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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市立萬芳高中 

普通型 普通班 

特殊教育

及特殊類

型 

體育班 
 

聯絡人 

處室 教務處 電話 02-22309585#200 
 

職稱 教學組長 行動電話 0928701093 
 

姓名 黃俞勛 傳真 02-22391751 
 

Email bteam01@wfsh.tp.edu.tw 
 

備註：不適用型別(普通型、技術型…)可整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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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102年 7月 10日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

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

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103年 11月 28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7年 2月 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普通班：107年 12月 21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體育班：108年 6月 12 日本校體發會第 2次會議通過 

※體育班：108年 6月 17 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3次會議通過 

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等級名稱 群別名稱 科系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10 356 10 362 10 361 30 1079 

體育班 1 35 1 37 1 34 3 106 

合計 11 391 11 399 11 395 33 1185 

 

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10 36 

體育班 1 36 

合計 11 396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一所自主有愛、迎向世界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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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  

 自我管理  

 藝術涵養  

 多元探索  

◆同理有愛  

 溝通表達  

 協同合作  

 人文關懷  

◆接軌世界  

 系統思考  

 全球思維  

 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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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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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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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特色說明 

(一) 透過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培養學校學生九大能力指標「自我管理、藝術涵養、多元

探索、溝通表達、協同合作、人文關懷、系統思考、全球思維、創新應變」，與對應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三大核心素養「自主行動（自發）、溝通互動（互動）、社會參與

（共好）」。 

(二) 體育班由合格、優秀教練安排各專項課程，在各項競賽中均獲得優異的成績。而其一般

學科課程授課教師會依據該班學生情況，有所調整或自編教材，在評量上也與普通班不

同。 

(三) 深耕部定必修課程，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培養學生具備基本學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四) 發展校訂必修課程，跨領域與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學生將在其中所習得的知識、情意

技能遷移至他學科的學習；亦著重在學生四大共通能力:研究方法、系統思考、溝通表

達、多元探索後，再以實作成品的專題，實踐知識於成果製作過程，由成果製作過程中

獲取衍生概念。 

(五) 規劃加深加廣選修課程，高二時分為社會組班群 A與自然組班群 B及 C，分別說明如

下。 

1. 高二社會組 A，乃以文史哲、法政、財管等學群為主要升學進路者，為了不同需求

之學生，故學程內尚有加深加廣課程供學生進行選修。茲說明如下： 

(1) 社會科探究與實作：為了落實探究與實作，更為了兼顧學生的適性選擇，規劃社會

科探究與實作課程讓學生「先試探，後深化」進行專題論文研究。 

(2) 加深加廣選修：讓學生依個人需求，高二開設 10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高三開設

16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內容包括社會領域、語文領域、藝術領域及綜合領域課

程。 

2. 高二自然組 B，乃以科學學程：以資工、數理化等學群為主要進路者，為了不同需

求之學生，故學程內尚有加深加廣課程供學生進行選修。茲說明如下： 

高二開設 8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主要是自然領域、科技領域與綜合活動領域；高

三開設 6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 2學分，包括科技領域與健體領域課程。 

3. 高二自然組 C，乃以醫農等學群為主要進路者，為了不同需求之學生，故學程內尚

有加深加廣課程供學生進行選修。茲說明如下： 

高二開設 7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主要是自然領域；高三開設 6學分課程供學生選

修 2學分，包括科技領域與健體領域課程。 

以上除了不同的課程配置，並提供充足之學生跨班選修課程，搭配興趣與性向測驗及課

程諮詢，輔導學生選班群，銜接大學教育之需要。 

(六) 推動多元選修課程，兼顧多元與創新，提供學生探索與適性發展。 

(七) 兼顧補強性選修課程，因應學生個別學習需求，提升學習弱勢學生學習成效。 

(八) 系統整合彈性學習課程，盤整校內空間、教學設備及師資，並積極尋求外部資源，籌畫

豐富與完善的彈性學習課程，提供學生選擇。時間規劃為高一每週 1節統一安排多元選

修教學性活動，另外兩節彈性學習每年級分前 5班與後 5班，由學校安排課程及活動。 

高二每週 1節統一安排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性活動，另外兩節彈性學習每年級分前 5

班與後 5班，由學校安排課程及活動提供學生自主選擇。高三每週 2節統一安排充實增

廣或補強性教學活動，另外 1節則由學校安排課程或活動提供學生自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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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配合整體課程規畫，辦理多元學藝活動，實踐學生適性揚才的理念。 

(十)  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並於課程中適當引導學生，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十一) 透過生命教育課程實施，舉辦環山越野、歲末祈福、包粽傳情、時光寶盒(寫信給

未來的自己）等系列活動，涵養學生感恩惜福的情操。 

(十二) 精彩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展現學生學習成果，豐富學生學習歷程。課程發展藉

由學習型組織循環管理做滾動式修正，掌控課程品質，使課程發展能有良好的自我精進

機制。 

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一、普通班 

班別：普通班（班群 A）：社會組 A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2     6 
  

  

地理 (2) 2 2 2     6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自然領域 

物理 4 (4) 0 0     4 

說明：一上、一下

物理含跨科目(物

理、地球科學)之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

作課程 A。 

與化學對開並與地

球科學共同開設探

究與實作 

化學 (4) 4 0 0     4 

說明：一上、一下

化學含跨科目(化

學、生物)之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

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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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理對開並與生

物共同開設探究與

實作 

生物 (2) 2 0 0     2 

  

與地球科學對開並

與化學共同開設探

究與實作 

地球科學 2 (2) 0 0     2 

  

與生物對開並與物

理共同開設探究與

實作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1 1 0 0 4 
  

  

美術 1 1 0 0 1 1 4 
  

  

藝術生活 0 0 0 0 1 1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0 1 1 
  

  

生涯規劃 0 0 0 0 1 0 1 
  

  

家政 0 0 0 0 0 2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2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2 (2) 0 0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8 28 21 21 12 8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6 26 17 13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專題製作 0 0 2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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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2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0 0 2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1 1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1 1 0 0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1 1 0 0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8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0 0 0 0 0 3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0 0 0 0 3 0 3   

空間資訊科技 0 0 0 0 3 0 3   

社會環境議題 0 0 0 0 0 3 3   

現代社會與經

濟 
0 0 0 0 0 3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0 0 0 0 3 0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0 0 1 1 0 0 2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0 0 1 1 0 0 2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0 0 1 1 0 0 2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0 0 0 1 0 0 1   

新媒體藝術 0 0 1 0 0 0 1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1 1 0 0 0 0 2   

思考：智慧的

啟航 
0 0 (2) 0 0 0 0   

創新生活與家

庭 
0 0 1 1 0 0 2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1) (1) 0 0 0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國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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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補強-英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數學領域 補強-數學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多元選

修 
大學預修課程 

"物理"看花 

(II) 
0 0 0 0 0 (2) 0   

"物理"看花

(Ⅰ) 
0 0 0 0 (2) 0 0   

3D 設計繪圖 

(二) 
0 0 0 0 (2) (2) 0   

公民-高三學

測總複習 
0 0 0 0 (2) 0 0   

化學初探(Ⅰ)

  
0 0 0 0 (2) 0 0   

大氣與天文 0 0 0 0 (2) 0 0   

公民-多元文

化 
0 0 0 0 0 (2) 0   

化學初探(Ⅱ) 0 0 0 0 0 (2) 0   

心靈深呼吸 0 0 0 0 (2) 0 0   

日語 0 0 0 0 (2) (2) 0   

法語 0 0 0 0 (2) (2) 0   

德語 0 0 0 0 (2) (2) 0   

英文句型、翻

譯與作文 
0 0 0 0 (2) 0 0   

歷史的縮影 0 0 0 0 (2) 0 0   

人體生理學初

探 
0 0 0 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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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的閱讀-

從推理小說開

始 

0 0 0 0 2 0 2   

幾何、代數、

離散總複習 
0 0 0 0 (2) 0 0   

高三學測地理

總複習 
0 0 0 0 (2) 0 0   

系統思考面面

觀 
0 0 0 0 0 (2) 0   

「物理」看花

(一) 
0 0 0 0 (2) 0 0   

健康心理學 0 0 0 0 0 (2) 0   

「物理」看花

(二) 
0 0 0 0 0 (2) 0   

運動、健康與

休閒 
0 0 0 0 0 (2) 0   

多益初探 0 0 0 0 0 (2) 0   

地理國際議題

探究 
0 0 0 0 0 (2) 0   

走出教室，整

座城市就是我

的學習場 

0 0 0 0 0 2 2   

微積分預備課

程 
0 0 0 0 0 (2) 0   

生命科學初探 0 0 0 0 0 (2) 0   

職涯試探 

正念情緒好人

緣 
(1) (1) 0 0 0 0 0   

設計思維 (1) (1) 0 0 0 0 0   

哲學思考 (1) (1) 0 0 0 0 0   

基礎日語 (1) (1) 0 0 0 0 0   

基礎法語 (1) (1) 0 0 0 0 0   

試算表初探 (1) (1) 0 0 0 0 0   

表演創作(一) (1) 0 0 0 0 0 0   

校園處處是專

題 
0 (1) 0 0 0 0 0   

TLC (1) 0 0 0 0 0 0   

挖掘「數學寶

藏窟」 
(1) (1) 0 0 0 0 0   

當建築遇見歷

史，用樂高積

木快樂拚建

築。 

(1) 0 0 0 0 0 0   

萬紫千紅論化 (1)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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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英遊台灣 0 (1) 0 0 0 0 0   

3D 設計繪圖 (1) (1) 0 0 0 0 0   

人權的前世今

生 
0 (1) 0 0 0 0 0   

Python 程式

設計 
(1) (1) 0 0 0 0 0   

表演創作(二) 0 (1) 0 0 0 0 0   

基礎德語 (1) (1) 0 0 0 0 0   

一起讀書 1 1 0 0 0 0 2   

生物大平台 (1) 0 0 0 0 0 0   

The GLOBE pr

ogram 
(1) (1) 0 0 0 0 0   

Java 語言基

本概念與程式

設計實作 

(1) (1) 0 0 0 0 0   

跨越時空的星

鮮人 
(1) (1) 0 0 0 0 0   

其他 
特殊需求領域

(身心障礙) 

