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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

「共好」（合稱「自動好」）為核心，108 課綱則以「成就每一個孩子——

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希望能兼顧學生的

個別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透過適性教育，激

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並善盡國家公民的責任展現共生智

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據此，技術型高中在新

課綱的校訂課程裡便規畫「彈性學習」領域時間，為讓學生得以更充分體認

自己就是學習的主體，三個學年六學期總共配置 6-12 學分，學生透過彈性學

習可以進行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課程或學校特色活動

等，而其中「自主學習」便成為技術型高中一項非常劃時代與開創性的課程。 

    109 學年度起，國立臺南高商在黃耀寬校長領導下責成圖書館張家榮主

任推動學校自主學習課程，從研擬方向到相關會議研商宣導，確立了臺南高

商自主學習本位特色，便是以「探究與實作」做為發展主軸與，學生透過申

請制與審查機制才得以順利取得自主學習資格與機會，就是確保學生的「自

主學習」課程是在學校設定的渠道裡學習，不致於奔流亂竄，是在學校開展

的草原上學習，不至於天馬行空，一個學期實施下來，已見美好的成效與豐

碩的成果，為讓日後南商自主學習得以更穩健的發展，特製作這本學習手冊，

供學生、家長及老師參考運用。 

 

 

   



貳、南商自主學習本位特色 

 

    臺南高商自主學習在學生須採申請制的特殊條件下，我們期待也要求真正想自主學習

的同學加入這個學習的領域，如果抱持自修或者是空白課程可以無所事事、隨心所欲的學

習心態，將不能被學校所接受，也勢必無法獲得自主學習的修課資格，我們將南商的自主

學習本位定位在四個性質與四種類別，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四個性質 

    自主學習如果學校沒有適時的引導定位，學生是容易渙散而無方向的，因此我們不希

望學生在自主學習時間成為脫韁野馬，也不希望學生的自主學習是天馬行空不切實際，在

校長及相關行政同仁老師的共同努力配合下，我們發展了四個本位性質如下： 

  1.走向亮點性—不開放隨性學習 

        學生所提的自主學習計畫是有計畫性的學習，勢必要有主題、有策略、有成果可

展示，我們期待每一位學生都能端出具有亮點的學習成果，有總結性的學習成果，甚

至可參加競賽、投稿與外界交流的作品，而非每周填塞自主學習時間，至終成果乏善

可陳，只是個人興趣的練習像是電影欣賞、唱歌、魔術方塊、聽音樂等等都無法通過

學校審核。 

 

  2.走向區隔性—不開放既有學習 

        自主學習屬於課程一部分，它在眾多部訂、校訂課程中獨樹一幟，既然被單獨提

出自有它的課程主體性，是不能與其他課程相混淆或重疊，因此如果所提出的自主學

習計畫內容是學生在課堂上、社團、校隊、甚至居家都可以從事的學習活動，沒有明

顯區隔出來，也無法通過學校審核。 

  3.走向探究性—不開放只有實作 

    既然自主學習是以學生為主體，我們期待在南商的學生能有更卓越的成效，希望

同學在學習的歷程中能發揮探究的精神，而非只是拿來進行一些重複性的操作或是自

主訓練甚至拿來練習檢定等，結合探究的實作是南商自主學習本位的鮮明特色。 

  4.走向個體性—不開放小組運作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我們期待在自主學習當中培育孩子們的核心能力，

因此我們希望學生獨立提出一個專屬於自己的計劃，不採小組形式，也不能多人共同

採用相同題目進行，目的就是希望讓出一個學習、思考、探索的空間與時間給學生單

獨去面對他的題目，可以努力搜查資料、努力實際操作、努力詢問師長、努力利用學

校資源，至於在這自主學習時間外要如何與他人連結討論甚至合併相關計畫一起再行

發展，都是我們所樂見的。 

一、四個類別 



    基植於「探究與實作」的南商自主本位主軸，我們擬定出四種類別供學生思考做出抉

擇，類別框定了有助於學生再去研擬自主學習的計畫性題目，這四種類別分別為「人文社

會科學探究(與實作)」、「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藝文創作與探究」、「技能實務

與探究」，前兩者類別之所有有括弧是表示不一定要進行實作，可以純粹地探究，當然我

們也期待若是各方面條件允許，在探究後能有一些實作的展現會更精采而具體。至於後兩

者的類別是以實作為主的類別，我們還是要求同學不能沒有探究，所以就不會有括弧在探

究上，實作為主、探究為輔應該可以說明第三、四類別的核心精神。 

    至於第一、二類別，我們也參考了中學生網站小論文比賽所提列的論文類別，加以增

改如下，希望同學在浩瀚茫茫的興趣大海中得以準確下錨。 

第一類：人文社會科學探究(與實作) 

