主持人過去三年均擔任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之計劃主持人，執行專案計劃經驗
豐富，結果可期。
計劃主持人指導學生科展作品，成效卓越。
研究目的中第二，了解親師生進行 STEAM 科學課程教育時，「創造力的變化」。想了
解創造力變化將如何評量，其評量結果如何作為本研究計劃所用。

經費修正
意見

1. 經費申請表未依 110 年 1 月 12 日修正之格式填報。
2. 印刷費請補列名稱，單價*數量及總價。
3. 教材費請列明細，例如 00 課程用教具名稱、數量、單價等內容或 00 課程用材
料費人次*每人次 00 元=00 元；請修正。
4. 講師費請修正為講座鐘點費。
5. 業務費二代補充健保費 1,572 元，建議人事費衍生之補充保費應列人事費項下，
請修正。

編號

96

建議事項

經費修正
意見

台中女中

葉圈微生物之研究與菌種鑑定—結合生物科技的實作課程

延續 109 學年度「土壤微生物之研究與菌種鑒定結合生物科技的實作課程」計畫，
為特色選修課，109 學年度已建立一定的課程發展基礎，值得繼續支持。
本計劃將建立一套長期追蹤校園草本與木本植物葉圈中常見的附生細菌的鑒定系
統，其研究結果，或可供他校參考進而推廣。
可以考慮如何評量學生動手做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呼應本課程預計達成的學習
表現。
1. 旅運費請修正為國內旅費，並刪除「遊覽車租車費」字樣。
2. 本計畫不補助資本門，請刪除設備費項目。

未獲補助案件：
編號

91

建議事項

編號

93

大甲國中

環科停看聽、探究學思達

在升學型的大校中願意發展探究式課程，精神可嘉。
第 10 頁，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建議以具體或量化方式呈現，
舉例、第三項預期成效與評量指標，學生能透過完成科學遊戲寫作提升環境科學態
度，如何評量之？
成功國小

資訊素養融素國民小學食農教育之研究

建議事項

編號

94

建議事項

計劃主持人有豐富的研究資歷，有助於計劃執行。
在研究方法步驟及預定進度一節，其中（四)Big6 策略與步驟，1. 定義問題：建置
線上討論區讓學生透過線上和群組進行合作討論，以形成研究主題以及題目。然而
本研究之課程預定實施的場域為自然專科教室，教室內僅有電腦一部加上本計劃擬
購置的六部平板電腦，應無法提供每個同學進行上述活動，宜說明之。
清水國小

數學探究課程之研發實作(I)

計劃主持人在創新教學上有卓越的成績，投入 108 課綱領域學科的課程規劃研究，
值得鼓勵。
研究目標有三項，（1）發展六個數學探究課程（2）每一個課程至少找兩個班級進
行實施，並研擬具體的推廣方針（3）辦理兩場教學示例發表會並請參與的老師推
廣。以上三項主要工作項目，需要具體的實施方案及細節說明，若能包括量化及質
化的評量指標更佳。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未獲補助案件：
編號

33

建議事項

編號

34

建議事項

編號

35

建議事項

中山國小

水噹噹高研植—校內水中生物深度探討及導覽推廣

本計劃讓學生調查校內植物，用意非常好，但是實際活動內容不夠完整，也未說明
將由幾年級的學生進行？另，目標不明確，計劃名稱為[ ...深度探討及導覽推
廣]，但第 5 頁的 [尋找一個焦點] ，似乎完全由學生尋找，小學生要能提出深入
方想可能不容易，建議老師們要先想好一些焦點，例如：探討植物跟生長環境的關
係、優勢植物之特色等等，引導學生深入探討，如此較有機會形成課程模組。

鹿江國際中小學

素養導向「全球環境與永續」議題課程方案之實施成效—以
UbD 設計「風力發電音樂盒」方案為例

本計劃預計設計一套「全球環境與永續」議題的課程教案，期望能符合 108 課綱素
養導向的教學規劃，啓發學生科學研究的技能與態度。本計劃具有明確的研究目
的，惟執行事項與預期成果描述較為概略，建議應規劃量化的評估方法，以瞭解教
案的實施成效。
秀水國民小學