社會技巧 0 0 (1) (1) (1) (1) 0 
依 IEP會議決議是

否修習 

學習策略 0 0 (1) (1) (1) (1) 0 
依 IEP會議決議是

否修習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7 7 18 22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班別：普通班（班群 B）：自然組 B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2     6 
  

  

地理 2 (2) 2 2     6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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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 

物理 4 (4) 0 0     4 

說明：一上、一下

物理含跨科目(物

理、地球科學)之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

作課程 A。 

與化學對開並與地

球科學共同開設探

究與實作 

化學 (4) 4 0 0     4 

說明：一上、一下

化學含跨科目(化

學、生物)之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

程 B。 

與物理對開並與生

物共同開設探究與

實作 

生物 (2) 2 0 0     2 

  

與地球科學對開並

與化學共同開設探

究與實作 

地球科學 2 (2) 0 0     2 

  

與生物對開並與物

理共同開設探究與

實作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1 1 0 0 4 
  

  

美術 1 1 0 0 1 1 4 
  

  

藝術生活 0 0 0 0 1 1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0 1 1 
  

  

生涯規劃 0 0 0 0 1 0 1 
  

  

家政 0 0 0 0 2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2)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2) 2 0 0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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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8 28 21 21 14 6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6 26 19 11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專題製作 0 0 2 2 0 0 4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2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0 0 2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1 1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0 0 2 0 0 0 2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0 0 0 2 0 0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0 0 1 1 0 0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0 0 0 0 2 0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0 0 0 0 0 2 2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0 0 2 0 0 0 2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0 0 0 2 0 0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0 0 0 0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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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0 0 0 0 1 1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0 0 0 0 1 1 2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0 0 1 1 0 0 2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1 1 0 0 0 0 2   

創新生活與家

庭 
0 0 1 1 0 0 2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1) (1) 0 0 0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0 0 0 0 2 (2) 2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2) 2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休閒生

活 
0 0 0 0 (2) 2 2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國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補強-英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數學領域 補強-數學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多元選

修 
大學預修課程 

運動、健康與

休閒 
0 0 0 0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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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教室，整

座城市就是我

的學習場 

0 0 0 0 0 2 2   

微積分預備課

程 
0 0 0 0 0 (2) 0   

高三學測地理

總複習 
0 0 0 0 (2) 0 0   

"物理"看花 

(II) 
0 0 0 0 0 (2) 0   

"物理"看花

(Ⅰ) 
0 0 0 0 (2) 0 0   

生命科學初探 0 0 0 0 0 (2) 0   

英文句型、翻

譯與作文 
0 0 0 0 (2) 0 0   

歷史的縮影 0 0 0 0 (2) 0 0   

健康心理學 0 0 0 0 0 (2) 0   

公民-多元文

化 
0 0 0 0 0 (2) 0   

化學初探(Ⅰ)  0 0 0 0 (2) 0 0   

法語 0 0 0 0 (2) (2) 0   

德語 0 0 0 0 (2) (2) 0   

人體生理學初

探 
0 0 0 0 (2) 0 0   

化學初探(Ⅱ) 0 0 0 0 0 (2) 0   

進擊的閱讀-

從推理小說開

始 

0 0 0 0 2 0 2   

幾何、代數、

離散總複習 
0 0 0 0 (2) 0 0   

日語 0 0 0 0 (2) (2) 0   

多益初探 0 0 0 0 0 (2) 0   

地理國際議題

探究 
0 0 0 0 0 (2) 0   

系統思考面面

觀 
0 0 0 0 0 (2) 0   

3D 設計繪圖 

(二) 
0 0 0 0 (2) (2) 0   

心靈深呼吸 0 0 0 0 (2) 0 0   

大氣與天文 0 0 0 0 (2) 0 0   

「物理」看花

(一) 
0 0 0 0 (2) 0 0   

「物理」看花

(二) 
0 0 0 0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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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高三學

測總複習 
0 0 0 0 (2) 0 0   

職涯試探 

Java 語言基

本概念與程式

設計實作 

(1) (1) 0 0 0 0 0   

正念情緒好人

緣 
(1) (1) 0 0 0 0 0   

跨越時空的星

鮮人 
(1) (1) 0 0 0 0 0   

The GLOBE 

program 
(1) (1) 0 0 0 0 0   

生物大平台 (1) 0 0 0 0 0 0   

TLC (1) 0 0 0 0 0 0   

挖掘「數學寶

藏窟」 
(1) (1) 0 0 0 0 0   

當建築遇見歷

史，用樂高積

木快樂拚建

築。 

(1) 0 0 0 0 0 0   

萬紫千紅論化

學 
(1) (1) 0 0 0 0 0   

基礎日語 (1) (1) 0 0 0 0 0   

基礎法語 (1) (1) 0 0 0 0 0   

人權的前世今

生 
0 (1) 0 0 0 0 0   

一起讀書 1 1 0 0 0 0 2   

校園處處是專

題 
0 (1) 0 0 0 0 0   

英遊台灣 0 (1) 0 0 0 0 0   

設計思維 (1) (1) 0 0 0 0 0   

哲學思考 (1) (1) 0 0 0 0 0   

試算表初探 (1) (1) 0 0 0 0 0   

表演創作(一) (1) 0 0 0 0 0 0   

表演創作(二) 0 (1) 0 0 0 0 0   

基礎德語 (1) (1) 0 0 0 0 0   

3D 設計繪圖 (1) (1) 0 0 0 0 0   

Python 程式

設計 
(1) (1) 0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7 7 16 24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班別：普通班（班群 C）：自然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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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2     6 
  

  

地理 2 (2) 2 2     6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自然領域 

物理 4 (4) 0 0     4 

說明：一上、一下

物理含跨科目(物

理、地球科學)之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

作課程 A。 

與化學對開並與地

球科學共同開設探

究與實作 

化學 (4) 4 0 0     4 

說明：一上、一下

化學含跨科目(化

學、生物)之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

程 B。 

與物理對開並與生

物共同開設探究與

實作 

生物 (2) 2 0 0     2 

  

與地球科學對開並

與化學共同開設探

究與實作 

地球科學 2 (2) 0 0     2 

  

與生物對開並與物

理共同開設探究與

實作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1 1 0 0 4 
  

  

美術 1 1 0 0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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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生活 0 0 0 0 1 1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0 1 1 
  

  

生涯規劃 0 0 0 0 1 0 1 
  

  

家政 0 0 0 0 2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2)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2) 2 0 0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8 28 21 21 14 6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6 26 19 11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專題製作 0 0 2 2 0 0 4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2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0 0 2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1 1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0 0 2 0 0 0 2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0 0 0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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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0 0 1 1 0 0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0 0 0 0 2 0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0 0 0 0 0 2 2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0 0 2 0 0 0 2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0 0 0 2 0 0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0 0 0 0 1 1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0 0 0 0 1 1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0 0 0 0 1 1 2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0 0 2 0 0 0 2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0 0 2 0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0 2 0 0 2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2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1 1 0 0 0 0 2   

科技領域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0 0 0 0 0 2 2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0 (2) 0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休閒生

活 
0 0 0 0 0 (2) 0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國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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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補強-英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數學領域 補強-數學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多元選

修 
大學預修課程 

化學初探(Ⅰ)  0 0 0 0 (2) 0 0   

系統思考面面

觀 
0 0 0 0 0 (2) 0   

英文句型、翻

譯與作文 
0 0 0 0 (2) 0 0   

歷史的縮影 0 0 0 0 (2) 0 0   

"物理"看花 

(II) 
0 0 0 0 0 (2) 0   

"物理"看花

(Ⅰ) 
0 0 0 0 (2) 0 0   

走出教室，整

座城市就是我

的學習場 

0 0 0 0 0 2 2   

微積分預備課

程 
0 0 0 0 0 (2) 0   

生命科學初探 0 0 0 0 0 (2) 0   

健康心理學 0 0 0 0 0 (2) 0   

運動、健康與

休閒 
0 0 0 0 0 (2) 0   

公民-多元文

化 
0 0 0 0 0 (2) 0   

公民-高三學

測總複習 
0 0 0 0 (2) 0 0   

高三學測地理 0 0 0 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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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 

法語 0 0 0 0 (2) (2) 0   

德語 0 0 0 0 (2) (2) 0   

人體生理學初

探 
0 0 0 0 (2) 0 0   

化學初探(Ⅱ) 0 0 0 0 0 (2) 0   

進擊的閱讀-

從推理小說開

始 

0 0 0 0 2 0 2   

幾何、代數、

離散總複習 
0 0 0 0 (2) 0 0   

日語 0 0 0 0 (2) (2) 0   

多益初探 0 0 0 0 0 (2) 0   

地理國際議題

探究 
0 0 0 0 0 (2) 0   

3D 設計繪圖 

(二) 
0 0 0 0 (2) (2) 0   

心靈深呼吸 0 0 0 0 (2) 0 0   

「物理」看花

(一) 
0 0 0 0 (2) 0 0   

「物理」看花

(二) 
0 0 0 0 0 (2) 0   

大氣與天文 0 0 0 0 (2) 0 0   

職涯試探 

Java 語言基

本概念與程式

設計實作 

(1) (1) 0 0 0 0 0   

跨越時空的星

鮮人 
(1) (1) 0 0 0 0 0   

正念情緒好人

緣 
(1) (1) 0 0 0 0 0   

The GLOBE 

program 
(1) (1) 0 0 0 0 0   

生物大平台 (1) 0 0 0 0 0 0   

TLC (1) 0 0 0 0 0 0   

挖掘「數學寶

藏窟」 
(1) (1) 0 0 0 0 0   

當建築遇見歷

史，用樂高積

木快樂拚建

築。 

(1) 0 0 0 0 0 0   

萬紫千紅論化

學 
(1) (1) 0 0 0 0 0   

基礎日語 (1)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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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法語 (1) (1) 0 0 0 0 0   

