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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及合科課程設計---- 

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 

 

陳 秉 貴 

 
 摘 要  

 
配合 107 課綱的實施及考量到學生的特性、師資的陣容以及學校歷年在科學教育

的突出表現，所發展出學校在科學上一系列的特色課程設計，俾能培養大直學生的科

學素養，成就大直的光彩及將來社會中堅分子。本教學活動設計以多元選修模式在 107
課綱中高一二彈性學習學分中實施，並邀化學、生物，共同設計成合科教學教材。所

以多元選修及合科教學成為本教學設計之主軸。本教學設計從過去「想」的學習模式，

到「動手實做」的學校課程， 所以創新成為競爭主體，以實做為模式的自然科學課程

設計。從「想」到「做」的展現為影響競爭力的關鍵，有助於找到答案解決問題， 更
能誘發新的創意。 

 
本課程設計另一主軸在於配合本校自然科之專題研究實施經驗(太陽電池、綠能)

所發展成之動手做課程，除了多元多階段試教過程，並配合往上延伸至大學端(台大

K-12 奈米研究團隊及凝態中心)及清大物理系太陽電池製作課程的技術指導及試驗教

學課程之多次實施修正，因此有我們這創新課程之產出。 

 
關鍵字：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多元選修及合科課程、彈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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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計目標 

一、配合 107 高中課綱之實施，在部定及校定多元選修及彈性學習方面設計創新

動手做教學活動，並於 106 年先行試辦。 

二、提供高中學生個別化學習之適性課程，如綠能教學、通識教學及大學預修 

三、提升大直高中的自然學科專題研究水準，並發展出學校在科學上一系列的自

然領域特色課程。 

四、建立創新的奈米及綠能科學教育推廣模式，從過去單向「想」的學習模式，  

到「實做」的一貫學校課程。 

五、建立延伸教學大學相關科系技術諮詢管道，以確保創新教學活動設計課程順

利進行。 

六、培養學生科學學習能力： 

(一) 設計學理之基本能力。 

(二) 設計創造之基本能力。 

(三) 數位科技應用之能力。 

(四) 熟悉自然科學的多元特性，應用特定媒材進行有意義、有內涵的科學

創作。 

七、建立一套本多元選修課程最適合的省思及評量制度。 

 

 

貳、教學活動設計 

一、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主課程之實施： 

(一) 學年課程，每週 2 小時，分高一初階課程及高二進階課程。 

(二) 抽離式課程，學生配合多元選修課程採填志願式集合成班。 

(三) 採兩階段授課方式； 

1. 高一部份：先理論推導課程(約 6 週)，再以實驗課程進行(約 14 週)。 

2. 高二部份：以實驗課程進行(約 15 週)，再以大學教授師資課程行

之(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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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副課程之實施： 

(一) 本課程合科任課老師(物理、生物、化學)至相關研究大學(台大應力所

奈米教育 k-12 推廣中心，照片 1)課程技術諮詢研習。 

(二) 本課程助教培訓課程(照片 2)，協助本課程任課老師之奈米太陽電池動

手做實驗順利進行。(課程助教皆為本校對奈米科學有高度興趣之學生

培育產生) 

三、課程實驗設備設計建置： 

(一) 設備：相關動手做實驗設備建置；相關合科教師討論規畫採購建置。

包括：太陽電池儲存箱、高溫烘烤爐等。 

(二) 消耗材料：相關合科教師討論規畫採購建置。包括：導電玻璃、光敏

染料等。 

四、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多元多階段試教課程之實施： 

(一) 第一階段：屬研發階段，利用本校特有的專題研究課程(照片 3)，研發

製作奈米太陽電池的可行性。 

(二) 第二階段：教學設計課程階段，藉著參與校外奈米科學教育研發團隊，

研發課學進程及步驟，以配合多元選修及合科課程的開課

課程。本校奈米太陽電池課程研發團隊(照片 4)長時期參與

教育部及科技部的奈米課程研發計畫，並加入北區奈米

K-12 科學育推廣計畫，積極參與推廣，並在 106 年高中部

一年級學生推出多元選修課程-------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

課程。 

(三) 第三階段：至他校試行辦理試驗課程而成的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

以吸取經驗，並統整因地域性及城鄉差距所產生的動手做

課程問題。 

(四) 第四階段：將於 106 年在校試辦多元選修暨合科課程 ------ 奈米太陽

電池動手做課程。 

(五) 第五階段：在第四階段實施後，經評量、回饋省思及改良後，將於 107

課綱彈性學習、多元選修及合科課程項目前提下，在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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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實施。 

五、延伸至大學相關科系技術諮詢教學設計： 

(一) 參與台大應力所的北區奈米科學教育推廣團隊(成員：台大應力所、台

大海洋科學與工程學系、北一女中、石牌國中、台北市私立復興中小

學及北師附小等十所中小學)，經由此團隊共同研發推廣各種奈米科技

教學及教案。 

(二) 與台大凝態中心合作研發奈米太陽電池技術，並將其發展成高中學生

動手做課程。 

(三) 與大同大學材料系合作研究奈米 TiO2 太陽電池，並規劃發展成高中學

生動手做課程。 

(四) 至清大物理系觀摩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照片五)，並學習建立本校的

動手做課程計畫。 

 

