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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境 

⼀一、︑､社區環境簡介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簡稱東⼤大附中）是位於臺中市 

的⼀一所私⽴立⾼高級中學，地址在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位於東海⼤大學校區範圍內。︒｡附屬於東海⼤大學體系之下，原為 1958 年 

創校的「臺中市私⽴立懷恩初級中學」。︒｡學校內包含了東⼤大附⼩小、︑､東⼤大 

附中、︑､東海⼤大學⼀一貫學制，由私⽴立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 

⾄至研究所的完全教育學園。︒｡東⼤大附中位於東海⼤大學範圍內，附近鄰近

中港路，四周社區皆是東海⼤大學內校舍，鄰近台中榮民總醫院以及向

下澄清醫院和⼯工業區社區，向上則是鄰近東海商圈及藝術街社區。︒｡  



⼆二、︑､學校環境簡介 

 

學校從國中改制為⾼高中乃⾄至更名為東⼤大附中，是⼀一所不斷在精進中的 

學府，在第⼀一、︑､⼆二期之教學與⾏行政⼤大樓相繼於九⼗十、︑､九⼗十⼀一年完美竣 

⼯工，使得學校擁有典雅、︑､精緻的校舍建築外觀、︑､充滿⽣生命⼒力的綠⾊色⾃自 

然⽣生態、︑､雙⾛走廊和⾼高採光的教室設計以及⾼高科技現代化的教學設備。︒｡  

國中部每個年級七個班級，共分為 ESL 班、︑､EEP 班、︑､庚班為藝能班， 

ESL 為外語班、︑､EEP 為普通班級；藝能班（⾳音樂、︑､美術）。︒｡每個班班

級⼈人數約 35~45 ⼈人左右。︒｡⾼高中部每個年級六個班級，其中⾼高⼀一甲、︑､⾼高

⼆二甲班 17 ⼈人為外語班；⼰己班為資優班，中學部都採男⼥女混班。︒｡ 

三、︑､教室平⾯面圖。︒｡  



 