人權的前世今

生 
0 (1) 0 0 0 0 0   

一起讀書 1 1 0 0 0 0 2   

校園處處是專

題 
0 (1) 0 0 0 0 0   

英遊台灣 0 (1) 0 0 0 0 0   

設計思維 (1) (1) 0 0 0 0 0   

哲學思考 (1) (1) 0 0 0 0 0   

試算表初探 (1) (1) 0 0 0 0 0   

表演創作(一) (1) 0 0 0 0 0 0   

表演創作(二) 0 (1) 0 0 0 0 0   

基礎德語 (1) (1) 0 0 0 0 0   

3D 設計繪圖 (1) (1) 0 0 0 0 0   

Python 程式

設計 
(1) (1) 0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7 7 16 24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 

班別：體育班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0 0 0   

16  
數學 B 4 4 0   

 

社會領域 

歷史 0 2 2 2 0   6 
 

地理 2 0 2 2 0   6 
 

公民與社會 2 0 2 2 0   6 
 

自然領域 

物理 0 2 1 0 0   3 
 

化學 2 0 0 0 0   2 
 

生物 2 0 0 0 0   2 
 

地球科學 0 2 0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0 0 1 0 1 
 

美術 0 0 0 0 1 0 1 
 

藝術生活 0 0 0 0 1 1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0 0 0 
 

生涯規劃 0 0 0 0 1 0 1 
 

家政 0 0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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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0 0 0 1 1 

 
資訊科技 0 0 0 0 1 0 1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2 0 0 0 0 2 
 

體育 1 1 0 0 1 1 4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體育專業學科 運動學概論 0 0 0 0 1 1 2 
 

體育專項術科 
專項體能訓練 4 4 4 4 4 4 24 

 
專項技術訓練 4 4 4 4 4 4 24 

 
必修學分數小計 29 29 27 26 22 14 147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4 34 32 31 27 19 177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專題製作 0 0 2 0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0 0 0 2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0 0 1 0 0 0 1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0 0 0 0 0 2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0 2 0 0 2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0 0 0 1 0 0 1   

多媒體音樂 0 0 0 1 0 0 1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國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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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 20等。 

補強-英語文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數學領域 補強-數學 0 0 (2) (2) (2) 0 0 

選修條件： (1)補

強性選修均開在相

同時段，學生最多

只能擇一。 (2)設

定班級數或人數限

制。 (3)限定該科

目學期成績為後百

分之 20等。 

多元選

修 
大學預修課程 

「物理」看花

(一) 
0 0 0 0 (2) 0 0   

「物理」看花

(二) 
0 0 0 0 0 (2) 0   

3D 設計繪圖 

(二) 
0 0 0 0 (2) (2) 0   

人體生理學初

探 
0 0 0 0 (2) 0 0   

大氣與天文 0 0 0 0 (2) 0 0   

公民-高三學

測總複習 
0 0 0 0 (2) 0 0   

化學初探(Ⅰ) 0 0 0 0 (2) 0 0   

化學初探(Ⅱ) 0 0 0 0 0 (2) 0   

心靈深呼吸 0 0 0 0 (2) 0 0   

日語 0 0 0 0 (2) (2) 0   

生命科學初探 0 0 0 0 0 (2) 0   

地理國際議題

探究 
0 0 0 0 0 (2) 0   

多益初探 0 0 0 0 0 (2) 0   

系統思考面面

觀 
0 0 0 0 0 (2) 0   

走出教室，整

座城市就是我

的學習場 

0 0 0 0 0 2 2   

法語 0 0 0 0 (2) (2) 0   

英文句型、翻 0 0 0 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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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與作文 

高三學測地理

總複習 
0 0 0 0 (2) 0 0   

健康心理學 0 0 0 0 0 (2) 0   

幾何、代數、

離散總複習 
0 0 0 0 (2) 0 0   

進擊的閱讀-

從推理小說開

始 

0 0 0 0 2 0 2   

微積分預備課

程 
0 0 0 0 0 (2) 0   

運動、健康與

休閒 
0 0 0 0 0 (2) 0   

德語 0 0 0 0 (2) (2) 0   

歷史的縮影 0 0 0 0 (2) 0 0   

職涯試探 

3D 設計繪圖 (1) (1) 0 0 0 0 0   

Python 程式

設計 
(1) (1) 0 0 0 0 0   

The GLOBE 

program 
(1) (1) 0 0 0 0 0   

TLC (1) 0 0 0 0 0 0   

一起讀書 1 1 0 0 0 0 2   

正念情緒好人

緣 
(1) (1) 0 0 0 0 0   

表演創作(二) 0 (1) 0 0 0 0 0   

挖掘「數學寶

藏窟」 
(1) (1) 0 0 0 0 0   

英遊台灣 0 (1) 0 0 0 0 0   

校園處處是專

題 
0 (1) 0 0 0 0 0   

基礎日語 (1) (1) 0 0 0 0 0   

基礎法語 (1) (1) 0 0 0 0 0   

基礎德語 (1) (1) 0 0 0 0 0   

設計思維 (1) (1) 0 0 0 0 0   

萬紫千紅論化

學 
(1) (1) 0 0 0 0 0   

試算表初探 (1) (1) 0 0 0 0 0   

哲學思考 (1) (1) 0 0 0 0 0   

生物大平台 (1) 0 0 0 0 0 0   

人權的前世今

生 
0 (1) 0 0 0 0 0   

Java 語言基

本概念與程式
(1)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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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作 

跨越時空的星

鮮人 
(1) (1) 0 0 0 0 0   

當建築遇見歷

史，用樂高積

木快樂拚建

築。 

(1) 0 0 0 0 0 0   

表演創作(一) (1) 0 0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1 4 8 16 31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一、探究與實作課程 

(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A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能了解自然科學之探究及實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簡述研究  何謂研究？如何做研究？  

第二週 簡述研究  研究的基本步驟與注意事項  

第三週 隨身的測量工具  與人體為基本測量工具進行測量  

第四週 智慧的測量工具  行動工具的測量 App  

第五週 數據分析  
簡易數據分析、方格紙繪圖、excel數

據處理  

第六週 單擺 I  單擺簡易測量法、數據分析 T、L關係  

第七週 單擺 II  以 Tracker進行單擺運動分析  

第八週 智慧的測量工具  Phyphox測量 App、都卜勒效應  

第九週 光譜分析 I  
光譜儀製作與介紹，光電管的觀察與探

究  

第十週 光譜分析 II  光譜 App，生活中的光譜檢測  

第十一週 資料探索任務  (1)探索氣象觀測在做什麼? 為什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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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觀測? (2)在(1)過程中分組,並討

論出有興趣研究的主題  

第十二週 實作體驗  
雲比例觀察訓練與實作，體驗探究與實

作的精神、方法  

第十三週 提出問題、形成假說  
各組決定有興趣探究的問題並提出假

設，擬定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十四週 設計實驗  

提供網路連結資料，依據假設與研究目

的訂定實驗步驟或數據調查與分析，設

計連續觀測紀錄表並著手觀測或對資料

分析形成圖表統計  

第十五週 進行研究分析與紀錄  
各組就操作實驗進行觀測、分析與紀

錄，設定各階段進度  

第十六週 
持續研究分析分段進度

報告  

就各階度進度報告、分享與修正與實驗

結果  

第十七週 成果報告分享  

各組(前四組)報告中需有自評，其他組

別進行他評，每組彙整所有意見後進行

報告的修正，完成最終報告  

第十八週 成果報告分享  

各組(後兩組)報告中需有自評，其他組

別進行他評，每組彙整所有意見後進行

報告的修正，完成最終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內容設定為研究法，為做為校定必修-專題製作之預修，因此開設於高

一。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A、B對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A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能了解自然科學之探究及實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簡述研究  何謂研究？如何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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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簡述研究  研究的基本步驟與注意事項  

第三週 隨身的測量工具  與人體為基本測量工具進行測量  

第四週 智慧的測量工具  行動工具的測量 App  

第五週 數據分析  
簡易數據分析、方格紙繪圖、excel數

據處理  

第六週 單擺 I  單擺簡易測量法、數據分析 T、L關係  

第七週 單擺 II  以 Tracker進行單擺運動分析  

第八週 智慧的測量工具  Phyphox測量 App、都卜勒效應  

第九週 光譜分析 I  
光譜儀製作與介紹，光電管的觀察與探

究  

第十週 光譜分析 II  光譜 App，生活中的光譜檢測  

第十一週 資料探索任務  

(1)探索氣象觀測在做什麼? 為什麼要

氣象觀測? (2)在(1)過程中分組,並討

論出有興趣研究的主題  

第十二週 實作體驗  
雲比例觀察訓練與實作，體驗探究與實

作的精神、方法  

第十三週 提出問題、形成假說  
各組決定有興趣探究的問題並提出假

設，擬定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十四週 設計實驗  

提供網路連結資料，依據假設與研究目

的訂定實驗步驟或數據調查與分析，設

計連續觀測紀錄表並著手觀測或對資料

分析形成圖表統計  

第十五週 進行研究分析與紀錄  
就各階度進度報告、分享與修正與實驗

結果  

第十六週 
持續研究分析分段進度

報告  

尋找生活中能進行探究的化學相關問

題，探討能解決問題之計劃  

第十七週 成果報告分享  

各組(前四組)報告中需有自評，其他組

別進行他評，每組彙整所有意見後進行

報告的修正，完成最終報告  

第十八週 成果報告分享  

各組(後兩組)報告中需有自評，其他組

別進行他評，每組彙整所有意見後進行

報告的修正，完成最終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內容設定為研究法，為做為校定必修-專題製作之預修，因此開設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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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A、B對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B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科目： 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能了解自然科學之探究及實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相關研究認識  
介紹生物相關的研究類型及研究方法簡