        法政、文學、史地、哲學、英文寫作、語言學、家事、健康護理、商業  

        國防、教育、諮商輔導、藝術、體育競技、觀光餐旅、地方學、圖書館  

        學及其他 

 

第二類：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工程技術、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物理、海事水產、資訊、數學、 

        天文、生活科技、運動科技、農業科技、軍事科技及其他 

而這兩類別可跨類選擇進行勾選，希望同學也能在科技與人文素養上兼顧，平衡發展。 

 

第三類：藝文創作與探究 

 

第四類：技能實務與探究」 

 

 

 

 

 



參、自主學習計畫題目擬定須知 

    自主學習計畫有類別方向後，再來同學就必須擬定適切的題目，作為計畫的軸心，

通常題目擬定不佳不容易通過學校審查，因為無法明確得知這位同學想進行的方向與範

疇，也無法檢核是否與學校探究與實作的本位精神相符，因此在制訂題目時尤其關鍵，

同學不可不深思，以下針對南商自主學習計畫題目有幾點須知是同學要留意的： 

一、要有探究意涵 

    題目不能違背學校自主學習探究的核心，只寫出一個實作的題目或者表示出只是想

來練習某種技能的題目，基本上就無法順利通過，另一種情形是，實質上有探究的內容

卻未顯示在題目，我們則會建議修正題目後才予以通過。 

二、要能聚焦實際 

    自主學習我們期待學生在非常有限的幾節課能做出一個小成果，因此不可能有太大

的題目可以完成，小題小作應該是最安全穩固的方向，寬廣無邊的題目、文青式的題目

以及在學校窒礙難行的題目都是不合格也不需要的，同學必須要謹慎撰寫出一個好的題

目，才能在審核的第一關順利通過。 

    以下分別臚列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過自主學習計畫的題目

供參考：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110

學年度

第二學

期】 

社團選填網頁設計探討與實作-程式設計 

手書製作研究 

舞台設計與實作 

專業動畫軟體初見習—動作類型場面上色研究與實作 

Vtuber虛擬人物探索與製作 

賽博朋克風格隧道書製作設計與研究 

楊沂孫篆書特色探究與創作 

黃牧甫篆書特色探究與創作 

小說創作及研討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與探究 

Combating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 Study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公司特徵與媒體訊息的股價影響效果-以大立光公司為例 



經典愛情電影手法與文本探究 

電影「返校」拍攝手法與配樂探究及分析 

素描的技法研究和實作練習 

戀小說探究與模擬創作 

香港作家李明慧之人格與寫作風格關聯性初探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及吉他和弦技法探究 

靈異刑偵小說創作及研討 

房地合一稅 2.0 VS 1.0 之差異探究 

21世紀新興產業-電子商務之探究 

探究金融科技的未來趨勢、影響及應用 

電商入門學習與實作 

消費滿意度調查與探究-以 OutdoorBase露營用品為例 

戶外用品行銷模式的探究和調查-以 INTEX與百岳為例 

防疫小物購買意願之探究與調查 

從設計思考的角度探究多功能書架的可行性 

從消費者需求探究多功能牽狗繩可行性 

瘋露營─100mountain 百岳露營用品市調分析 

Let’go!-Bestway 露營用品品牌之行銷分析與探究 

你的故事，我的故事--英文讀本探究與創作 

美國俚語深度解析及文化探究與實作 

加拿大深度探究與旅遊手冊製作 

#BLM?#SAH?從膚色探究世界與文化! 

