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日環食天文闖關趣-學校特色題庫 

項 次 學 校 簡 介 題 目 選 項 

1 請閱讀下列介紹： 蘭潭國小，一個離塵不離城、美麗而獨特的校園，這一所「森

林小學」「天文學校」，在人文與美感涵養、科學與理性思維之中，教師是耕耘

灌溉的園丁也是指引方向的北極星，孩子們是成長茁壯的小樹，也是獨一無二最

閃亮的星星～ 

請問下列哪一個稱號符合

蘭潭國小的特色 

1.森林小學 2.閱讀小學 3.

體育小學 

2 請閱讀下列介紹：  精忠國小為實踐教育國際化、行動在地化、學習體驗化及學

校品牌化的辦學需求，以「定向世界.全球移動」為學校願景，建立關懷、質感、

探索的學生圖像，並透過關懷、質感、探索三個課程主軸來完成學校願景。 

請問下列哪一個是精忠國

小學校願景之一 

1.定向世界 2.關懷世界 3.

美化世界 

3 請閱讀下列介紹：  文雅國小位於嘉義市東區文雅里文雅街上，是一所以孩子為

主體，專業為導向，形塑適合學習的社區學校，培養內省外觀的孩子。並依循本

市教育綱領「人文第一、科技相佐、國際視野、精緻創新」，結合教育專業、社

區人文、社群網絡，藉由「人文心」、「典雅情」、「創新意」、「卓越行」的

運作的優質校園。 

請問下列哪一個符合文雅

國小的描述 

1.位於市中心  2.培養美術

人才  3.「創新意」是發展方

向之一 

4 請閱讀下列介紹： 林森國小透過四大特色課程：品德教育(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

學校、三好校園典範學校)、閱讀教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

獎)、森鐵課程(嘉義市特色亮點深耕計畫特優)、國際教育(100-109年度國際教

育 SIEP計畫通過)，希望培育出具有品德心、閱讀力、本土情及國際觀的 21世

紀國際化人才。 

請問下列哪一項林森國小

的特色課程 

1.食育教育  2.森鐵課程  

3.創意發明 

5 請閱讀下列介紹：博愛國小有教學優質、樂音悠揚的校園環境，素以行進管樂旗

舞隊聞名，鄰近古諸羅八景之一的北香湖公園，積極發展香湖特色課程，培養孩

子成為兼具人文與生態關懷的世界公民。且透過多元實作的學習活動，激發孩子

無限的創意與美感。 

請問博愛國小鄰近哪一個

的公園，號稱古諸羅八景之

一? 

1.嘉義公園 2.北香湖公園 

3.文化公園 

6 請閱讀下列介紹： 北園國中位於嘉義西北郊，前臨濃郁書香世賢圖書館，後接

沃野綠疇，園中百花爭艷，垂柳婆娑、蝶飛蜂舞；學生純樸，教師教學認真，循

循善誘學生，鼓勵學生多元發展。這所「排球中心學校」，校園中除了琅琅讀書

聲，更常充斥著學生打排球的歡樂聲及加油聲。 

請問下列哪一個稱號符合

北園國中的特色？ 

1.書香學校 2.排球學校 3.

科教中心 



7 請閱讀下列介紹：大同國小~一個擁有 103年悠久歷史，並兼具多元學習面向與

充沛藝術涵養的校園；處處可見的貓頭鷹造型裝置藝術與點綴校園美景的無數件

學生創作作品，正是每位大同寶寶在校園中增長智慧思考與藝術感知，不斷成長

的象徵。 

以下對於大同國小的敘

述，哪一項是錯誤的呢？ 

1.是一間創校不到 10年的新

學校 2.可以在校園中看見貓

頭鷹造型的裝置藝術 3.大同

寶寶在學校中能不斷提升藝

術涵養 

8 請閱讀下列介紹： 僑平國小設立於民國四十八年，因當年 8月 7日台灣中南部

發生嚴重水災，旅居世界各地愛國【僑胞捐款】而設立，至今已有 60年歷史。

僑平國小以品德、閱讀及創客教育為學校本位課程，於 106年成立嘉義市創客教

育推廣中心【僑平創客學院】，積極推動創客教育，結合科技及文創構思，來進

行整合和設計，發展學校特色；近年來，並從學校創客精神的萌芽，進而推廣以

營造社區創客文化，以至於帶動嘉義市城市美學的發展。 

請問僑平國小成立何種教

育推廣中心，以積極推動學

校特色？ 

1.創新學院 2.戲曲學院 3.

