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對周遭事物有感 將知識與外在世界連結 
◎中學部教務處教學組田代葳組長 

  學期已經來到一半，中學部同學

的學習生活也越來越精彩。 

一、主題週課程—跨領域主題學習，

全方位獨立思考 

  康橋中學部在老師們的努力之

下，各領域課程很早就開始打破課本

章節的限制，期望除了知識的增加之

外，藉由融合不同的主題，讓孩子能

夠打破課本界限，擁有自主以及批判

性的思考，並強調動手操作以及一步

一腳印的去尋找問題與答案，將真正

的知識深耕於腦中。因此，每個學期

的課程安排到了期中，同學在適應了新學期所面臨的新挑戰後，我們會開始進行學校跨領

域的主題週課程，讓同學懂得融會貫通，對生活有感，並將課堂上所學的學問，運用於現

實生活中。 

二、社會主題週—從自身出發，關懷周遭，培養思辨，胸懷國際 

  社會科領域從 104 學年開始，即著手規劃以生活周遭的事物為素材，讓學生進行主題

式學習的課程，今年已經是實施的第二年，從過去的跨科開始出發，到了本年度，七年級

的社會週更融入了國文科領域的「地景文學」來進行跨領域教學。從七年級一步一腳印走

進校園認識康橋的一景一物，看見康橋之美，再從中瞭解康橋的歷史，最後將心中的感受

發想於全新改編的校歌當中。 

  在八年級的「媒體識讀」主題中，讓學生走出課本中生硬的知識，了解人類在科技媒

體上的運用，若不受法律與道德倫理的規範之下可能造成的結果，他們必須從中學會如何

駕馭資訊，而非被資訊控制。 

  九年級的學生我們希望他們從不同國家文化介紹，以及從校內不同國籍外師訪談過程

中，認識自己以及尊重不同國家與自己的大不同，「康橋 brings me the world」，也帶給

自己更開拓的胸懷與包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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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文主題週—化身古人，結合科技，詮釋文意，理解文本 

  除了國中的課程以外，康橋的高中十一年級的主題週課程也很精彩，這個月，國文科

領域的「王牌經紀人」，重新給了元代戲曲不同的新註解。 

  從戲曲出發，原來沉悶的古典文學內容因結合了網路行銷，社群互動來塑造課本中的

古人，讓他們活生生地展現著他們的個性在我們眼前，學生再從歷史、文學角度理解戲曲

家的背景及作品特色，換一種課程的安排，結合除了國文還有歷史與綜合領域，學習也變

得有趣多了！ 

四、主題式學習—培養能力，涵養素養，接軌新課綱 

  108 新課綱的實施在即，著重在學生如何學，如何探索與選擇，而非只是接受單一方

向的知識輸入而無法與生活結合。康橋的課程規畫一向站在教育的前端，不僅推陳出新，

也力求紮實建立基礎，但仍努力突破限制，讓學習的學生能夠擁有不只是死硬的知識，更

要擁有「帶得走的能力」。 

  新的課綱精神為強調「成就每個孩子」，與康橋「期盼每個孩子都該被看見」的理念

不謀而合，因此，從培養對生活周遭事物處處有感，找到自己的興趣中，我們發現，這樣

的學習再也不是只注重於單一學科，跨領域的學習，才能讓學生更加貼近現實世界的挑

戰，與國際接軌。從本月的領域主題式課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康橋給孩子的，是重要的

學習核心概念而非拼湊起來的零碎知識，

我們著重於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

運用知識的學習表現，希望學生能從每

個學期安排的主題式課程裡，更清楚感

知到知識與外在世界的連結，再也不需

要問「學這個要做什麼」！ 

【數學領域教學分享-主題週課程預告】 

書中有寶藏 我是神射手 
  繼社會科與國文科主題週之後，七年

級與八年級的數學科主題週即將於十二月

份堂堂登場。 

  數學領域教學團隊根據數學課本當中

的重要概念，融入故事性的情境設計，規

畫了「書中有寶藏」與「我是神射手」課

程，將透過小隊形式，讓各班同學在數學

的國度當中，同場競技，一較高下。 

  「書中有寶藏」破關的關鍵是七年級

的「科學記號」，活動的地點設置在教學

第一大樓的圖書館，老師們已經在圖書館埋下神祕的寶藏；「我是神射手」破關的密技在

善用「分數的運算」與「比與比例式」，決鬥的場地相約在教學第二大樓的二樓與五樓籃

球場，同學們，你（妳）們準備好了嗎？當然還有隱藏的關卡...等你（妳）來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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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領域教學分享-國文科主題週課程】 