東方生命禮儀業之探討與繪本實作(中英版) 

西方生命禮儀業之探討與繪本實作(中英版) 

學校架站系統架構研究與探討 

樹莓派研究與實作-懷舊遊戲機 

GAS學校掃區設備報修系統 探討與實作 

Joomla後台管理 CMS 探討與實作 

用 Linux架設資料庫之探究與實作 

Python與 PyGame 之探究與實作 

 

  



肆、南商自主學習申請流程 

一、申請期間：高一下、高二上下、高三上 

二、申請方式：於規定截止時間前提出下一個學期「自主學習申請表」 

                    (學校圖書館、教務處網站下載) 

 

 

學校召開自主學習申請書審議委員會 

 

 

                   修正通過     通過      不通過 

 

未繳交修正申請書  繳交修正申請書 

 

學校媒合指導老師 

 

 

師生進行計畫書撰寫討論 

 

 

於期限內提交自主學習計畫書 

 

 

學校召開自主學習計畫書審議委員會 

 

 

修正通過     通過      不通過 

 

未繳交修正計畫書     繳交修正計畫書 

 

 

 

 

 

 

 



伍、南商自主學習資源 

一、空間資源 

(一)圖書館一樓 

閱讀區席位：32 

討論區席位：18 

雅座區席位：6 

< <討論

區>                  <雅座區> 

  

<閱讀區> 

 

 



(二)圖書館二樓 

木板閱讀區容留量：10 

  

 

(三)圖書館三樓 

大閱讀區席位：250 

小閱讀區席位：6 

雅座區席位：20 

視聽電腦區席位：10 

專討室間數及席位：3 間共 15 席 

研討室間數及席位：1 間 10 席 

  

<大閱讀區>             <小閱讀區> 

 



(三)圖書館三樓 

  

<雅座區 1>                     <雅座區 2> 

  

<專討室> 

  



 (三)圖書館三樓 

     

<研討室> 

   

<視聽電腦區> 

 

 



二、設備資源 

(一)圖書館一樓 

冷氣：五座 

單槍投影：一組 

影音播放液晶電視：一組 

(三)圖書館三樓 

大閱讀區：冷氣 4 台、黑白板一座 

小閱讀區：冷氣 2 台 

視聽電腦區：9 台電腦 

專討室：55 吋液晶顯示器 3 台、電腦 3 台、3*6 尺白板三面、冷氣 2 台 

研討室：55 吋液晶顯示器 1 台、電腦 1 台 

<全館皆裝設有無線 WiFi 以及有線網路，學習無國界> 

三、學習資源 

圖書館一樓藏書：4000 冊(近五年出版) 

圖書館二樓藏書：30000 冊 

圖書館一樓期刊：30 種 

圖書館一樓報紙：3 種 

電子書：華藝電子書 900 本、HyRead 電子書、 

電子期刊：天下雜誌、康健雜誌、親子天下、Cheers 四種 

自主學習資源網：已建置 50 種網路學習資源連結(陸續建置中) 

DeltaMOOCx 台達磨課師 YouTube 頻道 

臉書「台灣線上同步教學社群」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學習吧 

LIS 情境科學教材 

PaGamo 圖書館 



台北酷課雲 

性平小學堂 

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因材網 

疫起線上看 

教育雲線上教學便利包 

因材網數位學習資源 Youtube 頻道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臺精選 70 門精彩線上課程 

清華雲自主學習線上課程 

成大開放式教育平台 

臺師大開放式課程 

交大開放式課程 

清大開放式課程 

臺大開放式課程 

國立臺灣圖書館網路辦證步驟說明(借閱電子資源) 

好用影片製作軟體：小影 App 

訓練手眼協調遊戲：Teeter App 

HyRead ebook App 

人人都能說故事：Com-Phone Story Maker App 

翻轉學科學習：LearnMode 學習吧 

成語故事演給你看：小戲骨劇場 

台灣國家公園網站 

跟著行動巴士看世界：Bus Life NZ 

看動畫學英文： Martha Speaks  

把單字變好記：巧克力單詞 

乘法練習： Multiplication Games 

僑教雙周刊 



K 歌學英文： Lyrics Training 

互動是模擬數理教學： PhET 

接軌國際要聞： 地球圖輯隊 

視覺靈感資料庫：Pinterest App  

線上美術館： Google Arts & Culture  

數位閱讀-公共圖書館應用 

Hahow 好學校 

網易公開課 

YouTube EDU 頻道(教育) 

TED-Ed 頻道(中文化課程) 

BBC 寰宇知識教育影片庫 

PaGamO  

安安教學網 

可汗學院 

LearnMode 學習吧 

均一教育平台 

技術型高中國語文推動中心性別平等議題專區 

性平小學堂 

  