述  

第二週 
實驗室器材實作練習與

探究練習  

利用小題目練習使用實驗室中可見器材

(顯微鏡、玻片等)並進行探究  

第三週 
生物調查實作練習與探

究練習  

利用小題目練習使用調查型實驗的器材

(望遠鏡、樣框等)並進行探究  

第四週 
生理實驗實作練習與探

究練習  

利用小題目練習溶液配置等生理實驗之

方法並進行探究  

第五週 生物相關議題探究 I  
由教師提供問題，並引導學生提出可能

的實驗方法  

第六週 生物相關議題探究 II  
由教師提供問題，並引導學生提出可能

的實驗方法  

第七週 擬定探究計劃  
尋找生活中能進行探究的生物相關問

題，探討能解決問題之計劃  

第八週 各組計劃發表  
將自行擬定的計畫報告給同學們，藉由

問答方式補足計劃之不足  

第九週 化學計量概念認識  以模型說明限量試劑的概念  

第十週 實作體驗  
操作沉澱反應實驗，探究化學計量的概

念  

第十一週 
氧化還原及酸鹼反應概

念認識  

延伸國中氧化還原及酸鹼反應的知識內

容  

第十二週 實作體驗  
操作燃料電池實驗，探究氧化還原的概

念  

第十三週 實作體驗  
操作燃料電池實驗，探究酸鹼反應的概

念  

第十四週 STS相關議題探究 I  
提供問題，引導學生提出設計實驗的可

能方法  

第十五週 STS相關議題探究 II  
提供問題，引導學生提出設計實驗的可

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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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擬定探究計劃  
尋找生活中能進行探究的化學相關問

題，探討能解決問題之計劃  

第十七週 課程學習總覽  回顧課程學習重點，反思學習成果  

第十八週 學習心得分享  學習成果與心得分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數理化、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內容設定為研究法，為做為校定必修-專題製作之預修，因此開設於高

一。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A、B對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B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科目： 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能了解自然科學之探究及實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相關研究認識  
介紹生物相關的研究類型及研究方法簡

述  

第二週 
實驗室器材實作練習與

探究練習  

利用小題目練習使用實驗室中可見器材

(顯微鏡、玻片等)並進行探究  

第三週 
生物調查實作練習與探

究練習  

利用小題目練習使用調查型實驗的器材

(望遠鏡、樣框等)並進行探究  

第四週 
生理實驗實作練習與探

究練習  

利用小題目練習溶液配置等生理實驗之

方法並進行探究  

第五週 生物相關議題探究 I  
由教師提供問題，並引導學生提出可能

的實驗方法  

第六週 生物相關議題探究 II  
由教師提供問題，並引導學生提出可能

的實驗方法  

第七週 擬定探究計劃  
尋找生活中能進行探究的生物相關問

題，探討能解決問題之計劃  

第八週 各組計劃發表  
將自行擬定的計畫報告給同學們，藉由

問答方式補足計劃之不足  

第九週 化學計量概念認識  以模型說明限量試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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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實作體驗  
操作沉澱反應實驗，探究化學計量的概

念  

第十一週 
氧化還原及酸鹼反應概

念認識  

延伸國中氧化還原及酸鹼反應的知識內

容  

第十二週 STS相關議題探究 I  
提供問題，引導學生提出設計實驗的可

能方法  

第十三週 STS相關議題探究 II  
提供問題，引導學生提出設計實驗的可

能方法  

第十四週 擬定探究計劃  
尋找生活中能進行探究的化學相關問

題，探討能解決問題之計劃  

第十五週 課程學習總覽  回顧課程學習重點，反思學習成果  

第十六週 學習心得分享  學習成果與心得分享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數理化、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內容設定為研究法，為做為校定必修-專題製作之預修，因此開設於高

一。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 A、B對開。  

  

(二)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Public Issues and Social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了解民意調查的意義與應用。 2. 了解各種權利的概念，並能建構系統思

考的能力。 3. 能協同合作，適切運用媒體資訊，共同協力解決問題。 4. 能

了解多元文化的概念，並能建構國際理解的理念。 5. 能從課程與個人經驗中

察覺有意義的公共議題，進行探究、行動，並有反思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及分組  課程說明及分組  

第二週 選舉與民意調查  一、 選舉即將來臨，你是不是也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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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競選活動、電話拉票、政論節目的口

沫橫飛影響，其中「民意調查」絕對是

佔有選舉新聞中的很大的部份，也常常

被候選人拿來做對自己有利的解讀，請

蒐集各種民意調查資料，並討論以下問

題： 1.此份民意調查包含哪些資訊，

抽樣人數、方式、實施地區、調查問

題、負責機構？ 2.請比較不同媒體間

與政治人物間對民意調查的解讀？ 3. 

你有看出此份民意調查有什麼樣的問題

嗎？ 4. 如果要讓此份民意調查更具有

代表性，你們建議該如何修改？ 二、

引導問卷製作、蒐集資料並製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製作報告 四、發表與

討論、課程反思  

第三週 選舉與民意調查  

一、 選舉即將來臨，你是不是也被各

種競選活動、電話拉票、政論節目的口

沫橫飛影響，其中「民意調查」絕對是

佔有選舉新聞中的很大的部份，也常常

被候選人拿來做對自己有利的解讀，請

蒐集各種民意調查資料，並討論以下問

題： 1.此份民意調查包含哪些資訊，

抽樣人數、方式、實施地區、調查問

題、負責機構？ 2.請比較不同媒體間

與政治人物間對民意調查的解讀？ 3. 

你有看出此份民意調查有什麼樣的問題

嗎？ 4. 如果要讓此份民意調查更具有

代表性，你們建議該如何修改？ 二、

引導問卷製作、蒐集資料並製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製作報告 四、發表與

討論、課程反思  

第四週 選舉與民意調查  

一、 選舉即將來臨，你是不是也被各

種競選活動、電話拉票、政論節目的口

沫橫飛影響，其中「民意調查」絕對是

佔有選舉新聞中的很大的部份，也常常

被候選人拿來做對自己有利的解讀，請

蒐集各種民意調查資料，並討論以下問

題： 1.此份民意調查包含哪些資訊，

抽樣人數、方式、實施地區、調查問

題、負責機構？ 2.請比較不同媒體間

與政治人物間對民意調查的解讀？ 3. 

你有看出此份民意調查有什麼樣的問題

嗎？ 4. 如果要讓此份民意調查更具有

代表性，你們建議該如何修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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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問卷製作、蒐集資料並製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製作報告 四、發表與

討論、課程反思  

第五週 選舉與民意調查  

一、 選舉即將來臨，你是不是也被各

種競選活動、電話拉票、政論節目的口

沫橫飛影響，其中「民意調查」絕對是

佔有選舉新聞中的很大的部份，也常常

被候選人拿來做對自己有利的解讀，請

蒐集各種民意調查資料，並討論以下問

題： 1.此份民意調查包含哪些資訊，

抽樣人數、方式、實施地區、調查問

題、負責機構？ 2.請比較不同媒體間

與政治人物間對民意調查的解讀？ 3. 

你有看出此份民意調查有什麼樣的問題

嗎？ 4. 如果要讓此份民意調查更具有

代表性，你們建議該如何修改？ 二、

引導問卷製作、蒐集資料並製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製作報告 四、發表與

討論、課程反思  

第六週 選舉與民意調查  

一、 選舉即將來臨，你是不是也被各

種競選活動、電話拉票、政論節目的口

沫橫飛影響，其中「民意調查」絕對是

佔有選舉新聞中的很大的部份，也常常

被候選人拿來做對自己有利的解讀，請

蒐集各種民意調查資料，並討論以下問

題： 1.此份民意調查包含哪些資訊，

抽樣人數、方式、實施地區、調查問

題、負責機構？ 2.請比較不同媒體間

與政治人物間對民意調查的解讀？ 3. 

你有看出此份民意調查有什麼樣的問題

嗎？ 4. 如果要讓此份民意調查更具有

代表性，你們建議該如何修改？ 二、

引導問卷製作、蒐集資料並製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製作報告 四、發表與

討論、課程反思  

第七週 勞動權益與薪資  

一、「一例一休」、「最低薪資」，都

是影響未來就業環境的重要新聞與爭

議，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17 新鮮

人就業調查」公布的調查顯示， 新鮮

人第一份正職平均月薪為 27850 元，

而起薪最優的畢業生為「理工 / 資訊 

/ 運輸學群」畢業生，可達到 29648 

元， 「建築 / 設計 / 藝術學群」的

起薪偏低，平均落在 25743 元。你關



38 

 

心未來的出社會的薪資狀況與就業環境

嗎？請蒐集或探討以下問題： 1. 蒐集

國際上主要國家平均薪資之資料。 2. 

分組訪談學校附近店家，及或蒐集各個

行業薪資狀況資料。 3. 探討我國「勞

動基準法」中關於勞方與資方的權益保

障，及探討勞資爭議之各種論述。 4. 

結合各種薪資現狀，規劃個人未來發展

可行方向。 二、蒐集資料，說明訪問

調查法的概念與進行方式。 三、訪問

報告製作與分析資料。 四、討論勞資

爭議議題，規劃以辯論會方式進行。 

五、發表與討論、課程反思  

第八週 勞動權益與薪資  

一、「一例一休」、「最低薪資」，都

是影響未來就業環境的重要新聞與爭

議，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17 新鮮

人就業調查」公布的調查顯示， 新鮮

人第一份正職平均月薪為 27850 元，

而起薪最優的畢業生為「理工 / 資訊 

/ 運輸學群」畢業生，可達到 29648 

元， 「建築 / 設計 / 藝術學群」的

起薪偏低，平均落在 25743 元。你關

心未來的出社會的薪資狀況與就業環境

嗎？請蒐集或探討以下問題： 1. 蒐集

國際上主要國家平均薪資之資料。 2. 

分組訪談學校附近店家，及或蒐集各個

行業薪資狀況資料。 3. 探討我國「勞

動基準法」中關於勞方與資方的權益保

障，及探討勞資爭議之各種論述。 4. 

結合各種薪資現狀，規劃個人未來發展

可行方向。 二、蒐集資料，說明訪問

調查法的概念與進行方式。 三、訪問

報告製作與分析資料。 四、討論勞資

爭議議題，規劃以辯論會方式進行。 

五、發表與討論、課程反思  

第九週 勞動權益與薪資  

一、「一例一休」、「最低薪資」，都

是影響未來就業環境的重要新聞與爭

議，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17 新鮮

人就業調查」公布的調查顯示， 新鮮

人第一份正職平均月薪為 27850 元，

而起薪最優的畢業生為「理工 / 資訊 

/ 運輸學群」畢業生，可達到 29648 

元， 「建築 / 設計 / 藝術學群」的

起薪偏低，平均落在 25743 元。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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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來的出社會的薪資狀況與就業環境

嗎？請蒐集或探討以下問題： 1. 蒐集

國際上主要國家平均薪資之資料。 2. 