文學是文字藝術，更是生活美學 
  十一月，國文領域的主題課程十分精彩，在這個月裡同時展開了七年級、八年級、十

年級，以及十一年級的主題課程。以主題進行教學，是為了讓同學能更寬廣地探索生活中

感興趣的事物，跳脫教科書章節的藩籬，跨科、跨領域地進行探索學習。 

  七年級的主題，選定為「地景文學」，課程設計在讓同學透過描寫地方景觀，以文字

鉤勒出自身對於生活或生長地域的情感與認同感，並在心裡產生歸屬感。 

  整體課程設計，從第一堂課的廣泛閱讀、欣賞地景文學作品，到最後一堂課的校歌創

作發表為止，依語文學習的發展歷程，從聽到說，由讀至寫，慢慢地養成語文素養。同

時，教學活動也橫向地與社會領域結合，在文史交融的主題式教學下，延伸同學們學習的

觸角。 

  八年級的主題，延續去年的金庸小說閱讀。暑期指定同學們先閱讀金庸的《射雕英雄

傳》，讓同學藉由有目的地閱讀，訓練快速掌握文意的技巧，熟悉以宋朝為時代背景的小

說情境，橫向接軌即將學習的中國歷史。在閱讀的過程中，領略中國文字之美，並自然地

浸潤在中國歷史的學習氛圍當中。爾後，當讀到宋朝歷史時，必能很快地聯想到金庸小說

當中的故事情節。學習，本當是如此輕鬆而生活化的，不是嗎？ 

  十年級的主題是「人生思考題」。人生，是個嚴肅的議題，尤其是對於甫上高一的同

學而言。於是，國文領域老師便另闢蹊徑，以詹姆斯萊恩所著的《人生思考題》一書當作

引導的讀本，搭配影片，透過課程報告與小組討論形式，深入淺出地引導同學提早認識自

我，放眼未來。課程也橫向地與生涯輔導課程作跨領域的課程連結。 

  十一年級的主題為「元代戲曲」，課程的內容除了連結高中國文的教材外，老師也希

望同學能藉由課堂的學習，粗略地掌握「行銷」是什麼。消極面在讓同學不會輕易的被廣

告或行銷牽著走，積極面在讓同學了解到，原來生活中的「行銷」是無所不在的。此外，

也藉由新世代的語言、日常（臉書）社群的互動，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做到拉近同學與

古典文學之間的距離，並藉由人物的塑造

與代言，更深刻地了解元曲及其代表人

物。 

  底下與您分享各年級國文主題週課堂

風景。 

◎七年級國文主題週課程—地景文學 

一、賞析地景文學，深究文本內涵 

  在教室的課堂當中，先由老師介紹什

麼是「地景文學」，並以劉克襄〈打開地

誌文學的窗〉為範文，透過課前預習，讓

同學就〈打開地誌文學的窗〉一文中所提及的地景、作品或文學家介紹，預先查資料，在

課堂上再進行分組發表與討論。 

  接著，再由老師針對各組同學的分享，即時給予回饋與引導，並透過有層次的問題提

問，慢慢地引領同學一同深究出文本當中的潛在文意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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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訪康橋校園，記錄地景風貌 

  在同學對地景文學有所了解後，老師再透過現代文學大家的摹景之作（〈荷塘月

色〉、〈車過枋寮〉）與文學地景影片的分享，教導同學摹寫景物的概念與技巧。並帶領

同學們走出教室，走訪康橋的校園，運用手機等工具，記錄下所觀察到的康橋地景，同

時，留下約 100 字的景物摹寫紀錄，運用文

字，刻畫下康橋地景的美。 

三、嘗試校歌創作，驗收學習成果 

  課程後段，更跨領域與社會科主題週合

作，引導同學認識康橋的校史及校園特色，

並以「康橋採景」作業為基礎，讓各組同學

嘗試運用所學到的寫作手法及詩歌韻律，進

行校歌歌詞的改寫，在各班進行成果發表，

作為學習成果的總驗收。 

 

◎八年級國文主題週課程—悅讀金庸《射雕

英雄傳》 

  武俠小說，過去一直被視為休閒的讀

物。然而，透過閱讀一部好的武俠小說，除

了能陶冶性情，感染作者的文字魅力與學習

人物刻畫技巧，更可以在開心閱讀的氛圍

下，自然地提升語文能力。尤其，在近幾年

的升學試題中，武俠小說入題的情形，更是

屢見不鮮。 

一、暑期讀金庸，培養語文力 

  八年級國文主題週並不是從本月份開

始，而是開始於暑假。在暑期作業當中，早

已事先要求同學利用時間閱讀金庸新版的

《射鵰英雄傳》，並完成閱讀心得與發表的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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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大篇幅小說，有助於提升同學的

