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資訊融入「專題研究」教學策略 

1.課程實施進程及單元活動設計： 

 

 

 

 

 

 

 

 

 

 

 

 

2.專題研究教學單元設計： 

單元名稱 教學活動內容 實施方式 節數 能力指標 評量方式 

專題研究 認識專題研究 發表討論 1 自 6-3-2-3 口頭評量 

研究主題 決定研究主題 觀察閱讀 1 自 2-3-1-1 主題評鑑 

研究方法 決定研究方法 判斷思考 1 

自 2-3-1-1 

自 6-3-2-3 

綜 1-3-5 

學習記錄 

學習單 

研究問題 擬訂研究問題 
判斷思考 

資料蒐集 
1 自 2-3-1-1 

學習記錄 

學習單 

研究契約 訂定研究契約 判斷思考 0.5 自 6-3-3-1 學習記錄 

研究進度 擬定研究進度 討論計畫 0.5 自 6-3-3-1 學習記錄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進行 

調查訪問 

資料整理 

觀察實驗 

10 

自 1-3-4-1 

自 1-3-4-2 

自 1-3-4-3 

研究進度 

學習單 

 

 

 

研究日誌 撰寫研究日誌 回家作業  語 F-2-6 研究態度 

年 級 閱讀研究實施進程及能力培養 單元主題教學活動 

低年級 
1.語彙能力 

2.觀察能力 

3.認識圖書館 

4.工具書的使用    

繪本天地、閱讀學習單 

三年級 

1.閱讀能力 

2.剪報能力 

3.認識電腦      

4.資料蒐集 

5.運用圖書館的能力 

6.類化、聯想的能力 

主題剪貼、故事編寫 

創造思考活動 

 

四年級 

1.觀察記錄能力 

2.摘要筆記能力 

3.閱讀心得寫作能力 

4.運用電腦的能力 

5.資料分類能力 

6.心像運作能力 

7.提問能力 

 

動植物培養、參觀心得 

閱讀心得、主題創作 

 

五年級 

1.觀察實驗的能力 

2.邏輯推理能力 

3.創造思考的能力 

4.認識調查法 

5.界定問題的能力 

6.上網蒐尋資料的能力 

7.認識訪問法 

人物專訪、班級讀書會 

問卷調查、童詩創作、成

語漫畫、童話短路 

六年級 

1.研究方法的訓練 

2.問題解決的技能 

3.電腦文書處理的能力 

4.批判思考的能力 

5.研究報告撰寫能力  

6.發表分享的能力 

專題研究、媒體製作 

班刊出版、網頁製作 



 

學習單 

報告格式 專題報告格式 討論講述 1 語 F-2-6 研究態度 

研究報告 撰寫研究報告 
撰寫打字 

美工排版 
6 語 F-2-6 

書寫情形 

打字美編 

研究發表 
口頭發表會 

及研究成果展覽 

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 

3 

三天 

自 1-3-5-4 

自 1-3-5-5 

自 6-3-1-1 

口頭互評 

書面報告 

 

學習評鑑 學習心得發表 口頭報告 1 自 1-3-5-5 
自我評鑑 

同學互評 

 

3.教學策略： 

策略 實施方式 

教學

方法 

（一）教學導向 

（二）討論導向 

（三）專題導向 

（四）表演導向 

配合各種單元主題教學活動，進行延伸課程。

利用小組討論發表，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主

題探索。配合自製教學影片及學習單的引導，

讓學生運用科學的方法完成主題研究，並利用

動態的表演方式做口頭報告。 

教學

環境 

（一）校外教學 

（二）開放空間 

（三）班群空間 

（四）圖書室 

（五）電腦教室 

（六）視聽教室 

配合校外教學進行主題參觀，拓展學習視野，

以尋找研究題材。學生於開放空間、圖書室、

班群圖書角、資訊角進行資料蒐集摘要整理的

工作。並利用班群討論角進行訪談、問卷製

作、實驗觀察…進行研究。在電腦教室進行書

面報告文書處理後製工作，最後利用視聽教室

採班群協同方式進行動態發表。 

教學

材料 

（一）自編學校本位課程 

（二）自編主體式學習單 

由課程發展委員會決定本課程為後塘國小學

校本位課程，自行研發縱向及橫向架構，並開

發自編教材。 

 