僑平創客學院 

9 請閱讀下列介紹： 嘉義市立大業國民中學，簡稱大業國中，位於台灣嘉義市，

著名的八掌溪河畔，鄰近私立輔仁中學、嘉義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嘉義地區公立

唯一一所擁有游泳設備的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示範學校，並利用八掌溪生

態文化而成為嘉義市海洋教育中心學校。 

請問大業國中因鄰近哪條

河流,結合其生態文化,而

成為嘉義市海洋教育中心

學校? 

1.八掌溪 2.將軍溪 3.曾文

溪 

10 請閱讀下列介紹：復國幼兒園，是一所充滿笑聲、熱情與活力的幼兒園。園所裡

有愛冒險的企鵝咕咕、愛玩耍的棕熊咖咖、喜歡大自然的綿羊咩咩跟熱心的大象

鼻鼻，代表著復國家族的小寶貝,寶貝們每天在綠油油的草地奔跑,在小小兵農場

裡照顧蔬菜水果，更喜歡攀爬在大樹爺爺的身上，聆聽大自然的聲音，享受純真

歡樂的童年時光。 

復國幼兒園的班級命名是

以下面那種為代表？ 

1.顏色 2.動物 3.植物 

11 請閱讀下列介紹： 志航國小校名是為了記念空軍英雄高志航將軍而命名，校舍

以「自由、天空、飛翔」意象興建，曾榮獲「優質校園建築園冶獎」。學校以「五

心」級團隊發展人文、健康、永續與行動四大課程，讓孩子能盡情展能，培養孩

子成為未來的領航員。 

請問志航國小校名的由來

是為了記念哪一位人物？ 

1.岳飛 2.吳鳳 3.高志航 

12 請閱讀下列介紹：港坪國小一所都市裡的「環境生態」小學，校園裡有著物種多

元的生態溪流、啟迪生命教育的港坪牧場以及具生態觀察和復育功能的蝴蝶園等

特色教學環境。在蝴蝶飛舞、羊兒漫步的校園裡，教師引導學生和自然互動、對

話及反思，希望學生能成為具備「關懷力、行動力及省思力」的未來世界公民。 

請問港坪國小的校園特色

點，沒有哪一個? 

1.蝴蝶園 2.牧場 3.植物園 



13 請閱讀下列介紹： "蘭潭育英才~多元又精彩 

蘭潭國中注重學生品格涵養及生活教育推動，榮獲三好校園績優榮耀。校務發展

在校長及專業師資團隊的經營下，榮獲嘉義市友善校園績優獎、家庭教育績優學

校、技藝教育績優學校、生涯發展績優學校、全國輔導有功學校的肯定。本校桌

球隊、籃球隊、棒球隊、排球隊、躲避球隊，聘請專業教練訓練，為嘉義市各項

體育比賽常勝軍，並榮獲教育部體育發展績優學校殊榮。" 

請問蘭潭國中注重學生品

格涵養及生活教育推動，曾

榮獲何種校園的績優榮耀? 

1.三好校園 2.生活校園 3.

美感校園 

14 請閱讀下列介紹：垂楊國小，一所花木扶疏，充滿朝氣的小學。與大自然共榮共

生是我們的目標。喜愛動腦思考、動手實作的師生，成功在校園中復育本土青鱂

魚、鐵炮百合花。好奇、探索是我們的日常，在生活中解決問題是讓我們最開心

的事。 

請問，垂楊國小師生成功在

校園中復育哪一種本土植

物？ 

1.青鱂魚 2.蘭嶼羅漢松 3.鐵

炮百合花 

15 請閱讀下列介紹： 本校以”行動民族探東市，創藝南門現雲端”為主題的校本

課程，榮獲教育部 108 學年度教學卓越銀質獎，教學團隊發展出充滿社區關懷及

科技能力的課程，讓孩子運用課堂所學知識，走進東市場社區探索，在生活中找

問題，在社區中實踐公民責任。並搭配國際英語學院發展英語 GO社團及活潑的

英語體驗教學，培養未來社會需要的 T型人才。 

請問民族國小有優質的英

語環境，其中最特別的是哪

一項？ 

1.豐富多元英語圖書 2.專業

教學英語教師 3.設置國際英

語學院 

16 請閱讀下列介紹： "在地出發，接軌國際，一所為孩子不斷前進的學校。 

學校結合社區生活與在地文化，深耕校本特色課程，營造整個校園都是孩子的學

習空間，讓孩子由生活出發，親身探索，動手操作，透過教室連結、國際交流、

體驗學習，不斷進化學校課程，打造學校成為有寬闊國際視野與世界公民素養的

優質學校。 

請問宣信國小是一所為誰

不斷前進的學校? 