語文能力，同時能提高理解與表達能力，

更有助於拓展知識領域，培養起自學精神

及個人情操。 

二、課堂主題報告，驗收閱讀心得 

  在進入主題週後，老師藉由分組報

告，進行學習成效的驗收。分組的方式很

有趣，是以《射鵰英雄傳》作為文本脈

絡，按照康橋四大家族的劃分，區分為：

桃花島派（東方家族）、白駝山派（西方家族）、大理段氏（南方家族）、中原丐幫（北

方家族）四組。 

  接著，由各組抽選主題，如：歷史、

地理、人物性格分析、飲食文化（連結家

政課）、愛情（輔導課）、武功（體育

課）……相關等主題。以組為單位，查找

資料並與該科老師討論，製作簡報一份，

進行上臺報告與分享。 

  最後，並進行 Kahoot 線上搶答方式，

挑戰各組同學對於金庸小說的熟悉度，也

為主題課程增添不少趣味性。 

◎十年級國文主題週課程—人生思考題 

  對於甫上高一的同學而言，談「人

生」仍然是相當虛幻而遙遠的，然而，若

能及早思考「人生」，卻可以讓同學及早

找到人生的目標，而不致於陷入迷惘。十

年級的主題課程，正是應此而生。 

一、影片引導，思考「人生」 

  本堂課希望能讓同學思考人生議題

（包括：過去、現在、未來），引導同學

認真回顧過去曾經做過的一切，檢討得與

失，分析成與敗的原因。 

  並且，要求同學透過分組報告的呈

現，培養出「說」的能力；在聽取師長及

他人報告時，養成「聆聽」與「擷取重

點」的能力；透過學習單及評分表撰寫，

練就「書寫」的能力。 

  課程一開始，先由老師進行課程說

明，透過放映主題短片，提出問題，引導同學填寫人生議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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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多元化，創意無限多 

  接著，由各組同學討論報告的主題及

作品或遊戲設計的呈現方式，並請各組設

計與報告主題相關之學習單，透過評量的

多元化，也為具有不同才能的同學鋪建舞

臺，同時，提供各組同學更多學習的選擇

性。 

  報告主題及作品呈現以五個人生議題

為出發點，即： 

Q1：等等，你說什麼？ 

Q2：我想知道…… 

Q3：至少，我們是不是能夠……？ 

Q4：我能夠幫什麼忙？ 

Q5：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三、製作學習影片，統整學習成果 

  此外，課程規畫由各組同學將報告內

容全程攝影，記錄下屬於自己的學習影

片，在回顧記錄的過程當中，也能讓同學

再次沈澱學習的心得，加深學習的印象。並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平臺，分享給其他各組，

進一步讓同學們能彼此觀摩與回饋。 

◎十一年級國文主題週課程—王牌經紀人（元代戲曲） 

  古典與現代文學之間經常存在著「代溝」，而這

「代溝」往往會成為同學們學習國文時的障礙，包括：

文化背景、語文文字。 

一、以現代的思維，重新理解古典 

  為了讓同學能深刻的理解古典作品，十一年級的國

文主題特別針對元代戲曲，設計以「王牌經紀人」作為

情境主題，讓同學化身為古人的經紀人。在課堂上，利

用討論、檢索、統整等方式，了解元代戲曲的脈絡（文學史），並從歷史、文學等角度，

重新理解戲曲家的背景及作品特色。再透過現今流行的臉書平臺作為媒介，透過商業行銷

的模式，經營臉書社團，充分展示該戲曲家的特點，藉此拉近同學與古典文學的距離，讓

古典戲曲更有趣、更生活化。 

二、化身代言古人，學習社群行銷 

  另外，教學設計上，更運用角色的扮演、轉換，

要求同學作為元代戲曲家的「經紀人」，能讓同學嘗

試學習經營及行銷的策略。在學習行銷的過程當中，

有同學會運用臉書社群結盟的方式，增加點閱率與曝

光率，這些都是同學們未來在職場上必備的能力。 



【社會領域教學分享-社會科主題週課程】 

從康橋出發 探索自我 與世界對話 
  社會領域在七年級上學期，規畫社會週主題課程的初衷，

源於領域教師們希望能透過領域內的跨科整合，讓同學了解到

自身的周遭環境。故主題設定為「認識康橋」，從「1.學校創

建過程」出發，先「2.了解校園內的種種特色」，接著，認識

「3.秀岡校區的週邊環境」，以及「4.學校與鄰里間的互

動」，讓七年級的同學能因「認識學校而認同學校」，對學校

產生情感的連結。 

  在八年級主題課程，以「媒體識讀」作為主題，透過影片

的觀賞、教師的問題引導，導引同學做更深入的思考，例如：

思辨「網路社群的影響力」、「媒體會殺人嗎？」等屬於較高

層次與抽象的問題。老師們期望透過一連串課程的鋪陳與引

導，引領學生去探究與認識藏在媒體當中的真相，並養成同學

駕馭知識（資訊）的能力。 

  九年級直升班的主題課程，則更進一步鼓勵同學去採訪來

自世界各地的外籍教師，透過訪談的過程，培養同學的勇氣與溝通能力，並讓同學能藉此

拓展個人的視野，為即將到來的國際教育旅行，預作暖身。 

 

