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學科中心 

106 年度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課程模組設計徵選辦法 

壹、活動目的： 

一、鼓勵高中音樂科教師及社會人士，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精神，運用

巧思與創意來設計發展校訂必修或多元選修課程模組設計，豐富高中音樂

科之教學內容，以達集思廣益之效。 

二、配合十二年國教之實施，評選優良之校訂必修或多元選修課程模組設計，

提供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音樂科教學資源。 

三、透過推廣與分享所搜集之教學資源，俾使全國高中音樂教師充分瞭解十二

年國教課綱實施之精神與內容，以落實音樂科課程之實施。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執行單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音樂學科中心－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參、徵件時間： 發文日起至 106 年 9 月 15 日，以郵戳為憑。 

肆、徵件對象：中等學校音樂科教師（含退休、代課、代理等教師），可為個

人或集體創作，集體創作不限參與人數。 

伍、徵選內容 

一、徵選主題：十二年國教校訂必修或多元選修課程模組設計 

二、徵選類別：以校訂必修或多元選修之音樂科課程模組設計 

三、徵選內容說明：  

(一)校訂必修或多元選修課程係依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與藝術領域課程

綱要之內涵發展出學校願景結合音樂科特色課程。 

(二)模組內容意義請參考：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3831/?index=13 

課程模組設計為 6 至 18 週整體性內容規劃，課程模組須附上至少 1 

主題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或以學校現行課程做延伸音樂科目之加深加

廣之學習。 

(三) 須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和藝術領域課綱之核心素養之精神。 

(四) 校訂必修或多元選修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專題、跨領

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

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力。 

四、評審標準： 

(一) 素養導向(30%)：藝術領域課綱之內涵解析(包含核心素養)相關說明

資訊請參酌國家教育研究院協力同行網站 http://12cur.naer.edu.tw/各

附件 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3831/?index=13


領綱課程手冊(持續更新)。 

(二) 創意(20%)：研發音樂課程模組內容及設計具有創意特色；主題具原

創性、新穎，能引發好奇、啟發思考、拓展視野。 

(三) 發展性(20%)：研發之課程架構與主題內容完整並可提供其他教師依

其人、事、地、物等差異性進行調整與發展。 

(四) 實用性(20%)：編排活潑趣味化能激發學習之意願。符合學習者生活

經驗、學習能力；教學計劃安排適當；在現行教學環境能具體可行。 

(五) 其他(10%)：含課程適切性、跨科/領域統整、連貫性、文句的可讀性、

清晰、可理解性等。 

 陸、徵選獎勵方式： 

一、評比方式︰依音樂學科中心擬定之審查辦法辦理，依照徵選類別聘請學

科中心諮詢委員、資深優良教師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審查；若作品

數量超過 12 件，審查分初審與複審兩階段。評選結果預定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公告於學科中心網站並通知入選者。 

二、獎勵方式︰ 

(一)選出優等 2 名及佳作 5 名，未達入選標準可從缺，獎勵依「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計費標準（按字及按圖片）核發

稿費，惟入優等核發撰稿費上限 1 萬元整，佳作上限 6 千元整。 

(二)凡獲得優等與佳作者，由學科中心頒發獎狀乙紙，並按等第核發給撰

稿費，並須擔任全國教師研習授課講師至少 1 次。 

 柒、報名方式: 

