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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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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有108

課綱呢？

與時俱
進

12年國
民教育

更彈性、
多元

未來世
界的挑
戰

成就每
個孩子



4

108課綱最強懶人包：從學知識到學素養，
8張圖看懂108課綱
by 陳雅慧、蘇逸涵
(親子天下專特刊33期 2020-04-01出刊)

https://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1436-108%E8%AA%B2%E7%B6%B1%EF%BC%9A%E5%AD%B8%E7%BF%92%EF%BC%86%E5%8D%87%E5%AD%B8%E5%85%A8%E6%94%BB%E7%9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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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課綱高中的改變為何?

一. 理念：「自發」、「互動」及「共好」。

二. 願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三. 技術型高中：

1. 新增部定技能領域的實習課程，增進學生務實致用能力。

2. 強化學校結合地區產業共同發展學校校訂選修課程，以增進產學鏈結。

3. 強化校訂選修課程，增加同群跨科、同校跨群等多元跨域能力的培育。

4. 新增彈性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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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彈性學習時間

https://youtu.be/kZa9Zsswts4


10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定

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原則

1)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在各年級每學期時，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 節中，開設每週1 節；採全

學期授課規劃者，採計1 學分。

2)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採班群、同年級方式分別實施。

3) 各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得依各科之特色課程發展規劃，於教務處訂定之時間內提出選手

培訓、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之開設申請；各處室得依上述原則提出學校特色活動之開

設申請。

4) 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校外實施者，應經校內程序

核准後始得實施。

5) 採全學期授課規劃者，應於授課之前一學期完成課程規劃，並由學生自由選讀，該選讀機制

比照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機制；另授予學分之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其課程

開設應完成課程計畫書所定課程教學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列入課程計畫書，

或經課程計畫書變更申請通過後，始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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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授予方式係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辦理。

(一)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採計為學生畢業總學分。

(二)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亦不得為彈

性學習時間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

(三)學生修讀本校課程計畫訂定得授與學分之彈性學習時間課程，並符合以下要件者，其彈性學習

時間得授予學分：

1. 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增廣）教學或補強性教學課程。

2. 修讀期間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課程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

3. 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

4. 彈性學習時間未取得學分之教學課程不得申請重修。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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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彈性學習時間(二年級)

編號 課程名稱 開設科別 人數

1 吾鄉吾土－我的家鄉田野調查 國文 16

2 歡樂英語(桌遊/電影/歌唱) 英文 5

3 英語好好讀 英文 14

4 多邊形 數學 10

5 光學觀測儀器探討
自然(化學+

生物)
15

6 藝術療癒 美術 24

7 棒壘球-打擊 體育 30

8 野外求生 國防 31

10 生活機構原理和力學 機械 15

11 製造之生活圖學 機械 20

12 健康營養一把罩 加工 26

編號 課程名稱 開設科別 人數

13 麵條製作 加工 24

14 玩轉小紅磚 土木 20

15
創意水泥作品、油漆彩繪(微課
程)

土木 20

16 數位電路在生活中的應用A 電子 11

17 數位電路在生活中的應用B 電機 18

18
回收 PVC 導線造型創意藝術與
製作

電機 24

19 動物行為觀察 畜保 20

20 校園植物解析 造園 21

21 立體紙藝動手做 電圖 32

22 3D VBR 電子商城的建置 電商 27
學生人數：4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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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彈性學習時間(三年級)

編號 課程名稱 開設科別 屬性 人數

1
寫出競爭力--

自傳寫作引導及實作
國文 增廣 8

2 英語好好說 英文 增廣 10

3 英語力UpUp 英文 增廣 13

4 趣味玩物理 自然 增廣 11

5 生活中的心理學 輔導 增廣 31

6 健身-重量訓練 體育 增廣 21

8 當代軍事科技 國防 增廣 32

9 基礎日文 增廣 30

10 梁之應力的生活應用 機械科 補強 20

編號 課程名稱 開設科別 屬性 人數

11 小巷中的美食 加工科 增廣 24

12 震盪電路及濾波器分析 電子科 增廣 9

13 家庭電器原理與檢修 電機科 增廣 22

15 寵物乾燥食品開發 畜產保健科 增廣 25

16 動手玩園藝 造園科 增廣 27

17 生活中的運動學 電圖科 補強 30

18 手機微電影與行銷 電子商務科 增廣 30

19 自主學習 14

21 桌遊 + 摺紙 數學 增廣 23

學生人數：3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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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技專考招是否有重大的改變？

