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商自主學習線上宣導 



 





 









這是一個甚麼時代 



 



 



疫情期間 

你自主了嗎 



艱困時代   大家都在想辦法生存 

艱困時代   大家都在尋找出路 

艱困時代   大家都需要以自變應萬變 



•應變能力 

•組織能力 

•計畫能力 

•執行能力 



• 1.想讀一般大學(透過學測或統測建議一定要提出) 

• 2.要讀科技大學(透過統測，甄選入學比較有優勢) 

 

• 3.真的有東西想要探究 

• 4.想要自己做那一節彈性課程的主人 

 

以上都………………………………………………… 

 



•校內選修 

•自主學習 
 

• 請有申請自主學習的學生一樣要上網選課，到時
候如果自主學習計畫有通過，教務處會再從選課
名單中剔除 



想讀一般大學(透過學測， ) 



佔全部科系85% 

http://www.jbcrc.edu.tw/learn1.html 
 

http://www.jbcrc.edu.tw/learn1.html
http://www.jbcrc.edu.tw/learn1.html




 



 



 



透過統測甄選入學進入科大(比較有優勢 )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國立科大那些科系已明確會看(舉隅) 

• 台科大--資管系、應外系、建築系 

• 北科大--工設系、經管系、應英系、文發系 

• 雲科大--設計群科系、商管群科系、應外系 

• 中科大--設計群科系、流管系、資管系、應統系、 

                    應中系、資工系、多媒系 

• 高科大--設計群科系、財管系、流管系、資管系、 

                    運管系、金資系、財稅系、會資系、 

                    智商系、航管系、應德系、觀管系、 

                    休管系、水科系 

 

 

 

 

 

 



 

• 高餐大--餐管系、應英系、國觀學程、中廚系、 

                    旅運管理系、航管系、烘管系 

• 屏科大--財務金融系、應外系、休健系、餐管系 

                   應外系、植醫系、時管系 

• 虎科大--多媒體設計、休憩系、商管群科系 

• 北商大--設計群科系、財稅系、財金系、企管系 

                    應外系 

 

 

 

 

 

                     

 

 

 

 

 

國立科大那些科系已明確會看(舉隅) 



透過統測甄選入學進入一般大學 
(比較有優勢 ) 



 

 

 



四技二專甄選  國立一般大學已明確會看 
• 政大--金融系 
• 師大—圖傳系 
• 中興—企管系 
• 中央—財金系、經濟系 
• 中正—外語系 
• 彰師大—財金技術系 
• 台海大—海設學程 
• 高大—工藝創設系 
• 東華—藝創系 
• 聯合—經管系 
• 中教大—國企系 
• 北教大—文創系 
• 北醫大-牙技系 
• 北護大--健管系、休健系、健諮系、運保系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沒說要看的 

 

 

 





 



 



至於怎麼採計分數  未公布 

綜合評量     是一個不錯的字眼 
 
 



重點不在   會不會看 

而是   有沒有進行自主學習 

       有，至少保有基本競爭優勢 

        

       有還做得好 

       資料審查及面試一定大加分！ 

 

            

 

 



•是有計畫的學習 

•是要能獨立探究 

•是要有成果發表 

•會有校內老師晤談 

•會有大專教授協助 

•會有學習資源提供 

 
 



是有計畫的學習 
 



1.提出申請 



 



 



2.通過後與老師討論實施計畫 



3.提出計畫 



 





是要能獨立探究 
 



• 探究(與實作)   <第一類> 

• 探究(與實作)           <第二類> 

   (探究為主、實作為輔) 

 

• 與探究                       <第三類> 

• 與探究                       <第四類> 

  (實作為主、探究為輔) 

 

 

 

      獨立探究  分為四個類別 



四大類別    主題探究 



探究為基本 
 

實作為附加   



10902的自主學習計畫    題目 
• 網頁設計-社團選填研究與實作 
• 日本逐格動畫創作與探討 
• 日本2.5次元舞臺效果及延伸創作模型 
• 各動畫及影視作品之武打場面研究與實作 
• 虛擬人物開發創建 
• 賽博朋克(未來都市風格)隧道書製作設計研究 
• 楊沂孫篆書特色探究與創作 
• 黃牧甫篆書特色探究與創作 
• 西方建築風格美感分析-地中海建築風格、義大利建築風
格、英式建築風格、新古典主義 

• 小說創作及研討 
• 英文單字的獨創學習方法 
• 從新聞中的新冠肺炎議題報導探討高中生的媒體識讀能力 
• 大立光2020年股價分析與研究 



班級 姓名 主題 指導老師 類別 初審結果 

貿二丙 許O榕 電影「返校」拍攝手法與配樂探究及分析 孫聖和 文藝 通過 

應二乙 蔡O婕 素描的技法研究和實作練習 孫聖和 文藝 修正後通過 

商二丙 鄧O 戀小說探究與模擬創作 張家榮-自選 文藝 通過 

貿二甲 陳O妤 香港作家李明慧之人格與寫作風格關聯性初探 張家榮-自選 文藝 修正後通過 

觀二乙 陳O媛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及吉他和弦技法探究 張家榮-自選 文藝 修正後通過 

