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國小部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 、 97 年 國 民 中 小 學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100 學 年 度 實 施 )
(一)97 年 5 月 23 日台國（二）字第 0970082874B 號令修正總綱、閩南語以外之各學習領域、重
大議題。
(二)98 年 7 月 15 日台國（二）字第 0980112647C 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
習領域（閩南語）。
(三)100 年 4 月 26 日臺國（二）字第 1000068059B 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
學習領域--國語文及重大議題。
(四)101 年 5 月 15 日臺國(二)字第 1010074428C 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
題(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資訊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海洋教育)。

(五) 104 年 10 月 15 日高市府環綜字第 10405694300 號令「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
例」實施低碳教育。
(六) 104 年 1 月 14 日公布「技術及職業教育法」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內容。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一) 107年10月3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70114788號有關108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相關注意事項。

貳、目的
（一）發展學校本位課程，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二）引導教師發揮專業自主精神，協助學生有效的學習。
（三）落實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生涯發展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
(四) 透過適性教育，培養學生創新自信，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參、 實施對象：本校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
肆、 實施期程：自 109 年 8 月 30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
伍、 課程規劃與內涵：
（一）學校基本資料
（二）學校背景分析
（三）學校課程願景
（四）學校課程架構
（五）學校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
（六）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暨運作方式
（七）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結果暨會議紀錄
（八）全校一週作息時間表
（九）全校各年級學生學習節數一覽表
（十）各年級教科書選用版本一覽表
（十一）一至六年級課程計畫撰寫內容：各學習領域課程進度總表、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彈
性學習課程(節數)分配表、彈性學習課程(節數)課程計畫、協同教學計畫等
（十二）特殊教育、藝才班、體育班課程計畫相關內容另依主政科室公函辦理檢核
陸、附則：本課程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109 年 7 月 1 日審查通過(詳如會議紀錄)，並
經校長核定後陳報教育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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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分析
年級

班級數（班）

學生數

一年級

2

33

二年級

2

32

三年級

2

43

四年級

2

39

五年級

2

47

六年級

3

66

普通班總計

13

260

特教班

0

0

資源班

0

0

全校總計

13

260

類別

男（人）

女（人）

30 歲以下

0

3

31-40 歲

1

15

41 歲以上

0

2

10 年以下

1

8

11-20 年

0

12

21 年以上

0

0

專科學校以下

0

0

大學院校

0

14

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

1

6

1人

20 人

師資背景分析
項目
年齡

年資

學歷
各分項小計

13 班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學校背景分析
國際情懷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一直以來都在推廣與國際情懷相關的態度與價值，這
也同時影響了學校社區作為。國際情懷具體而微地展現在我們的社區關
係、學術課程、服務學習、領導機會、網路連結、運動、藝術及其他活
動。義大國際高中培養我們的學生成為有國際情懷的青年，讓他們有能
力展現文化敏感度也擁有全球行動力人格特質。

International Mindedness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promotes the attitudes and values associated with
international mindedness, which influences the actions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These attitudes and values are expressed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cademic curriculum, service learning,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network connections, sports, the art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community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學習者特性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是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社區。我們相信，所有的老
師和家長都有責任共同努力來支持每位學生的個人和學術成長。在學習
者特性中，其價值和態度是本校所有課程的核心，也是培養具備國際觀
學生的關鍵。在我們的指導下，我們的學生成為探究者思考者、交流者、
敢於冒風險的人、知識淵博的人、有原則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胸襟
開闊的人、全面發展的人及反思者。

Learner Profile Attributes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a values based community. We believe that all
teachers and parent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the personal
and academic growth of our students. The values and attitudes expressed in the
Learner Profile Attributes are at the core of all our programmes and are the key to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ly minded students. With our guidance, our students
become inquirers, knowledgeable, thinkers, communicators, principled,
open-minded, caring, courageous, balanced and reflective.

21 世紀技能
 全球意識
 理解並思考全球議題
 透過與不同文化、宗教及生活背景的人一同合作，以尊重、開放的心態與
人交談，了解社會概況
 了解不同國家及文化，其中包含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國家
 生活與職業所需之技能
現今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具備思考技能與充足的知識是不夠的。在現代複雜、
競爭激烈的時代裡，學生們必須竭力發展足夠的生活與職業所需之技能。
 理解、協商，並在相異的觀點及信仰中取得平衡，從中尋找有用的解決方
式，特別是在富含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更需要此技能
 能尊重文化的差異性，並與來自不同背景、社會階層的人們相互合作
生活與職業所需技能包含：
 富含彈性與順應性
 積極與自主
 社交及跨文化技能
 生產力與富有責任感

21st Century Skills
 GLOBAL AWARENESS
 Understand and address global issues
 Learning from and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individuals representing diverse
cultures, religions and lifestyles in a spirit of mutual respect and open dialogue in
personal, work and community contexts
 Understanding other nations and cultures, including the use of non-English
languages
 LIFE AND CAREER SKILLS
Today’s life and work environments require far more than thinking skills and content
knowledge. The ability to navigate the complex life and work environments in the
globally competitive information age requires students to pay rigorous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adequate life and career skills.
 Understand, negotiate and balance diverse views and beliefs to reach workable
solutions, particularly in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s
 Respect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work effectively with people from a rang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Life and career skills include: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Initiative and Self-Direction
 Social and Cross-Cultural Skills
 Product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十二年國教願景、理念、目標

義大願景呼應十二年國教願景對應
義大願景

教育內涵

皇冠：代表學生認
知學習與人格發展
的獨立自主，象徵
著敦品勵學與全人
教育的成功。

十二年國教三大願景

五大理念

六大目標

堅持以人為本，提昇
♠成就每一個孩子
教育品質，加強人文
♠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
教育。

♠有教無類
♠適性揚才

♠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追求社會公平正義
♠均衡城鄉教育發展

三顆星：代表學生
服務學習與反思探
索的實踐貫徹，象
徵著學力執行力與
領導力的卓越。

堅信每位學生都有
無限發展的可能；並 ♠厚植國家競爭力
堅信每位學生都是 ♠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
獨一無二的獨立個 ♠成就每一個孩子
體。

♠因材施教
♠多元進路
♠優質銜接

♠引導多元適性發展
♠確保學生學力品質
♠均衡城鄉教育發展

月桂葉：代表學生
熱忱開闊與人際溝
通的寬宏氣度，象
徵著欣欣向榮與和
平

以學生為目的，不以 ♠成就每一個孩子
學生為手段。
♠厚植國家競爭力

♠適性揚才
♠有教無類

♠追求社會公平正義
♠均衡城鄉教育發展

地 球：代表學生立
足台灣與放眼世界
的國際宏觀，象徵
著迎頭趕上與超越
巔峰的榮耀。

秉持全人教育的理
♠厚植國家競爭力
想，落實五育均衡發
♠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
展，培養地球村健全
♠成就每一個孩子
公民。

♠多元進路
♠優質銜接
♠適性揚才

♠舒緩過度升學壓力
♠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追求社會公平正義
♠引導多元適性發展

教學目標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IIS）以思考教育的未來與國家的發展為主要方針。國家的發展與國際
潮流密不可分，而國家未來發展支柱則緊繫於世界和平與教育。為避免 IIS 教育的學生還沒
畢業就被時代淘汰，所以我們希望學生有能力解決未來生活出現的問題、有能力面對未來
的工作、能夠使用最新科技，並能跨越多元文化鴻溝，敞開心胸面對全球化的來臨。因此，
學校團隊積極建構 IIS 教師專業社群以及發展出一貫性、且具有國際觀十二年一貫的完整教
育體系。經本校董事會與行政團隊詳盡評估，一致認為實施「國際教育」正符合國家與未
來國際發展趨勢，並認為推動國際文憑組織 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的教育系統與理
念，最能呼應台灣與國際之教育思潮。本校積極研究與建構一系列 PYP (Primary Years
programme)、MYP (Middle Years Programme)、DP (Diploma Programme)等 IB 課程。事實上，
國際教育的最終目的「世界和平」並非新的立意，至聖先師孔子早就有此哲學理念：「物
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
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所以，本校的教育宗旨：「IIS 推廣國際情懷，是為了培育擁有知
識的、善於發問的、懂得關懷的人。透過跨文化的諒解與尊重創造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
不只是國際教育理念，也是符合「有品教育」思潮，從陶冶個人品德、修身做起，進而齊
家、治國，乃至於平天下。依據本校願景，我們戮力在校園環境、人力資源、行政團隊上
合作努力為實現本階段教育目的，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三層面上輔導學生達
成下列目標:

1.

8.

積極訓練教師使其具備提昇學生人文、社會與

遵行部頒課程綱要，另依據教育部頒訂發展小

科技的知能，能教育學生身心均衡發展的全人

班教學精神，尊重學生個別差異，提供適性教

教育。

育機會。

2.

9.

落實本校雙語國際教育之教育宗旨，尊重母語

為活化課程，向下紮根英語教育，延伸英語教

發展，確立文化認同，推動國際情懷及學習跨

育，透過沉浸式與半沉浸式雙語教育同時提升

文化理解與尊重。

學生之中、英文能力。

3.

10.

宣導並落實以概念導向(Concept-Driven)的探索

為增進英語文教學之效能，採能力分組小班教

學習(Inquiry-Based)之雙語教學；藉由跨學科領

學，並落實多元化之教育政策。

域的教學理念，以核心觀點為主軸的探索課
程，引導學生探索知識，經由搜尋、整理、分

11.

析與理解，並融入國際情懷人格的發展，教育

培養學生服務學習及人文關懷的真諦與實際

學生發展概念導向的探索學習。

實施的能力，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

4.
建立雙語教育及雙語教師專業社群新環境，強

觀念。
12.

化教師跨領域知識探索的知能，以提昇教師統

實踐部頒課程綱要精神，充實本校本位課程與

整教學的專業能力。

體現學校宗旨。

5.

13.

增進國際交流均衡台灣教育發展，落實多元文

推動 12 年一貫教育政策，提供多元化課程，減

化之教育政策。

少學生升學壓力。

6.

14.

落實品德教育，融入國際情懷教育於各學科領

依循義大國際高級中學的教育宗旨及國際文

域教學與日常生活中。

憑組識(IB)的教育理念，培養國際人品，培育

7.

學習者的特質，使其成為擅於發問的人、有知
識的人、會思考的人、善於溝通的人、 有原

實踐 12 年一貫之系列教育，透過實施 IB 系列

則的人、胸襟開放的人、懂得關懷的人、勇於

課程得以落實。建構一系列 PYP (Primary Years

冒險的人、身心和諧的人與會反思的人。

programme)、MYP (Middle Years Programme)、
DP (Diploma Programme)等 IB 課程。

簡言之，為了達到本校之教育宗旨，培育每一位成長中的心靈成為一個愛好學習者，不只
富有誠實、正直、有原則、有愛心和同理心，而且具備優質的雙語能力及國際觀的公民， 以
貢獻社會、國家，讓世界更美好與和平。

願景轉換能力指標
願景

相對應能力指標

皇 冠：代表學生 【皇-1-1】能體會出作品 【皇-2-1】表達意見時，尊重 【皇-3-1】了解人與環境互動
認知學習與人格

中對週遭人、事、物的 包容別人的意見。了解關懷

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

發展的獨立自

尊重關懷且能依情境及 弱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

度與環境倫理。

主，象徵著敦品

場合，適切的表達自我 執行，表現關懷、寬容、和

【皇-3-2】了解自己的能力、

勵學與全人教育

並與他人溝通。

興趣、特質所適合發展的方

的成功。

【皇-1-2】能以簡易的英 關懷生命。

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

向。

語表達個人的需求、意 【皇-2-2】樂於參與上課時的 【皇-3-3】能了解、尊重不同
願和感受和以簡易英語 口語練習活動。能以英語表

之文化習俗。能認識世界各地

介紹家人和朋友。

之生活方式且學習互相尊重。

達對自己期望。

【皇-1-3】能了解其他領 【皇-2-3】能了解數學語言(符 【皇-3-4】培養多元文化觀
域中所用到的數學知識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點，學習兩性良性互動。在校

與方法。

演繹等)的內涵。

園中碰上意外傷害時的應變

【皇-1-4】養成遇到問

【皇-2-4】學習記錄人與自然 與反應。

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 間的互動情況。認識聲音、

【皇-3-5】能對所收集的資料,

思考，謀求解決策略的 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

製作最適合統計圖表,能利用

習慣。

生活事件了解機率的意義。

人對訊息的感受。

【皇-1-5】能說出台灣的 【皇-2-5】分析人們對地方和 【皇-3-6】能設計實驗來驗證
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以 環境的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

假設。探討臺灣的天氣，知道

培養愛鄉土的情懷。

梅雨、季風、寒流、颱風、氣

化的變遷。

【皇-1-6】了解各族群的 【皇-2-6】培養互助合作的工 壓、氣團、鋒面等氣象語彙，
藝術特質，懂得珍惜與 作態度。日常生活中觀察別

認識溫度、濕度及紫外線對人

尊重地方文化資源。

的影響。

人的長處改善自我的缺點。

三顆星：代表學

【三-1-1】能廣泛閱讀課 【三-2-1】能靈活應用科技資 【三-3-1】能閱讀不同體裁、

生服務學習與反

外讀物及報刊雜誌，並 訊，增進聆聽能力，加速互

不同主題之簡易文章。

思探索的實踐貫

養成比較閱讀的習慣， 動學習效果。

【三-3-2】能看懂、聽懂簡易

徹，象徵著學力

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 【三-2-2】能認識應用文中書 英語影片和短劇的大致內容。