分組訪談學校附近店家，及或蒐集各個

行業薪資狀況資料。 3. 探討我國「勞

動基準法」中關於勞方與資方的權益保

障，及探討勞資爭議之各種論述。 4. 

結合各種薪資現狀，規劃個人未來發展

可行方向。 二、蒐集資料，說明訪問

調查法的概念與進行方式。 三、訪問

報告製作與分析資料。 四、討論勞資

爭議議題，規劃以辯論會方式進行。 

五、發表與討論、課程反思  

第十週 勞動權益與薪資  

一、「一例一休」、「最低薪資」，都

是影響未來就業環境的重要新聞與爭

議，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17 新鮮

人就業調查」公布的調查顯示， 新鮮

人第一份正職平均月薪為 27850 元，

而起薪最優的畢業生為「理工 / 資訊 

/ 運輸學群」畢業生，可達到 29648 

元， 「建築 / 設計 / 藝術學群」的

起薪偏低，平均落在 25743 元。你關

心未來的出社會的薪資狀況與就業環境

嗎？請蒐集或探討以下問題： 1. 蒐集

國際上主要國家平均薪資之資料。 2. 

分組訪談學校附近店家，及或蒐集各個

行業薪資狀況資料。 3. 探討我國「勞

動基準法」中關於勞方與資方的權益保

障，及探討勞資爭議之各種論述。 4. 

結合各種薪資現狀，規劃個人未來發展

可行方向。 二、蒐集資料，說明訪問

調查法的概念與進行方式。 三、訪問

報告製作與分析資料。 四、討論勞資

爭議議題，規劃以辯論會方式進行。 

五、發表與討論、課程反思  

第十一週 勞動權益與薪資  

一、「一例一休」、「最低薪資」，都

是影響未來就業環境的重要新聞與爭

議，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17 新鮮

人就業調查」公布的調查顯示， 新鮮

人第一份正職平均月薪為 27850 元，

而起薪最優的畢業生為「理工 / 資訊 

/ 運輸學群」畢業生，可達到 29648 

元， 「建築 / 設計 / 藝術學群」的

起薪偏低，平均落在 25743 元。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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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來的出社會的薪資狀況與就業環境

嗎？請蒐集或探討以下問題： 1. 蒐集

國際上主要國家平均薪資之資料。 2. 

分組訪談學校附近店家，及或蒐集各個

行業薪資狀況資料。 3. 探討我國「勞

動基準法」中關於勞方與資方的權益保

障，及探討勞資爭議之各種論述。 4. 

結合各種薪資現狀，規劃個人未來發展

可行方向。 二、蒐集資料，說明訪問

調查法的概念與進行方式。 三、訪問

報告製作與分析資料。 四、討論勞資

爭議議題，規劃以辯論會方式進行。 

五、發表與討論、課程反思  

第十二週 勞動權益與薪資  

一、「一例一休」、「最低薪資」，都

是影響未來就業環境的重要新聞與爭

議，根據 1111 人力銀行「2017 新鮮

人就業調查」公布的調查顯示， 新鮮

人第一份正職平均月薪為 27850 元，

而起薪最優的畢業生為「理工 / 資訊 

/ 運輸學群」畢業生，可達到 29648 

元， 「建築 / 設計 / 藝術學群」的

起薪偏低，平均落在 25743 元。你關

心未來的出社會的薪資狀況與就業環境

嗎？請蒐集或探討以下問題： 1. 蒐集

國際上主要國家平均薪資之資料。 2. 

分組訪談學校附近店家，及或蒐集各個

行業薪資狀況資料。 3. 探討我國「勞

動基準法」中關於勞方與資方的權益保

障，及探討勞資爭議之各種論述。 4. 

結合各種薪資現狀，規劃個人未來發展

可行方向。 二、蒐集資料，說明訪問

調查法的概念與進行方式。 三、訪問

報告製作與分析資料。 四、討論勞資

爭議議題，規劃以辯論會方式進行。 

五、發表與討論、課程反思  

第十三週 移工議題  

一、 截至 2015年底，台灣低技術國際

移工（以下簡稱移工）總數來到 60萬

人，其中四成為印尼籍，其次是越南、

菲律賓及泰國。這些從異國漂流而來的

人們，遍布台灣，深入城鄉，人數以桃

園為最，再來是新北市及台中。男性移

工多半從事漁工農務、進入工地或工

廠，彌補了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將近

九成的女性移工則進入醫院或家庭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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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或幫傭，肩負起原本應由國家福利

承擔的長期家庭照顧工作。請以多元文

化觀點，擇一主題並探討下列問題： 

1. 蒐集有關移工議題的影片或專題報

導，並探討其跨國工作的主要原因為

何？ 2. 訪問在臺工作移工，探討其跨

境流動的生命經驗，文化特色以及彼此

的文化調適。 3. 探討移工在我國社會

的工作與生活現狀，並省思如何從自己

做起並促使周遭親友重視多元文化的問

題，並願意採取行動改善？ 二、蒐集

資料、討論 三、至移工聚集與活動場

所進行訪問調查 四、公民行動方案-海

報製作與倡議。 五、發表與討論、課

程反思  

第十四週 移工議題  

一、 截至 2015年底，台灣低技術國際

移工（以下簡稱移工）總數來到 60萬

人，其中四成為印尼籍，其次是越南、

菲律賓及泰國。這些從異國漂流而來的

人們，遍布台灣，深入城鄉，人數以桃

園為最，再來是新北市及台中。男性移

工多半從事漁工農務、進入工地或工

廠，彌補了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將近

九成的女性移工則進入醫院或家庭擔任

看護或幫傭，肩負起原本應由國家福利

承擔的長期家庭照顧工作。請以多元文

化觀點，擇一主題並探討下列問題： 

1. 蒐集有關移工議題的影片或專題報

導，並探討其跨國工作的主要原因為

何？ 2. 訪問在臺工作移工，探討其跨

境流動的生命經驗，文化特色以及彼此

的文化調適。 3. 探討移工在我國社會

的工作與生活現狀，並省思如何從自己

做起並促使周遭親友重視多元文化的問

題，並願意採取行動改善？ 二、蒐集

資料、討論 三、至移工聚集與活動場

所進行訪問調查 四、公民行動方案-海

報製作與倡議。 五、發表與討論、課

程反思  

第十五週 移工議題  

一、 截至 2015年底，台灣低技術國際

移工（以下簡稱移工）總數來到 60萬

人，其中四成為印尼籍，其次是越南、

菲律賓及泰國。這些從異國漂流而來的

人們，遍布台灣，深入城鄉，人數以桃



42 

 

園為最，再來是新北市及台中。男性移

工多半從事漁工農務、進入工地或工

廠，彌補了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將近

九成的女性移工則進入醫院或家庭擔任

看護或幫傭，肩負起原本應由國家福利

承擔的長期家庭照顧工作。請以多元文

化觀點，擇一主題並探討下列問題： 

1. 蒐集有關移工議題的影片或專題報

導，並探討其跨國工作的主要原因為

何？ 2. 訪問在臺工作移工，探討其跨

境流動的生命經驗，文化特色以及彼此

的文化調適。 3. 探討移工在我國社會

的工作與生活現狀，並省思如何從自己

做起並促使周遭親友重視多元文化的問

題，並願意採取行動改善？ 二、蒐集

資料、討論 三、至移工聚集與活動場

所進行訪問調查 四、公民行動方案-海

報製作與倡議。 五、發表與討論、課

程反思  

第十六週 移工議題  

一、 截至 2015年底，台灣低技術國際

移工（以下簡稱移工）總數來到 60萬

人，其中四成為印尼籍，其次是越南、

菲律賓及泰國。這些從異國漂流而來的

人們，遍布台灣，深入城鄉，人數以桃

園為最，再來是新北市及台中。男性移

工多半從事漁工農務、進入工地或工

廠，彌補了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將近

九成的女性移工則進入醫院或家庭擔任

看護或幫傭，肩負起原本應由國家福利

承擔的長期家庭照顧工作。請以多元文

化觀點，擇一主題並探討下列問題： 

1. 蒐集有關移工議題的影片或專題報

導，並探討其跨國工作的主要原因為

何？ 2. 訪問在臺工作移工，探討其跨

境流動的生命經驗，文化特色以及彼此

的文化調適。 3. 探討移工在我國社會

的工作與生活現狀，並省思如何從自己

做起並促使周遭親友重視多元文化的問

題，並願意採取行動改善？ 二、蒐集

資料、討論 三、至移工聚集與活動場

所進行訪問調查 四、公民行動方案-海

報製作與倡議。 五、發表與討論、課

程反思  

第十七週 移工議題  一、 截至 2015年底，台灣低技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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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以下簡稱移工）總數來到 60萬

人，其中四成為印尼籍，其次是越南、

菲律賓及泰國。這些從異國漂流而來的

人們，遍布台灣，深入城鄉，人數以桃

園為最，再來是新北市及台中。男性移

工多半從事漁工農務、進入工地或工

廠，彌補了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將近

九成的女性移工則進入醫院或家庭擔任

看護或幫傭，肩負起原本應由國家福利

承擔的長期家庭照顧工作。請以多元文

化觀點，擇一主題並探討下列問題： 

1. 蒐集有關移工議題的影片或專題報

導，並探討其跨國工作的主要原因為

何？ 2. 訪問在臺工作移工，探討其跨

境流動的生命經驗，文化特色以及彼此

的文化調適。 3. 探討移工在我國社會

的工作與生活現狀，並省思如何從自己

做起並促使周遭親友重視多元文化的問

題，並願意採取行動改善？ 二、蒐集

資料、討論 三、至移工聚集與活動場

所進行訪問調查 四、公民行動方案-海

報製作與倡議。 五、發表與討論、課

程反思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生參與情形、分工合作情形、成果製作與展示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Public Issues and Social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了解民意調查的意義與應用。 2. 了解法院的組織、功能與權力救濟的方

式。 3. 了解並理解各種權利間的爭議與衝突，進而形成個人見解。 4. 能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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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適切運用媒體資訊，共同協力解決問題。 5. 能從課程與個人經驗中