觀二乙 江O晴 靈異刑偵小說創作及研討 張家榮-自選 文藝 通過 

資二甲 陳O臻 房地合一稅2.0 VS 1.0之差異探究 張家榮 法政 通過 

貿二丁 吳O揚 21世紀新興產業-電子商務之探究 陳家紋 商業 通過 

貿二丁 李O霖 探究金融科技的未來趨勢、影響及應用 陳家紋 商業 通過 

資二乙 蕭O羽 電商入門學習與實作 陳家紋-自選 商業 通過 

貿一乙 蘇O誠 
消費滿意度調查與探究-以OutdoorBase露營用
品為例 

黃秀印-自選 商業 通過 

貿一乙 郭O岑 
戶外用品行銷模式的探究和調查-以INTEX與百
岳為例 

黃秀印-自選 商業 通過 

貿一乙 陳O涵 防疫小物購買意願之探究與調查 黃秀印-自選 商業 通過 

貿一丙 丁O君 瘋露營─100mountain百岳露營用品市調分析 黃秀印-自選 商業 通過 

貿一丙 邱O藝 Let’go!-Bestway露營用品品牌之行銷分析與探究 黃秀印-自選 商業 通過 



班級 姓名 主題 指導老師 類別 初審結果 

應一乙 李O瑜 你的故事，我的故事--英文讀本探究與創作 蔡宜庭-自選 文藝 修正後通過 

應一乙 陳O沂 美國俚語深度解析及文化探究與實作 蔡宜庭 文藝 通過 

應一乙 蔡O錦 加拿大深度探究與旅遊手冊製作 蔡宜庭 文藝 修正後通過 

應一乙 羅O綺 #BLM?#SAH?從膚色探究世界與文化! 蔡宜庭 文藝 通過 

應二乙 項O悠 東方生命禮儀業之探討與繪本實作(中英並列) 蔡宜庭 文藝 通過 

應二乙 蔣O恩 西方生命禮儀業之探討與繪本實作(中英版) 蔡宜庭 文藝 通過 

資二甲 張O綸 學校架站系統架構研究與探討 歐俊男 資訊 通過 

資二甲 張O威 樹莓派研究與實作-懷舊遊戲機 歐俊男 資訊 通過 

資二甲 郭O安 GAS學校掃區設備報修系統 探討與實作 歐俊男 資訊 通過 

資二甲 吳O芯 Joomla後台管理CMS探討與實作 歐俊男 資訊 通過 

資二甲 吳O敏 用Linux架設資料庫之探究與實作 歐俊男 資訊 通過 

資二甲 鄭O真 Python與PyGame之探究與實作 歐俊男 資訊 通過 



編
號 

班級 
座
號 

姓名 
指導老
師 

主題 

1 應二乙 15 李家瑜 謝宜珊 淺談台語中的日語借詞分類 

2 應二乙 25 曾品婕 余佩玲 紙雕技法之研究以台南街景為例 

3 廣二甲 11 吳紫瑄 余佩玲 動物肢體動態之研究與其動畫實作 

4 廣二乙 21 林思妏 余佩玲 手書動畫之研究以時尚動畫為例 

5 廣二乙 26 曾秋雨 張家榮 伊斯蘭教適應台灣本土文化的演變探究 

6 廣二乙 34 郭沛姍 謝宜珊 新制多益單字學習之研究 

7 應三甲 30 黃泯綺 張家榮 流浪動物安樂死之法制面探討 

8 應三乙 9 王愛昀 謝宜珊 淺談外語異同之分析比較-英文與西班牙文為例 

9 應三乙 11 任愷茵 謝宜珊 「羅密歐與茱麗葉」與莎士比亞愛情觀之探究 

10 廣三乙 7 陳瑋翔 余佩玲 3D遊戲角色製作及角色動畫實作 

11 觀三乙 25 陳心媛 張家榮 張愛玲短篇小說-傾城之戀分析與模擬創作 



是要有成果發表 
 



期末辦理 

•



期末辦理 

•



期末辦理 

•



 

網站建置    供人觀摩 



 



會有校內老師晤談 

 



 



會有大專教授協助 

 



10902精彩的諮詢輔導 

外語類 



10902精彩的諮詢輔導 

設計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F5LC9iXoA


11001精彩的諮詢輔導(文藝類) 

 



11001精彩的諮詢輔導(商業類) 

 



11001精彩的諮詢輔導(商業類) 

 



11001精彩的諮詢輔導(資訊類) 

 



 

11001精彩的諮詢輔導( 資訊類) 



11002精彩的前導諮詢(文藝類) 



會有學習資源提供 
 

連結 

 

國立臺南高商自主學習手冊(1101118).pdf


圖書館建置 



最
終
獲
得 



最
終
獲
得 



下學期新增………………. 



 



下學期申請期程 
• 5/27前      登記(教務處實研組) 
• 6/2中午    參加填寫說明會(圖書館) 
• 6/9前        繳交自主學習申請表(教務處實研組) 
• 6/14          申請表審核 
• 6/15-22    與指導老師討論計畫書 
• 6/23          申請表通過者提交計畫(家長、老師均需簽名) 
• 6/28          計畫書審核 
*指導老師由學生自行找校內教師同仁(須無上彈性課程者)，或
由學校指派。 
*相關規定及申請表件，可於本校教務處或圖書館網頁下載亦可
至教務處實研組索取紙本申請表件 
 
*教務處網頁申請表件路徑:【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108新課綱專
區>(本校規範)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自主學習實施規定】 
*圖書館網頁申請表件路徑:【首頁>行政單位>圖書館>自主學習資料】 

 
 



自主萬歲 
學習無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