貳．教育理念 

⼀一、︑､學校的教學理念 

1、︑､以善良⼈人性為本,施⾏行仁愛教育，建⽴立同學⼈人本關懷情操，發揮因

材施教、︑､有教無類之精神，實現全⼈人教育、︑､適性發展之理想。︒｡ 

2、︑､配合東海⼤大學附屬中學整體計畫，確定辦學⽅方向與特⾊色，加強與

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及其他系所合作，以培養學⽣生的視野，並探索

學術研究的多元領域。︒｡ 

3、︑､繼續充實⾼高科技現代化的教學設備，配合優美⽽而富⼈人⽂文氣息之校

園景觀規劃，使本校成為軟硬體兼備之⼀一流學府。︒｡  



4、︑､強化學⽣生統整創新能⼒力，培養其民主素養，養成其鄉⼟土與國際觀，

落實其終⾝身學習觀念，使其成為具備理性思維、︑､富有感性創造、︑､⾝身⼼心

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  

⼆二、︑､學校的教學特⾊色。︒｡ 

全國唯⼀一由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至研究所的完全教育學

園。︒｡配合東海⼤大學⼈人⽂文氣息、︑､科技設備,以成為精緻、︑､卓越、︑､溫馨的

校園，並可享受東海⼤大學豐富的教育資源。︒｡中學教育、︑､⼤大學期許，對

課程單元多採互動式的教學⽅方式，評量多元化，以達經驗分享，教學

相⾧長的績效。︒｡  

加強英⽂文教學，每年舉辦英⽂文歌唱及朗讀⽐比賽，全校學⽣生加開英⽂文會

話課程：與東海⼤大學合作多年的普林斯頓⼤大學每年將派三位外籍畢業

⽣生到本校任教。︒｡全⼈人教育，增進學⽣生適性發展。︒｡全⽅方位品質管理，提

升學校競爭⼒力。︒｡實施情感教育，發揮善良⼈人性。︒｡現有優美的校園，綠

意盎然的林⽊木，形成⼀一種很好的⾃自然境教，校園公園化。︒｡男⼥女合校合

班：已實⾏行四⼗十餘年，同學們在班上能純潔⼤大⽅方，如兄弟姐妹般相處。︒｡

將來對男⼥女共處之環境應付⾃自如，男⽣生皆有君⼦子之⾵風，⼥女⽣生更有淑⼥女



之態。︒｡學⽣生家⾧長與教師聯誼會：每年每班⾄至少舉⾏行⼀一次，全體⽼老師參

加，家⾧長出席踴躍。︒｡極⼒力推展學⽣生社團活動，培育五育均衡發展的健

全國民。︒｡穿便服：週三學⽣生穿著便服。︒｡（1）彼此觀摩什麼⾐衣服適合

⾝身份年齡。︒｡ （2）讓學⽣生有⼀一種⾃自由、︑､輕鬆的感覺。︒｡  

三、︑､⾒見習輔導⽼老師的教學理念 

此次⾒見習輔導⽼老師是東⼤大附中國中部的蔡來招⽼老師，蔡⽼老師的任教科 

⽬目是國⽂文科，教學歷程已⾧長達30多年，有著豐富的教學、︑､導師經驗。︒｡ 

⽼老師⾝身為導師，他的理念是關⼼心每⼀一位學⽣生，和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 

師⽣生關係，陪伴學⽣生⾛走過所有開⼼心與不愉快的事情。︒｡⽼老師的教學理念， 

主要有不忘初⼼心、︑､不放棄每⼀一位學⽣生、︑､教學觀念要與時俱進。︒｡  

 

 

 

 

 



參．⾏行事曆與作息 

⼀一、︑､⾏行事曆 

  



  

 

 



⼆二、︑､作息表 

時間 作息內容 

早課 07：40～08：00 

第⼀一節 08：10～09：00 

第⼆二節 09：10～10：00 

第三節 10：10～11：00 

第四節 11：10～12：00 

午餐、︑､午休 12：00～13：05 

第五節 13：10～14：00 

第六節 14：10～15：00 

第七節 15：10～16：00 

第⼋八節 16：05～16：50 

 