小小藝術家—做中學

本計劃背景、目標與研究方法等段落描述不夠具體，預期達成目標雖然有清楚的項
目，但是看起來比較像是為學校爭取經費採購智高積木教具而申請的計劃，比較缺
乏具體的教學規劃及研究目標。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編號

8

維多利亞國民小學

維校探險趣—探究式教學融入高年級數學素養課程研發(第三
年)

建議事項

本計劃為延續性計劃，前兩年已建立基礎，包括課例研發實驗分析以及跨校合作，
今年度的重點放在跨校協作及社群共備以推廣本課程。考量計畫的完整性及效益，
應予補助。
課程推廣的過程，應考量各校環境、資源、師生屬性不同，予以調整修正，以達最
大成效。

經費修正
意見

1.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1.91%」字樣請刪除。
2. 材料費材料費編列 135 千元，占總經費 54%比例過高，請依經費配置合理性並請
依課程實際需要核實編列。
3. 資料蒐集費係凡辦理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參考圖書資料等屬之。桌遊探究
請改列為材料費或物品費。

編號

9

建國國民中學

生活中的科學—學生科學實驗探究活動

建議事項

"本計劃為 109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以學生自製探索課程為基模」的延
伸，已建立基本課程基礎。
建議可以思考如何將具體成果及效益，轉換為可評量的指標，例如「透過小組團隊
合作討論互動培養思考及觀察力」，怎麼樣的結果叫做已經達到這個目標？接下來
可以如何提升思考力及觀察力等等"

經費修正
意見

1. 經費申請表編列補助項目(含數量)需對應實施計畫內容人、事、時、地、物等，
例如講座鐘點費編列 oo 節，計畫書內容應有 oo 研習活動邀請講座 O 場次，每場
次節數、參加人次等資料。
2. 業務費未編列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3. 印刷費請明列數量與單價，如係自行影印應將紙張、 碳粉列入雜支項目。
4. 實驗材料費如係實驗相關物品費應以列入物品費科目，並詳列物品項目名稱、
數量及單價
5. 消耗材料費請修正為材料費科目，並說明單價數量。
6. 雜支應說明內容。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未獲補助案件：
編號

29

建議事項

嘉北國小

發展國小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行動方案(一)

1. 本計畫中產出由研究者開發之學生探究能力問卷，應該是重要成果，可與同儕
分享。
2. 行動顯微鏡為倍率低、輕便，適合做為野外觀察之工具，而非觀察病毒之工
具，因此在認識工具階段以病毒做為觀察對象，實不可行！
3. 在科學表達階段預計以科學繪圖做為主要表達能力，再搭配前點說明，更不適
合以病毒做為觀察對象，更適合採用小學生身邊常見的動植物或岩石為觀察對象。
4.預算表附註提出之 10%配合款並未在申請書中呈現，且 10%是否以目前提出預算
基數？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獲補助案件：
編號

18

建議事項

和睦國小

本計劃之學校團隊表現相當優異，長期透過科學教育計劃培養學生創造力與科展能
力，並多次獲得績效卓著獎與工作坊分享，讓學校老師與同學投入創意發想與科展
競賽，對於學生科學素養是提升有相當大的助益。本年度計劃已經規劃六個科展主
題，鼓勵學生參與發想、設計、實作與成果展現，預期績效應該相當亮眼。建議將
學生科展發想能力、跨領域之科學知識建立、動手做之基本機械控制、與電學能
力，涵蓋到科學教育課程，搭配科展同學經驗分享，可以針對學生科學素養之提升
有相當大的幫助，突顯鼓勵學生參與科展計劃、學生科學素養提升與課程建立有相
當完備的搭配。以上建議提供計劃主持人參考。
本計畫旨在訓練學生透過活動行式推廣過去教學成果，並延續創意火種，值得鼓
勵。
1.
2.

經費修正
意見
3.