執行力與領導力

問題的能力。

信的作法以及電子郵件的使

【三-3-3】規畫並準備自己升

的卓越。

【三-1-2】能以簡單的英 用。樂於接觸英語電影、歌

學或職業生涯，同時了解自己

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 曲、廣播、書籍等。能了解

選擇的理由。

之人、事、物。能運用 一數學問題可有不同的解

【三-3-4】畢業時能掌握至少

英語拼字與發音間的對 法，並嘗試不同的解法。

1000 個應用字詞，並能應用

應關係，看字發音，聽 【三-2-3】明瞭食物的烹調、 於簡易的聽、說、讀、寫溝通
音拼字。

製造會影響食物的品質、熱

中。

【三-1-3】能計算出每天 量及價格，並做明智的選擇。 【三-3-5】能進行簡單的實驗
的用水量並節約用水。 【三-2-4】從生活中推動學習 以了解抽樣的不確定性、隨機
能計算出每人每天的垃 型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性質等初步概念。

圾量並做垃圾減量。

等)，建立終生學習理念。能

【三-3-6】由「力」的觀點看

【三-1-4】從生殖、遺傳 用數學的觀點推測及說明解

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

與基因，了解生物的多 答的屬性。

的改變。改用「能」的觀點，

樣性。

【三-2-5】認識化學反應的變 則看到「能」的轉換。

【三-1-5】瞭解環境問題 化，並指出影響化學反應快
或社會問題的解決，需 慢的因素。知道簡單機械與
靠跨領域的專業彼此交 熱機的工作原理，並能列舉
流、合作和整合。

它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三-1-6】設計、執行並 【三-2-6】透過描述、分析與
評估個人的飲食內容及 討論的方式，辨認自然物、
飲食習慣，以符合身體 人造物與藝術品的美感特徵
成長和活動的營養需

與視覺要素。

求。
月桂葉：代表學

【月-1-1】能和他人一起 【月-2-1】能經由朗讀、美讀 【月-3-1】能在交談中，用詞

生熱忱開闊與人

討論，分享成果。能學 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的美

恰當表現語言之美。

際溝通的寬宏氣

習、欣賞且尊重不同族 感。

【月-3-2】能與英語與外國人

度，象徵著欣欣

群文化。

向榮與和平勝利

【月-1-2】能察覺生活中 話、簡易故事或廣播，並能

風俗節慶。

的光輝。

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月-3-3】能尊重他人解決數

【月-2-2】能聽懂日常生活對 溝通。能以簡易英語介紹中國
以簡單的字詞、句子記下要

【月-1-3】能參與課堂上 點。
的口語練習及討論。

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月-2-3】能認識商高定理及 【月-3-4】執行綠色消費、環

【月-1-4】培養欣賞運動 其生活中的應用。能辨識一

境保護節目及環境關懷行動。

美感與分析比賽的能

個敘述及其逆敘述間的不

【月-3-5】能由生活情境中認

力。

同。

識平面圖形的放大圖與縮小

【月-1-5】能在日常生活 【月-2-4】了解今昔中國與亞 圖，利用相似形的觀念解決生
中，觀察有次序的數

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活上的各種問題。

列，並理解其規則性。 【月-2-5】養成求真求實的處 【月-3-6】能瞭解世界各洲的
【月-1-6】養成求真求實 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分佈狀況以培養全球化的視

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 審視爭議。

野以及地球村的胸懷。

證，持平審視爭議。

【月-2-6】參與家事，分享個
人維持家庭生活的經驗。

地 球：代表學生 【地-1-1】能熟習並能靈 【地-2-1】能配合語言情境， 【地-3-1】能從閱讀中蒐集、
立足台灣與放眼

活應用語體及文言作品 理解字詞和文意間的轉化。

整理及分析資料，並依循線

世界的國際宏

中詞語的意義。

觀，象徵著迎頭

【地-1-2】能養成反覆推 例以加強文章說理的氣勢。

趕上與超越巔峰

敲，使自己的作品更加 【地-2-3】能在生活中注意到 培養關懷校園、社區的情操。

的榮耀。

完美，更具特色。

學過的英語並落實在生活

【地-3-3】能培養利用英語獨

【地-1-3】能把情境中

中。

立思考及處理解決問題的能

【地-2-2】能藉深入淺出的事 索，解決問題。
【地-3-2】能認識校園植物，

數、量、形之關係以數 【地-2-4】能主動從網路或其 力。
學語言表出。

他課外學習材料收尋相關的

【地-1-4】探討植物各部 英語資訊。

【地-3-4】能持續發展英語
聽、說、讀、寫能力，樂於參

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 【地-2-5】察覺如何解決問題 與有助提昇英語能力之活動。
部位的生理功能，以及 及做決定。

【地-3-5】學習理財，建立世

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 【地-2-6】說明不同文化之接 界觀，豐富人生。
個生命有機體。

觸和交流如何造成衝突、合

【地-3-6】認識各種天然與人

【地-1-5】說出自己對當 作與文化創新。

造材料及其在生活中的應

前生活型態的意見與選

用，並嘗試對各種材料進行加

擇未來理想生活型態的

工與運用。

理由。
【地-1-6】建立快樂、健
康的生活與生命觀，進
而為自己的信念採取行
動。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課程架構

跨學科領域主題-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跨學科領域主題-

跨學科領域主題-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學習者特質
(Learner Profile)
學習者態度
(Learner Attitudes)

跨學科領域主題-

跨學科領域主題-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跨學科領域主題-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探索課程總表(POI)-班級跨領域課程學習內容規劃
實施內涵

實施年級
\項目時程
探索單元一
第一學期
W1-W7

探索單元二
第一學期
W8-W14

主題課程
-跨學科
(社會、自然與
生活科技、綜
合、人格教育)

探索單元三
第一學期
W15-W21

-英語教學
探索單元四
-資訊教育(資 第二學期
訊與通訊科技
W1-7
ICT)

探索單元五
第二學期
W8-W14

探索單元六
第二學期
W15-W20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Organized Community
組織化社會

Relationships
關係

Learning
學習

The Marketplace
市場

Journeys
旅程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Energy
Transformation
能源轉換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Transitions
轉變

Technology
科技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認同

Inter-gender Relations
兩性關係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Civilizations
文明

Global Issue
全球議題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Changing Matter
物質變化

Exhibition
學習成果展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Challenge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挑戰、冒險與機會

Creative Expression
創意表達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Health
健康

Living Things
生物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Conservation
保護自然資源

Signs and Symbols
標誌與符號

Art Appreciation
藝術賞析

Political Systems
政治系統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Weather
氣候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Organizations
組織

Global Community
全球化社區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Stories
故事

Places
地方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Water
水資源

History
歷史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Machines
機器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Earth
地球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Family Histories
家族發展史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Human Migration
人類遷徙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Classification of Living
Things
生物分類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Design and Innovation
設計與革新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Media Influences
媒體的影響
我們是誰
(Who We Are)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願景與教育目標
“適性揚才 讓世界更美好”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Vision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One Student at a Time.”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是負有聲望的雙語日間/寄宿學校。透過嚴謹的探索學
習與應變二十一世紀實用技能的培養，致力於成就學生的智育與個人發展。
在協作教學的情境中，我們提供具有國際情懷的多元學習路徑，讓他們能
充分實踐自己的角色，成為擁有社會責任之全球公民。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Mission Statement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a renowned bilingual day/boarding school
striving to foster intellectual and personal growth through rigorous inqui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21st-century skills; in our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munity, we provide multiple pathways for internationally
minded learners to fulfill their roles as socially 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s.

Revised and Approved
November 2016
IIS Vision Nov 14 2016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課程架構

高雄市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校本課程架構
1.校本課程架構

2.課程盤整表：
探索單元課程盤整 (Unit of Inquiry)
ＵＯＩ課程單元
(可統整為素養課程的單元)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共 90 節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課程項目

歷史
地方
家族發展史
人類遷徙
文明
旅程

實行節數

10
10
15
15
20
20

與三面九項的關係

A1B1B3
A2B1B3C1
A1B1C2
A1A2B1C1
A2B2C2
A1A3B1B2C3

課程屬性
1.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4.其他類課程
1.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附錄一：
國小階段核心素養內涵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E-A1 具備良好的生活習慣，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識個人特質，發展生命潛能。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理日常生活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B1 具備「聽、 說、讀、寫、作」的基本語文素養，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數理、肢體及藝術等 符號知能，能以同理心應
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B2 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並理解各類媒體內容的意義與影響。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E-C1 具備個人生活道德的知識與是非判斷的能力，理解並遵守社會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識，關懷生態環境。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C2 具備理解他人感受，樂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E-C3 具備理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識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3.課程概算範例
• 第一學習階段：2-4 3 20*3=60
• 第二學習階段：3-6 4 20*4=80
• 第三學習階段：4-7（九貫：3-6） 6 20*6=120
教學單元/
我們是誰
我們所處的時 我們如何表達
預設節數
Who We Are
空
自我
Transdiscipli
Where We Are How We
nary
in Place and
Express
Time
Ourselves
Themes
單元範例
健康
歷史
故事

這個世界如何
運作
How the
World Works

分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水資源

我們如何組織
自我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組織化社會

校訂總
節數

全校各年
級活動

剩餘節數

保護自然資源

(以一年級為例)

課程屬性：
1-4 類
一年級 60

1

1

1

1

1

1

10

10

10

10

10

10

60

0

三年級 80

15

15

10

10

15

15

80

0

五年級 120

20

20

20

20

20

20

120

0

4.探索單元架構圖(POI) Programme of Inquiry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探索單元課程總表
超
學
科
領
域

我們是誰

我們所處的時空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分享地球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自我的本質；
信念與價值；個人、生理、心理、
社會及心靈上的健全；人際關係包
括：家庭、朋友、社區與文化；權
利與義務；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對於時空的熟
悉與適應；個人的歷史；家與旅
程；對人類的發現、探索及其遷徙
過程；從地方性與全球性的觀點來
看人與人之間及文化與文化之間的
相互關係。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我們如何發現
及表達想法、感受、個性、文化、
信念與價值；我們如何思考；延伸
及享受我們的創造力；美學鑑賞
力。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自然界及其法
則；自然界(自然科學與生物科學
的)與人類社會的互動；人類如何
運用其對科學原理的領悟；科學及
科技的進步對人類社群與環境的衝
擊。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人為的體制與
社群間的聯繫；組織的結構與功
能；社會的決策；經濟活動及其對
人類與環境的影響。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在與他人及其
他生物奮力共享有限資源之際，我
們的權利與義務；社區內部關係與
社區間之交互關係；取得地球資源
的均等機會；和平與衝突的解決。

健康

一
年
級

歷史

組織化社會

保護自然資源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人類日常生活中的選擇影響了自己的
身心健全

人類的生活模式與時俱進逐步形成現
今社會。

水的自然特性以及水的使用對生物的
影響。

系統與規則能幫助我們透過責任分享
來組織社會

人類行為影響了地球與其自然資源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分享和用不同角度看故事讓我們有更
多的感受與想法，使表達更有創造
力。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因果關係、反思、責任

型態、關聯性、責任

關聯性、改變、觀點

重要概念

改變、功能、因果關係

關聯性、功能、責任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型態、觀點、因果關係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保存、自然資源

健康、安全、衛生

時代、生活模式、發展

相關概念

水的特性、科學方法

規定與系統、組織、社區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信念、主張、表達能力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

探索方向

⚫

⚫

⚫

生理構造
抉擇如何影響健康與身心健全
養成健康習慣的責任

⚫
⚫
⚫
⚫

過去和現在的相同點和不同點
影響生活模式的歷史事件
文化產物連結過去和現在的方式
對於從前和現在不同生活模式的
看法

關係

⚫
⚫
⚫
⚫

故事要素
不同的故事呈現方式
對故事不同的理解觀點
人們為何要說故事

地方

⚫
⚫
⚫

水的三態
水的利用
水與地球運作的關聯
為何淡水為有限能源

標誌與符號

⚫
⚫
⚫

社會中的人們是如何的連結在一起
系統和規則是如何組織一個社會的
個人對於學校及家庭組織化的責任

機器

重要概念

⚫

⚫

為何要保護地球的自然資源
我們如何知道人類的行為影響了地
球環境
個人對於垃圾減量、再利用、資源
回收的責任

組織

生物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人們可以用策略增進彼此的關係

地球自然地理影響人類活動與居住
地。

標誌與符號的發明讓溝通更輕鬆

人們瞭解不同簡易機械原理的應用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人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創立組織一
起分擔責任。

重要概念

人類的活動影響其他生物的棲息地

反思、觀點、功能

重要概念

因果關係、反思、型態

因果關係、功能、關聯性

重要概念

關聯性、責任、因果關係

相關概念

型態、關聯性、改變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功能、關聯性、責任

相關概念

溝通、同理心、開放的胸襟

相關概念

標誌、符號

工具、機器

相關概念

相互依賴、永續性、棲息地

探索方向

地理、地點、方位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協力、雇用、合作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