察覺有意義的公共議題，進行探究、行動，並有反思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及分組  課程說明及分組  

第二週 天空之旅  

一、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為了發展觀

光，一窩蜂狂建天梯、天空步道、天空

走廊、吊橋，即使名稱不同，卻都在搶

空中商機。比高、比長、比創意，愈驚

險刺激，愈能塑造話題，讓人眼花撩

亂。 《遠見》統計，台灣目前投入營

運和即將落成的天空步道，加起來有

18條，若把規劃中的列進來，多達 21

條。其中以南投縣 8條最密集，觀光收

入的一半都靠天空步道撐起來。難堪的

是，這些遍布各地的觀景設施，在風光

過後，許多因為缺乏維護經費與人力，

開幕時擠破頭的景象不復見，淪為一座

座的「蛋塔橋」「蚊子步道」，過度的

開發，也被質疑影響環境生態。台灣需

要這麼多天空步道嗎？它真的是救觀光

的萬靈丹？請依據下列問題，擇一主題

進行探究： 1. 討論今昔之觀光與休閒

生活的內涵？不同年齡層、不同社經地

位的人，如何規劃安排觀光與休閒生

活？如何帶動日常生活的健康「慢

活」？ 2. 隨機訪問來臺觀光的外籍人

士，了解他們的旅遊動機、經驗以及特

殊感受。 3. 參觀休閒農場或觀光工

廠，探討業者如何將觀光休閒與產業活

動結合，創造利多商機？ 4. 以時下熱

門的旅遊行程為例，探討如何借助媒體

（電視、電影、戲劇與網路）帶動觀

光？ 5. 如果要發展觀光與休閒產業，

可能需要投入哪些基礎設施？這些設施

的投入可能對地方產生哪些影響？當造

成環境生態破壞、影響社區福祉時，如

何透過公民行動尋求解決？ 二、透過

資料蒐集與訪問調查，發現問題，並規

劃探究方案。 三、發表探究結果，規

劃行動方案或討論與反思。  

第三週 天空之旅  

一、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為了發展觀

光，一窩蜂狂建天梯、天空步道、天空

走廊、吊橋，即使名稱不同，卻都在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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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商機。比高、比長、比創意，愈驚

險刺激，愈能塑造話題，讓人眼花撩

亂。 《遠見》統計，台灣目前投入營

運和即將落成的天空步道，加起來有

18條，若把規劃中的列進來，多達 21

條。其中以南投縣 8條最密集，觀光收

入的一半都靠天空步道撐起來。難堪的

是，這些遍布各地的觀景設施，在風光

過後，許多因為缺乏維護經費與人力，

開幕時擠破頭的景象不復見，淪為一座

座的「蛋塔橋」「蚊子步道」，過度的

開發，也被質疑影響環境生態。台灣需

要這麼多天空步道嗎？它真的是救觀光

的萬靈丹？請依據下列問題，擇一主題

進行探究： 1. 討論今昔之觀光與休閒

生活的內涵？不同年齡層、不同社經地

位的人，如何規劃安排觀光與休閒生

活？如何帶動日常生活的健康「慢

活」？ 2. 隨機訪問來臺觀光的外籍人

士，了解他們的旅遊動機、經驗以及特

殊感受。 3. 參觀休閒農場或觀光工

廠，探討業者如何將觀光休閒與產業活

動結合，創造利多商機？ 4. 以時下熱

門的旅遊行程為例，探討如何借助媒體

（電視、電影、戲劇與網路）帶動觀

光？ 5. 如果要發展觀光與休閒產業，

可能需要投入哪些基礎設施？這些設施

的投入可能對地方產生哪些影響？當造

成環境生態破壞、影響社區福祉時，如

何透過公民行動尋求解決？ 二、透過

資料蒐集與訪問調查，發現問題，並規

劃探究方案。 三、發表探究結果，規

劃行動方案或討論與反思。  

第四週 天空之旅  

一、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為了發展觀

光，一窩蜂狂建天梯、天空步道、天空

走廊、吊橋，即使名稱不同，卻都在搶

空中商機。比高、比長、比創意，愈驚

險刺激，愈能塑造話題，讓人眼花撩

亂。 《遠見》統計，台灣目前投入營

運和即將落成的天空步道，加起來有

18條，若把規劃中的列進來，多達 21

條。其中以南投縣 8條最密集，觀光收

入的一半都靠天空步道撐起來。難堪的

是，這些遍布各地的觀景設施，在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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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許多因為缺乏維護經費與人力，

開幕時擠破頭的景象不復見，淪為一座

座的「蛋塔橋」「蚊子步道」，過度的

開發，也被質疑影響環境生態。台灣需

要這麼多天空步道嗎？它真的是救觀光

的萬靈丹？請依據下列問題，擇一主題

進行探究： 1. 討論今昔之觀光與休閒

生活的內涵？不同年齡層、不同社經地

位的人，如何規劃安排觀光與休閒生

活？如何帶動日常生活的健康「慢

活」？ 2. 隨機訪問來臺觀光的外籍人

士，了解他們的旅遊動機、經驗以及特

殊感受。 3. 參觀休閒農場或觀光工

廠，探討業者如何將觀光休閒與產業活

動結合，創造利多商機？ 4. 以時下熱

門的旅遊行程為例，探討如何借助媒體

（電視、電影、戲劇與網路）帶動觀

光？ 5. 如果要發展觀光與休閒產業，

可能需要投入哪些基礎設施？這些設施

的投入可能對地方產生哪些影響？當造

成環境生態破壞、影響社區福祉時，如

何透過公民行動尋求解決？ 二、透過

資料蒐集與訪問調查，發現問題，並規

劃探究方案。 三、發表探究結果，規

劃行動方案或討論與反思。  

第五週 天空之旅  

一、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為了發展觀

光，一窩蜂狂建天梯、天空步道、天空

走廊、吊橋，即使名稱不同，卻都在搶

空中商機。比高、比長、比創意，愈驚

險刺激，愈能塑造話題，讓人眼花撩

亂。 《遠見》統計，台灣目前投入營

運和即將落成的天空步道，加起來有

18條，若把規劃中的列進來，多達 21

條。其中以南投縣 8條最密集，觀光收

入的一半都靠天空步道撐起來。難堪的

是，這些遍布各地的觀景設施，在風光

過後，許多因為缺乏維護經費與人力，

開幕時擠破頭的景象不復見，淪為一座

座的「蛋塔橋」「蚊子步道」，過度的

開發，也被質疑影響環境生態。台灣需

要這麼多天空步道嗎？它真的是救觀光

的萬靈丹？請依據下列問題，擇一主題

進行探究： 1. 討論今昔之觀光與休閒

生活的內涵？不同年齡層、不同社經地



47 

 

位的人，如何規劃安排觀光與休閒生

活？如何帶動日常生活的健康「慢

活」？ 2. 隨機訪問來臺觀光的外籍人

士，了解他們的旅遊動機、經驗以及特

殊感受。 3. 參觀休閒農場或觀光工

廠，探討業者如何將觀光休閒與產業活

動結合，創造利多商機？ 4. 以時下熱

門的旅遊行程為例，探討如何借助媒體

（電視、電影、戲劇與網路）帶動觀

光？ 5. 如果要發展觀光與休閒產業，

可能需要投入哪些基礎設施？這些設施

的投入可能對地方產生哪些影響？當造

成環境生態破壞、影響社區福祉時，如

何透過公民行動尋求解決？ 二、透過

資料蒐集與訪問調查，發現問題，並規

劃探究方案。 三、發表探究結果，規

劃行動方案或討論與反思。  

第六週 天空之旅  

一、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為了發展觀

光，一窩蜂狂建天梯、天空步道、天空

走廊、吊橋，即使名稱不同，卻都在搶

空中商機。比高、比長、比創意，愈驚

險刺激，愈能塑造話題，讓人眼花撩

亂。 《遠見》統計，台灣目前投入營

運和即將落成的天空步道，加起來有

18條，若把規劃中的列進來，多達 21

條。其中以南投縣 8條最密集，觀光收

入的一半都靠天空步道撐起來。難堪的

是，這些遍布各地的觀景設施，在風光

過後，許多因為缺乏維護經費與人力，

開幕時擠破頭的景象不復見，淪為一座

座的「蛋塔橋」「蚊子步道」，過度的

開發，也被質疑影響環境生態。台灣需

要這麼多天空步道嗎？它真的是救觀光

的萬靈丹？請依據下列問題，擇一主題

進行探究： 1. 討論今昔之觀光與休閒

生活的內涵？不同年齡層、不同社經地

位的人，如何規劃安排觀光與休閒生

活？如何帶動日常生活的健康「慢

活」？ 2. 隨機訪問來臺觀光的外籍人

士，了解他們的旅遊動機、經驗以及特

殊感受。 3. 參觀休閒農場或觀光工

廠，探討業者如何將觀光休閒與產業活

動結合，創造利多商機？ 4. 以時下熱

門的旅遊行程為例，探討如何借助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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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電影、戲劇與網路）帶動觀

光？ 5. 如果要發展觀光與休閒產業，

可能需要投入哪些基礎設施？這些設施

的投入可能對地方產生哪些影響？當造

成環境生態破壞、影響社區福祉時，如

何透過公民行動尋求解決？ 二、透過

資料蒐集與訪問調查，發現問題，並規

劃探究方案。 三、發表探究結果，規

劃行動方案或討論與反思。  

第七週 我的「萬芳」  

一、 學校是大家每天生活最久的地

方，每天花那麼多時間，你一定會有一

些感受或者產生一些感情。你是否想

過，這個地方的優點？缺點?當初進來

這裡的理由？或你會希望可以改善的地

方。請依據下列問題，製作問卷或製作

宣傳海報、影片。 1. 學生、教職員、

家長、職場員工、管理者及一般民眾，

對學校的看法？ 2. 我喜歡學校的地

方？不喜歡的地方？希望改善的地方？ 

3. 我喜歡學校的理由？我進來這裡的

理由？我會推薦給學弟妹的地方？ 4. 