 

 

4.專題研究的指導步驟： 

（1）決定主題 

（2）主題哪裡來？ 

（3）研究主題的領域   

（4）怎樣敘述主題？ 

（5）主題的評鑑 



 

（6）主題範例： 

‧拈花惹草(校園植物圖鑑)   

‧植物百態(特種植物四季變化、生老病死) 

‧堆肥比一比(落葉堆肥之腐化再生)   

‧蜜源蜜源我愛你(蜜源植物的深入認識) 

‧妙手回春回大地(植物的重新栽培、復育培植)   

‧教學農園(苗圃的功能與植物培育) 

‧校史溯源(白雲國小歷史沿革、地理環境、人文耆老等)   

‧空間裝置藝術(校園公共藝術研究) 

5.決定研究方法 

（1）資料整理(資料來源、取得、彙整資料) 

（2）實地調查(問卷、訪問、實地考察) 

（3）實驗觀察(實驗變項、方法、材料取得) 

（4）其他 

6.訂定研究契約 

7.擬定研究進度 

預定 

日期 

研   究 

進   度 

完成 

日期 

家長 

簽名 

老師 

簽名 

評 語  

建 議 

      

      

 

8.資料蒐集（圖書館、書局、網路……） 

9.進行研究（根據研究方法及研究問題逐步進行） 

10.撰寫研究報告（報告體例、資料引用、報告製作） 

11.參考資料整理： 

作  者 書     名 出版地 出版書局 出版年份 頁 數 

      

      

網   站   名   稱 網                         址 

  



 

  

12.心得分享 

根據 Gardner 的理論，綜觀廿一世紀的教育已不再是傳統的「教」與「學」，在 1983 年所出版

的《心智架構》一書中，Howard  Gardner 提出多元智慧理論，他把智慧定義為：一、在實際生活

中解決所遭遇問題之能力。二、提出新問題來解決的能力。三、對自己所屬文化做有價值的創造及

服務的能力。(郭俊賢、陳淑惠民 88) 

馬斯洛曾說：「心若改變，你的態度跟著改變；態度改變，你的習慣跟著改變；習慣改變，你

的性格跟著改變；性格改變，你的人生跟著改變」。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的同時，培養他們獨立思

考、主動探索、與人合作的能力，也就是讓大腦動、讓雙手動、讓心感動。教育心理學家馬斯洛的

「需求層次理論」最為人重視，他用金字塔的形狀，把人心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而一般來說，越

高的層次達到的人越少。其中第一層是滿足生理的基本需求；第二層是追求安全與安定的需求；第

三層是社會的需求－－其中包含了被接納、被關懷和隸屬感，以及和諧的人際關係；第四層是自尊

的需求－－這當中包含了榮譽、自信的培養，和成就感的滿足。第五層也就是最高的層次－－自我

實現的需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在一般的情況下，引導孩子學習的過程，必先處於安定的環境，訂

定明確的能力指標和多元的教學設計，在參與的過程中有所「感動」－－有感覺、有感想，期盼他

們付諸行動！所以事前的年齡分組，準備好硬體設施，是很重要的。 

基於上述教育理念，即在中、高年級的課表上各排入一節「閱讀研究」。不同的年段，配合統

整課程，設計符合學生能力的主題探索活動，從閱讀方法、摘要筆記、資料蒐集、研究方法一直到

報告書寫技巧，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培養學生做研究的基本技能及態度，期望學生個人或小組能

從生活經驗、學習過程中發現問題，並從問題中，找出可以研究的主題，然後蒐集資料、設計實驗

或觀察記錄，利用科學方法做歸納整理，推論來取得結論，最後提出研究報告。 

本課程設計藉由主題教學的方式讓學生依據自己的興趣、能力，學習動腦思考、解決問題，並

藉由學習的歷程，增進人際互動與自我省察的多元智慧。只要老師願意提供機會給孩子，給他們一

些風、給他們一些水，他們就能激盪出最美麗的浪花。 

 