一、報名表與授權同意書 1 份，請用紙本寄送。 

二、課程設計請自行影印 5 份紙本並附上電子檔燒錄於光碟。 

三、相關撰寫格式、範例及規定等請參考附件檔案。 

四、課程相關設計之教學教材中若有使用 PPT 或其餘多媒體教材，請將 PPT

簡報資料以一頁 6 張格式列印，其餘曲譜或文字等列印則不限格式，乙

式 5 份，並附上電子檔。 

五、課程模組之相關系列教學配合使用之教具或教材，得以照片佐以製作或

使用之文字說明方式呈現。 

六、所使用的影音教材、各式軟體名稱、多媒體資料、參考書目等資料請一

併附上，並說明影音或文字資料出處與所使用影音片段之時間總計。 

七、上述書面資料，除了報名表與授權同意書另附，其他文件(如：教案、

PPT、教學紀錄或評量...等)一併裝訂成冊，並請勿在文件中呈現姓名或

個人影像，以求審查公平性。 



八、所有文字資料直向版面設定為上下左右各 2 . 54 cm；橫向為上下左右各

2.54cm。請使用標楷體(PPT)、曲譜或圖片等字體不在此限)，字體大小

不得小於 12。 

九、請將課程設計、PPT 簡報、影音檔案等資料燒錄成 1 張光碟，連同報名

表、授權同意書 、課程示例紙本(5 份)等書面資料，以掛號寄至 241 新

北市三重區三信路 1 號，新北市立新北高中音樂學科中心收；或送達新

北高中警衛，信封上請註明「參加音樂學科中心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課

程模組設計徵選」。 

捌、注意事項： 

一、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與藝術領域課綱(草案)請至國家教育研究院下載瀏

覽。 

二、報名表上課程設計名稱、作品封面名稱與光碟封面寫法務必統一。 

三、作品與作品光碟中不得有作者姓名，並應避免呈現足以顯示個人資料或

影像之相關資訊，以利審查公平性。 

四、學科中心提供得獎作品與入選作品之撰稿費，得獎作品之撰寫教師得配

合擔任音樂學科中心辦理相關研習分享講師，研習當日之課務需請自理。 

五、作品應具原創性，不得抄襲他人作品，相關影音資料若有涉及著作權等

相關問題，請務必述明，日後出版或置於網站時將不提供影音相關資訊，

僅提供影音相關資料列表。 

六、參選內容不得為另參加或已參加其他國內外公開競賽之得獎作品，且必

須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參選內容如涉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

之侵害，參選者應自負相關法律責任；若經檢舉、告發或查證屬實，將

取消其參選資格、得獎資格並追回已發之獎狀及稿酬，同時函知所屬相

關單位。 

七、學科中心得要求入選之課程設計依據評審建議修正部分內容，並簽署授

權同意書，入選之各項內容資料須提供學科中心電子檔，以便日後放置

於網站，公開研習分享宣傳。各式表格請依照附註之規定，以便日後製

作教學資源。 

八、參加徵選課程設計之格式，可於音樂學科中心網站最新消息下載使用。

音樂學科中心網址 http://msc.ntsh.ntpc.edu.tw。洽詢電話:02-28570108、

02-28577326 分機 507 或 511。 

九、參加徵選之各項內容資料，不論入選與否概不退件，請自行留底稿。 

十、主辦單位保有審查方式與獎勵辦法等變更之權利，其他未盡事項依音樂

學科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106 年普通型高中音樂科徵選 

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課程模組 

徵選計畫內容格式 

一、版面設定：上、下、左、右各 2.54cm。 

二、段落：行距使用單行間距。 

三、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與數字為 Times New Roman。 

四、內文字級大小設定為 12pt，標點符號以全形撰打。 

五、標題：靠左對齊；表標題置於表上方，圖標題則置於圖下方(置中對齊，並

依序以阿拉伯數字編號)範例說明： 

壹、 (14 號字) 

一、 (12 號字) 

（一）  (12 號字) 

1.    (12 號字) 

(1)   (12 號字) 

標題序號層級說明： 

標題第 1 層級 壹、貳、參... 

標題第 2 層級 一、二、三… 

標題第 3 層級 （一)、（二）、（三）、 

標題第 4 層級 1.、2.、3... 