陸、南商自主學習成果-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示例 

    在南商自主學習課程規劃中，我們希望培養孩子除了獨立思考探

究的能力以外，還有一項重點就是論述能力，透過期末成果的發表與

展示(不論是實體還是線上)，孩子們能展現「文字論述」與「語言論

述」的能力，文字論述透過製作成果簡報 PPT 闡述自己的成果，我們

就可以看出孩子們的探究脈絡與歷程；語言論述透過成果影片以及現

場導覽(視疫情況辦理)口述自己的歷程與成果，甚至在與大專端學者

諮詢輔導的相關場合中，要學習與他人對談交流，學習完整表達自主

學習的內涵，，因此學生的成果必須包含簡報 PPT 以及成果導覽影片，

有些廣科同學還可以另行錄製成果影片(非導覽性質的作品)。 

    此外，基於成果展示所需，我們也要求孩子們要製作自主學習成

果展作品個人海報，展現美感設計能力，強化視覺意象，希望同學在

文字、語言及美感、資訊能力上透過自主學習，有所成長與收穫。以

下就分為【海報篇】、【簡報篇】及【影片篇】來展示。 

一、海報篇 

<海報大集合>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探究/林于晴、陳昱丞、張愛林、方昱媐、楊佳諭、謝宜璇> 



 

<公司特徵與媒體訊息的股價影響效果-以大立光公司為例/高筠婷、龍芃安、吳亭葦> 



 

<社團選填網頁設計探討與實作-網頁設計/洪百辰> 



 

<社團選填網頁設計探討與實作-網站架設/張育綸>



  

<社團選填網頁設計探討與實作-程式語言設/張浩威> 



 

<楊沂孫篆書特色探究與創作/吳亭儀>



<

黃牧甫篆書特色探究與創作/許姵淳> 



 

<賽博朋克隧道書製作研究/杜詠潔> 



 

<專業動畫軟體初見習—動作類型場面上色研究與實作/卓旭晨> 



<Vtuber虛擬人物探索與製作/林于傑陳宇杰> 



 

<手書製作研究/林蔚軒蘇郁涵> 



 

<舞台設計與實作/潘翊媗、陳沛婷> 



 

<高中生新冠肺炎媒體識讀能力/楊雲萱、葉芯彤> 



 

<小說創作及研討/江霈晴> 



二、簡報篇 

(限於篇幅，僅呈現簡報封面，詳細內容請上臺南高商圖書館自主學習網站觀覽) 

公司特徵與媒體訊息的股價影響效果
以大立光公司為例

貿 二 乙：吳 亭 葦
高 筠 婷
龍 芃 安

指導老師：吳 美 玲

 

 

 

ヴァンパイア 歌曲故事

廣二甲 林蔚軒 蘇郁涵

110學年度 自主學習 成果發表

 

 



 

 

 



 

 



廣二甲16卓旭晨-二下自主學習課程
專業動畫軟體初見習—動作類型場面完整上色動畫實作

  

 

 

 

 

虛擬人物製作
109年自主學習成果

   



 

 

 

 

 

 



  

 

 

 

 



  

 

 

  

 



三、影片篇(請自行掃描 QR code 進入觀賞)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探

究/林于晴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探

究/方昱媐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探

究/張愛林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

探究/陳昱丞 

    
Combating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 Study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dia Literacy(高中

生新冠肺炎媒體識讀

能力)/楊雲萱 

Combating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 Study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dia Literacy(高中

生新冠肺炎媒體識讀

能力)/葉芯彤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探

究/楊佳諭 

英文單字學習方法

探究/謝宜璇 

  

  

專業動畫軟體初見

習—動作類型場面上

色研究與實作/卓旭晨 

舞台設計與實作/潘翊

媗、陳沛婷 

Vtuber虛擬人物探索

與製作/林于傑、陳宇

杰 

Vtuber虛擬人物探

索與製作成果示意

片/林于傑、陳宇杰 



    

手書製作研究成果示

意片/林蔚軒、蘇郁涵 

手書製作研究/林蔚軒 手書製作研究/蘇郁涵 社團選填網頁設計

探討與實作-網頁設

計/洪百辰 

   

 

社團選填網頁設計探

討與實作-網站架設/

張育綸 

社團選填網頁設計探

討與實作-程式設計/

張浩威 

楊沂孫篆書特色探究

與創作/吳亭儀 

黃牧甫篆書特色探

究與創作/許姵淳 

  

  

公司特徵與媒體訊息

的股價影響效果-以大

立光公司為例/高筠

婷、龍芃安、吳亭葦 

小說創作與研究/江霈

晴 

  

 

 

 

 



柒、附錄 

一、國立臺南高商自主學習申請表 

 



二、國立臺南高商自主學習計畫書 



 



三、國立臺南高商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四、國立臺南高商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