1. 111學年度起之四技二專招生方式：7種

110學年度
1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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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技專考招是否有重大的改變？

2. 與學習歷程檔案相關：

1) 甄選入學：分兩階段進行

2) 第一階段：根據統測考試成績依各系科規定篩選出至多三倍率學生(例如

要招30名學生，最多就篩出90名)進入第二階段；

3) 第二階段：由系科採取書審、面試或實作來進行評分(可擇一或全採)。

4) (書審)備審資料：由學生勾選三年內上傳學習歷程檔案中，自己覺得最優

質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提供給技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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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採計學習歷程檔案及甄選總成績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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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影片

https://youtu.be/Ko8H47JjMT0
https://youtu.be/Ko8H47JjM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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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學業成績、課程諮詢紀錄)

(包含學籍資料、幹部紀錄)

(包含修課產出之作業、作品等)

(包含彈性學習時間、團體

活動時間及其他表現)

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數位平臺

(學習歷程
學校平臺)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蒐集的資料

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學生學習
歷程資料庫

(學習歷程
中央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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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上傳人員 內容概述 備註

基本資料 由學校人員每學期進行上傳
學生學籍資料，包含姓名、就讀科班
等、班級及社團幹部經歷。

修課紀錄 由學校人員每學期進行上傳
包括修習部定/校訂必修/選修科目等
課程學分數及成績。

課程學習成果 由學生每學期進行上傳

有修課紀錄且具學分數之課程產出之
作業、作品或書面報告等，包含：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

能領域)
 其他學習(作品)成果

1. 本項目須經任課教師於
系統進行認證，僅認證
成果為相關修課之產出，
但不會進行評分與評論。

2. 每學年由學生勾選至多6
件，經由學校人員提交
至中央資料庫。

多元表現
限學生高中就學期間取得之
多元表現，不限上傳學年度

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
表現。

每學年由學生勾選至多10件，
經由學校人員提交至中央資
料庫。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蒐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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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形式

不論哪一種科目，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形式，

都可以用作業、作品、成果報告、專題報

告、時事心得、文字影音創作、圖像設計

作品、小論文、文學評論、活動企劃書、

展演紀錄、實習心得等多元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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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形式

考試卷

習作

講義

學期綜整學習成果、專題報告

有特色的作業或成果報告

學習單、報告簡報

圖片、照片、影片

上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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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完整流程

整理 上傳 認證 勾選 提交
課程學習

成果

多元表現

整理 上傳 勾選 提交

每學期完成 每學年完成

每學年完成

學生負責 教師負責 行政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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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檔案格式、大小

資料項目 檔案格式類型 內容說明
(檔案大小或簡述文字之字數)

課程諮詢紀錄
(只限校內平臺)

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2MB

簡述：文字 每件100個字為限

課程學習成果

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4MB

影音檔案：mp3、mp4 每件固定上限10MB

簡述：文字 每件100個字為限

多元表現

證明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4MB

影音檔案：mp3、mp4 每件固定上限10MB

外部連結：文字 -

簡述：文字 每件100個字為限

上傳某一科目成果

之檔案合計為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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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尾
科
大

電
機
工
程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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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1 彈性學習時間學習成果(包含自主學習或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

Ｃ-2 社團活動經驗

Ｃ-3 擔任幹部經驗

Ｃ-4 服務學習經驗

Ｃ-5 競賽表現

Ｃ-6 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如職場學習成果)

Ｃ-7 檢定證照

Ｃ-8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項目名稱代碼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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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科
大

機
械
工
程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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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科
大

獸
醫
系



30

澎
湖
科
大

食
品
科
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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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科
大

營
建
工
程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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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學生，

我要做什麼？

上
傳

勾
選

瞭解學習歷程檔案對自己的重要性。

學會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相關操作。

積極參與校內學習活動，探索出自己的興趣，並找到

生涯定向，逐步累積自己的學習歷程。

配合學校規劃之時程，上傳和勾選自己的課程學習成果

及多元表現。

依學校通知確認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資料之收訖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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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習歷程檔案的重要性。

透過孩子的課程學習成果，瞭解關心孩子在學校課

程的學習情況。

鼓勵孩子多元展能，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發現自

己的興趣，並找到生涯定向。

我是家長，

我要做什麼？

關心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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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公告平台

網頁首頁文字詳細說明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學校活潑圖形介面

 招生群(類)別分門別類，方便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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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公告平台—依參採項目進行查詢
 協助學生運用條件查詢適合自己屬性之系科
 提供多重方式複合查詢參採校系

開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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