⚫
⚫

⚫

知道當面對爭執時該採取何種策略
了解為何人們有不同的感受、觀點
與想法
哪種策略可以用來解決爭執

⚫
⚫
⚫

全世界多變化地自然地理
地點與居住地的關係
了解人類活動如何改變自然環境

⚫

⚫

學習

三
年
級

水資源

核心概念

⚫

二
年
級

敘述

核心概念

為何統一的標誌與符號在世界各地
都看得到
我們如何知道訊息中哪些符號可溝
通
溝通的專門系統

家族發展史

⚫
⚫
⚫

機器如何工作
機器為何產生
機器與真實生活間的關係

探索方向
⚫
⚫
⚫

藝術賞析

⚫

組織如何運作
組織裡人們的相關聯性
每個人在達成一個共同目標所付的
責任

氣候

⚫
⚫

生物與其棲息地、群體的相關性
為何人類對於其他生物群體有責任
為何人類活動影響棲息地

全球化社區

地球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了解不同的學習方式，能使人們有更
多的發展性

家族歷史可以塑造人們的文化和個人
認同

人們可以透過多樣的藝術方式來表達
不同的想法、感受和意見

了解氣候能夠預測，生物也會做出應
變

社區有組織及系統，而且透過它，社
區能和其他的社區聯繫

人類與自然不斷變化地地球是息息相
關的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功能、觀點、責任

反思、功能、改變

型態、觀點、反思

功能、改變、因果關係

功能、因果關係、關聯性

改變、關聯性、責任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學習風格、學習技巧

年表、歷史、傳統

觀察、自我表達

季節、氣候

網絡、互相依賴

全球暖化、再生資源與非再生資源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
⚫
⚫

人們如何學習
偏好的學習風格
我們對於學習的責任

⚫
⚫
⚫

我們如何認識家族的歷史和祖先
家庭如何塑造個人認同
世代的改變

⚫
⚫
⚫

不同藝術型態
對於藝術的觀點
人們如何知道藝術家想傳達的訊息

⚫
⚫
⚫
⚫

天氣系統如何運作
氣候如何變化
如何預測出氣候變化
氣候如何影響生活

⚫
⚫
⚫

重要的組織和系統如何運作
為何社區需要公共設施及服務
地方、國家和全球化的服務及關聯
性

⚫
⚫
⚫

地球如何不斷地變化
人類與地球變化的關聯性
人類對地球有限自然資源的責任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探索單元課程總表
超
學
科
領
域

我們是誰

我們所處的時空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分享地球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自我的本質；
信念與價值；個人、生理、心理、
社會及心靈上的健全；人際關係包
括：家庭、朋友、社區與文化；權
利與義務；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對於時空的熟
悉與適應；個人的歷史；家與旅
程；對人類的發現、探索及其遷徙
過程；從地方性與全球性的觀點來
看人與人之間及文化與文化之間的
相互關係。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我們如何發現
及表達想法、感受、個性、文化、
信念與價值；我們如何思考；延伸
及享受我們的創造力；美學鑑賞
力。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自然界及其法
則；自然界(自然科學與生物科學
的)與人類社會的互動；人類如何
運用其對科學原理的領悟；科學及
科技的進步對人類社群與環境的衝
擊。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人為的體制與
社群間的聯繫；組織的結構與功
能；社會的決策；經濟活動及其對
人類與環境的影響。

我們要探索的內容：在與他人及其
他生物奮力共享有限資源之際，我
們的權利與義務；社區內部關係與
社區間之交互關係；取得地球資源
的均等機會；和平與衝突的解決。

媒體的影響

四
年
級

人類遷徙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設計與革新

生物分類

政治系統

能源轉換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政府系統和決策影響人們生活

媒體可能會影響人們與社會

許多遷徙的原因帶給人類廣大的影響

人們用創造力去設計與革新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動物與與植物分類法幫助人類與其他
物種連結

重要概念

用科學與科技運用能源影響了我們的
世界

觀點、反思、關聯性

因果關係、觀點、改變

因果關係、功能、反思

重要概念

功能、型態、責任

重要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關聯性、因果關係、功能

相關概念

型態、功能、改變

溝通、真實性、主觀性、解釋

探索、遷徙、衝突、發現

設計、靈感、革新

相關概念

政府、平等

相關概念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分類、適應性、食物網

探索方向

能源、轉換、科技

探索方向

⚫

⚫
⚫

⚫

媒體對於人們觀點的影響
我們如何知道哪種是最有效說服們
的方法
人們與媒體的關係

⚫
⚫
⚫

人類遷徙的原因
過去與現在對遷徙的觀點
遷徙如何改變群體、文化與個體

⚫
⚫
⚫

新設計如何產生
已可使用的產品如何修改
我們如何知道設計或革新是否成功

⚫
⚫
⚫

生物間的關聯
生物為何分為此類
分類如何反應出生物適應性地變化

⚫
⚫

不同的政府組織
社會體系中的人權與公義
政府與其人民彼此的責任

探索方向
⚫
⚫
⚫
⚫

轉變

五
年
級

文明

文化認同

物質變化

挑戰、冒險與復原力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當我們成長，我們經歷了影響我們決
定和成長的改變

過去的文明持續塑造出現今的系統與
科技

文化表達可以用來傳達身分與認同

理解物質的改變是考量到現實世界的
應用

市場是藉由製造者和消費者的連結以
產生商業交流

世界各地的孩子遇到一系列的挑戰、
冒險與機會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型態、關聯性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改變、功能、觀點

因果關係、改變、功能

相關概念

型態、改變、功能

功能、關聯性、責任

功能、責任、反思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文化、身份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轉變、價值觀、衛生保健、營養

進展、科技、系統

探索方向

化學與物理變化、改變狀態

供需、互相依賴、消費量、產量

平等、權利公正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
⚫
⚫

人們成長時發生的身心改變
青春期時我們該怎麼照顧自己
價值觀和外來的影響如何影響主張

⚫
⚫
⚫

為何社會中人們需要系統與科技
系統與科技的適應
科技的發展如何影響社會

⚫
⚫

文化構成要素
儀式與傳統如何與文化連結
文化如何和身分連結

⚫
⚫
⚫
⚫

兩性關係

旅程

物質屬性
物質如何變化
化學應用和物理變化
物質變化如何預測、觀察和紀錄

創意表達

⚫
⚫
⚫

供需如何運作
製造商與購買者對他人的依賴
生產與商業上的道義責任

⚫
⚫

⚫

科技

觀念和情勢如何塑造孩子們的人生
孩子們對於社區、個人、組織與國
家的責任
我們如何知道通過我們人生的挑戰
和機會的最佳方法

學習成果展

全球議題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

(或是)組織

核心概念

做決定時能夠考慮到兩性之間的關係

旅程創造改變，並引導出新的想法和
機會

想像力對擴展我們思索、創造和表達
自我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具

人類應用科學原理創新科技時，需負
起責任

核心概念
組織促使人們凝聚並採取行動

分享地球涉及協商並考慮到不同的觀
點

功能、責任、反思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重要概念

相關概念

因果關係、功能、改變

型態、觀點、功能

功能、關聯性、責任

型態、關聯性、反思

因果關係、責任、觀點

生殖系統、兩性關係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相關概念

探索方向

發現、影響、方位

平衡、想像力、自我表現

科技、革新

活動、組織、合作

衝突、協商、公平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探索方向

重要概念

六
年
級

市場

能源型態
能源如何儲存、節約和轉換
節約能源對世界的影響
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能源的用法

⚫
⚫
⚫

人類繁衍系統如何運作
兩性關係中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我們如何知道哪些是負責的決定

⚫
⚫
⚫

我們為何創造旅程
如何運用技能以開創旅程
旅程造成哪些改變的發生

⚫

⚫
⚫

我們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運用想
像力來表現自我
依個人偏好有創意地表達自我
不同的創意過程如何進行

⚫
⚫
⚫

科學步驟如何運作
將科學原理應用於新科技
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

⚫
⚫

⚫

不同類型的組織
組織和真實生活的連結，以採取行
動
我們如何知道組織是否成功地運作

⚫
⚫
⚫

全球議題為何產生
對解決衝突和管理衝突的責任
針對全球議題持有多元的觀點

積極探究

及時反思

善於溝通

勇於嘗試

懂得關愛

勤於思考
知識淵博

學習者特性

堅持原則

胸襟開放

書寫課程

概念
型態
功能
因果關係
改變
關聯性
觀點
反思
責任

知識

各科獨立
每個課程是
分開教學

探索課程：

*我們是誰
*我們所處的時空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分享地球

教學課程

技能

學科
語言、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
藝術、品格教育與體育
探索課程
所有課程
有相關性
並作連結

全面發展

跨學科
技能
思考技能
社交技能
溝通技能
自我管理技能
探究技能

態度
欣賞
承諾
信心
合作
創造力
好奇心
同理心
熱忱
獨立
正直
尊重
寬容

行動
學生在哪
些方面證
明他們的
能力：
選擇
行動
及
反思

練習
課堂
練習
班級與資
源的組織
與管理

學習課程

評量
評量
前置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評估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國小部學校課程實施說明
⚫

課程內容概述
國小課程(Primary Years Programme, PYP)此專為三到十二歲小朋友設計的一種國際課程。為國
際文憑組織(IB)提供給小學的課程架構。PYP課程主要是將各個國家課程系統中最好的研究及實例
與世界各地的IB國際學校豐富的經驗及知識融合，創造出一個適當的，有趣的和精確的教育架
構。PYP課程主要著重於發展中學童的成長，涵蓋了社會，生理，情緒和文化上的需求與發展。
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群極為資深的老師跟行政官員們便開始思考，甚麼樣的知識才是國際
學生最滿意的也是最適合他們的。於是，他們問自己: 在21世紀科技化的競爭世界中，學生們需
要知道些甚麼?，需要具備甚麼樣的技能? 以及，在哪些領域中是必須要具備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PYP課程。一個重要，有趣，適當而足以具挑戰性的國際課程。此課程捨
棄逐漸過時且被淘汰的單一國家資訊，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如何成為成功的國際公民。擁有國際情
懷的世界公民。
⚫

課程目的與目標
本校附設國小部雙語國際課程實驗教育除了注重內容知識及技巧，更融合IB的PYP課程，教學
中融入五大重要元素，每一個元素都是發展全人教育的構成要素。
1. 概念 (為整個課程的探索提供一個基本架構)
2. 知識 (學科知能每一個都包含了重要的內容知識)
3. 技巧 (學生們會學到五種跨領域技能並能在傳統規範下應用，甚至超越傳統規範)

4. 態度 (學生們將會學到12種主要的態度，這些態度將幫助學生們擁有國際情懷)
5. 行動 (本校雙語國際課程相信所謂的國際教育必須超越單純的知識取得，教育必須包括教導學
生成為有責任的人，讓學生成為善於思考的人，以及教育他們正確的行為規範成為一個自我規範
的人。就像所有國際學校一樣，有能力且也必須讓學生們有機會勇於選擇他們想要做的決定，並
付諸行動; 進而反思他們所作所為，成為推動社會改變的原動力)
Concepts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ction

概念

知識

技巧

態度

行動

Form: What is it
like?
型態: 它像甚麼?

Languages
語言

Research Skills
研究技巧

Appreciation
欣賞

Choose
選擇

Mathematics
數學

Communication
Skills
溝通技巧

Commitment
承諾

Act
行動

Confidence
信心

Reflect
反思

Function: How
does it work?
功能: 如何運作?

Science
自然科學

Thinking Skills
思考技巧

Causation: Why is
it like it is?
因果關係: 為何
會這樣?

Social Studies
社會
The Arts
美術

Self-management
Skills
自我管理技巧

Change: How is it

Personal, Social

Social Skills

Cooperation
合作
Creativity
創意
Curiosity

changing?
改變: 它如何改
變?
Connection: How
is it connected to
other things?
關聯性: 與其他
事物有何關係?
Perspective:
What are the
points of view?
觀點: 你對這件
事的看法為何?

and Physical
Education
個人教育，社會
教育和體育

社交技巧

好奇心
Empathy
同理心
Enthusiasm
熱忱
Independence
獨立
Integrity
正直
Respect
尊重
Tolerance
容忍

Responsibility:
What is our
responsibility?
責任: 我們的責
任是甚麼?
Reflection: How
do we know?
反思: 我們如何
得知?
PYP課程強調學生的概念性發展且注重於「意義與了解」。PYP課程是整合學習課程中重要知
識的主體。也就是本校國小課程把各學科領域的知識，透過跨學科領域統整教學，把世界各國共
通的主體，統整為六個主題，也就是六個跨學科領域主題。
⚫

跨領域主題
六個跨領域主題將有意義地引導學生探索書本的課程以及傳統的規範。以下為跨領域主題的
六個主要學習方向
1. 我們是誰?
2. 我們所處的時空
3.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

4. 這世界如何運轉?
5.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
6. 分享地球
本校學生於每學年各年級的探索單元去探索及學習全世界的重要現象，每個探索單元都搭配
一個特定的跨領域主題。這六大誇領域主題課程換轉化成總數30個探索單元，而每一個單元彼此
間結合成為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的探索課程。

⚫

國小部雙語實驗課程圖示

⚫

課程規劃
國小部雙語國際課實驗班以概念作為主體的課程，其課程的核心原則就是有目的、有計畫的
安排探索作為學習的主體，這樣的學習能促使學生的學習有生產力並進而有創造力，挑戰學生探
索能力，與深具重要意義的概念(concept)的學習。因此，國小部雙語國際課程以 IB Primary Years
Programme (PYP)課程所提供的具體有系統的框架，以重要的概念為導向，在概念引導下結合相關
的課程內容，推動教學的各項探索活動，這成為國小課程的核心內容。
⚫ 課程綱要說明
語言領域-(國語、英語)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雙語國際課程的語言領語是基於孩童的成長及發展，語言能力的提升，同時也包含了最好的
實例以及學習理論。本課程關心的是學生們需要知道知識以及他們須具備的能力。在所有的中英文課程中都整合了
聽、說、讀、寫的練習，在自然的情境中學習語言，決不抑制母語發展來增進第二外語之學習，目的是為了打造一個
適合語言發展的全語言學習環境。

