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恆毅中學
的自主學習
圖書館與您一起
壯大超強的競爭力

圖書館主任 陳志忠



圖書館



圖書館在哪裡？

位於范若望大樓

1樓：
展區及自學教室

B1：
書庫區及閱覽區



圖書館的館外環境



圖書館的館外環境



一樓--圖書館大門



一樓--公告欄及置物櫃



進寶庫、滿載歸
本館藏書豐富，逾50000冊。

每學期購買新書並購置天下

雜誌知識庫(含天下雜誌、親子

天下雜誌、 Cheers雜誌、康健

雜誌、)及線上電子書(UDN

電子書)，本校師生均可上網

利用，校內可隨時上網閱讀。



台南市立鹽埕圖書館



台南市立鹽埕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的內部設施



圖書館老師及志工媽媽



閱讀活動好康報報
全台灣跨區網路借書，「超商取書、
還書完全免運費」。本校數位教師證、
學生證已註冊為新北市圖書館借書證
者，網路即可辦證。可從全台各地圖
書館借書，系統端會彙整成同一份包
裹寄到您指定收件的超商，目前為止
~超商取書、還書完全免運費。

(全台灣)公共圖書館網址: 
https://rrcils.ncl.edu.tw。

(北北基)「一卡通超商借書還書」說明:
https://reurl.cc/xqz34。

https://rrcils.ncl.edu.tw/
https://reurl.cc/xqz34


我分別從宜蘭
、台中、花蓮
圖書館借書。
幾天後～同一
個包裹超商
「免費」收件。
歸還時～一樣
超商「免費」
寄還書。





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108新課綱高中學生自主
學習課程，由圖書館負責
課程規劃與施行。



自主學習「雲端資料庫」

請掃描右邊
QR Code
找到恆毅中學
自主學習課程
的相關說明。



家庭的
自主學習







學生的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的重要元素



老師的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全校專任教師皆有
擔任學生指導教師
的義務與責任。
感謝老師們的協助。



官方的
自主學習



108課綱之自主學習說明(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彈性學習時間之課程，依學生需求
與學校條件，安排課程種類如下：
1.學生自主學習。
2.選手培訓。
3.充實(增廣)之教學。
4.補強之教學。
5.學校特色活動。

http://rpage.hchs.ntpc.edu.tw/var/file/0/1000/img/11/146226368.pdf


教育部的自主學習說明

１.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其內容包括實施原則、
輔導管理(包括指導學生規劃自主學習計畫)、學生
自主學習計畫參考格式及相關規定。

２.學生應依前目實施規範，系統規劃自主學習計畫；
計畫項目包括學習主題、內容、進度、方式及所需
設備，並經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後實施。

３.普通型學校、綜合型學校及單科型學校，學生於修
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
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３.普通型學校、綜合型學校及單科型學校，學生於修
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
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教育部的自主學習說明

1.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前，應經老師指導和
討論後，填具申請表經家長(法定代理人)
同意後實施。

2.學生自主學習的學習計畫應包括擬學習的
主題、內容、進度及效益等，須填寫學生
自主學習申請表。

3.為能落實學生自主學習成效，得安排老師
隨班進行指導。



他校的
自主學習



他校自主學習方案(桃園市立桃園高中)

1.高一上學期：進行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2.高一下學期：申請通過者，執行自學計畫。
申請未過者，安排在教室自
習，下學期重新提出申請。

3.高二：已完成18小時自主學習者，自由申
請。未完成18小時自主學習者，繼
續提出申請，經申請通過後執行。



他校自主學習方案(桃園市立陽明高中)



他校自主學習方案(台北市師大附中)



他校自主學習方案(台北市北一女中)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在其自主學習實施
規範中，則只能看到各年級的辦理時間。

高一：週三第5至第7節，共3節課。
高二：每週安排2節。
高三：按各群規劃時間與方式，另依計畫實施。

按其所列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高一上學期共
實施六週，亦即在18節課中，完成高一上學
期的自主學習課程。