如何改善問題？透過什麼程序進行？ 

5. 我願意付出什麼樣的行動，來行動

或參與改善問題？ 二、蒐集資料並製

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發表與討論 

四、公民行動方案-環境改善方案、招

生廣告方案  

第八週 我的「萬芳」  

一、 學校是大家每天生活最久的地

方，每天花那麼多時間，你一定會有一

些感受或者產生一些感情。你是否想

過，這個地方的優點？缺點?當初進來

這裡的理由？或你會希望可以改善的地

方。請依據下列問題，製作問卷或製作

宣傳海報、影片。 1. 學生、教職員、

家長、職場員工、管理者及一般民眾，

對學校的看法？ 2. 我喜歡學校的地

方？不喜歡的地方？希望改善的地方？ 

3. 我喜歡學校的理由？我進來這裡的

理由？我會推薦給學弟妹的地方？ 4. 

如何改善問題？透過什麼程序進行？ 

5. 我願意付出什麼樣的行動，來行動

或參與改善問題？ 二、蒐集資料並製

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發表與討論 

四、公民行動方案-環境改善方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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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廣告方案  

第九週 我的「萬芳」  

一、 學校是大家每天生活最久的地

方，每天花那麼多時間，你一定會有一

些感受或者產生一些感情。你是否想

過，這個地方的優點？缺點?當初進來

這裡的理由？或你會希望可以改善的地

方。請依據下列問題，製作問卷或製作

宣傳海報、影片。 1. 學生、教職員、

家長、職場員工、管理者及一般民眾，

對學校的看法？ 2. 我喜歡學校的地

方？不喜歡的地方？希望改善的地方？ 

3. 我喜歡學校的理由？我進來這裡的

理由？我會推薦給學弟妹的地方？ 4. 

如何改善問題？透過什麼程序進行？ 

5. 我願意付出什麼樣的行動，來行動

或參與改善問題？ 二、蒐集資料並製

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發表與討論 

四、公民行動方案-環境改善方案、招

生廣告方案  

第十週 我的「萬芳」  

一、 學校是大家每天生活最久的地

方，每天花那麼多時間，你一定會有一

些感受或者產生一些感情。你是否想

過，這個地方的優點？缺點?當初進來

這裡的理由？或你會希望可以改善的地

方。請依據下列問題，製作問卷或製作

宣傳海報、影片。 1. 學生、教職員、

家長、職場員工、管理者及一般民眾，

對學校的看法？ 2. 我喜歡學校的地

方？不喜歡的地方？希望改善的地方？ 

3. 我喜歡學校的理由？我進來這裡的

理由？我會推薦給學弟妹的地方？ 4. 

如何改善問題？透過什麼程序進行？ 

5. 我願意付出什麼樣的行動，來行動

或參與改善問題？ 二、蒐集資料並製

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發表與討論 

四、公民行動方案-環境改善方案、招

生廣告方案  

第十一週 我的「萬芳」  

一、 學校是大家每天生活最久的地

方，每天花那麼多時間，你一定會有一

些感受或者產生一些感情。你是否想

過，這個地方的優點？缺點?當初進來

這裡的理由？或你會希望可以改善的地

方。請依據下列問題，製作問卷或製作

宣傳海報、影片。 1. 學生、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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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職場員工、管理者及一般民眾，

對學校的看法？ 2. 我喜歡學校的地

方？不喜歡的地方？希望改善的地方？ 

3. 我喜歡學校的理由？我進來這裡的

理由？我會推薦給學弟妹的地方？ 4. 

如何改善問題？透過什麼程序進行？ 

5. 我願意付出什麼樣的行動，來行動

或參與改善問題？ 二、蒐集資料並製

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發表與討論 

四、公民行動方案-環境改善方案、招

生廣告方案  

第十二週 我的「萬芳」  

一、 學校是大家每天生活最久的地

方，每天花那麼多時間，你一定會有一

些感受或者產生一些感情。你是否想

過，這個地方的優點？缺點?當初進來

這裡的理由？或你會希望可以改善的地

方。請依據下列問題，製作問卷或製作

宣傳海報、影片。 1. 學生、教職員、

家長、職場員工、管理者及一般民眾，

對學校的看法？ 2. 我喜歡學校的地

方？不喜歡的地方？希望改善的地方？ 

3. 我喜歡學校的理由？我進來這裡的

理由？我會推薦給學弟妹的地方？ 4. 

如何改善問題？透過什麼程序進行？ 

5. 我願意付出什麼樣的行動，來行動

或參與改善問題？ 二、蒐集資料並製

作問卷 三、問卷分析、發表與討論 

四、公民行動方案-環境改善方案、招

生廣告方案  

第十三週 核災食品行不行  

一、 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與美國含瘦肉

精肉品，在輸入我國時，總有很多反對

的聲音，反對者認為，我們為什麼要強

迫民眾接受這些有風險的食品；但另一

方面，也有人主張，這些食品日本人或

美國人都在吃了，我國何必標準如此的

高，如果是對人體有害的食品都要禁

止，那政府卻允許菸品進口？請擇一主

題探究，政府法規、民意向度的邏輯與

標準。 1. 核災食品、煙品。 2. 重型

機車為何不能上國道？ 3. 總統用選

的，為什麼校長不能用選的。 4. 18

歲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卻沒有民事上

完全行為能力；可以投票，但卻不能選

舉。 5. 廢敬老津貼有問題；但提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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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扶養津貼卻被罵。 6.校園議題 

二、發現與界定問題，確認探究主題 

三、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問題討論 

四、議題反思-以公民審議會議或辯論

會方式進行。  

第十四週 核災食品行不行  

一、 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與美國含瘦肉

精肉品，在輸入我國時，總有很多反對

的聲音，反對者認為，我們為什麼要強

迫民眾接受這些有風險的食品；但另一

方面，也有人主張，這些食品日本人或

美國人都在吃了，我國何必標準如此的

高，如果是對人體有害的食品都要禁

止，那政府卻允許菸品進口？請擇一主

題探究，政府法規、民意向度的邏輯與

標準。 1. 核災食品、煙品。 2. 重型

機車為何不能上國道？ 3. 總統用選

的，為什麼校長不能用選的。 4. 18

歲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卻沒有民事上

完全行為能力；可以投票，但卻不能選

舉。 5. 廢敬老津貼有問題；但提兒童

及少年扶養津貼卻被罵。 6.校園議題 

二、發現與界定問題，確認探究主題 

三、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問題討論 

四、議題反思-以公民審議會議或辯論

會方式進行。  

第十五週 核災食品行不行  

一、 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與美國含瘦肉

精肉品，在輸入我國時，總有很多反對

的聲音，反對者認為，我們為什麼要強

迫民眾接受這些有風險的食品；但另一

方面，也有人主張，這些食品日本人或

美國人都在吃了，我國何必標準如此的

高，如果是對人體有害的食品都要禁

止，那政府卻允許菸品進口？請擇一主

題探究，政府法規、民意向度的邏輯與

標準。 1. 核災食品、煙品。 2. 重型

機車為何不能上國道？ 3. 總統用選

的，為什麼校長不能用選的。 4. 18

歲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卻沒有民事上

完全行為能力；可以投票，但卻不能選

舉。 5. 廢敬老津貼有問題；但提兒童

及少年扶養津貼卻被罵。 6.校園議題 

二、發現與界定問題，確認探究主題 

三、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問題討論 

四、議題反思-以公民審議會議或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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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方式進行。  

第十六週 核災食品行不行  

一、 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與美國含瘦肉

精肉品，在輸入我國時，總有很多反對

的聲音，反對者認為，我們為什麼要強

迫民眾接受這些有風險的食品；但另一

方面，也有人主張，這些食品日本人或

美國人都在吃了，我國何必標準如此的

高，如果是對人體有害的食品都要禁

止，那政府卻允許菸品進口？請擇一主

題探究，政府法規、民意向度的邏輯與

標準。 1. 核災食品、煙品。 2. 重型

機車為何不能上國道？ 3. 總統用選

的，為什麼校長不能用選的。 4. 18

歲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卻沒有民事上

完全行為能力；可以投票，但卻不能選

舉。 5. 廢敬老津貼有問題；但提兒童

及少年扶養津貼卻被罵。 6.校園議題 

二、發現與界定問題，確認探究主題 

三、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問題討論 

四、議題反思-以公民審議會議或辯論

會方式進行。  

第十七週 核災食品行不行  

一、 日本核災地區食品與美國含瘦肉

精肉品，在輸入我國時，總有很多反對

的聲音，反對者認為，我們為什麼要強

迫民眾接受這些有風險的食品；但另一

方面，也有人主張，這些食品日本人或

美國人都在吃了，我國何必標準如此的

高，如果是對人體有害的食品都要禁

止，那政府卻允許菸品進口？請擇一主

題探究，政府法規、民意向度的邏輯與

標準。 1. 核災食品、煙品。 2. 重型

機車為何不能上國道？ 3. 總統用選

的，為什麼校長不能用選的。 4. 18

歲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卻沒有民事上

完全行為能力；可以投票，但卻不能選

舉。 5. 廢敬老津貼有問題；但提兒童

及少年扶養津貼卻被罵。 6.校園議題 

二、發現與界定問題，確認探究主題 

三、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問題討論 

四、議題反思-以公民審議會議或辯論

會方式進行。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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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生參與情形、分工合作情形、成果製作與展示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法政、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在不同的人文社會與環境議題 2. 學生以分組探

究、實作的方式進行學習 3. 學生以多元的方式展現研究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及分組  小組人數:2-3人  

第二週 地理的研究法  研究的分類  

第三週 地理的研究法  發掘問題的方法  

第四週 地理的研究法  蒐集和解析資料的技能  

第五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實察:走察後山校園與觀察、測量紀錄

(含地形、生物等)  

第六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實察:走察後山校園與觀察、測量紀錄

(含地形、生物等)  

第七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各組將紀錄繪製成校園地圖  

第八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上台發表(須提出校園各區的環境生態

觀察及可改善之環境)  

第九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討論校園生態環境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給學校  

第十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實察:走察 140高地  

第十一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實察:走察 140高地  

第十二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實察與訪談:訪問當地耆老或里長(萬美

里或萬芳李)  

第十三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將觀察及紀錄，製成地圖、海報或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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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將觀察及紀錄，製成地圖、海報或影片  

