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學校課程實踐與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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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校坐落於新北市三峽區的北大特區，於 103 學年度正式招收高一新生，為一
所指標型的市立完全中學。目前高中部三個年段共 18 班、國中部三個年段共 12 班，
學生總數約 1100 人，學校規模屬中小型。
105 學年度積極透過 107 課綱核心推動小組、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學研究會等凝
聚共識，透過全校共同備課、交流觀摩，積極對話、共塑目標，決定結合在地與校本
特色，以「鳶山峽客」做為本校學生圖像，以此發展「峽客展才：自主學習」、
「峽客
能言：思辨表達」、
「峽客有義：群體關懷」、
「峽客會友：國際參與」四大核心素養，
並以此發展本校學生校本能力指標，做為後續課程統整與研發的重要參考。
目前亦依照上述圖像及指標，進行校訂必修課程的發展，並成立跨領域的社群進
行課程設計與規劃。期望透過老師們的投入與發想，持續地發展具校本特色的校訂必
修課程。
貳、執行情形
針對「學校課程與教學實踐」
，敘述問題意識、執行策略與歷程，可包括：
1. 規劃模擬階段
(1)106 學年度成立校訂必修課程研發社群，共有六大領域 10 名教師共同參與。
(2)每月召開 1-2 次會議進行課程研發，也邀請在地文化的專家、學者進行講座，
共計辦理 10 次。
(3)規劃以「三峽學」做為本校的校訂必修課程，並以食、衣、住、行四大面向進
行課程發展，讓學生能更多感念在地文化的豐富與生活的連結。
(4)參訪中園國小、插角國小藍染教室、嘉猷學院染工坊、三峽文物館、大寮茶文
館，並在校內設立茶道教室、藍染染坊。
(5)前往三峽五寮地區進行藍染作物「大菁」採收，並由社群夥伴進行藍泥製作。
(6)邀請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陳俊強院長、師資培育中心李俊儀主任、歷史學系
洪健榮主任、永續三峽文化工作室林烱任老師擔任課程諮詢的外部專家學者，
提供課程發展建議。
(7)與三峽天芳茶行黃耀寬先生、罐子茶書館趙惠敏老師進行策略合作，共同進行
茶文化推廣。
2.局部試行
(1)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備課日進行校訂課程預跑，由教師任選兩個主題
並能更深入了解課程研發現況。
(2)於 107 學年開設「三峽學」高二選修課程，共計有 39 位同學選習。
(3)每周安排社群教師進行課程歷程紀錄，每月一次召開課程檢討會議，動態進行
課程修正與調整。

参、執行成果
一、課程交流與分享
(一)01/16 三鶯樹策略聯盟：三峽、樹林文史初探教師研習活動
(二)03/10 三鶯樹策略聯盟：鶯歌-二甲九文史初探教師研習活動
(三)08/29 全校課程準備日進行跑班課程體驗分享
(四)10/11 日本目白研心高校蒞校交流分享
(三)10/20 美國舊金山灣區學區長官、教師訪問交流
(四)11/27 新課綱前導學校陽明高中蒞校交流
(五)11/28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小蒞校交流
(六)11/30 國家教育研究院暨香港中文大學蒞校交流
(七)12/25 雲林縣維多利亞高中蒞校交流
二、教師社群課程研發：

食在三峽：
找茶趣

衣在三峽：
藍染樂

•茶葉種類、
產製
•茶藝文化
體驗
•茶業行銷
包裝
•封茶慶典

•藍染成因
探究
•染布體驗
•生活應用
•三峽藍染
節

各週課程主題如下：
週次
單元主題
1

課程說明與分組

2

大家來找茶

3

喫茶二三事

住在三峽：
再現美好時
光
•建築故事
•生活大小
事
•3D列印文
創作品
•辦理營隊

行在三峽：
行動方案
•環境踏查
•在地議題
探究
•主題地圖
繪製
•三鶯走路
節

單元課程內容
1. 進行整學年課程介紹
2. 教師團隊介紹
3. 學生初步分組
1. 進行飲用茶飲的經驗分享
2. 連結當前的食安議題進行分析、討論
3. 完成課程學習單
1.透過多重文本(多媒體、史料、地理環

4

茶出世界觀(一)

5

茶出世界觀(二)