他校自主學習方案(台北市建國中學)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的自主學習方案
中，除了自學已經是該校多數學生的學
習特質與習慣外，因為該校試行也較早。
學生利用學校所訂定的每週三節的彈性
學習時間，利用該校駝客展圖的線上系
統，配合多元選修課程及特色課程的選
讀，並填寫自主學習計畫，同時亦可作
校外課程的自主學習的申請。利用線上
填報系統，除了學習課程外，同時完成
成果呈現及檢核。



他校自主學習方案(一學期完成一份計畫申請)

學生自主學習：
1.高一第一學期01-10週：資源與工具運用課程。

2.高一第一學期11-16週：自主學習計畫撰寫。
3.高一第一學期17-18週：自學計畫審查與修正。

4.高一第二學期：實施自主學習計畫(18週)。

5.高二、高三：自由申請自主學習計畫。



恆毅中學
的

自主學習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課程的「實質規劃」

1.高一第一學期：完成自主學習計劃書編寫及閱讀心得寫作；

搭配技能的學習及實體成果的展出與發表。

由指導教師引導學生如何自主學習，包括

找一個題目或主題、如何開始研究、如何

問對問題、如何找尋資料，技能的學習。

2.高一第二學期：按個人自主學習計劃，同高一上的自主學習。

3.高二第一學期：按個人自主學習計劃，完成小論文研究與寫作。

4.高二第二學期：可二到三人小組自主學習計劃，完成專題研究。

5.高三第一學期：按個人自主學習計劃，靜心研讀(升學)計劃。

6.高三第二學期：按個人自主學習計劃，實踐自主學習成果。



三年的自主學習課程規劃









恆毅中學與他校的自主學習方案之比較

校 別 本校 他校

期 程 高一上學期 高一上學期

節 數
/週 次

每週一節
/18~21週

每週三~一節
/6~21週

計劃書
編 寫

必寫 必寫

自 學
成 果

閱讀心得寫作以及
技能或成果發表

完成計劃書
(一張A4表格)

歷程檢核
含計劃書及成果
之檢核並發表

計劃書檢核



恆毅中學與他校的自主學習方案之比較

校 別 本校 他校

期 程 全學期之課程 全學期之課程

自 學
成 果

閱讀心得寫作以及
技能或成果發表

完成計劃書
(一張A4表格)

優 劣
局限少自主
有規畫、有成果

多元且自主
易空洞、恐虛度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學生要做什麼?

1.高一:
閱讀心得或摘要寫作+實體成果產出
(指技能或成果發表)+班級期末發表。

2.高二:
小論文或專題研究+實體成果產出
(指技能或成果發表)+班級期末發表。

3.高三:
讀書或升學計畫、職涯規畫；
或高一、高二之自學方案的延續。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圖書館(校方)做什麼?

1.圖書館編寫計畫及設計各項表單。
2.圖書館編寫小論文及專題研究的
寫作說明範本說明。

3.圖書館於暑輔對學生進行三節課的
自主學習課程教學。

4.圖書館於對導師作課程說明。
5.導師對班級學生隨班作課程指導。
6.圖書館於各期程作進度提醒。
7.期末產出(班級成果發表)、繳件。



自主學習
申 請 表

自主學習
計 劃 書

自主學習
檢 核 表



學科/領域
(書籍/研究主題之類別) 天才小釣手(生物)

一、計畫名稱 釣魚

三、學習主題 釣魚

四、計劃內容 學釣魚

五、執行方法 去釣魚

六、預期效益 會釣魚

請將計畫內容或
執行方法的一句
話，改寫成：
有架構、有層次、
有內涵的文字。





他校自主學習方案(新北市新莊一中)

