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中 
附設國中部教學特色說明 

敦品勵學  創新卓越 



孩子的學校怎麼選？ 

• 希望長大後，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 了解孩子的優勢與限制 

• 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想像和期待 

• 同學應該評估更長遠的教育規畫 

 

 



為何選擇私校 



為何選擇私校 

• 私校有更嚴謹的教學及品德教育 

• 私校老師更願意投入及付出 

• 私校更有系統幫助孩子為生涯做充分的準備 

• 了解每一所學校的狀況，其風氣、特色、交
通狀況或是升學表現等 

• 讀對了學校，孩子的潛能得到了開發，不斷
累積專業與技能，最終在職涯上就能穩定發
展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共好   教育就會變得不一樣 

 

• 親師生協作 

• 在過程中與學校及老師一起協作 

• 陪伴孩子學習 

• 「讓孩子更好」是凝聚老師和家長的目標與動力 



親師生協作 





主動向著學習前進 

• 學生要有自覺，訂好目標，要啟動內在動機，才
能頓悟， 自己找到目標後，主動向著學習前進 

• 提早培養自制力和自主性，將來上了大學沒有門
禁和上網時間限制，不可能再這樣被保護，小孩
就算沒在高中「玩壞」，也只是延後到大學發生 

• 每個孩子學習的步調不同，何時該充分掌握、何
時又該放手?還是考驗著每一個家庭的智慧。 

 



選擇學校面向 

• 學校環境：軟硬體設備、學習風氣、管理 

• 教學：師資結構、同儕關係、課程設計、多
元教學法、學習歷程規劃與輔導 

• 輔導：導師班級經營、親師互動、學習輔導
、生涯規劃、升學輔導 

 





12年國教新課綱主要訴求 

• 從能力導向變成以素養為導向 

• 用領域學習取代單獨學科規劃 

•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力 

 

目前國三學生將是 

第一批適用新制的學生 

 

 



新課綱對國中的影響 

• 對國中端的影響：強化生活科技、資訊能力 

• 素養能力提升：教學、試題 

• 對高中端衝擊最大：多了校訂必修跟校訂選
修的課程、探究實作 

 

 



國中新鮮人必須要調整學習的建議 

• 課程更深、更廣，更需要思考理解 

• 國中是分科教學，要適應10幾個老師 

• 教育會考新課綱素養題型 

• 孩子要逐漸調整生活節奏，找出自己的學習
進度與方式 

新學期x新學習=心開始 



新課綱考題大革命 

活用、思考 
推理、判斷 

能力導向的題型 



國中會考命題趨勢變化 

• 基本、圖表、跨領域 國中會考命題3大趨勢 

• 理解、閱讀力題型變多 

• 學習用數學解決生活問題，文字理解能力變
得更重要 

• 社會科 匯率、長照、新住民等時事入題 

• 學測自然／文言文罕見入題 古代煉丹名著
結合化學知識 



能力導向--作文要理性和感性並重 

• 現在大考題目都走能力導向 

• 作文要理性和感性並重 

• 檢測的是孩子本身在學習過程中閱讀的題材
、基礎知識和平日對生活的觀察 

• 如果只用一個既定的作文公式去套，文章缺
乏生命與溫度，看不出一個人的態度及對事
物的看法，一定拿不到高分 



    揚子新課綱研討 



課程核心小組研討、觀課 



教師協作-社群共備、觀議課 



教師社群共備、觀議課 



用行動力，點燃教師心中的火把 

王政忠老師蒞校分享教學實踐與點滴 



         夢N的移轉  揚中教師共備營 



揚子中學教學札實及素養能力培養 

科目 節數 教學內容 

 
國文 

 
7 

教科書、成語習作、文言文、成語閱讀、自編唐詩
教材、自編語文寫作、班級讀書會、暑假文學營3天、
新詩圖文創作、詩詞擂台賽、歷屆試題演練 

 
英文 

 
7 

教科書、自編文法講義、英聽ABC雜誌、英會、會
考閱讀題本、英檢培訓、海外遊學、教育旅行、英
語生活營5天、外師英會訓練、外交小尖兵訓練、英
文歌唱比賽 

數學 7 教科書、自編數學講義、總複習自編教材、歷屆考
題演練、數學競試、AMC8培訓、各式競賽參與 

理化 6 教科書、自編自然講義、科普知識講義、科普影片、
單元實驗操作、各式科學體驗營 

素養 



揚子國中階段學習特色重點 

階段 學習重點 

 
國一 

科學體驗營、閱讀計畫 
國英數精進計畫 
領羊計畫、生涯探索 

共同學習重點 
1.培養多元素養能力 
2.英聽、英會、英檢 
   海外遊學、教育旅行 
3.外師英會訓練 
4.科展競賽、科學體驗 
5.自主學習、學習歷程 
6.多樣性社團 
7.各項體育競賽活動 
8.學生自治會活動 