 

參、教學活動歷程 

一、相關合科課程(物理、化學、生物)老師定期共同備課(每週 1 小時，自然科共

同備課時間) 

(一) 撰寫教案。 

(二) 設計評量表。 

(三) 排定上課時數及撰寫進度時程。 

(四) 與學校相關課程行政系統及主管協商，建立開課共識。 

(五) 撰寫動手做課程特色設計表(表一)。 

二、與延伸大學實驗技術指導單位(台大奈米 K-12 團隊、台大凝態中心、大同大

學材料系所及清大物理系)定期研討並制定實驗目標及步驟(每月 3 小時，自

然科共同備課時間)。 

三、課程助教的培育： 

(一) 奈米太陽電池理論課程。 

(二) 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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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演練。 

四、利用本校數理資優班專題研究課程，研究開發奈米太陽電池，並規劃建立動

手做課程。 

(一) 目前本校有高一、二數理資優班共十二位學生從事奈米 TiO2 光敏染料

太陽電池研究工作。 

(二) 目前共四位合科課程教師(物理、化學及生物)從事課程教案撰寫及課

程綜合設計。 

五、至外校實施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示範性課程 

(一) 應聘至國立科學教育館開設「能源」課程，以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為

示 範性課程，為培訓學生上課(國中理化老師)，以累積課程實行經

驗。 

(二) 配合大學實驗技術指導單位(台大奈米K-12團隊)所辦理之國外交換學

生(新加坡立漢中學)活動，執行奈米 TiO2 光敏染料太陽電池動手做課

程。 

(三) 至台北市私立復興中小學講演相關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 

六、研發編撰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講義(講義一、二)。  

七、正式於 106 學年正式以多元選修、合科課程及彈性學習模式正式開課；課程

名稱為『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 

 

 

肆、教學方法 

一、實驗型教學：動手做課程是以實驗進行為主，利用化學及物理相關實驗製作

太陽電池，並完成相關必要測試。 

二、理論課程教學：利用板書、資料投影及小組討論教學。 

三、分組教學：以隨機編組方式將學生分成若干組，採分組實驗動手做模式教學。 

四、外聘講座教學：高一初階及高二進階課程將於每學期第四、五週外聘大學相

關學科教授自課堂上做相關太陽電池講座教學，以提升課程學生科普知識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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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訪式教學：高一初階及高二進階課程將於每學期第六、七週將帶領修課學

生至相關大學(清大物理系)及研究單位參訪(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學得相關動

手做課程經驗。 

 

 

伍、教學評量 

一、分組討論動態評量。 

二、學期報告撰寫評量。 

三、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成品競賽評量。 

 

 

陸、教學成果 

一、先行於 106 學年大直高中高一開設多元選修合科課程(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

課程)，替大直高中 107 課綱彈性學習課程提供一條可行之路徑。 

二、建立大直高中自然科多元選修合科課程開設之標準模式。 

三、編撰「多元選修及合科課程設計 ------ 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教材共兩套。 

四、利用本校數理資優班專題研究課程，研究開發奈米太陽電池，並規劃建立 動

手做課程，研究開發教材參與科技部科教處奈米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整合型

計畫論文競賽獲全國第三名。 

五、協助科技部科教處奈米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整合型計畫之國家奈米科技

K-12 教育發展計畫辦理與新加坡立漢中學交換教學課程(照片六)。 

六、將傳統自然科課程活動化，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效果。 

 

 

柒、省思 

一、對 107 高中課綱來說，活潑彈性學習、多元選修及合科課程將是主流，將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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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課程及學習的主要舞台，所以將來高中課程將必須是創新設計且活潑

的。 

二、自然科學研究其實是包羅萬象的，所以在本課程於 106 學年實施時，將定期

與各自然相關科目教師研討其他合科的可能創新課程。 

三、有關多元選修課程的開設是以培養學生的基本理科能力為標的;包括設計  

創造、數位科技應用及熟悉自然科學的多元特性，應用特定媒材進行有意義、

有內涵的科學創作。 

四、對於本課程設計及教學將設計一系列省思表(表二)，每學期作適當修正。 

五、對於本課程設計及教學將設計一系列課程滿意度調查表(表三)，以提供課程

修正之參考。 

六、本課程於 106 學年實施後，教師的教學將走上哪個方向將是很重要的。所以

將設計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教師教學自評表(表四)，不斷修正 教學及設

計方向，以活潑化本動手做課程。 

 

 

捌、經驗分享 

一、在傳統的高中課程安排中，傳統教學法的主科(國英數理化)佔了很大比重，

為了配合將來彈性合科課程及多元選修課程的趨勢，本奈米太陽電池動手

做課程將辦理多場教學觀摩，隨時開放給予其他領域及外校觀摩，以求得

課程最大效益。 

二、將在開課後一年內撰寫施行方法彙編「多元選修及合科課程設計 ------ 奈米

太陽電池動手做」供其他領域課程參考。 

三、參與行動研究經驗分享。 

四、將本課程設計中之「延伸至大學相關科系技術諮詢教學設計」繼續擴充，以

使大學教育先行往高中紮根。 

五、建立撰寫一套本多元選修課程最適合的省思及評量制度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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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錄 