6

茶出三峽？

7

走讀橫溪茶園

8

茶道文化體驗

9

茶文化行銷

10

藍染與文學

11

世界各國的藍染文化

境)進行茶起源、喝茶方式的認識與了
解。
2.引導學生反思茶對人類生活帶來的影
響，如貿易、戰爭、生活方式的改變，並
進行小組討論。
3.完成課程學習單
1. 由學生進行各國(英、日、摩洛哥、土
耳其、南非、)茶文化資料蒐集
2. 進行簡報規準討論與訂定
3. 於課程結束時上傳各組簡報資料
1. 每組以 7 分鐘進行簡報，並提出三個
由淺入深的問題詢問在場同學。
2. 下一組提出一個問題詢問，並由報告
組進行完整回答。
3. 各組同學進行互評，教師進行最後講
評。
1. 利用多重文本(多媒體、繪本、史料、
地圖)進行臺灣茶的認識與理解。
2. 運用焦點討論的方式找出三峽茶葉的
發展脈絡與特色。
3. 完成課程學習單。
1. 前往三峽橫溪茶園進行採茶、製茶體
驗活動。
2. 透過與茶園主人的互動與問答，深入
認識茶葉產業的發展。
3. 完成課後心得學習單。
1. 教師進行茶種介紹與茶道示範教學。
2. 各組分組進行茶道體驗。
3. 由各組進行茶道示範並拍攝影片介
紹。
1. 藉由之前課程的體驗與學習，妥善運
用茶的特性進行小組腦力激盪，完成
小組茶行銷心智圖
2. 提出小組行銷策略方案，並由同學進
行票選
3. 教師進行講評
1.介紹有關藍染相關文學
2.導讀藍染文學作品
1. 介紹世界各國藍染文化發展
2. 分析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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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化學角度了解藍染原理與製作過程
2. 探討幾何圖形與摺痕之關係: 基礎幾
何圖形影片賞析
藍染原理與設計
3. 淺談藍染技巧教學:夾染、縫染、絞
染、 蠟染、 綁染、型染
藍染實作(一)
夾染、綁染實作
藍染實作(二)
型染實作
藍染實作(三)
型染實作
1. 如何設計文案
藍染文案設計與行銷(ㄧ) 2. 優秀文案觀摩
3. 文案架構寫作
1. 行銷理論簡介
藍染文案設計與行銷(二) 2. 產品分析
3. 行銷策略研擬
1. 分組進行報告
學生成果分享與報告
2. 小組票選與師長講評
1. 介紹三峽老街、祖師廟、李梅樹紀念
館、三峽文物館的建築特色與歷史脈
絡
三峽文史初探
2. 小組討論並蒐集與三峽相關的重要事
件
3. 完成課程學習單
1. 分組進行自導式三峽踏查行程
走讀三峽•美好時光
2. 完成自導手冊上的各項任務
3. 蒐集相關資料
1. 小組針對蒐集的資料進行討論
歷史再現&文創
2. 選定再現的主題，並加入創意思考
3. 完成設計草圖
1. 將實地考察或是三峽歷史資料蒐集整
理，找出有興趣的特色或文物。
3D 列印軟體教學與實作(一) 2. 分組進行討論，如何將這些特色或文
物融合在商品之中，例如餐具、燈具
等結合。
1. 草圖繪製，將初步想法用圖形繪出。
2. 功能說明、決定材料、尺寸、縮放比
例等。
3D 列印軟體教學與實作(二)
3. 介紹人因工學、通用設計元素，需放
入產品之中。
4. 3D 軟體範例教學。
3D 列印軟體教學與實作(三) 1. 提醒細部設計，如預留孔、組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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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曲角度、支撐材等。
2. 3 D 圖形繪製。
1. 與教師討論 3d 圖的繪製。
3D 列印軟體教學與實作(四)
2.3D 模型建立。
1. 電路及電子元件結合。
2. 模型印出。
3D 列印軟體教學與實作(五)
3. 模型測試及修正。
4. 報告撰寫，動機、過程及心得。
1. 分組進行報告
作品產出與分享
2. 介紹作品與創作理念
1. 課程任務說明
任務說明、引導(一)
2. 學生分組（飲食健康、空間環境、交
通運輸、教育文化、休閒娛樂）
1. 收集資料、討論
任務說明、引導(二)
2. 確認問題方向
3. 填寫問題確認與分析表
1. 擬定訪談大綱（對象、時間）
任務說明、引導(三)
2. 彼此作訪談練習
3. 完成訪談表
1. 整理訪談內容
任務說明、引導(四)
2. 跟老師討論，確定行動方案擬定方向
3. 填寫資料分析與評估紀錄表
1. 擬定及規劃行動方案細節
行動方案擬定及執行(一)
2. 讓全班了解彼此的行動方案主題
行動方案擬定及執行(二) 實踐行動方案、跟老師討論
行動方案擬定及執行(三) 實踐行動方案、跟老師討論
行動方案擬定及執行(四) 修正及檢討行動方案
成果發表會
小組報告

三、選修課程試行
目前已於高二選修課程中開設三峽學的課程，選課人數共有 39 人，上學期課程以
茶葉(9 週)、藍染(9 週)為主題，下學期以三峽的特色建築與在地行動方案為主，
希望閱讀理解、解決問題
四、困難與突破
(一)關於試行對象選擇
初期規劃以本校語文實驗班為主要課程試行對象，因實驗班課程具備彈性，且為
同一班級學生，符合未來校訂必修以班級為單位的開課模式，但因實驗班有其設
立目標與課程實驗方向，若直接套用可能會造成實驗課程中斷，故調整為高二多
元選修試行，好處在於直接得到高二學生的回饋，但可惜的部分是因為由各班級

組成，故較缺乏共同討論的時間與形塑班級的特色。未來仍會以高二選修進行試
行，待課程修正更加完備後，109 學年度採取班級開課的方式進行正式上課。
(二)關於時間安排
在時間安排上，配合多元選修開課時間，但因部分教師仍有開多元選修課程的壓
力，以致於社群教師無法全程參與課程試行過程，這部分已跟教務處進行溝通，
也希望下學期能夠提供完整時間給課程設計的老師進行觀課、議課。
(三)關於師資培訓
在 106 學年度利用社群共同的時間進行開會研討與增能，107 學年度開始試行後，
老師們更加忙碌，目前是以ㄧ個月ㄧ次進行課程試行討論，另外也利用課餘時間
進行茶席、藍染的教學增能。
肆、 建議
各校在發展校訂必修的背景與歷程都不盡相同，所擁有的資源、環境也不ㄧ樣，本校的
發展模式是否能適用於其他學校，也很難一體試用，不過，或許可以提供一種參考運作
方式，但仍需符應各校的發展脈絡，建議國教院可以針對如多元選修、加深加廣選修、
校訂必修等課程進行課程範例彙編，針對完全中學、普高、技術型高中，以及考量各校
學生人數、班級數，提出基本模組供各校參考，這樣不但可以讓學校條件鄰近的友校可
以參採，也能具體回應新課綱的核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