 
國二 

數學AMC8檢定 、科學體驗 
暑假文學營、閱讀計畫 
國英數精進計畫、生涯探索 

 
國三 

英語生活營 
會考衝刺計畫 
高中銜接課程 



移動力- Tutor ABC 英語課程 



探究力-默默耕耘 看見成果 



探究力-默默耕耘 看見成果 



探究力-機器人培訓課程 



探究力-科學、機器人成果展 



生活科技-動手操作、思考、判斷 

 



閱讀力-誠品書展 



閱讀理解推動 



閱讀力-文學營3天 



閱讀力提升-唐詩宋詞 



國語文活化教學、跨領域協作 



語文表達講座-國中 



    合作力-分組合作學習 



移動力-英語生活營5天 



移動力-國際交流 



表達力訓練 



國三升學輔導 

 會考衝刺、複習 

 模考成績分析精進 

 超額比序積分協助 

 適性入學講座 

 寫作指導講座 

 英文聽力強化 

 生涯探索 

 會考衝刺誓師 

 

寫作指導講座 

適性入學講座 



國三會考衝刺誓師 





教學成果展→學習歷程 

教學成果展 



探究實作課程規劃 



新課綱-學習歷程規劃 



揚子高中「文學少年少女讀劇行動」台灣文學館的感動鉅獻 



老師在孩子的生命中 

種下一顆種子 

 

在多元的風華中 

體現更多元的課程 

逐漸找到方向 茁壯 

 



分享成果-會考成績表現優異 



成果分享-繁星耀眼 



揚子中學 
學校特色說明 

 

學務住宿輔導相關 



揚子中學 

學校特色說明 

 

為何讀私中？ 為何選揚子？  



為何讀私中？ 

1.教學與升學 
2.傳統與特色 
3.管理與設備 



為何選揚子？ 

管理嚴格、校園溫馨 
教師專業、處處用心 

~讓孩子高興、讓家長放心~ 



手機管理 

1.通學生：到校關機交老師保管， 

                        放學前拿回。 

2.住宿生：晚上9:30發給學生， 

                        9:45收回保管。 

3.特殊需要老師可准予使用。 



教室紀律 

1.準時進教室 

2.上課認真坐姿良好 

3.杯水瓶罐放桌下 

4.離開教室桌面淨空 



服儀禮儀 

1.注重生活教育 

2.培養學生氣質 

3.堅持優良校風 



無霸凌、無菸毒 

1.不容許惡勢力滋生 

2.絕無菸、毒的煩惱 



從打掃開始- 凡事用心皆學問 



        綠化美化淨化- 最美麗的學校 



       揚子的老師- 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指南針  



住宿介紹 
 



 優質的住宿環境： 內務絕佳、管理完善 



 住宿介紹： 6:00起床，6:20早點名  



 住宿介紹： 

 17:10            放學 

 17:10~17:50 活動時間(運動、盥洗) 

 17:20~18:20 盥洗、晚餐 

  



 住宿介紹： 18:30~21:20 晚自習  



 住宿介紹： 21:45熄燈就寢，可申請延晚 

 就寢後  內務有要求 

 
生
活  
關
懷 

 夜間載送看診 



揚子高級中學社團表 



       實力堅強的揚子校隊-田徑隊 



       實力堅強的揚子校隊-籃球隊 



       實力堅強的揚子校隊-排球隊 



       實力堅強的揚子校隊-巧固球隊 



       實力堅強的揚子校隊-羽球隊 



    放心的將孩子交給揚子-幾個保證 

保證在美麗乾淨友善的校園受教育。 
 
保證校園無毒品，學生不抽菸。 
 
保證孩子不變壞。 
 
保證注重課業並多元發展。 
 
保證老師竭誠盡力，絕對做到令人滿意。 



表達力訓練 



領羊計畫 



孩子的笑容 

我們的驕傲 



相約揚子 
遇見最好的自己 



 

了解/交流/分享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