 

     
照片 1 本課程合科任課老師及學生(物理、生物、化學)至相關研究大學(台大應力所奈米教育 k-12

推廣中心)參與實驗情況 

 

 

   

照片 2 本課程助教培訓課程 

 

   
照片 3 本校特有的專題研究課程，研發製作奈米太陽電池的可行性。 

   

照片 4 本校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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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五 至清大物理系觀摩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並學習建立本校的動手做課程計畫。 

 

   

照片六  與新加坡立漢中學交換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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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高中校本特色課程設計表 (逆向式課程設計 UbD)  (表一) 

課程實施年級：高一年級    學期：第 1-2 學      科目：多元選修 

單元名稱： 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   設計者： 陳秉貴 陳怡靜 賴黃絹 吳易儒 

階段一：期望的學習結果 

既有目標○G【Goals即能力指標】  
1.藉由奈米材料實驗及太陽電池基本理論，檢視高中物理基本概念，以及培養學生學思並用的

學習目標及方法 
2.整合課程及物理科教學綱要中的學習方法，做為學生學習的主要依據。 
校本關鍵能力指標 
1、能將習得的美感經驗應用於生活當中 
2、能落實執行創意構想，成為具體作品或可行方案 
3、能有效蒐集正確資訊並合理合法應用 
4、所有成員都能認同團隊的願景目標，願意貢獻所長，共同達成團隊目標。 
5、能規劃解決問題方案並執行 

理解事項○U【Understand大概念】 
1.奈米科技之重要性介紹。 
2.奈米太陽電池之原理介紹。 
3.學生動手做實驗設計能力之探討。 
4.實驗結果、改進方向討論。 
5.學生報告撰寫能力之建立。 
6.學生實驗報告發表能力建立。 

主要問題○Q【Question】 
1.理論概念闡述後，如何以正向思考設計實驗 
  及整合實驗。 
2.如何根據實驗設計步驟執行實驗。 
3.如何記錄實驗結果並進行討論及統合結論。 
4.如何撰寫奈米太陽電池實驗報告並能發表。 

學生將知道○K【Know】 
1. 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內涵及實

驗設計方向。 
2. 奈米科技內涵及動態實驗影片的觀

察及討論 
3. 奈米太陽電池的理論內含及實驗組合

概念 

學生將能夠○S【Skills】 
1. 舉生活上的奈米科技例子，並再以實驗說明。 
2. 靈活物理生物及應用化學實驗工具。 
3. 精巧設計提升實驗解析度。 

階段二：評量證據 

實作任務○T【Tasks】 
1.基本物理材料實驗設計 
2.師生共同設計基本物理實驗學習單。 
3.基本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實驗原理撰述

學習單。(2,3 可合併實施) 
4.分組動手做實驗競賽。 
5.書報討論。 
6.部分奈米太陽電池實驗至延伸大學實驗

技術  指導單位實施。 
7.辦理寒暑假跨校際奈米科學營。 

其他證據 ○OE【Other Evidence】 
1. 基本奈米太陽電池實驗與科展、專題結合進

行。 
2. 基本奈米實驗分組動態討論。 
3. 基本奈米太陽電池實驗段考筆試： 

(1) 可評估學生學習效果。 
4. 提升實驗設計建議諮詢： 

(1) 配合延伸大學實驗技術指導單位之建議

改良特色課程。 
(2) 動手做課程質與量之改進。 

階段三：學習計畫 
學習活動○L【Learning actives】 
1.設計教學活動：奈米材料太陽電池動手做實驗課程每週二小時，共二十週。 
2.所需教學資源：高中物理化學實驗器材、單槍投影機、平板電腦、物理應用軟體。 
3.參考延伸大學實驗技術指導單位實驗： 
  (1) 奈米微機電實驗(部分課程大直高中實施，部分科教館及台大微機電中心實施)。 
  (3) 能源及奈米太陽電池實驗的理論內含及實驗組合概念實施暨討論。(部分課程台大微機

電中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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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特色課程設計與教學省思表(表二) 

 
 

教師姓名：          任教班級：             填寫日期：                
課程名稱及單元名稱： 

一、你所訂定的單元教學目標（含關鍵能力指標）是否已經達到？為什麼？ 
 
 
 
二、你所使用的教學策略有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為什麼？ 
 
 
 
三、你在教學資源運用方面遇到哪些問題？它們在配合教學上發揮哪些效果？  
 
 
 
四、你所設計的評量在提供不同學生公平的表現機會，以及有效判斷學生學習成

效兩方面達成的程度如何？為什麼？ 
 
 
 
五、你從這個單元的教學獲得哪些經驗，可以應用到以後的教學？又有哪些是

你覺得可以略作修正以增進學生學習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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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一 大直高中多元選修高一合科課程-----奈米太陽電池動手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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