內文圖片使用須加註說明：如下 

圖 1 (圖片簡略說明) 

附件 2 



106 年普通型高中音樂科徵選格式 

校訂必修（多元選修）課程模組 

○○○○（課程名稱） 

課程類型 □專題     □跨領域/科目專題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合作發展團

隊 

○○學科、○○學科、 

研發成員 ○○高中○○○老師、○○高中○○○老師、 

壹、理念、意義與價值 

一、(課程設計理念) 

二、(此課程的意義與價值) 

貳、課程內涵 

一、(課程內涵) 

二、(對應核心素養) 

參、課程設計 

一、(此課程與學校其他課程間的知識及學習連結) 

二、(說明課程設計上可能的方法、模式與相關注意事項或原則) 

肆、課程實施 

一、課程實施原則與建議 

二、建議實施年級、班群等方式 

三、教學方法 

四、評量方法 



伍、單元教學示例 

單元一：(教案) 

單元二：(教案) 

單元三：(教案) 

參考範例： 

地理學科中心「地方學」課程 

 

壹、理念、意義與價值 

    ｢地方學｣為一學術研究主題，以行政區域為範疇，來整合討論當地的歷史

人文社會與各面向的發展。主要特色在於，把自然、地方與社會生活的知識結

合，視為無法分離的集合。 

    而｢地方學課程｣，即以學術研究｢地方學｣為內容，發展出的高中課程，亦

可視為中小學｢鄉土教育課程｣之向上延伸。以學校所在地與周邊地區 (校園、

社區、區域、縣市)，作為發展課程的教學媒材與實施教學活動的場域。藉以認

識學校與周邊環境的故事，對環境進行關注與監測，探討事物與土地之間的關

連，期許帶動學生對於土地的認同與關懷，進而願意採取對環境、對社會友善

的公民行動。 

貳、課程內涵 

課程內涵思考，以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為基礎，三面九項內容為目標，實

作體驗活動為內容，為一結合環境教育、鄉土教育、戶外教育的跨領域課程。 

課程內容規劃，以學校與地方特色為中心，地方議題作單元主題，涵蓋公

民社會參與、歷史族群探討、地理區域特色，進而探討地方與社區特色，鄉土

與區域議題。 

考量完整且系統的課程架構，協作教師的分工，建議學期課程分成六個單

元。課程內容可依所屬各地區特色予以增減。建議如下： 

一、創造生命的舞台：地理環境特色、在地形、氣候等條件下所形塑的區域性

格。 

二、族群融合的場域：原住民、漢人移墾、日治時期政策、國民政府遷台、外

籍新住民等，在歷史發展中各族群組成的社會。 

三、山林原野的改造：傳統農業政策（水田、旱作、漁牧）、灌溉設施興建（埤

圳、水庫等）、農牧業轉型。 

四、生活條件的改善：工業化、都市化、交通與都市擴張。 



五、公民環境的議題：社區實例、都市計畫實例、行動方案實例。 

六、人地互動的倫理：環境資源、災害防治、開發與永續發展。 

參、課程設計 

依照課程內容規劃，課程可分成六個單元，依所屬各區特色予以增減。各

主題單元的設計，需符合新課綱的規範，從三面九項出發思考核心素養轉換，

活動設計亦強調實作體驗。也期許課成打破學科本位，社會科內優先合科教

學，進而擴展到其他學科。初步建議合科方向： 

一、創造生命的舞台（4～8 課時）：【歷史、地理學科可跨科協同】 

二、族群融合的場域（4～8 課時）：【歷史、地理學科可跨科協同】 

三、山林原野的改造（4～8 課時）：【歷史、地理學科可跨科協同】 

四、生活條件的改善（4～8 課時）：【地理、公民學科可跨科協同】 

五、公民環境的議題（4～8 課時）：【地理、公民學科可跨科協同】 

六、人地互動的倫理（4～8 課時）：【地理、公民學科可跨科協同】 

肆、課程實施 

一、規劃為必選之校訂必修，課程規劃 2~3 學分。 

二、考量必要的先備知識，建議於高二、高三，選擇一學期安排。 