語言溝通：聽與說
學生們將越來越有自信且適當地使用各種口語表達技巧。他們會彼此分享想法、感覺以及意見，且也能夠團隊合作並
一起討論彼此的想法。他們也將瞭解到，不管合作的團隊大小，聆聽是很重要的。他們也將更專心聆聽且更重視他人
的想法。學生們將有能力去分辨主要的事件及其關聯性，且他們也將加強自己的預測能力。學生們將更仔細且更有同
理心地聆聽他人的意見。
學生們將會體會到口語的力量，且他們將更小心且更有責任地使用口語。他們將在討論時適當地發言，同時也能談論

廣泛的主題。學生們將能漸漸地以及更有創意地使用複雜的語言，他們將更準確，更詳細且能夠使用一系列複雜的單
字。學生們將逐漸了解如何藉由口語的使用去表達在學習上，組織學習以及反應學習。他們將不只使用一種語言溝
通。
學生們將逐漸了解到語言的力量，以及語言是如何幫助他們構成語意以及與他人連結。他們將更有責任地使用語言去
通知他人，娛樂他人以及影響他人。學生們將了解到，語言是學習的媒介。他們將利用聽跟說做為學習的策略，同時
也為了個人的樂趣。學生們在任何狀況下都將自信地與他人互動。他們將使用廣泛的語言結構以及口語的特色去發展
和呈現思想以及資訊，他們也將針對談話內容、目的以及對象去改變聽跟說的方式。藉由反省他們自身的溝通方式以
及與他人的互動，他們將會審視以及評估自己的學習。

書寫溝通：閱讀與寫作
學生能更獨立地閱讀和休閒及蒐集資訊有關的書籍。他們將對自己的閱讀技巧更有自信，且他們會繼續發展出一系列
的閱讀策略去解讀以及理解閱讀的內容。他們將會討論他們所聽到和閱讀到的故事，並呈現他們對於故事中角色及情
節的理解。他們也會針對故事中所表達的想法及感覺去做回應。他們將更獨立地使用不同的參考書以及字典。一個平
衡的學習經驗包含參與小組或是與整個班級合作的機會。每天的個人閱讀以及學習上的閱讀是很重要的。
學生們將對於書寫更有自信，因為他們有更好的認字能力以及更流暢的書寫能力。他們將為不同的目的進行寫作，他
們也將理解不同的故事架構。他們將開始計畫，編輯和檢視自己的作品。學生們將更有自信地、更流暢地以及更獨立
地閱讀不同的小說以及自傳書籍。他們將有能力去選擇特定的書本以及適合自己閱讀能力的書籍。學生們將對廣泛的
文學有興趣，他們也將表達出對不同文學的欣賞。他們將了解及回應各種閱讀材料內所表達的想法、感覺和態度且他
們也將獨立地使用參考書、字典以及資訊科技。學生們將每天在學校閱讀，且不管在學校或家裡都會養成規律且持續
的閱讀習慣。學生們在書寫方面將會更流暢，且會更獨立以及更有自信。他們將會開始使用廣泛且生動的單字去說明
細節。學生們將了解到不同字體有不同的架構，他們將為了一系列的目的而書寫，創意的以及資訊的。且他們會規
劃、編輯和複查他們自己所寫出來的作品。
學生們將廣泛的閱讀且能正確地理解內容。他們將能針對於不同的內容以及用途而利用各種閱讀方法。學生們將認識
及欣賞各種的文學風格、種類以及結構，且欣賞小說以及非小說之間風格和架構的不同。他們將討論他們所閱讀到的
東西，反省和談論有關於故事中各個角色的感覺以及動機，然後分析故事的細節和角色個性的描述。學生們將欣賞作
者的用字，且他們將開始辨別字面上所延伸的涵意。他們將找出以及利用一系列的參考材料去搜尋資訊，並了解到他
們所搜尋到的資料將有助於觀念及見解的產生以及研究的引導。學生們會為了休閒以及蒐尋資料而持續每天閱讀，不
管在家裡或學校都是如此。
學生們將會為了各種目的而流暢且有效率地書寫，這是有創意且非正式地以不同的風格書寫。他們會瞭解到，不同的
字體有不同的風格以及架構; 且也有不同的用途。每個人的字跡將顯現出他們的喜好。學生們將會使用相關且適合的
支持細節，像是廣泛且有效的單字，多種的句子結構以及句子的長度。他們將使用適合的書寫方式自信且獨立的書
寫；並且規畫、調整和校訂他們的字體。為了回應以及考慮到他人的反應，學生們將會把自己比擬成作者一樣，且他
們會發展出自己獨有的個人書寫型態。學生們將會為了休閒以及溝通而持續每天書寫，不管在家裡或學校都是一樣。

視覺溝通：觀察與演示
學生們將了解到，溝通包含了視覺、口語以及常見事物。他們將知道，符號與記號都有其意義，且他們會開始認識附
近環境中的一些符號。他們將能閱讀及使用不同版面的書籍，他們也將了解包含電視、戲院以及電腦等視覺媒介所傳
達的資訊。學生們將廣泛地利用視覺和科技媒體去搜尋、記錄以及呈現資訊。當他們更了解所看到的東西時，他們也
將做出更有根據的決定。
學生們將體驗廣泛的視覺媒體教學材料。他們將針對於此經驗做出口頭以及書面的回應。學生們將解讀視覺媒體以及
了解到視覺媒體影響人們思考和行為的力量，且他們將開始學習如何以個人的經驗做出有根據的決定。學生們將使用
多種的材料去規劃和創造不同的媒體企劃，且他們也將使用電子媒體(例如: CD、網路)搜尋資訊。
學生們在體驗廣泛視覺材料(例如: 電影、海報、CD、地圖、建築計畫書、雕刻品、畫作、平面圖、法典等)時將表現
出適合的的觀看行為。他們將對於視覺經驗將做出口頭及書面報告。在書面報告方面，學生們將使用特殊的單字以及

專業術語。他們將了解到媒體的各種因素以及視覺意義的設計所造成的影響。學生們將會了解到視覺材料的刻板模式
以及用途。他們也將願意使用各種材料去計畫以及完成不同的企畫。學生們將知道廣告媒體的涵意，他們將針對於電
視、電影以及影片做出有根據的判斷。

數學領域
在義大國際高中國小部，我們認為學生透過與數量有關的探索經驗中所獲得的理解、技能與自信是很重要的。這樣學
習成就將能達到數學的基本目標-數學的學習是為了幫助學生能運用所學技能來理解並解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
的問題。國小部老師會使用各種數學教材(包括中文及英文)來支援書面課程，且課程也提供教師和學生之間或學生同
儕之間的數學對話架構。課程目標將幫助學生建立數學思考能力，如同在語文方面本能的思考力一樣。

數字運算
學生將能閱讀、書寫、估計、數數、比較及依大小排出 1 到 100 以內的數，學生將能利用數學語言和符號來閱讀、
書寫、找出模式並理解加法和減法。他們能流暢的使用十以內的加法和減法，會運用自己的方法解決乘法和除法的問
題、會運用分數名稱來描述部份和全部之間的關係及探索計數模式，學生會選擇及使用適合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及預測
答案的合理性。
學生能閱讀、書寫、估算、數到一千以內的數、比較大小及排出大小順序，並能延伸以十為基礎數到千位。他們能閱
讀、書寫及建構乘法和除法的問題，並能使用及描述解決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問題的多元策略，並合理推測可能的答
案，同時能運用操作性的數學字彙及分數標記來比較分數的大小，他們能理解及建構等值分數的概念。
學生能閱讀、書寫、能以十為基礎建立十億以內的數字模式，他們能自然的運用數字並閱讀、書寫、建立模式、比較
並依大小排出分數（包括假分數和帶分數）、小數（任何分位）及百分比，他們能任意轉換分數、小數和百分比，並
能做需要約分的分數加減法、化為最簡分數，以及使用計算機解決分數問題。他們能解決千分位的小數加減法，並能
建構錢幣在小數乘法及除法的模式。他們能找到比率、閱讀、書寫及建立整數加減法的模式，還能運用指數記號。他
們能運用及描述乘法策略來創造或解決更複雜的問題並合理的推測可能的答案，同時選擇及替這個最適合且有效的方
法做合理的解釋。

資料處理
學生需針對數據進行分類、註記、收集、展現及數據比較，包括象形圖及長條圖。他們將瞭解統計圖表的用途。並參
與討論、辨識、預測及並依照可能性高低呈現統計結果。
學生能討論、比較及創造一個有子集合的集合、設計問卷，處理及解釋統計圖表中其尺度有顯示更大數量的資料。他
們能運用資料庫中的資訊，並能發現、描述及解釋一組資料中的眾數，同時使用機率來決定適當及不適當的數學遊
戲。
學生將以不同方法進行收集、展示、解釋資料，同時比較所展示的資料及呈現他們溝通的過程和品質；他們將建立及
使用電子資料庫和一個使用簡單公式的表格來建立圖表。他們將會發現及描述解釋一群資料中的全距、眾數、中位數
及平均數，也將使用 0-1 或 0%-100% 等數字表示的機率，並決定一個事件的理論機率及解釋為何和實驗機率不
同。

測量
學生將估算、實地測量、註記並利用非標準化的測量單位來比較，也將了解我們為何要使用標準化測量單位來測量長
度、重量、時間及溫度。學生須能解讀並寫出正確的時間單位，（如：小時、半小時、一刻）也須辨識並比較時間的
長短（如：日、週、月）。
學生能使用正式及標準化的測量單位來估算、測量、註記及比較長度、質量、時間及溫度，他們能決定合適的工具及
測量單位，包括精確測量單位的使用（如：毫米、釐米及°C）。他們也能使用非標準化的測量單位來估算、測量、註
記並比較周長和面積。學生能建構錢幣加減法的模式且能閱讀並以分和秒來記錄時間。
學生將使用正式方法及標準測量單位來估算、實地測量、註記及比較周長、面積和體積，同時發展找出周長、面積和
體積的程序及辨識三者之間的關係。為能準確測量，他們將使用正確的工具，同時能測量並以圓規畫出大小不同的
角。他們將了解測量的準確性取決於工具的決定和使用情境，能使用及建構12小時和24小時的作息時間表，並能決定

世界各地的時間。

圖形與空間
學生將能以數學語言來描述二維及三維圖形的特性，學生也將能找出及解釋生活周遭有哪些圖形是對稱的，進而創造
對稱圖形的樣式；學生能給予及遵守簡單的左/右/前進/後退等指令。
學生能分類、描述及建遘規則及不規則的多邊形，包括辨別全等的二維圖形，他們能組合並轉換二維圖形以創造新的
圖形，並能辨識二維圖形的邊、對稱軸及旋轉對稱，同時了解角度可以做為測量旋轉，以及在座標圖格子中的定位特
性。
學生能使用數學二維圖形及三維圖形與角度的字彙，他們能依照各圖形的不同特性來分級、分類及註記。他們能將二
維圖形轉成三維圖形，也能將三維圖形轉成二維圖形，同時能發現及運用比例尺將圖形放大和縮小。他們能使用語言
和方位符號來描述位置且能閱讀和在四象限的座標圖中標出位置。

模式與函數
學生將能描述、延伸、創造及比較樣式，並能辨識及延伸有一定規則的數字樣式。學生將能辨認交換律，同時找出並
模仿樣式之間的加減關係或隱藏的加減關係。
學生能辨識、描述及分析數系中的模式，且辨別乘法和除法的模式和規則，以及和加減法之間的關係，他們還能以數
線及使用數字模式來建構乘法來解決問題。
學生將了解及使用四則運算（加減乘除）之間的關係，同時能找出及建立數字間的樣式，並利用生活情境的問題來建
立一個有固定規則的數列；他們能發展、解釋並建立簡單的代數公式，同時建立連續乘法的指數律，以及了解運用指
數和根之間的反函數。

探索單元
探索課程分成六項跨學科領域的主題，包括:

 我們是誰(Who We Are)
 我們所處的時空(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我們如何表達自我(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這個世界如何運作(How the World Works)
我們如何組織自我(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分享地球(Sharing the Planet)

每學年的課程將反覆探索這些跨學科領域的主題，所謂『跨學科領域主題』指的就是一個主題中涵括著許多學科，具
有強烈的跨領域性質，在義大國際高級中學探索單元所涵括的學科主要有：自然科學、社會、綜合及品格教

育。語文領域也與這些跨學科領域主題作結合，閱讀與寫作方面將會與每個探索單元作連結。本校國小部學生於每
學年各年級的探索單元中去探索及學習全世界的重要現象，每個探索單元都搭配一個特定的跨領域主題。這六大誇領
域主題課程換轉化成總數 30 個探索單元，而每一個單元彼此間結合成為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的探索課程。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探索課程總表(POI)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探索課程總表(POI)-班級跨領域課程學習內容規劃
實施年級
\項目時程

實施內涵

探索單元一
第一學期
W1-W7

主題課程
-跨學科

(社會、自然與
生活科技、綜
合、人格教育)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Organize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Learning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 Marketplace

關係

學習

能源轉換

市場

組織化社會

探索單元二
第一學期
W8-W14

Health
健康

Living Things
生物

Art Appreciation

Political Systems

藝術賞析

政治系統

Transitions
轉變

探索單元三
第一學期
W15-W21

Conservation

保護自然資源

Signs and Symbols
標誌與符號

Weather
氣候

Human Migration
人類遷徙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認同

-英語教學
探索單元四
-資訊教育(資 第二學期
訊與通訊科技
W1-7

Water
水資源

Organizations

組織

Global Community
全球化社區

探索單元五
第二學期
W8-W14

Stories
故事

Places
地方

Earth
地球

探索單元六
第二學期
W15-W21

History
歷史

Machines
機器

Family Histories
家族發展史

ICT)