二、資訊融入「專題研究」成效 

1.專題研究報告學習成果評量： 

自我實現在方法和取向上每個人都各有不同。有些學生會尋求挑戰；有些學生想在各領域追求

卓越、追求完美；有些學生則在內省智慧有深入的探索，轉而盡一己之力去服務社會。馬斯洛提到

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個人的「高峰經驗」能讓他對喜樂、專注有深入的體驗，並絕佳地付諸實踐。

體驗「高峰經驗」的媒介中，有可能是藝術、是音樂、是文學、是自然的奧秘、是人性的互動、是

宗教的啟發、是內省的觀照…讓身心有著超乎現實難以言喻的體驗，進而讓生命個體展現對宇宙人

生真善美的境界與行為。從教育理論中，循跡看見孩子的人格成長，是向樂從善的。但或許像溯溪

迴游的鮭魚群，在多重險阻的爬坡中，有些可能壯志未酬，有些擱置於半途，有些直攻頂峰。此外，

更希望孩子能從同學的成果發表中，吸取經驗，並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建議，分享彼此的收穫。 

以下，為整理出來的專題研究互評表： 



 

向度 評  量  項  目 自我評量 同學互評 建    議 

主題 
1.主題範圍適當清楚。    

2.主題與研究問題契合。    

研究 

格式 

1.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明確。    

2.確實進行資料搜集。    

3.能將資料做適當分析處理。    

4.清楚明列研究結果及討論。    

5.根據研究結果能提出結論與建議。    

6.能寫出研究收獲及感謝詞。    

7.清楚註明參考資料來源。    

8.目錄及頁碼清楚明瞭。    

9.封面簡單大方與內容契合。    

研究 

方法 

1.研究步驟條理分明。    

2.研究方法設計符合能力。    

3.研究方法可以達成研究目的    

4.參考資料在三種以上。    

研究 

內容 

1.文字敘述清楚明瞭通順。    

2.版面編排美觀大方。    

3.內容呈現圖文並現。    

4.內容具有原創性。    

 

 

 

口頭 

發表 

1.口齒清晰、語調自然。    

2.態度從容不迫。    

3.熟悉自己研究內容。    

4.運用圖表或媒體輔助說明。    

研究 

態度 

1.能依照研究進度確實進行研究。    

2.研究過程積極主動。    

3.能確實履行研究契約內容。    

4.能感謝給予協助的人。    

2.教學成效： 

評 估 指 標 創  新  成  效 

知識力 ‧藉由訪問、問卷、觀察、實驗等研究的過程獲取知識。 

‧針對觀察的事項或調查結果詳細記錄以獲得第一手資料。 



 

情意表現力 

‧藉由研究主題的搜尋而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產生好奇。 

‧培養學生對於各種問題渴望獲得解答的學習態度。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科學的研究態度及增進人際溝通的智能。 

理則性思考 ‧培養研究計畫的能力，並能根據蒐集到的資料提出研究結論。 

問題解決力 

‧運用各種感官仔細觀察周遭的事物。 

‧提供實際研究的機會並提高問題解決的能力。 

‧遇到錯誤，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能按照研究計畫完成研究。 

連想性思考 ‧發展高層思考及擴散式思考的能力。 

資訊力 ‧培養資料蒐集、整理摘要及文書處理的能力。 

‧引述別人的資料，會註明出處，尊重智慧財產。 

創作表達力 ‧培養書面發表及口頭分享的技能。 

‧研究成果發表後，能虛心接受師長及同學的批評與建議。 

 

3.預期成效與願景： 

（1）「無遠弗屆」：讓學生具備電腦基礎操作技能，利用電腦網路探究與搜尋資料。 

（2）「立足鄉土」：結合社區資源發展資訊教育。 

（3）「適性教育」：透過電腦多元化教材與教學方法，符合學生個別需求把每位學生帶起來。 

（4）「創意教學」：實施電腦融入教學，運用電腦網路及多媒體的教材教法，使教學活潑化。 

 

三、資訊融入「專題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