肆．教學資源 

 ⼀一、︑､學校內資源 

 (⼀一)各個專屬資源教室  

1.合奏教室：藝才班為國中部每個年級的庚班，分為⾳音樂組與美術組，

⾳音樂組⼜又因專精的領域不同⽽而再細分，例如：⼤大提琴、︑､⾧長笛等。︒｡此為

樂器組，合奏教室提供⼀一個練習的空間，供藝才班同學攜帶樂器⼊入內

練習。︒｡ 

 2.合唱教室：藝才班的⾳音樂組為專供合唱的學⽣生提供的教室。︒｡合奏

教室、︑､合唱教室與⾳音樂教室都有吸⾳音海綿的隔⾳音設備，以防影響其他

上課學⽣生。︒｡ 

3. 化學實驗室：提供⾼高中部化學課做實驗⽤用。︒｡ 

4. ⾳音樂教室：國⾼高中部普通班上⾳音樂課的教室。︒｡ 

5. 理化實驗室：國中部⾃自然課若需做實驗可利⽤用此教學資源。︒｡  

(⼆二) 圖書館 



負責辦理同學的借還書、︑､教科書相關事宜、︑､英⽂文檢定相關事宜，與班 

級舉辦好書共讀、︑､學習護照事宜、︑､跨校網讀業務，辦理中學⽣生網站讀 

書⼼心得與⼩小論⽂文的收件，並且提供線上查詢系統，供同學線上借閱。︒｡  

(三)各項社團活動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活動項⽬目⼀一覽表 

編號 社團名稱 社團介紹 

活動地點 

平時 ⾬雨備 

1 ⾼高中部男籃 *需經甄選⾼高⼀一⼆二各班推選 2 位 東⼤大籃球場 C 場 3F 會議室 

2 ⼥女⼦子籃球社 籃球基本技術 附中籃球Ａ場 3F 會議室 

3 國中部籃球社 籃球基本技術 附中籃球Ｂ場 3F 會議室 

4 桌球社 桌球基本技術 ⼤大學桌球室 ⼤大學桌球室 

5 排球社 排球基本技術 東⼤大排球場 ⾼高⼆二丁教室 

6 網球社 網球基本技術 東⼤大網球場 5 樓視聽教室 

7 ⾶飛盤社 ⾶飛盤基本動作 ⼤大學部⽥田徑場 ⾼高⼆二戊教室 



8 游泳社 游泳基本訓練 朝⾺馬運動中⼼心 ⾼高⼆二⼰己教室 

9 壘球社 棒球基本動作 棒壘球場 ⾼高⼆二丙教室 

10 ⾜足球社 ⾜足球基本技術 ⼤大學部⽥田徑場 ⾼高⼆二⼄乙教室 

11 熱舞社 熱舞舞蹈技能學習 展覽廳前 展覽廳前 

12 西語達⼈人社 

介紹西語系國家之⽂文化、︑､藝術、︑､節慶、︑､觀光、︑､

舞蹈及美⾷食 

國⼆二戊教室 國⼆二戊教室 

13 春暉社 服務學習，限⾼高中 軍訓教室 軍訓教室 

14 機關王 機關王⽐比賽培訓，限國中 分組教室 2 分組教室 2 

15 樂⾼高社 利⽤用樂⾼高激發創意 4F 社團教室 4F 社團教室 

16 ⼸弓道社 藉由⼸弓道培養品德核⼼心價值及修養 國⼀一⼄乙教室 國⼀一⼄乙教室 

17 ⼤大師視野社 科博館科技發展及探索研習 國⼀一丙教室 國⼀一丙教室 

18 桌遊社 從桌遊中學習，增進⼤大腦邏輯思辨 國⼆二丙教室 國⼆二丙教室 

19 希望種⼦子社 

從種⼦子⽣生命創作體驗中，啟發愛⾃自然的⼼心，給

孩⼦子不⼀一樣的校園⽣生活 

素描教室(展覽

廳) 

素描教室(展覽

廳) 



20 戲劇社 結合戲劇展現⾃自我 ⾼高⼀一丁教室 ⾼高⼀一丁教室 

21 創意魔術社 啟發無現想像與創造⼒力 國⼀一戊教室 國⼀一戊教室 

22 棋藝社 學習棋藝技能 國⼀一丁教室 國⼀一丁教室 

23 模擬聯合國社 

培養分析公民議題的能⼒力，認識不同⽂文化，拓

展國際視野 

5F 英檢教室 5F 英檢教室 

24 Bible Play 社 

探討⼈人⽣生道路、︑､真理、︑､⽣生命，唱談吃喝玩樂與

學習 

牧養中⼼心 牧養中⼼心 

25 烹飪社 學習如何撰寫英⽂文⾷食譜與製作西式早餐 外語中⼼心吧台 外語中⼼心吧台 

26 熱⾳音社 各項熱⾳音樂器學習 合奏教室 1 合奏教室 1 

27 民謠吉他社 民謠吉他彈奏技巧 國⼆二甲教室 國⼆二甲教室 

28 漫畫研習社 學習漫畫各項創作技巧 國⼆二⼰己教室 國⼆二⼰己教室 

29 ⼿手⼯工藝品社 各式⼿手⼯工藝品製作 ⾼高⼀一⼄乙教室 ⾼高⼀一⼄乙教室 

30 ⼤大眾傳播社 學習廣播相關知識 國⼀一⼰己教室 國⼀一⼰己教室 

31 電影欣賞社 電影欣賞及討論 圖書館閱覽室 圖書館閱覽室 



32 攝影社 攝影技巧學習 ⾼高⼆二甲教室 ⾼高⼆二甲教室 

33 辯論社 辯論活動認識與操作 ⾼高⼀一丙教室 ⾼高⼀一丙教室 

34 數學研究社 JHMC 競賽培訓，限國中 國⼆二丁教室 國⼆二丁教室 

35 美術社 畫作及影⽚片欣賞，設計、︑､⼿手作、︑､繪畫創作 ⾼高⼀一戊教室 ⾼高⼀一戊教室 

36 烏克麗麗社 烏克麗麗彈奏技巧 國⼆二⼄乙教室 國⼆二⼄乙教室 

  

(四)各處室⼀一覽表 

  



⼆二、︑､校外資源 

 (⼀一) 與各⼤大校合作  

修平科⼤大林建良博⼠士蒞臨演講，根據東⼤大附中學⽣生特質宣講品德教育：

國中部講題為-「從哈佛送來東⼤大附中的⼗十張圖」；⾼高中部講題為-「掌 

握青澀歲⽉月中的〜⼀一抹⾃自信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