編號

20

建議事項

環境和睦創意飆科學

經費申請表未依 110 年 1 月 12 日修正之格式填報。
經費申請表編列補助項目(含數量)需對應實施計畫內容人、事、時、地、物等，
例如講座鐘點費編列 oo 節，計畫書內容應有 oo 研習活動邀請講座 O 場次，每
場次節數、參加人次等資料。
雜支項目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應以 2.11%計算，並獨立經費項目為健康保險補充保
費。

大埔國民中小學

黃紋無螫蜂(Trigona ventralishoozana)生態調查與校園永續
環境營造

申請計劃針對生態調查與校園永續環境營造，透過原生種黃紋無蟄蜂之養殖與觀
察，帶進社區建構永續共存社區生態。研究方法著重在生態調查、行為探究、與養
蜂箱探討，進行廣泛且全面之解析，讓學生學習田野調查、養蜂人訪談、學生建構
飼養教育學習區、與成果發表經驗分享，建立學生會有多面向學習與素養。建議建
立學生多面向素養能力建立，並盤點設計評核指標，透過前測跟後測了解學生學習
能力提升，畢竟學生素養提升才是科學教育計劃之主軸，以上建議提供主持人參
考。
與社區經驗傳承結合之在地環境教育，十分適合在小學階段推行，值得推薦！
1.

經費修正
意見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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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人事費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申請作業要
點規定執行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為中小學教師者，以三人為限，請修正。
2. 餐費科目請修正為膳費，數量偏高請檢視。
3. 經費申請表編列經費項目(含數量)需對應實施計畫內容人、事、時、地、物等，
例如出席費編列 6 人次，計畫書內容應有辦理邀請專家學者指導 OO 會議 O 場
次，每場次 O 人次等資料。

永慶高中

教師科學研究本質觀及教學實務對學生科學探究本質表現的影
響既課程評量規準發展

申請計劃針對教師科學本質觀與教學實務對學生表現影響與課程評量進行研究，計
劃主持人針對評量尺規有詳細之背景探討與比較，並辦理兩天學生科學探究營隊與

教師研習，搭配大學端教授進行老師授課教學規劃、科學探究本質與反思，設計學
生回應分析之評分標準，預計開發出能夠引領自然課剛之實作精神，成為學校課程
特色吸引學生求學意願。建議在計劃書中設計反應式評量尺規，在學習過程中盤點
學生知識與素養之提升，可以透過同儕成果分享，建立學習榜樣與課程特色。本次
計畫雖然勾選非延續案，但是主題有前期相近，建議分享前期研究成果，與本次計
畫精進方案。
此計畫對於目前缺少教學評量的科學探究領域，可以形成未來進階研究的基礎，十
分期待計畫執行完成後的研究報告。
1.
經費修正
意見

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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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更寮國小

2.
3.
4.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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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有機循環之探究展現"食在好農"理想

申請計劃為”有機循環之探究展現食在好農理想”，整合學生在有機農業知識、種
植相關能力與環保意識教育，搭配環境、教師、教材面向設計，導入整體循環經濟
的模式。結合彰師大教授群與學校自然科老師塑造特色課程。融入低、中、高年級
食農課程教育，在課程創客營隊、食農教育手冊、學生參與規劃都有完備的設計，
是相當不錯的計劃書。建議將前期執行成果亮點摘要呈現，應盤點執行後續精進方
案，回歸學生多面向素養提升與相關剖析，多描述學生學習表現與多元成果發表，
才能精進課程設計符合學生素養提升。
1. 本計畫旨在開發該校鄉土教育教材，同時為課程委員會增能，假立完整的鄉土
教育課程結構。
2. 預算書中羅列邀請科學繪圖講師入校演講，但計畫書中卻多次強調以創客木工
呈現計畫藝術面象的成果，並在預算書中羅列 75142 元的木工機具設備費用。軟硬
體搭配不相符。
3. 木工文藝創作安排由低年級進行，不確定是否就是 ""創客木工"" ? 低年級學
生進行木工創作合適嗎？
4.請再思考木工創作的必要性，以計劃整體看來，以木料進行創作並非必要，也非
適合孩童操作的模式，反而容易造成學生的挫折感，同時會浪費更多木料，並不符
合計畫所要求的環保目標。
1.