1.學校 2.社區 3.孩子 

17 請閱讀下列介紹： "嘉義國中簡介 本校用心營造友善的學習氛圍，重視孩子的

多元智慧發展，成立舞蹈班、音樂班、國樂班、體育班及數理資優資源班，讓孩

子能在興趣中學習，在快樂中成長。 

    本校實施分組教學及營隊的開設，因材施教，拔尖扶弱，累積學生終身學習

的基本能力，近年升學成績亮眼，在親師生共同努力之下，努力帶好每一個孩子！

" 

請問嘉義國中沒有哪一種

特殊班？ 

1.國樂班 2.數理資優班 3.美

術班 



18 請閱讀下列介紹： 興嘉國小座落於三百年歷史的「道將圳」旁,水圳經世代更迭，

維繫環境中生活、生產與生態的平衡，興嘉國小取引圳水作為環境與人文調節的

學習平台，發展「道將風華、德貫古今、眼放世界、智取未來」四大主軸課程，

涵養學生之探索力、執行力、表達力和感知力。 

請問涵育興嘉國小之課程

與生活的圳溝是哪一條? 

1.曹公圳 2.道將圳 3.八堡

圳 

19 請閱讀下列介紹： "世賢國小，為紀念許世賢博士而創立，也是孩子們夢想啟航

的首站，為嘉義市首屈一指之國小學府。除重視閱讀教育與人文陶冶，更致力於

英語及國際教育的推動，早已孕無數優秀兒童，未來在幸福風車轉動，引領世賢

好兒童，從夢想啟航的首站出發，如鯨悠遊書海，如鵬翱翔全球，展開美麗繽紛

的童年。 

請問世賢國小是為了紀念

誰而成立？ 

1.許世賢博士 2.蔡英文總統 

3.黃敏惠市長 

20 請閱讀下列介紹： 吳鳳幼兒園，位於美麗的中央噴水池畔，是嘉義市歷史最悠

久的幼兒園，更是一個充滿溫馨歡愉、和樂融融的「大家庭」。實施主題式教學，

為孩子營造~「從玩中學、從做中學」的學習環境，陪著孩子們一起體驗美妙的

生活，探索多采多姿的世界，享受歡樂的童年時光。 

請問下列哪一所幼兒園是

嘉義市歷史最悠久的公立

幼兒園? 

1.吳鳳幼兒園 2.復國幼兒園 

3.幸福幼兒園 

21 請閱讀以下介紹：嘉大附小注重孩子們的多元發展與獨特性，相信「每個孩子都

是一顆閃亮的星星」。本著實驗教育的理念，努力實踐翻轉教室、創新教學，更

致力於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全人的素養，引領孩子們努力實踐有實力

(Competence)、具質感(Quality)、夠敏銳(Sensitivity)的 CQS學生圖像。 

嘉大附小的學校願景是每

個孩子都是一顆閃亮的什

麼? 