Classification of
Living Things

生物分類
Design and
Innovation

設計與革新

Civilizations
文明

Changing Matter

物質變化
Challenge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Media Influences
挑戰、冒險與機
媒體的影響
會

探索單元：社會領域
採用多種的教學策略與學習體驗來進行社會課程，取決於學校的地點、環境與課程要求，教學內容將與所有社會、時
代和地區共同探討的重要普世概念串聯起來，此社會學將具有國際化的性質，教學與學習是探究課程的一部分。我們
相信有組織的安排與目標明確的探究是學生最好的學習方式，同時教師們的共同議課與協同教學能增強單元的跨學科
性質，選擇教學資源時同時必須注意使用能反映多元觀點的材料。在社會領域主要研究與人相關的問題：人們如何思
考、感覺和行動；人們如何彼此互動；人們的各種信仰、願望和喜悅；人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人們如何生存、在哪裡
生活(或生活過)；人們如何與所處的環境互動；人們的工作；人們如何組織自己。

人類系統與經濟活動
研究人類如何以及為何建構各種組織與系統；人們進行當地和全球聯繫的各種方式；權力和權威的分配。

社會組織與文化
研究人、社區、文化和社會；研究個人、團體與社會的互動方式。

歷史延續與變革
研究古往今來人與事件的關係；研究歷史及其對當代的影響和對未來的啟示；研究那些通過他們的行動塑造了未來的
人物。

人類環境與自然環境
研究代表各地特徵的獨特風貌；研究人們如何適應和改變他們的環境；人們如何感受和表現一個地方；自然災害對人
類以及人造環境造成的影響。

資源與環境
研究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研究人類如何分配和管理資源；這種管理的正面和負面的效果；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環境產
生的影響。

探索單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在國小課程中，科學主要是從生物、化學和物理三層面對自然界進行探索，以及對這三層面領域間關係的探究。目的
在引領學生以科學的視角觀察、欣賞和領悟世界，並且激發好奇心與發明創造能力，使學生能深入了解世界。探究是
科學研究與理解的核心要素，對科學的省思也有助於培養責任感、注意到自己的行為會影響自己、他人和社會。將對
科學的知識與推理技巧、思考技能結合起來，學生能積極地形成並挑戰自己對世界的理解。科學是為了使學生能深入
了解並有能力使用日新月異的科技領域中的各種設施與工具，同時正確地認識科學與對人類生活品質提升的貢獻，科
學也包含培養學生欣賞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們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有組織安排和目的明確的探究是最好的學習
方式，教師應促使學生展開科學調查，並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必須提供各種資源，使每位學生都積極參與並主導自
己的科學研究。

生物
研究人類與其他動植物的特性、行為、相互作用與關聯。包含生物與環境間的交互作用與影響。

地球科學
研究行星地球與其宇宙的關聯，研究構成地球的要素與各種自然現象，包含地球上有限和無限的資源。

材料與物質
研究天然物質與人造材料的特性、表現和用途，人造材料的起源、及人類如何對這些物質進行操控。

力量與能源
研究能量的起源、儲存和轉換，以及能源的作用，對各種發明與機械的應用。

探索單元：品格與健康教育(綜合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廣泛地討論到個人教育、社交教育和體育，所關心地是透過提倡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概念、知識、態度和技能來確保每
位學生的身心健康，而身心健康與學生在校內外經歷的所有一切息息相關，包含了在身體、感情、認知、精神與社交
方面的健康與發展，有助於學生的自我認知、生涯規劃和保持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並且養成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
個人教育、社交教育和體育是教學與學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時體現學習者特質培養的目標當中，代表了具有
國際情懷和有效率的終身學習者，做為終身學習者，要努力透過形成理解、探索概念和修正理解來體認人生與周遭世
界。終身學習者採取積極的態度來學習、發展並運用各種策略進行批判性和創造性思考，同時重視學習並為自己負
責，表現出樂於學習，養成獨立自主的學習方式。每位教師都有責任在探索單元的所有學習活動中幫助學生在個人、
社交、和身體方面的成長。

身分認同
了解自己的信仰、價值觀、態度、經歷與情感，以及如何影響我們；了解文化影響造成的結果；認識到自己的長處、
短處、面臨的挑戰以及成功應對迅速變化的形勢和逆境的能力；了解自己的觀點和價值觀如何影響自己的學習，認知
到自己是如何與他人互動交往。

積極生活
了解有助於養成和保持平衡的健康生活的各種因素；認識規律運動的重要性；了解鍛鍊身體時的反應；體認發展基本
運動技能的重要性；了解和發展身體的運動和表達潛能；明白營養的重要性；認識疾病的原因和各種預防措施；提升
安全意識；認知促進自己和他人的健康需要的權利和義務；學會做出明智的選擇並能夠評價結果；為目前和今後的健
康生活採取行動。

互動
了解個人如何與其他人、其他生命以及更廣大的世界互動；明白在個人與其他人、社區、社會以及周圍的世界發生關
聯時應有的行為舉止、權利和責任；認識和了解各種相似與差異；珍惜環境，同時致力於承擔人類保護環境的責任，
為子孫後代當地球的守護者。

藝術領域(美術、音樂)
藝術是一種強而有力的交流模式，學生將透過學習藝術來探索與建構自我意識，並且認識自己周圍的世界。藝術使學
生有廣泛的機會和策略來反思自己的經歷，接觸各種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視野。藝術將激勵學生以新的方式並且

利用各種媒介與技巧來思考與澄清自己的思想，藝術可以作為探究的一種工具也為學習、交流與表達提供了各種機
會。學習藝術並藉由藝術來展現學習對學生的全面發展極為重要。可以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批判思考能力、解
決問題的技能與社交互動能力。藝術包含舞蹈、戲劇、音樂與視覺藝術，這些藝術的形式都是重要的藝術科目，同時
含有強烈的跨學科性質。藝術也有助於學生培養正確的態度，例如：同理心、感激與欣賞等，也有助於培養學生掌握
各種技能。

探索單元範例 Unit of Inquiry (UOI) Example
跨學科領域主題

我們所處的時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單元名稱

文明(Civilizations)

主要學科

社會(Social studies)

核心概念

過去的文明持續塑造出現今的系統與科技
(Past civilizations shape present day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探索方向

⚫
⚫

探討現今仍存在的舊有文明(Aspects of past civilizations that have survived)
系統與科技發展的理由(Reasons these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

developed)
為何現今社會仍繼續使用這些系統與科技(Why modern societies continue
to use adaptations of these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主要問題

評量方式

⚫

為何這些科技系統在現今仍使用或是不再使用?(Why are these systems of

⚫

technologies used or not used now?)
這些系統/科技從以前到現在已經有何改變?怎樣改變的?(How have these

⚫

systems/technologies changed from then to now?)
這些系統或是科技已經改變或是發展的理由? (What are the reasons that

⚫

⚫

these systems or technologies have changed or developed?)
形成性評量一：學生選擇一項系統或科技發明，想像如果一天沒有它會
如何，然後用漫畫或者繪製海報、寫日記等方式進行記錄與分析
Students will choose a system or technology and make educated guesses
about how society would be different without it. Students will write a “Day in
the Life” story reflecting a day life without their chosen system of piece of
technology. Students may present their day in a life in a variety of formats
including comic book, journal entry or other writing technique negotiated
with the teacher.
形成性評量二：學生繪製心智圖，中間以一項簡單機械為主，旁邊展開
與其相關的科技發明 Students will make a mind map showing adaptations

⚫

of a simple machine. Students will talk about how the machine has been
adapted through an oral presentation.
總結性評量：兩人或三人一組，選定一項科技發明或系統，探索歷史、
討論現在並預測未來，同學可使用電腦、紙本、年代表等等輔助報告。
In pairs (or a group of 3) Students will show the evolution of a system or
technology and talk about its impact on society. Students will predict how it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into the future. Students will show evolution of their
chosen concept on a timeline in a 3-Dimensional model, paper timeline,

computer model, or other method students negotiate with teachers.
藝術欣賞
藝術欣賞的過程為學生提供機會來欣賞自己與其他藝術家的作品與創作經歷，由此來發展批判分析、詮釋、評價、反
思與溝通技能。學生將顯示對舞蹈、戲劇、音樂和視覺藝術的概念、方法和元素的認知與理解，包含運用其專業術
語。學生要在相關的情境中以不同的觀點來考量自己和他人的藝術作品，從而形成理解並為自己將來的作品與創作過
程提供方針。藝術欣賞不只是進行反思，還能包括各種創作行為，並且提出、分享與傳達自己的理解。欣賞自己與他
人的藝術作品，學生會更加注意自己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在自己周遭世界中所發揮的作用。

藝術創作
藝術創作的過程為學生提供機會來傳達獨特的意義，發展他們的專業技能，承擔創作風險，解決問題並實際展示結
果。鼓勵學生利用自己的想像力、經驗、對材料與創作過程的知識，作為創作性探索的出發點，將自己的作品與其他
藝術家串聯起來，用以拓展思維並激發靈感。學生應單獨發展創作或參與集體的創作過程，從而能夠傳達思想觀點與
表達情感，藝術創作使學生有機會能夠探索自己的個人興趣、信念與價值觀，並踏上個人的藝術之旅。

⚫

國小課程的評量
評量的精神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相信，在多種評量方式的使用下，將有利於強化我們的教學以及提供一個教學
架構。這是本校目前針對學生跟老師正在進行的過程，這同時也能提供資訊給家長以及學校行政
部門以便不間斷地仔細思考、修正、改善以及慶祝學生們的表現。評量也能讓我們知道學生們了
解甚麼、他們知道甚麼、會做甚麼以及學習進度。瞭解我們的學習者後便可以針對我們的教學方
式做些調整及改變，這有助於師生達到課程預設的目標。本校的學生都了解評量的目的以及評量
標準，而且老師們也會幫助學生達到評量的標準。評量針對本校學生對於不同的語言、文化以及
學習的需求都不盡相同，然而，我們始終維持著完美的標準。
評量對於學生
提供學生學習目的及動機。
發現學生們個人的強項以及學習方式。
辨別已設定的技巧、知識、理解和意向的標準和課程。
顯示學生能在很多情況下運用在校所學。
顯示每位學生在校的表現。
透過評量結果和回應，讓學生有機會反省自己在校的學習。
讓學生能展現批判性以及充滿創意的想法。
讓學生能跟他人分享學習經驗和知識。
讓學生能嘗試各種不同的學習方式、智慧和能力去表現出在校所學。
能鼓勵學生表達不同的觀點以及理解。
欣賞和鼓勵付出與努力。
評量對於家長
能讓家長們幫助孩子們的教育。
能顯示孩子的學習及發展。
瞭解孩子們的學習進展。
讓家長能夠評估學校課程的精神及使命是否能夠符合孩子的學習需要。

評量方式
形成性評量
為下一階段的學習提供依據，幫助教師與學生了解已經學到了什麼與有何種能力，形成性評量與
學習直接相關，目的在透過定期的、經常性的回饋來促進學習，有助於學生擴充知識、提高理解
力、增強對學習的熱情、積極反思、提高自我評估能力以及了解學習的標準。
總結性評量
教學與學習過程的總結，學生有機會表現與展示自己所學，評估學生對概念的理解並且促使學生
採取行動。
評量策略
觀察與討論
整體表現
注重過程的評量
有選擇的試驗
開放式作業
評量工具
評量標準表
作業樣本
考核表
議事紀錄表
發展階段表
評量形式
學習檔案
書面報告(成績單)
每年將寄發四次學生成績單, 每一學期家長會收到兩次成績單。
親師座談會
每年將舉辦兩次親師座談會, 另外, 每當學生在學習不符合期望或是遇到任何學習困難時, 導師們
也會隨時和家長保持聯絡, 在學年當中的任何時間, 家長也能要求導師另行安排親師座談。
學生主導會議
學生主導會議主要是家長和孩子之間的分享活動, 學生負責主導這個會議, 透過與家長分享各科學
習活動, 學生也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學生也將透過不同的學習情境來呈現他們對該領域的了解, 學
生能藉此認識自己的優勢和改善的情況, 家長藉此能進一步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 並和孩子有更多
討論和話題。國小部學生主導會議目前每年舉辦一次。
學習分享座談會
學習分享座談會是每隔一段期間固定舉辦的活動, 學生將帶領家長參觀擺放在教室裡的不同作品,
向家長說明他們的各種學習活動, 此活動的目的是鼓勵家長以孩子的觀點參與孩子的教育, 並提供
孩子更多機會練習說明他們是如何準備學生主導會議。在此座談會裡, 學習將呈現給家長的是他
們如何透過探索活動、評量、各種作品、線上學習檔案及教室的作品來學習。

學習成果展
其他較非正式的分享學生成長的機會有:
⚫ 網路班級聯絡簿
⚫ 家庭作業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
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
（二） 本校校務長期發展計畫。
二、 目的：
（一） 落實 108 新課綱之精神。
（二） 發展並改進學校課程，以確保課程與教學之成效與品質。
（三） 適切發展課程發展委員會的運作方式與任務。
（四） 檢討學年或學期課程計畫涵蓋內容與範圍之適切性。
（五） 檢討各領域或科目的課程實施成效及學生學習成果，以改進課程計畫，提昇學習成效，
達成學校願景。
三、 評鑑原則：
（一） 績效：以課程目標為依據，有系統的進行形成性評鑑、總結性評鑑，並依據評鑑結果，
檢討修正，落實課程實施的理想目標。
（二） 改進：判斷學生學習經驗的有效性，進行整體評鑑、抽樣評鑑及個案評鑑，並據以檢討
修正，增進辦學績效。
（三） 主動：考量課程實施的可能情況，主動參酌適切而多元的評鑑方 法，配合情境而靈活
運用，建立主題統整的教育理念。
（四） 客觀：以改進教學與辦學績效為前提，採用多元變通的評鑑考量 課程實施的可能情
況，作為課程評鑑的參考依據。
四、 評鑑範圍：
（一） 課程方面：包括「課程計畫檢核」、「學校本位課程規劃」、「主題活動課程規劃」、「教科
書版本使用」。
（二） 教學方面：各學習領域教學、學校活動、校本課程之實施。
（三） 學習方面：
1.各學習領域評量：包括命題分析，學習成效評鑑。
2.多元性評量：包括實作評量、過關評量、創意發表等。
五、 評鑑方式：
（一） 採多元之方式：包括教室觀察、檢核表、訪談等。
（二） 採教師自評、互評、小組評鑑等方式進行。
（三） 兼重形成性、總結性評鑑：包括學期前、期中、學期末的非定期或定期評鑑。
彙整如下：
評鑑範圍
課程評鑑

評鑑向度

評鑑方式

評鑑人員

課程計畫

課程計畫審查表

課發會委員

附表一

學習領域

教室觀察表

評鑑小組

附表二

學校主題課程實施

學校主題課程檢核表

教學團

附表三

學習領域評量

學習成效檢核表

教學團或領域
附表四
小組

教學評鑑

學習評鑑

六、 評鑑實施日程：自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
（一） 學期中：不定時評鑑。
（二） 學期末：每年二月、六月下旬。
1

七、 評鑑規準或指標：（如附件）
八、 評鑑結果的利用：
（一） 改進學校本位課程與班級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二） 改進主題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實施。
（三） 改進教科書的選用制度，以利各年級選用合適的教科書。
（四） 改進全學年度的學校課程計劃。
（五） 檢討並改進各學年的各學習領域與彈性學習節數之分配。
（六） 改進班級的教學與評量工作，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九、 本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奉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2

附表一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課程計畫全校審查表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
109 學年度( )年級(

)學期課程計畫審查紀錄表
□符合 □請修正

….