經費修正
意見

計畫主持人及協同計畫主持人經檢視應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補助中
小學科學教育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四項第 1 款第二目：(２) 講師、科學
教師及相當資歷人員：每月以新臺幣三千五百元為限。
諮詢費及評鑑費請說明場次*人數。

冬令營外聘教師授課鐘點費用編列單價 800 元，授課鐘點費請參酌學校相關規
定報支。
材料費說明欄應敘述單價、單位、數量及總價；例如：辦理 oo 課程活動材料，
參加活動人數 100 人*每人次 200 元=20,000 元等資料，請補正。
雜支內含會議便當，請列入膳費項目。
本計畫不補助資本門，刪除設備及投資 74142 元。
太平國小

太平環境報馬仔

1. 本計畫延續前三年生態調查結果，進行成果整理。
2. 主要生態調查成果預計以繪本及文章形式呈現，但未粗略估計繪本及文章產出

量，較能進行成果評量。
3. 工作甘特圖中 ""科普教材編寫"" 一項，是否就是繪本和文章？或是其他形式
的教材？
4. 為何使用網路點擊率做為成果分析項目？而不是繪本和文章的數量和知識內容
正確度？
5. 生態導覽內容正確性由誰來確認？
6. 每周僅安排一節實驗教育課程進行專題研究與實作，是否足夠？
7. 申請表中填報之自籌款並未在經費申請表中呈現。
申請計畫”太平環境報馬仔”， 嘉義梅山太平村有茶園、竹林、大峽谷..天然資
源，透過課程設計讓學生投入田野調查、特色昆蟲研究主題，透過繪本與網站建構
進行鄉土專題成果發表，將學生學習融合社區生態永續發展，學生透過課程訓練作
為生態導覽員，投入社區生態觀察員，建立學生在地認同感，是相當不錯的課程設
計。建議描述計劃成果呈現方式，與如何了解學生學習狀態與素養提升效果，有助
於回饋課程設計，以上建議提供主持人參考。
1.
經費修正
意見

2.

經費申請表編列補助項目(含數量)需對應實施計畫內容人、事、時、地、物等，
例如講座鐘點費編列 oo 節，計畫書內容應有 oo 研習活動邀請講座 O 場次，每
場次節數、參加人次等資料。
旅運費請修正為國內旅費項目，內列遊覽租車費請另行編列租車費項目。

未獲補助案件：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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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林國小

融入運算思維的 STEAM 課程—以低年級生活課程為例

建議事項

本計畫融入運算思維的 STEAM 課程，主題以”反造校園野戰特工隊”，設計核心素
養學習內容跟主題目標，透過活潑之活動導入學習課程，進行各面向知識素養，並
進行學習評量，在活動這個面向設計上非常適合低年級小朋友有遊戲中學習，是相
當不錯的課程設計。建議在學生學習評量上面，針對個面向素養進行評核，目前計
劃書中所提的評量方式只是單純以報告的方式呈現，建議針對課程設計之各面向素
養建立搭配評量表，檢核是否達到預期目標，以上建議提供計劃主持人參考。

編號

北回天文 AI 實驗小
科技教育扎根：以在地科學現象融入 AI 課程為例
學

22

建議事項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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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1. 本計畫申請書中表示有自籌款，但在預算書中則未編列自籌款金額。
2. 計畫書內容與計畫題目與目的有落差，無法理解本計畫對最後產出之 AI 課程的
預期內容。
大南國小

南溪生態小旅行

申請計畫規畫”南溪生態小旅行”，透過學校場域作為學習場域與大南社區學習中
心，結合學校師生與社區居民，並結合在地地形、河川、植物、物種、昆蟲與動
物，透過與學生為主之課程規劃，加入老師創新教學方式，將學習場域由學校拓展
到在地特色場域，結合課程與社區特色發展遊學路線，深耕在地，預計成立自然生
態巡守護衛隊。由計劃書撰寫看起來像是結合大學教授執行在地創生計劃，建議針
對計劃主軸之學生科學教育計劃，進行相關特色課程之設計與學生學習素養回饋盤

點機制，回歸以學生為本之教育理念，以上建議提供參考。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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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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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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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溪口國中

聞機起舞—無人機科學基地計畫

本計劃預計結合無人機與學校無人機場地建構，搭配課程設計讓學生了解無人機之
原理與進行創意競賽與科展，且有不錯之競賽成果。在無人機飛行知識養成上面，
大多依賴而外聘專家，在課程規劃與學生學習素養評核上並無太多著墨，以社團活
動校慶活動與參訪為主，建議結合嘉義縣無人機產業研發基地，有相關產學研進駐
單位可以提供無人機相關展示與教學空間，並透過鄰近嘉義大學無人機教師團隊進
行校內師資培訓，將無人機相關課程內化成校內老師規劃與設計，才能落實校內課
程規劃、施作、教育、科展能量。