三、強調實作體驗之戶外實察活動。可安排於平時 2 節連續課堂。行有餘力更

可於假日進行整天的實察活動。 

四、強調跨領域合科教學，可由多位跨科老師協同開課。需安排共同備課時

間。 

五、教學評量形式多元，可朝向專題研究的方式評量，或鼓勵對環境社會友善

的公民行動(導覽、行銷、展覽、服務等)過程中，評量具體的行動成果。 

伍、案例 

一、課程簡介 

    在 107 年正式成為校訂必修課程之前，｢宜蘭學｣為國立宜蘭高中的特色選

修課程。宜蘭縣具備獨特的地理與文化景觀，而宜蘭人的在地認同強烈，出外

人更以作為宜蘭人為傲。運用此特色，宜蘭這｢地方空間｣，便規劃為實施課程

的教學媒材與教學場域，在地認同與具體公民行動，更成為課程規劃的長遠目

標。 

(一)「宜蘭學」課程目標： 

1、讓學員認識宜蘭這塊土地上的自然環境、人文歷 史與區域發展之軌跡與

特色。 

2、透過實察、教學活動體驗增進對宜蘭 土地關心、並由關心產生愛護鄉土

情懷。   

(二)「宜蘭學」課程學習重點： 



1、學習蒐集、整理史地資料，並製作為主題成果。 

2、學習實地考察的觀察與記錄的能力。  

3、學習解說介紹宜蘭。 

二、宜蘭學課程設計與實施說明： 

(一)設計理念、本課程在學校課程地圖的位置 

 

 

(二)課程設計與實施 

1.課程形式 

      在正式成為校訂必修課程前，目前定位為校本

選修課程。由高二學生進行選修。此課程結合原有

必修課程內，以專題研究形式進行，搭配主題校外

教學考察，並安排主題週展覽式活動。 

 

2.評量方式 

    (1)學習態度、出席率佔 15﹪。上課分享加分、攜帶上課用品與準時出席情

形。 

     (2)期末考評量佔 15﹪。期末筆試試題，簡答題型式，滿分 100 分。 

     (3)課堂作業與學習單 30﹪。期末挑選 6 次最好作業成績登記，每次滿分 5

分。 

     (4)分組報告佔 20：期中加期末。 

     (5)期末個人心得 10%：期末繳交 500 字綜合學習心得。 

     (6)分組學習記錄影片 10% 

 

三、課程案例：宜蘭學課程進度表 (105 學年度上學期) 



週次 實施時間 單元名稱(議題、能力指標) 
評量 

方式 
備註(含作業) 

1 08/30 
課程介紹、認識宜蘭自然與人文 

課程準備、課程說明、學生分組 
學習單 個人學習資料表 

2 09/06 
運用 google map 與中研院百年歷史地

圖等網路資源查詢宜蘭地理相關資訊 
電腦實作 ◎電腦教室實作課程 

3 09/13 宜蘭科學園區&鑑湖堂&宜運實察 學習單 
◎5~6 節室外課程：騎腳

踏車 

4 09/20 
「頭城海岸地區的開發與災害」：先備

知識的教授、實察活動的準備 
  

5 09/27 
「頭城海岸及人文實察」：頭城老街、

烏石港、外澳海灘、頭城海水浴場等 
學習單 

◎5~8 節室外課程 

7.8 節公假 

6 10/04 
「頭城海岸及人文實察」學生分組解說

地圖報告&google earth 應用 

紙本與電腦報

告 
 

7 10/11 第一次定期考  
10/10 國慶日 

10/11-10/13 第一次定期考 

8 10/18 
「宜蘭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先備知

識的教授、實察活動的準備 
口頭討論  

9 10/25 
「宜蘭的水文實察」：自來水園區、再

連堤防、水圳源頭 
 

◎室外課程 

7.8 節公假 

10 11/1 

深溝地區探索  11/3-11/4 高三第三次模擬考 

宜蘭休閒農業體驗  (11/6 週末考察) 

三星茅埔城   柯林湧泉 

三星行健有機村參訪 

學習單 ◎室外課程 

備註：本示例擷取自社會科課程模組非音樂科課程模組，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