□符合 □請修正

….

□符合 □請修正

….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

□符合 □請修正

….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

藝術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健康體育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1.彈性學習節數規劃表

□符合 □請修正

….

2.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計畫

□符合 □請修正

….

1.呈現彈性學習及學習領域各週節數

課 程

進 度 2.彈性學習節數全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總 表

3.各學習領域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語 國語文課程計畫
文
鄉土語言課程計畫
領
域 英語課程計畫
數學領域課程計畫
探索單元
生活課程課程計畫（低年級）
探索單元
社會領域課程計畫
探索單元

如備註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含改編或自編單元）

探索單元
自然科學課程計畫

彈性
學習
節數

….

_

備註：

□ 同意備查

初審
結果

□ 建議修正

□同意備查
日期：
（

）

※須修正者，請於 月 日前完成，並交

複審
結果

日期：
（

）

□建議再修正

付貴年級的審查委員複審。

※【

】年級審查委員初審簽章：（

）

3

※複審簽章：（

）

附表一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課程計畫全校審查表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
109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全校審查表
項目
計畫
首頁
學校
資料
背景
願景
目標
架構圖

內
學校課程計畫格式

容
□符合

審 查 意 見
□請補送

學校基本資料

□符合

□請補送

背景分析

□符合

□請補送

願景與教育目標

□符合

□請補送

□符合
□符合

□請補送
□請補送

□符合

□請補送

各年級教科書選用版本一覽表

□符合
□符合

□請補送
□請補送

學校或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評鑑的計畫

□符合

□請補送

學校本位課程架構圖
課發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方式
課發會

第
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紀錄
（含領域節數分配）

作息表 全校一週作息時間表
教科書
課程
評鑑
節數
分配表

項目

各學習領域及彈性學習節數合乎課程綱要之 □符合
□彈性學習節數不符合
規定
□
學習領域不符合
檢
核
內
容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課 程 進 1.呈現彈性學習及學習領域各週節數
度總表 2.彈性學習節數全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3.各學習領域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語 國語文課程計畫
文 本土語課程計畫
領
域 新住民族語
英語課程計畫
數學領域課程計畫
生活課程課程計畫
社會領域課程計畫
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計畫
藝術領域課程計畫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健康體育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如備註
如備註
如備註
如備註
如備註
如備註
如備註
如備註及改編或自編單元
如備註

備註：各領域課程計畫檢核內容：學期目標、能力指標、單元名稱、各單元節數、評量方式。

彈性
學習 校本課程計畫
節數
初審
結果

□ 同意報局備查
□ 建議修正 日期：
（

※ 各項目須修正者，請於

月

）

複審
結果

□同意報局備查
□建議再修正

日前完成，並交付委員複審。

※ 課程發展委員簽章：

4

日期：
（

）

附表二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班級教學觀察表
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 任教年級：______ 任教領域/科目：____________
單元名稱：________________ 教學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節次：本單元共 節
本次教學為第 節
觀察者：_____________
補充說明：

觀察日期：_______ 觀察時間：______至__________

教學目標

學生經驗
◎背景說明：
◎先備知能：
◎課堂情境：
◎座位安排：

教學活動

觀察前會談
◎會談時間：
◎觀察焦點：
◎觀察工具：
◎評量方式或工具：

層
面

評鑑指標與
具體檢核重點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2-1 能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
實作。
A-2-2 能正確掌握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
原則或技能。
A-2-3 教學活動中能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2-4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
學生學習。
A-3 運用適切的評量方式與多元資訊，評估學生能力
與學習。
A-3-1 教學時，能運用多元評量方式，適時檢視學生學
習情形。
A-4 運用評量結果提供學生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2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3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程。(選
用)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文字敘述

評量
達基準 未達基準 不適用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教學環境與設施的安排，有助於師生互動。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有助於師生之間的合作。

補充說明：

受評教師簽名：

評鑑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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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課程名稱
年

實施日期

級

實施方式

主題課程檢核表

年級
□班級 （

年

月

填表教師（學年）
）班

□學年

活動主題：
附件資料：□課程計畫
項目

□學習單

評鑑指標

□照片

□回饋單

檢核結果

1.符合學校願景及教育目的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2.符合總體課程計畫
規
3.辦理的時機恰當與否
劃
4.配合課程的需要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外在資源的援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 明確的計劃與執掌分工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1.學生的參與情形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2.活動時間的掌握
歷
3.活動地點的選擇
程
4.流程的順暢性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氣氛的營造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1.師生互動情形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2.學生學習成效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成 3.學生滿意程度
果 4.教材難易程度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教師專業成長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評量方式多元化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

□其他
文字說明

日

附表四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領域名稱

學習成效檢核表
年級

任課教師
評量內容

□ 第 次定期成績考查
□ 其他

範圍：

組 距

百 分 比

評
量

100

結

90 – 99(甲)

果

80 – 89(乙)

分
佈

70 – 79(丙)

情

60 – 69(丁)

形

60 以下(戊)

改

分 析

與

檢

討

進

補

救

方

與

7

式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課程評鑑省思
2020/07/1
課程發展委員會

課程名稱
年

級

探索單元四

實施日期

一年級

填表教師（學年）

109 年

5

月

1

日

方鄒熒庭 老師

活動主題：世界如何運作(水資源) 水的自然特性以及水的使用對生物的影響
項目

評鑑指標

檢核結果

1.符合學校願景及教育目的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2.符合總體課程計畫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3.辦理的時機恰當與否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規

4.配合課程的需要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劃

5.外在資源的援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 明確的計劃與執掌分工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文字說明
此單元延續上一個單元分享地球，
除了帶孩子認識水循環及水資源的
重要性外，也慢慢引導孩子更深入
認識 Inquiry cycle，總結性評量
意結合了 Inquiry cycle 讓孩子們
做有關於水的實驗。同時結合學校
推廣的創客空間 Maker Space，將
個人想法，進行個人創作。

歷
程

成
果

1.學生的參與情形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2.活動時間的掌握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3.活動地點的選擇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4.流程的順暢性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氣氛的營造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1.師生互動情形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此單元的探索過程，除了讓孩子了

2.學生學習成效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3.學生滿意程度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4.教材難易程度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教師專業成長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評量方式多元化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解水循環或相關科學知識外，更提
升了孩子的觀察力及對地球資源的
好奇心。藉由分組實驗，在探索過
程，學生也從中學習如何溝通及表
達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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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從中學習不同學習能力：
認識水循環 → 水資源重要性 →
帶入 Inquiry cycle → 與組員合
作完成簡單的水實驗

課程名稱
年

我們是誰

實施日期

二年級

填表教師（學年）

級

108 年

10

月

25

日

胡琬琪

活動主題：人們可以用策略增進彼此的關係
項目

評鑑指標

檢核結果

文字說明

1.符合學校願景及教育目的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本單元主要概念是讓學生能了解人們
2.符合總體課程計畫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可以用策略增進彼此的關係。單元學習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適逢開學期間以及班上新同學的加
規 3.辦理的時機恰當與否
劃 4.配合課程的需要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入，配合學校推行友善校園計畫，讓學
5.外在資源的援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生認識彼此，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
6 明確的計劃與執掌分工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1.學生的參與情形
2.活動時間的掌握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這個單元學習活動包含書信格式寫
作、角色扮演衝突解決和策略分析。我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們安排不同活動讓學生去體驗並了解

3.活動地點的選擇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歷 4.流程的順暢性
程

5.氣氛的營造

1.師生互動情形
2.學生學習成效
成 3.學生滿意程度
果
4.教材難易程度

每個人有不同的感受、觀點和想法。學
生可以討論並選擇故事發生的地點，學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生用不同觀點與角色去體會對方的感
受，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讓學生學
習使用不同的策略去化解衝突和解決
問題，並能用文字表達心中的想法將解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決策略記錄下來。在學習的歷程，可以
看到學生充份討論，用心扮演不同的情
境，運用思考技巧解決問題。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總結性多元評量中，除了讓學生角色扮
演分組示範不同的情境與策略解決問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題，完成口說表達學習成果之外，配合
本校雙語學習環境，學生需完成中英文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書信寫作，信中能充分表逹情境及解決
策略。學生皆能順利完成並達到成果展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的評量標準。

5.教師專業成長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評量方式多元化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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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年

級

我們如何表達自己
三

年級

實施日期

109 年 1 月

填表教師（學年）

賴泱錤 老師

活動主題：人們可以透過多樣的藝術方式來表達不同的想法、感受和意見
項目

評鑑指標

檢核結果

1.符合學校願景及教育目的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規
劃

2.符合總體課程計畫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3.辦理的時機恰當與否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4.配合課程的需要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外在資源的援進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 明確的計劃與執掌分工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文字說明
在這個單元中，學生研究自己選擇
的一種藝術形式，並運用所學知識
來創作這種形式的藝術品，透過對
藝術形式的研究，探索不同的藝術
形式，用自己的觀點來創作和討論
這種類型的藝術，並對過程和作品
進行反思。我們設計了一個小小美
術館成果展，學生們分享了各種藝
術形式以及表達方式（情感，想法
和感覺）。

1.學生的參與情形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2.活動時間的掌握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3.活動地點的選擇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4.流程的順暢性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氣氛的營造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1.師生互動情形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2.學生學習成效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成

3.學生滿意程度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果

4.教材難易程度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5.教師專業成長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6.評量方式多元化

■優良 □不錯 □希望改進

歷
程

3

課程進行中，可以感受到學生為自
己的藝術形式和研究感到自豪，大
多數人能夠詮釋相關的藝術形式。
有小組採取行動向慈善機構出售明
信片，學生對他們的藝術品被購買
感到興奮。
未來，我們可以採用錄音或是影片
的方式來呈現學生創作的過程，並
且規劃較大型的義賣活動，吸引更
多人支持學生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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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國際義大高級中學學校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108 年 7 月 1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0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50111992號函「國
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貳、目的：
一、教師發揮集體智慧，發覺學生學習困難，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二、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內涵，活化教師教學及提升教學成效與品質。
三、藉由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厚植教師教材教法、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
能力。
參、實施對象：
一、校長、正式老師、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為公開授課人員（以下簡
稱授課人員）。
二、兼任教師及聘期不足三個月之代理代課教師有意願公開授課者，視為授課人員。
肆、實施方式：
一、授課人員應在本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以校內教師觀課（以下簡稱觀
課人員）為原則。與本校制定之教師考評程序合併辦理。(詳閱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教師考評程序)
二、公開授課包括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
三、公開授課實施方式：
（一）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1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
（二）觀課人員以至少1位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
（三）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

（四）校內公開授課得結合以下方式辦理：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輔導團到校（分區）諮詢、教學支持團隊。
3.議題融入領域教學。
4.課程與教學創新相關計畫
5.學校定期教學觀摩。
伍、授課人員應擬訂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經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討論通過
後，由相關處室彙整核定，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告。
陸、公開授課實施流程：
一、共同備課：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前，與觀課人員於專業學習社群、教學研究
1