◎七年級社會主題週課程—認識康橋 

一、康橋沿革—找尋校園密碼，巡禮康橋之美 

  首先，由老師透過「一個學校的誕生」、「美麗眼睛看康橋簡報—建築篇」、「康橋校徽

的意義」介紹康橋緣起。 

  接著，經過分組，進行「校園密碼」活動，每組發放若干校園密碼的剪影照片與該組代

表的撲克牌，同學必須在時間內尋找出最多數量的校園密碼並記錄與說明密碼的意義（拍

照、上傳內容至 FB 平臺），收集數量最多且說明內容正確的組別優勝。期望各組在校園探

索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康橋的設計之美。 

  之後，各班再進行主題海報製作，內容包含：校園密碼（有文字說明）；改編校歌歌詞

（國文科協助指導），對康橋進行一趟完整的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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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高線模型製作—掌握康橋地貌 

  在同學了解康橋沿革後，再由老師指導同學進行等高線模型製作，製作前，老師先介

紹等高線地形圖的定義，同學在聆聽的過程當中，必需做到「聆聽、回問、實作、筆

記」。接著，再由同學票選出班上製作最佳的等高線模型。 

三、換你來說說康橋的故事—學習心得分享

與校歌改寫發表 

  課程後續，由各組分享約莫 5 分鐘的學

習心得。學習心得的內容是由各組歸納課程

前、課程後的概念作為主軸進行分享，或發

表同學認為秀岡校區的優點與建議。 

  最後，進行校歌改寫作品的成品發表，

並說明每句改寫的意涵，同學必須共同唱出

該組所改編的校歌。 

◎八年級社會主題週課程—媒體識讀 

  對學生的學習上來說，「媒體識讀」是

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課程，教學設計主要

分兩個階段貫穿整個課程。 

  第一個階段，透過媒體傳達資訊的影響

力讓同學感知謠言的可怕；第二個階段，探

討媒體在傳達訊息的目的，即訊息背後所蘊

含的真實意義。 

◎九年級社會主題週課程—康橋 brings me the world 

一、揭開序幕—課程導引 

  課程一開始，共分為八組，一組約 3-4 人，一人負責準備 3C 載具。再請準備 3C 載具

的同學加入臉書粉絲團，並選定訪問的外師，由老師進行課程的引導與說明。 

二、DNA 的旅程—我們是不是都一樣？ 

  第二堂課，由老師分享「DNA 的旅程」影片，請同學說說自己觀賞影片後的感想，老師

適時引導同學思考「同學與同學之間同血緣的機率很大，大家可能來自於同一個祖先，每個

人應該都是很類似的，但是，的確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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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擁抱多元、尊重差異 

  第三堂課，由欣賞「X 戰警」片

段影片開始，老師說明影片簡要內

容，並引導同學思考下列兩個問題： 

問題一：既然我們之間都有共通

處與差異處，為什麼不

能相互尊重甚至擁抱差

異所帶來的多元性。 

問題二：除了種族的不同會造成

衝突之外，還有沒有哪些因素也會造成彼此之間的不瞭解而造成衝突？ 

四、尊重與被尊重—以「開齋節的臺北車站」為例 

  接著，由老師介紹齋戒月與開齋節，並將班上的八組同學，分為兩大群體進行討論，

即：「在澳洲的臺灣人 A」、「在臺灣的臺灣人 B」。 

  並發下學習單，引導同學討論並將第二題的心情與想法分別寫在黑板的右側及左側，

請同學整合出適合的解決方法，協助同學去同理對方的感受，了解尊重與被尊重的感受。 

五、放眼看世界，東西方的眼光 

  在「尊重與被尊重」的觀念討論完後，老師繼續引導同學思考： 

問題一：放眼世界，是不是還有因為「一知半解」而產生的刻板印象？ 

問題二：什麼是東方主義？什麼是西方主義？有沒有犯了「刻板印象」的錯誤？ 

問題三：從「東、西方差異」來探討究竟是刻板印象，還是客觀概念？ 

六、如何完成一次完美的訪談 

  終於，即將針對外師進行訪談，在了解尊重的意涵與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後，老師介紹

訪談的基本概念給同學，如：訪談技巧及題目設計的說明、訪談時的注意事項。 

七、世界咖啡館—外師訪談紀錄分享 

  課程最後，老師運用「世界咖啡館」

教學法的小組分享方式，讓各組就訪談外

師的紀錄，透過輪流到各組跑臺的方式，

逐一分享給其他組同學，也讓九年級社會

週課程畫下圓滿的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