你
看
到
了
什
麼
?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教師的參與角色

1.全時的指導、尊重的、支持的環境。

2.注意學習需求的自我診斷。

3.引導學生自己做學習計畫。

4.教師扮演專家的角色、資源提供者

以及學生學習歷程的共同探索者。

5.引導學生自己激勵學習。

6.善於應用學生過去的生活經驗。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學校應協助之處

1.讓教師輕易就手的課程方案研擬。

2.專業教室或各場域的規劃協調。

3.對教師的專育訓練與課程指導。

4.其他有關操課現場的問題回饋。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圖書館工作主軸

1.訂定計畫並適時修正。

2.對師、生作教學說明。

3.會議研討與方案修正。

4.成果繳交與成果發表。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課程的問題及修正

1.導師操課的時間規劃。

2.表格設計填寫的修正。

3.學習成果的表現方式。

4.教師檢核的說明。

5.學校軟硬體的增設。

6.期末成果會發表。



恆毅中學家長日主題之--本校自主學習方案

誰該學?誰必須參與?!

我沒有當導師 !

我不是高一導師 !!

我剛好沒有教高中 !!!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一魚多吃的規劃方向

1.全國高中職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2.全國高中職小論文寫作比賽。

3.全國高中職專題製作競賽。

4.全國中小學科展。

5.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6.全國高中職學生智慧生活創意設計比賽。

7.學習歷程檔案上傳的材料。

8.多元(微)課程的學習延伸。

9.讀書會或學科報告相結合。

http://sciexplore.colife.org.tw/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圖書館資源建構

1.本校自主學習方案。

2.自主學習課程資料庫。

3.圖書館的雲端共享資料庫。

4.小論文寫作指導資料庫。

5.專題研究寫作指導資料庫。

6.自主學習大資源庫。

http://rpage.hchs.ntpc.edu.tw/var/file/0/1000/img/11/227492632.pd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9El7SIlQKcnaZNYXnW1DcYNgcdePtx1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noa0ZgPX6MOVNEUm3cJ1lMD4YRONUI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Y3JjLzgzkJ1H6bPkf-buyLhUcZ7SC9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BAbxuoXzHS8N8iEXe72RgczpgDYV2iZ?usp=sharing
http://rpage.hchs.ntpc.edu.tw/var/file/0/1000/img/11/593789664.pdf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圖書館資源建構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圖書館資源建構

http://rpage.hchs.ntpc.edu.tw/var/file/0/1000/img/11/269726356.pdf


恆毅中學自主學習方案-圖書館資源建構



圖書館臉書粉絲頁

FB名稱 :愛閱天堂(恆毅中學圖書館)

https://www.facebook.com/hchs.lib/?ref=aymt_homepage_panel&eid=ARCqGNektdIXzvebcAF-CUKYs4tgyRiZm4vMjQasE1lDuosh4zwA0vJTZoCknbhPL_eoHoi1PVL795kv


本校圖書館網站以及臉書粉絲團專頁：
歡迎全校師生家長點選閱覽校網或加入社群。

1.恆毅中學圖書館網站:
http://lib.hchs.ntpc.edu.tw/opac890/index.aspx。

2.恆毅中學行政單位之圖書館網頁:
http://rpage.hchs.ntpc.edu.tw/p/412-1000-102.php。

3.圖書館的雲端共享資料庫(提供師生館務資料下載)：
https://reurl.cc/EKOxpK。

4.恆毅中學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chs.lib/。

http://lib.hchs.ntpc.edu.tw/opac890/index.aspx
http://rpage.hchs.ntpc.edu.tw/p/412-1000-102.php
https://reurl.cc/EKOxpK
https://www.facebook.com/hchs.lib/
http://lib.hchs.ntpc.edu.tw/opac890/index.aspx


本PPT之雲端路徑:
1.恆毅中學網站首頁。
2.行政團隊。
3.圖書館。
4.年度活動花絮。
5.點選109年家長日之本校自主學習方案。

恆毅中學家長日主題之--本校自主學習方案



歡迎加入恆毅大家庭
豐富多彩的學習生活

祝福您~

平安喜樂！
幸福安康！

報告完畢、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