會、年級或年段會議時，針對學生先前的學習表現與教師教學觀察的內容進行專
業對話。
二、教學觀察：教學觀察前授課人員得提醒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並提出教學活動設
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人員參考;學校得提供觀課人員教學觀察紀錄表，以利教
學觀察中進行活動記錄。
三、專業回饋：由授課人員及觀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
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研討，並由授課人員完成專業回饋紀錄表。
柒、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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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
一、公開授課倫理：
請遵守進入學生學習殿堂之禮儀，觀課時專心觀察、聆聽與記錄學生的學習表
現，基於維護並尊重學生學習環境之自主性，參與觀課時不發言、不干涉、不交談，
共同遵守以下事項：
（一）為尊重教師、學生、不干擾上課，請提早幾分鐘進入教室。
（二）細心觀察並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況。
（三）維護教學互動之場域，不干涉學生學習歷程。
（四）觀課時，不進入學生與教師視線交流之區域。
（五）觀課時不得交談及使用手機，課程中如需交談，請主動移步至教室外討論。
（六）拍照或攝影前需經教師、家長及學生同意。
（七）授課教師自編教材未經同意不得使用。
（八）學生表現僅供專業回饋時討論，不得任意轉述，以確保隱私權。
二、教學觀察重點，應聚焦於「學生的學習表現」，如：
（一）學生的發言是否與教師提供之教材聯結。
（二）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頻率、次數與氛圍。
（三）學生實際的學習表現與投入程度。
三、專業回饋重點：
（一）依據學習目標，討論學生學習成功和困惑之處。
（二）分析教學觀察時所蒐集的資料，討論學生學習表現
（三）分享自己從教學觀察中學到什麼。（而不是發現老師沒做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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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8 年 6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壹、依據
一、 教育部 92 年 1 月 15 日台國字第 092006026 號「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 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
貳、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與任期
一、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一)由校長、處室主任、教學組長、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召集人、各年級學年主任、
各年級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組成。
(二)校長為當然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任期配合行政職務。
年級代表由各年級(含科任)學年主任擔任，任期一學年。
領域代表由各學習領域召集人擔任，任期一學年。
二、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一)由各領域教師共同組成。
(二)任期一學年。
三、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一)由各年級所有級任教師共同組成。
(二)任期一學年。
參、職掌
一、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
規劃全校課程方案與課程結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於每學期開學前擬定下一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
三、審查自編教材。
四、議決校訂課程內涵，決定開設彈性學習課程。
五、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與執行成效。
六、負責課程與教學評鑑，進行學習評鑑。
七、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增進專業成長。
肆、運作方式
一、由校長定期召集，以校長為當然主席，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時，由任一委員為主席。
二、每年定期舉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三、視實際需要得邀請專家、學者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伍、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一週作息時間表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Weekly Time Table
時間

星期

星期一
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08：00~08：15

導師時間 Homeroom Time

08：15~08：55

第一節

08：55~09：35

第二節

09：35~09：55

上午下課 Morning Recess (Break/Transition)

09：55~10：35
10：35~11：15

第三節
第四節

11：15~12：05

午餐及午休 Lunch Break

12：05~12：45
12：45~13：25

第五節
第六節

13：25~13：45

下午下課 Morning Recess (Break/Transition)

13：45~14：25

第七節
第八節

14：25~15：05
15：05~16：25
16:25

活動時間
Activities

活動時間
Activities

放學 Class Dismissed

放學
Class
Dismissed

活動時間
Activities

活動時間
Activities

放學 Class Dismissed

◎ 各班實際課程，以各班課表為準。
◎ 學習節數低年級 23 小節，中年級 29 小節，高年級 32 小節。
◎ 「非學習節數」低年級 17 小節，中年級 11 小節，高年級 8 小節。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國小部)教科書選用版本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Primary Department Teaching Resources
一年級
Grade 1

二年級
Grade 2

三年級
Grade 3

四年級
Grade 4

五年級
Grade 5

六年級
Grade 6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含自編)

(含自編)

(含自編)

(含自編)

(含自編)

(含自編)

本土語言
Taiwanese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英文
English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數學
Math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然
Science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社會
Social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藝文
Arts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綜合
PSE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年級
科目

國語
Chinese

生活

自編

自編

健體
PE &
Health

自編

自編

I-Shou International School, Taiwan

Programme of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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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Middle Years Whole-School Curriculum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10 Unit 3 旅人之歌
學生能藉由旅行文學作品領略旅行
文學的寫作脈絡，理解寫作當下的
背景與作者想表達的觀點。
Conceptual
一篇旅行文學作品應包含哪些要
素？
Debatable
你認為這是一篇好的旅行文學作品
嗎？為什麼？
Factual
旅行文學作品可用哪些文體來呈
現？
Connection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Unit 4 童年回憶
藉由理解作者用結構性文章呈現不
同觀點，表達與童年相關之記憶。
Conceptual
如何透過文字正確地傳達自我情
感?
Debatable
童年時期記憶會對成人的價值觀產
生終身影響嗎 ?為什麼?
Factual
作者使用了何種抒情手法來表達對
童年的懷念?
Perspective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10 Unit 1 愛的傳遞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nglish
8 The Poetry Workshop
By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s,
purposes, and possibilities of
poetry, we can take our first steps
toward creative personal
expression through verse and
poetic technique.
Conceptual
4. How do poets put their own
lives onto the page?
5. What effects can poetic
devices have on readers and
listeners?
6. How has poetry changed over
time, and what is it like today?
Debatable
7. Is it a poem if it doesn't rhyme?
8. Is poetry literature?
9. For what purpose do we write
poetry?
Factual
1. Who are poets?
2. What are poetic devices?
3. What are rhyme scheme, form,
and meter?
Creativity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10 The Heart of A Heartless World
Perspective
10 English 6 LAL: Connections: The
"I" in Writ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9 MYP 1.3 顏色和衣服 Colors and
Clothes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Conceptual
什麼是合宜的穿著禮儀?
Debatable
美感的標準和文化、年代有關連
嗎?
Factual
如何使用適當的中文語詞介紹審美
相關概念?
Aesthetics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9 MYP 1.4 我的生活作息 My daily
Schedules
人們藉由文字或圖像信息來理解信
息所傳達的目的，並學習表達和陳
述自我的觀點。
Conceptual
不同時期的人們如何傳遞訊息?
Debatable
資訊或信息一定要藉由有形的物體
才能傳遞嗎?
Factual
在社會組織中，人們藉由什麼方式
建立和傳達訊息?
Perspective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5 MYP 1.1 My family and I 我與我的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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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
10 2020-2021 Grade 6 Culture: Year
of the Dog
Culture
8 Creativity: Crafting and Creating
Creative Poetry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nd
producing poetry encompasses
originality, imagination, and
divergent thinking.
Conceptual
1. Why do people write poems?
2. How do writers use poetic
devices to express ideas?
Debatable
1. Is poetry an important art
form? 2. Is poetry still relevant
today?
Factual
1. What is poetry? 2. What is
rhyme? 3. What are poetic
devices?
Creativity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7 The Short of It
People grow and strengthen
through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interactions.
Conceptual
How does conflict affect
individual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ntegrated humanities
10 World Religions
Religion can shape and influence
our society in multiple ways,
including culture and individuality.
Conceptual
How are the five main religions
similar to each other? How do
they differ?
Debatable
Is it a necessity to have more
than one religion in the world?
Is religion important in shaping
our identity and the society?
Factual
What are the 5 main religions of
the world?
Communitie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8 Global Issues (Child Rights &
Economy)
Solutions to global issues aim to
be equal, taking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via active
global interactions
Conceptual
How are supply and demands of
a product related?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global issue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ected actions?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在明確的交流前提下，認識作
家如何調動語言文字達到意見的表
達與目的的說服。
Conceptual
為什麼敘述文的選材，須注意要注
意敘述的中心思想?
Debatable
敘述文撰寫的優劣是決定於詞句的
美麗，還是決定於中心思想?說明
你的理由。
Factual
敘述文的要素有哪些?
Communication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Unit 2 表達的藝術
藉由跨時空與地域的詩歌主題作品
選讀，帶領學生領略詩的語言特色
與美學概念，並能理解作者創作的
目的。
Conceptual
作者藉由什麼手法來表達「離
別」？
Debatable
詩意是否能充分表達「離別」之
意？為什麼？
Factual
古體詩與近體詩、現代詩的差異為
何?
Creativity
Orientation in space and tim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nglish
By investig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writers are able to
use language to create interesting
and believable characters and
themes.
Conceptual
How do writers use their ow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How do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my life? To what extent?
How do writers write characters
we can relate to?
Debatable
What are the qualities of a good
relationship? A bad relationship?
Would you rather be smart, or
happy?
What does it mean to "heal"
someone? Is there more than one
way to heal?
Factual
What are individuals?
What is a relationship, and how
do they affect our conduct?
What relationships do writers
create between their characters?
Connection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Communication: A Community
of Balanc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hapes
community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sustainability throug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discourse.
Conceptual
4. How does a writer create a
utopia or dystopia in their
writings?
5. What problems exist in our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中文字義包含形音義三個部分，學
習理解中文字義並使用適當語言稱
呼(模式)和語詞，能與人們交流溝
通、建立有效的連結關係。
Conceptual
如何使用特定語言和不同語言背景
的人產生連結？
Debatable
發音和語法的正確性在何種程度上
會影響語言意義的理解?
Factual
如何用中文介紹自己、家庭成員、
朋友和老師？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
Debatable
Do people learn from conflict?
Is conflict good for you?
Factual
What is interpersonal conflict?
What are the elements of a short
story?
Identity
Orientation in space and time

10 MYP 1.1 家人和我的愛好 Our
hobbies
透過特定形式的語言結構向不同受
眾介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員，能
建立自我的認同並與他人的連結。
Conceptual
如何定義自己對事物的愛好? 請具
體舉例並做說明。
Debatable
有相同的愛好會促進不同生活背景
的人們產生連結嗎?為什麼
Factual
如何用中文說明自己和家人的愛
好?
Culture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10 MYP 1.2 My school life 我的學校
生活
學校生活是學生發展個人身心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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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able
How are discussions of global
issues prioritized on a global
context? Does it make sense to
prioritize one over the other?
Factual
What are some of the basic rights
of a child according to UNICEF's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Global interaction
Fairness and development

10 2020-2021 Grade 6 Creativity:
Poetry and Music

Connection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ntegrated humanities

Poetry is a form of creativity that
helps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feelings.
Conceptual
Why do people write poems?
How do writers use poetic
devices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feelings?
Debatable
Is poetry an important form of
creativity?
Factual
What is poetry?
What are poetic devices?
Creativity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8 The Short of It

10 Ancient Civilizations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fluence
personal identity and shapes the
different cultures.
Conceptual
How did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shape one another?
Debatable
How did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shape today's modern society?
Factual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ancient civilization?
Connections
Development
Global interaction
Identity
Orientation in space and time
10 Understanding Maps

The function of conflict i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individuals.

Maps are visual representations
that provide us to visually
understand the world's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ways.

Conceptual
How does conflict affect
individuals?

Conceptual
How do maps communicate its
information to the reader?
Debatable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nglish
world today that are caused by
our global connections?
6. How do we write a speech that
we can perform with energy and
power?
Debatable
7.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Giver?
8. Do writer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write about and criticize our
world?
9. Is public speaking an important
skill?
Factual
1. What is a utopia? A dystopia?
2. What is the setting of The
Giver?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our
world?
3. What is a speech? What tools
do I need to write and perform
one?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建立社群關係的所在，藉由參與各
樣校內的活動和社區服務，面對不
同眾群眾使用符合慣例的語言形式
進行表達，能建立自我身分任同以
及與人正向的溝通和互動。
Conceptual
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以促進
身心靈健康的發展?
Debatable
校服能促進學生的對學校的認同感
和榮譽感嗎?
Factual
你參加什麼社團活動?你從這些活
動中學到什麼?
Communication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MYP 1.2 天氣和假期 Weather and
holidays
人們建立慣例以及功能的運行來連
結彼此間的關係
Conceptual
人們如何得到資訊判斷天氣的狀
況?
Debatable
每個國家都以相同的準則制定人們
的假期嗎?
Factual
什麼是假期的定義?
Connection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
Debatable
Is conflict good for you?
Factual
What is interpersonal conflic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in space and time

10 2020-2021 Grade 6
Communication: Building Good
Friendships

With the rise and dependency on
technology, are mapping skills
still a necessity (important) to
have?
Factual
How do the lines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alter the orientation in
space/location (Hemispheres)
How do the lines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alter the orientation in
time? (Time Zones)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in space and time

In building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we communicate
positive ideas about our identities
through our word choice, voice,
and gestures.
Conceptual
How can we communicate
positively with others?
Debatable
If we have a conflict/fight, is our
relationship unhealthy?
Factual
What words give us positive
feelings/negative feelings
(connotation)?
Communication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Identities are created through
communicating positive
messages with others and form
strong relationships.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llow
for individuals to learn and
develop together.&nbsp;
Conceptual
How do I communicat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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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ntegrated humanities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
messages to others?
How do relationships affect
identity?
Debatable
Are some relationships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Factual
What is a relationship?
Connections
Relationship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The We, the You, and the They
Identity is shaped by expressing
one’s points of view clearly in
helping to build strong
relationships.
Conceptual
How do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my life?
How do I resolve conflicts in my
relationships?
Debatable
Are relationships important in my
life?
Are some relationships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Factual
What is a relationship?
What types of relationships do I
have?
Wha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me the most?
Relationship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2020-2021 Grade 6 Connections:
El Deafo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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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ntegrated humanities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ntegrated humanities

10 Seeing Beyond the Surface
Self-expression and individual
style help us go beyond the
shared surface of the culture of a
human community.
Conceptual
How does culture influence me?
Debatable
Why do some aspects of culture
shape your identity more than
others?
Factual
What makes culture?
Culture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10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Culture brings meaning to my
identity.
Conceptual
How does culture influence me?
Debatable
Why do some aspects of culture
shape my identity more than
others?
Factual
What makes up culture?
Culture
Identity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40 weeks

38 weeks

53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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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weeks

38 weeks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Sociology/Anthropology
20 Identity and Self-expression:
Light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21 The Price of Fairness
Global citizens make a
collaborative effort to promote
global fairness and development.
Conceptual
How will fairness and distribution
of food change human
interactions and society?
How do we improve global
interaction and share resources?
Debatable
Is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cluding food resources, a global
crisis?
Factual
What are food security, food
availability, and food
accessibility?
What is global sharing economy?
Global interaction
Fairness and development

Sciences
Sciences
3 DIY Experiments (Science Fair)
Inquiry and logical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idea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20 Identity and Self-expression:
Light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Conceptual
How does examining logic and
evidence help develop
understanding?
Debatable
Can inquiry be used to solve any
problem and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Factual
What is inquiry?