1.螢火蟲 2.星星 3.燈泡 

22 請閱讀下列介紹： 玉山國中，有著全市最美的國中校園，每年清明節前後一周，

滿校 100餘棵桃花心木，從紅葉璀燦一落葉繽紛一枯木蒼涼一出芽迎新--綠蔭蓊

鬱，每個時期都是動人的演出。全程就在短短 2週完成。 

玉山國中有著全市最美的

國中校園，因為校內的桃花

心木會在多久的時間內完

成落葉與換葉的全部過

程？ 

1.一週 2.二週 3.一個月 

23 請閱讀下列介紹： 重視全人教育與國際視野的北興國中，愛閱讀、富美感、玩

科技、具創意，致力品德與適性揚才，打造學生舞台是我們的專業更是志業！我

們，北興國中！ 

請問北興國中沒有下列那

一種場館或教室？ 

1.角力場館 2.國際交流教室

3.射箭館 



24 請閱讀下列介紹： 嘉北國小位於嘉義市北邊,近年來成立管樂班、體育班，提供

學生多元適性的發展,在各項競賽中屢獲佳績。本校也是嘉義市「國小國語文領

域」中心學校，著力於推動閱讀教育，打造一個博學、樂活、關懷、創新的學習

環境,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自發、互動、共好的現代好公民。 

嘉義市哪一所小學同時有

成立管樂班跟體育班，讓學

生有多元適性發展的學習

環境？ 

1.嘉北國小 2.林森國小 3.嘉

大附小 

25 請閱讀下列介紹：南興國中的學子在人文、科學、藝文、探索等課程的教育環境

裡成長茁壯，帶著師長的祝福，乘著夢想的翅膀起飛，在人生的藍天中彩繪築夢。 

南興國中的介紹沒有包含

哪個部分? 

1.乘著夢想翅膀起飛 2.帶個

美麗衣冠翱翔  3.在人生的

藍天彩繪逐夢 

26 請閱讀下列介紹：崇文國小是嘉義市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創始於日治時期民國前

14 年。人數增加後民國 3年設水虞厝分校（今嘉義縣太保鄉南新國小），民國 6

年設女子公學校（今本市大同國小），民國 9年 3月遷入本校現址。民國 11年

再分設北社尾分校（今本市北園國小），以後校名又先後改為「玉川公學校」、

「玉川國民學校」，民國 34年台灣光復後，改名為「嘉義市立崇文國民學校」，

因為實施地方自治，改校名為「嘉義縣嘉義市崇文國民學校」， 到了民國 57

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教，改稱「國民小學」。民國 71年嘉義市升格為省轄市改

名「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下面哪一所學校從前不是

崇文國小的分校? 

1 大同國小 2 北園國小 3 蘭

潭國小 

27 請閱讀下列介紹： 「稻浪、蟬鳴、鳥語、花香！」北園國小是嘉義市郊綠色小

學，溜滑梯下、圖書館內、金龜樹旁，木麻黃林，校園每個角落都是學習的場域，

以自然為師，以綠建築為佐，在多元試探學習中，涵養每一個孩子人文氣質，如

同一棵棵小樹苗，展現堅毅與獨一無二的美！ 

請問下列哪一個形容與北

園國小的校園情境最貼

近？ 

1.環境為師 2.全民國防 3.天

文觀測 

28 請閱讀下列介紹："興安國小位於八掌溪畔、湖仔內重劃區的出入口位置，也是

嘉義市最南端的一所小學。107年學校大門從興安街轉向到興美六路後，學生上

下學交通便利順暢且更為安全。興安國小重視優質均衡教育發展，閱讀和食育課

程更是長久耕耘，成為學校的兩大亮點與特色。" 

請問興安國小的兩大亮點

是什麼? 

1. 體育、音樂 2. 閱讀、音

樂 3. 閱讀、食育 

29 請閱讀下列介紹： "阿里山下，桃城南區，古圳環腰。巍峨黌宮，初以橘紅熱情、

黑色莊嚴｢打造典範、追求卓越｣，後與時俱進，以豐沛教學，擘劃民生共好 castle 

(character 品格第一、ability均衡發展、safety安全校園、echnology 科技學

習、lohas健康樂活、excellence卓越典範)，致力於｢培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構成民

生共好「castle」的組成文

字？ 

1.character 2.ability 

3.science 



30 請閱讀下列介紹： 幸福幼兒園，一所用愛與榜樣澆灌的幸福園地，孩子們就像

天上的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老師就像天上的月亮陪伴著每一顆星星，星星和月

亮在天空中交織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請問幸福幼兒園將小朋友

與老師比喻成天空的什

麼？ 

1.太陽和星星 2.星星和月亮 

3.月亮和太陽 

31 請閱讀下列介紹： "育人國小團隊深深感受到教育能翻轉孩子的人生，因而凝聚

共識共同形塑，懷品德、愛閱讀、擁健康、品藝文的陽光兒童圖像，並一步一腳

印的落實推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探索的機會，營造孩子成功經驗的舞台。 

教育不能改變受教育者生命的長度，但能挖掘受教育者生命的深度。育人團隊默

默耕耘，戮力實踐，就是希望做好國小階段的奠基工程，奠定好孩子學習的廣度

及深度，期待孩子們未來能向上、向善發展。" 

請問育人國小陽光兒童圖

像是？ 

1.懷品德、愛閱讀、擁健康、

品藝文 2.數學奠基工程 3.多

元學習探索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