新港國中

國中小(K8—K6)創造發明教學評量模組—以偏鄉地區國中為適
用

申請計畫為”建立國中小創造發明教學評量模組”，透過嘉大附小翁秀玉指導學生
參展之優異表現與指導，相信對申請學校在培養學生參賽，會有相當不錯成績呈
現。建議將鼓勵學生參與發明競賽導入課程教育，計劃書皆以外部師資進行創意發
想、實作、發表，應將課程內化到學校老師團隊，適性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與素養建
立，畢竟獲獎皆為少數團隊，建議應導入學生心智輔導機制，讓學生適性發展，建
議補充學生在課程之學習歷程追蹤與輔導，剖析設計發明展之課程對學生影響、學
習啟發、實作與發表等多面向能力提升情形，佐證設計課程之適切性。
大同國小

心中有「數」，「數」往知來

申請計畫名稱為”心中有數數往知來”，透過校園數學步道設計闖關活動，建構情
境式教學，培養數學素養，在文獻資料回顧上面相當完整，由數學領域當中，關於
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指標進行分析並設計課程，內容設計屬於本校之特色步道題
目。計劃書中有詳列課程架構，並透過闖關過程了解學生學習歷程動機與表現。因
計劃書涵蓋科學課程教材與學生創意活動，課程規劃皆以老師為設計主軸，在學生
回饋機制上可以分享前期計劃執行之成果輔助說明，例如有高年級同學來設計低年
級相關闖關活動，在課程結合闖關步道之連結性與在地特色。計劃執行透過趣味性
教學進行數學素養提升，在學生學習素養之評核與解析上，建議再補充說明。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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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民雄農工

計劃書將學校團隊參加全國科展得獎作品之新型吸管研發，採用海藻膠取代塑膠原
料製作吸管，在附件參考資料中詳細描述所開發吸管相關材料機械性質與製作方
法，是研究相當深入之科展計劃。進而設計研究方法與實驗步驟，導入環保議題與
特色材料取用，並融入教學法的設計，將開發相關設計課程內容，激發學生動手做
與創意發想能力，預期組成團隊積極參與競賽，題材新穎又貼近於學校特色科展，
是相當不錯的科學教育計劃內容。建議針對計劃書所提到的萃智技術（TRIZ）進行
說明，此技術常用於技術開發與專利佈局，建議邀請大學專業教授進行課程教授與
分享，以上建議提供計劃主持人參考。
1. 延續科展作品題材，進一步研發具穩定性及規格化的實驗課程，值得推薦。
2. 成果可發表供更多老師參考、執行。
1.
2.

經費修正
意見

神奇膜力．減塑大作戰—推廣教學

經費申請表未依 110 年 1 月 12 日修正之格式填報。
人事費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申請作業要
點規定執行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為中小學教師者，以三人為限，請修正。
3. 教師授課鐘點費應於計畫中或說明欄敘述課程名稱*場次。

110 學年度「專案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審查意見表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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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經費修正
意見

和美實驗學校

數理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新聞中的科學」探究教學之行動研究

本計劃將針對有關科學的新聞，用系統化的方式，讓學生分析，並引入數學、科學
知識，是現代學生必備的知識能力。我很期待看到計劃產出的結果。另，季將目標
放在近 10 年之新聞，其實主持人可以試分析一則新聞，做為提供專業社群之範
本。
本計劃預計在申請人任教之學校拓展數理專業學習社群的功能，並以開設「新聞中
的科學」探究課程為目標。藉由具體開設特色課程的要求為動力，趨動該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發揮更大的功能，其運作成果也能佳惠該校學生學習科學知識，計劃規劃
完善。
1.
2.
3.

諮詢委員費請修正為諮詢費，數量請加註人次。
物品費，請列明物品項目或品項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等資料。
資料蒐集費係凡辦理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參考圖書資料等屬之。實驗與
研究教材物品請改列為材料費或物品費，如購置圖書應列圖書名稱、單價、數量
及總價於計畫申請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