Mathematics
Standard mathematics
4 The Data Jungle
Discoveries can be justified with
careful logic and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data.
Conceptual
How can statistics be used to
justify discoveries?
In what ways can data be
represented to enable
interpretation?
Debatable
Is it justifiable to hide the truth in
statistics?
Factual
What are the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Logic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Logic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rts
Music
10 Beat the Drum
Each culture has specific citizens
whose role is communicating the
personal &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ual
How do the different roles of a
community effect each other?
Debatable
To what extent is the need of
rituals and plays a need for a
culture or community?
Factual
How do citizens of a culture
communicate?
Communication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10 World Music (Instrumental)

4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Scientific theories that can be
explained using models can
change to laws over time.

4 This and Then That
Making generalizations about
patterns helps to communicate
expressions.

Conceptual
How do changes affect laws and
models?
Debatable
Who should have the power to
decide what laws should be
modeled?
Factual
What is a law?

Conceptual
Why should generalizations and
patterns be used?
Debatable
Why can't we communicate and
take actions in any order?
Factual
What is an expression?

Change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3 Can You Hear the Eco
4 Take a Chance o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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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have expressed their
identity through the innovation
and use of their natural resource.
Conceptual
Why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world?
Debatable
What culture developed the most
innovation of instruments?
Factual
How does the different family of
instruments work together?
Identity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8 Holidays Around the World
Boundaries are broken when
communities share aspects of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Sociology/Anthropology

Sciences
Science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llaborative
effort and global interaction from
all of us.

Mathematics
Standard mathematics
Relationships are developed
when patterns and fairness are
measured.
Conceptual
Why is measurement of fairness
not always the same?
How do you achieve fairness in a
relationship?
Debatable
How important is fairness in
decision making?
Factual
What patterns can be found in
fairness?

Conceptual
What happens when collaborative
effort and global interaction are
changed?
Debatable
To what extent do human
interactions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tual
What is global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Global interaction

Fairness and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4 Get Your Mind in Shape
4 Safety Counts

Understanding space and shape
may enhance one’s creativity.

Safety rules and principles should
be communicated clearly to avoid
unwanted consequences.

Conceptual
How is space formed or created?
Debatable
Do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ace and shape enhance
creativity?
Factual
How do we measure space and
shape?

Conceptual
Why is taking safety action
important?
How are safety rules, safety
principles, and consequences
communicated?
Debatable
Who decides what is safe and
unsafe?
Factual
What are safety rules and safety
principles?

Creativity
Orientation in space and time

6 Journey with Numbers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pproaches to problem solving
beg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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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Music
their identity with others to form
new relationships.
Conceptual
How are boundaries developed?
Debatable
To what extent can someone
experience the aspects of
another culture?
Factual
What is a community?
Communities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Sociology/Anthropology

Sciences
Science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6 M and M (Metric System and
Measurement)

Mathematics
Standard mathematics
applying logic and equivalence.
Conceptual
How do you form a logical
approach?
Debatable
Can a problem be solved by
logically sound reasoning?
Factual
In what ways can equivalence be
used to solve problems?

Using globally accepted systems
of measurement has 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of units
Conceptual
How is transformation of systems
exemplified globally?
Debatable
Should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use one system?
Factual
What are systems of
measurement?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a
system?

Logic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4 Number Powers
Systems of equivalent
representations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or solve problems.

Systems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Conceptual
How do you approach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nd problem
solution?
Debatable
What would the world be like if
there are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in different bases?
Factual
What are systems of equivalent
representation?

5 A World of Acronyms (The
Scientific Method)
Relationships can be suggested
by evidence gathered through
different methods and
innovations.
Conceptual
Why is it important to use a
method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s?
Debatable
Will the evidence collected
always answer the question?
Factual
How do you define method?

System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6 Graph Stories
Relationships and changes can
be seen by understanding
structural changes.

Relationship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Concep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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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Music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Sociology/Anthropology

Sciences
Science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Standard mathematics

Arts
Music

How are relationships visually
presented?
Debatable
When might it be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relationships
and changes?
Factual
What are the various types of
visual displays of structures?

5 Cell City
Advanc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llow us to
view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 living things.
Conceptual
How do connection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ebatable
Should advancement be pursued
when a possible outcome might
impact our society or world?
Factual
What are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4 Speedy Gonzales and Road
Runner
Modelling real-life events
develop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asured
quantities.

Connection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Conceptual
How are measured quantities
modeled?
Debatable
Is it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asured
quantities in real-life situations?
Factual
What are measured quantities?
Relationship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41 weeks

30 weeks

20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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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weeks

28 weeks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Arts
Performing Arts
10 Beat the Drum
Each culture has specific citizens
whose role is communicating the
personal &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ty. ESL: Certain
people in a community have a job
of sharing everyone's views.
Conceptual
How does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function in a
society?
Debatable
To what extent does people from
various cultures and communities
communicate the same
experiences?
Factual
In what ways can communication
be expressed?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Cultur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Arts
Visual Arts
10 Cultural landscape
People observe and investigate
variou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lationships which can be
visually expressed through arts
and which can deliver the
perspectives of lifestyle choic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人們觀
察與探究不同樣貌的文化及關係，
藉由視覺藝術呈現並傳達生活方
式、社會發展等觀點。
Conceptual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cal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others?
Why my chosen culture attribute
can bring the impacts?
Debatable
Do cultural attributes change
when time goes by?
Factual
What is my cultural interest?
What are the cultural focuses in
my country and the others?
What are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r impressions of the chosen/
other cultures?
Identity

10 Beat the Drum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Each culture has specific citizens
whose role is communicating the
personal &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community. ESL: Certain
people in a community have a job
of sharing everyone's views.
Conceptual
How does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function in a
society?
Debatable
To what extent does people from
various cultures and communities
communicate the same

10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視覺溝通之美的
欣賞
10 Digital Art and Design
“Digital arts” medium and
application change the artistic
compos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rts via technology brings
different genres of art styles,
themes, content and practice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10 Games (Principles and Rules)
Possession changes quickly and
often in Games, which presents
many choices and requires quick
decision making and movement.
Conceptual
How can you use space
effectively to attack or defend?
Debatable
What aspect of invasion games
requires more skill? Attacking or
defending?
Factual
What are invasion games?
Change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5 Swimming & Water Safety
Proper communication reduces
risk and provides for a safer
swimming environment.
Conceptual
How could we reduce risk in
swimming through
communication?
What are the different water
environments you make be at risk
in?
Debatable
Should everybody have to learn
how to swim?
Whose responsibility is it to keep
you safe in the water?
Factual
How many deaths due to
drowning occur yearly in Taiwan?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5 Exercise for Enj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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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oduct Design
10 Systems: Lights, Switches, and
Bells
System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10 Communication: Time to
Decorate
Communication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10 Development: Grounded with
Foundations
Most everything good in life
begins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To
Develop&nbsp;as a solid
foundation, we must adapt to our
surroundings and learn to
function individually to provide
support and strength to all of
those around us. Building a home
from the ground up is no
different. Here we must appl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s that with help us
build that solid foundation.
Conceptual
What tools do I need to build my
foundation (to hold my pieces
together)?
How do I properly cut small
pieces of wood with a 1) coping
saw? 2) with a band saw?
How do I properly glue wood
together?
Debatable
How important is it… to make my
measurements and materials list
accurate?
Factual
What does a "FLOOR PLAN" look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Arts
Performing Arts
experiences?
Factual
In what ways can communication
be expressed?
Communication
Person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10 Beat the Drum
9 Holidays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elebrate or commemorate the
holiday to reach happiness and
good life.
Conceptual
How does holiday affect people's
life?
Debatable
To what extend does holiday
affect people's value of life?
Factual
What is holiday?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Arts
Visual Arts
through an inquiry into the
impacts of digital life. “數位藝術”
媒體與應用改變藝術的構成。數位
藝術的發展透過科技，從風格、題
材、內容與實作中帶來不同的藝術
樣貌，並探究數位生活的影響。
Conceptual
How does digital arts affect
human's life?
Debatable
Should we believe what we have
seen?
Factual
What is the digital arts?
Chang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Refining and developing aspects
of one's identity, can help an
individual to enjoy the good life.
Conceptual
How can an individual develop
their identity?
Factual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5 Physical Fitness - Multi-skills
(SMART Goals)
By developing our personal
fitness, we can make our
movements more smooth and
efficient.
Conceptual
What are the factors of a SMART
goal?
How can agility,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be useful in
everyday life?
Debatable
Should everyone work towards
the same fitness goals?
Factual
How can we measure and track
fitness levels?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agility,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5 Swimming Stroke Development
and Safety
The development of skills
enhances movement abil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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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oduct Design
like?
What does a scale model of
foundations look like?
What are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a foundation?
What are the materials I will need
to build and to complete my scale
model foundation?
What does proper joist spacing in
a scale model look lik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10 Form: Build that Wall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nbsp;had taught us, one
of our basic needs is Safety. To
achieve this, one must first have a
perspective on what safety is,
then assemble the resources and
form the shelter to achieve one's
safety.
Conceptual
What tools do I need to build my
wall (to hold my pieces together)?
How do I properly cut small
pieces of wood with a 1) coping
saw? 2) with a band saw?
Debatable
How important is it… to make my
measurements and materials list
accurate?
Factual
What does a "WALL PLAN" look
like?
What does a scale model of walls
look like?
What are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a wall?
What are the materials I will need
to build and to complete my scale
model wall?

Grade 6 - IB Middle Years
Arts
Performing Arts

Arts
Visual Arts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leads to personal well being and
happiness.
Conceptual
How can you make changes to to
improve your swim stroke?
Debatable
Is swimming a better way to
develop overall fitness than land
based training?
Factual
What aspect of your swim stroke
can you improve?
Development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10 Movement through space Parkour
Through explor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ace
around us, we can see the
environment in a new way, and
imagine the potential for
navigating it in unique and
creative ways.
Conceptual
How can we use the space
around us as inspiration for
movement?
Debatable
How can we combine different
movements to create a sequence
piece?
What is more important: balance
or strength? Why?
How does Parkour cross
boundaries in physical and
symbolic ways?
Is Parkour a sport?
Factual
Where did Parkour originat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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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oduct Design
What does proper full wall studs
spacing, door framing, and
window framing in a scale model
look like?
How do I properly glue wood
together?
Form
Other

檔
號：
保存年限：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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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
2-3樓
承辦單位：國中教育科
承辦人：柯澎傑
電話：07-7995678#3040
傳真：07-7406582
電子信箱：adamko@kcg.gov.tw
裝

受文者：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中字第10532969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校自105學年度起申辦附設國中部和國小部雙語國
際課程實驗班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訂

說明：
一、復貴校104年11月10日義高字第10470613500號函。
二、貴校附設國中部及國小部自105學年度起以免除法令限制
方式辦理「招生之班級數及人數；入學方式及其名額之分
配」（入學方式採通過英語面談或能力評估）及「辦理學
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之教育實驗」（實施IB課程）
事項，符合「私立國民中小學校免除法令限制及回復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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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準則」資格要件，准予備查。
三、本案請貴校仍應注意教育品質與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確依
教育部103年4月16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032570號函略以，
「有關常態編班、分組學習、教學正常化等相關事宜之規
範，非屬不受相關法令限制之範圍，爰國民教育階段私立
學校仍需受相關法令之限制」及「私立學校法」第57條第
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 105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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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義大國際高級中學雙語國際課程
一、目的
(一)

推廣本校優質教育、嘉惠更多學子
本校發展「創意、美育、科技、探索、雙語、國際、跨文化」的優質教育，吸
引家長與學子，本校致力於提供更完美，品質更佳的國際教育，期許更多學生
得以獲益。

(二)

推動國、高中雙語國際實驗課程、深化教學成效
教學成效之良窳，深繫於學習時程與課程完整度，如能有更長時程就讀本校，
則較能受益於有統整規劃之課程與教學，本校高中雙語國際實驗課程已實施多
年成效卓著，希望將本校的國際課程學風向下延伸深化學習成效。

(三)

因應教改潮流、推動國際教育，落實跨文化教育
近年來，教育改革仍是國內教育發展的重要項目，自民國 103 年免試入學全面
實施，同時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強調世界公民素養的培養。完整的國際教育學
園的薰陶，建立跨文化的教育風氣，藉以培養教師與學生尊重多元文化的素
養，才能使學生具備心胸開闊、和平的人格特質。因此配合推動十二年一貫國
際課程，發展國際教育，培養學子英語溝通能力成為本校積極推展的首要任
務。

(四)

培育學生發展自我規範的學習者特質
透過 IB 教學方法，培養學生懂得如何學習(Learn how to learn)，根據學習者
特質衍生出的學習方法(ATL)發展學生成為自我規範的學習者。

(五)

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富有國際情懷
積極培養學生能以多元觀點有原則的探討實質問題，了解歷史、文化、信仰、
價值觀等的差異性，能探究全球議題，擁有多國語言溝通能力，成為有責任、
有愛心、有領導力、富含國際情懷的世界公民。

二、依據
(一)
(二)
(三)
(四)
(五)

私立學校法
私立國民中小學校免除法令限制及回復適用實施準則第二條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市教中字第 10430771200 號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