第十五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上台發表(小組互評分數，並須給建議)  

第十六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在地之

探索與推廣  
分享:至附近國小分享成果  

第十七週 課程討論與反思  反思與回饋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小組互評分數:5%、出席與參與情形:35%、小組團體合作:20%、成果製

作:30%、成果發表:10%  

對應學群： 資訊、地球環境、建築設計、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在不同的人文社會與環境議題 2. 學生以分組探

究、實作的方式進行學習 3. 學生以多元的方式展現研究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及分組  小組人數:2-3人  

第二週 行銷學  
從推銷自己，到行銷台北市 大台北的

介紹  

第三週 台北我最行  討論:小組討論預行銷的地點  

第四週 台北我最行  討論:小組討論如何設計最佳台北行  

第五週 台北我最行  實作:小組製作影片(教師協助檢視)  

第六週 台北我最行  實作:小組製作影片(教師協助檢視)  

第七週 台北我最行  實作:小組製作影片(教師協助檢視)  

第八週 台北我最行  實作:小組製作影片(教師協助檢視)  

第九週 台北我最行  小組發表(小組互評分數，並須給建議)  



55 

 

第十週 台北我最行  
邀請南區外籍生當評審，請學生用英文

介紹小組設計路線。  

第十一週 台北我最行  
產生問題:從所設計路線，或蒐集資料

過程中發掘台北觀光資源的問題。  

第十二週 台北我最行  設計解決問題的策略  

第十三週 台北我最行  設計解決問題的策略  

第十四週 台北我最行  蒐集、分析、解釋資料  

第十五週 台北我最行  蒐集、分析、解釋資料  

第十六週 台北我最行  展現成果(小論文或製作海報)  

第十七週 課程討論與反思  課程討論與反思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小組互評分數:5%、出席與參與情形:35%、小組團體合作:20%、成果製

作:30%、成果發表:10%  

對應學群： 資訊、地球環境、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透過相關歷史資料的閱讀、整理與分析 2.學習甚麼是歷史證據、歷史事實

是如何建構的，以及歷史解釋的形成 3.探究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及其所

產生的爭議。 4.可以運用相關的歷史資料，規劃、執行合乎不同時代的歷史

類作品創作與展演，或進行歷史類小論文的研究與撰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歷史學研究」課程介

紹與進行分組  
1. 課程介紹 2. 引導學生分組  

第二週 歷史研究方法  什麼是歷史  

第三週 歷史研究方法  什麼是歷史證據  

第四週 歷史研究方法  什麼是歷史證據  

第五週 歷史研究方法  歷史事實如何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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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歷史研究方法  歷史事實如何建構  

第七週 歷史研究方法  歷史事實如何建構  

第八週 
歷史文本閱讀與歷史寫

作  

1.歷史文本選讀 2.歷史文本分析 3,如

何寫作歷史  

第九週 
歷史文本閱讀與歷史寫

作  

1.歷史文本選讀 2.歷史文本分析 3,如

何寫作歷史  

第十週 
歷史文本閱讀與歷史寫

作  

1.歷史文本選讀 2.歷史文本分析 3,如

何寫作歷史  

第十一週 
歷史文本閱讀與歷史寫

作  

1.歷史文本選讀 2.歷史文本分析 3,如

何寫作歷史  

第十二週 
歷史文本閱讀與歷史寫

作  

1.歷史文本選讀 2.歷史文本分析 3,如

何寫作歷史  

第十三週 研究架構與主題  

1. 分組討論研究主題 2. 分組討論架

構方向 3. 分組討論資料蒐集 4. 期末

分組進度簡報  

第十四週 研究架構與主題  

1. 分組討論研究主題 2. 分組討論架

構方向 3. 分組討論資料蒐集 4. 期末

分組進度簡報  

第十五週 研究架構與主題  

1. 分組討論研究主題 2. 分組討論架

構方向 3. 分組討論資料蒐集 4. 期末

分組進度簡報  

第十六週 研究架構與主題  

1. 分組討論研究主題 2. 分組討論架

構方向 3. 分組討論資料蒐集 4. 期末

分組進度簡報  

第十七週 研究架構與主題  

1. 分組討論研究主題 2. 分組討論架

構方向 3. 分組討論資料蒐集 4. 期末

分組進度簡報  

第十八週 研究架構與主題  

1. 分組討論研究主題 2. 分組討論架

構方向 3. 分組討論資料蒐集 4. 期末

分組進度簡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簡報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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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透過相關歷史資料的閱讀、整理與分析 2.學習甚麼是歷史證據、歷史事實

是如何建構的，以及歷史解釋的形成 3.探究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及其所

產生的爭議。 4.可以運用相關的歷史資料，規劃、執行合乎不同時代的歷史

類作品創作與展演，或進行歷史類小論文的研究與撰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研究主題的整合與討論  

1.分組討論史料、史實與其他資料的邏

輯性與適用性 2.透過小組討論，對所

學知識提出疑問。 3.針對問題進行研

究以釐清概念  

第二週 研究主題的整合與討論  

1.分組討論史料、史實與其他資料的邏

輯性與適用性 2.透過小組討論，對所

學知識提出疑問。 3.針對問題進行研

究以釐清概念  

第三週 研究主題的整合與討論  

1.分組討論史料、史實與其他資料的邏

輯性與適用性 2.透過小組討論，對所

學知識提出疑問。 3.針對問題進行研

究以釐清概念  

第四週 研究主題的整合與討論  

1.分組討論史料、史實與其他資料的邏

輯性與適用性 2.透過小組討論，對所

學知識提出疑問。 3.針對問題進行研

究以釐清概念  

第五週 研究主題的整合與討論  

1.分組討論史料、史實與其他資料的邏

輯性與適用性 2.透過小組討論，對所

學知識提出疑問。 3.針對問題進行研

究以釐清概念  

第六週 簡報製作與分組報告  
1. 製作簡報，整合研究內容 2. 口頭

報告研究方向  

第七週 簡報製作與分組報告  
1. 製作簡報，整合研究內容 2. 口頭

報告研究方向  

第八週 簡報製作與分組報告  
1. 製作簡報，整合研究內容 2. 口頭

報告研究方向  

第九週 簡報製作與分組報告  
1. 製作簡報，整合研究內容 2. 口頭

報告研究方向  

第十週 簡報製作與分組報告  
1. 製作簡報，整合研究內容 2. 口頭

報告研究方向  

第十一週 製作專題小論文  分組呈現研究成果  

第十二週 製作專題小論文  分組呈現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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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製作專題小論文  分組呈現研究成果  

第十四週 製作專題小論文  分組呈現研究成果  

第十五週 製作專題小論文  分組呈現研究成果  

第十六週 各組交流互動  分組互評研究成果  

第十七週 各組交流互動  分組互評研究成果  

第十八週 各組交流互動  分組互評研究成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簡報和小論文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製作  

英文名稱： Specific Topic Production and Individual Research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學習研究方法，並進行領域探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及目標  介紹本課程內容及目標  

第二週 認識研究  簡介研究本質、方法  

第三週 基礎探究--發現問題  實際體驗研究過程—發現問題  

第四週 問題解決歷程  實際體驗研究過程—問題解決歷程  

第五週 簡報力  學習溝通表達的技術  

第六週 簡報力  學習溝通表達的技術  

第七週 表達力  學習溝通表達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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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系統思考  思維模式的三重轉變  

第九週 系統思考  問題釐清與因果推論，繪製系統圖  

第十週 領域探索(一)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一週 領域探索(一)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二週 領域探索(一)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三週 領域探索(一)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四週 領域探索(二)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五週 領域探索(二)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六週 領域探索(二)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七週 領域探索(二)  
每位同學分至兩個領域進行探索，已決

定未來專題製作的方向  

第十八週 分組  每位學生決定專題製作的領域主題方向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評量  

對應學群： 資訊、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製作  

英文名稱： Specific Topic Production and Individual Research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在教師的指導下，分組或獨立研究，完成實作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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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二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三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四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五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六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七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八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九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十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十一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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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十二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十三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十四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十五週 專題製作與個別研究  

學生以領域，分別進行主題探究、議題

探究、文獻報導、專題製(創)作(繪

本、劇本、公演)、專案規劃(行動方

案、文案)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  
依不同領域要求及報告屬性，分別進行

研究成果發表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依不同領域要求及報告屬性，分別進行

研究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依不同領域要求及報告屬性，分別進行

研究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評量  

對應學群： 資訊、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看花(一)  

英文名稱： The Essence of Phys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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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學習物理之趣味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理學發展史  統整物理的發展歷程及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週 物質的組成  由原分子的基本構造延伸至物質組成  

第三週 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統整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力與媒介  

第四週 運動學  
統整物體可能的運動形式及所應具備的

條件  

第五週 運動學  
統整物體可能的運動形式及所應具備的

條件  

第六週 牛頓運動定律  統整牛頓運動三大定律  

第七週 牛頓定律的應用  
將牛頓運動三大定律運用於實例，並探

討其運動狀況  

第八週 牛頓定律的應用  
將牛頓運動三大定律運用於實例，並探

討其運動狀況  

第九週 萬有引力  統整萬有引力與行、衛星運動的關係  

第十週 功與能量  
引入能量的概念，重新探討運動學，並

比較異同  

第十一週 電與磁的統一  
統整電學與磁學的基本概念，並瞭解期

間的交互作用  

第十二週 波  
統整波動的基本概念，並清楚其傳遞能

量的模式  

第十三週 波  
統整波動的基本概念，並清楚其傳遞能

量的模式  

第十四週 能量  
統整各種不同形式的能量，並瞭解期間

的轉換  

第十五週 碰撞  
統整不同形式的碰撞，並瞭解其形成的

條件  

第十六週 量子現象  介紹量子現象的重要發現與實驗  

第十七週 量子現象  統整量子現象的概念與適用條件  

第十八週 宇宙學  統整宇宙的起源及相關理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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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看花(二)  

英文名稱： The Essence of Physic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學習物理之趣味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向量﹑微積分與物理  向量的運算  

第二週 向量﹑微積分與物理  微積分的運算  

第三週 向量﹑微積分與物理  
向量在運動學與牛頓力學的應用﹑圓周

運動  

第四週 向量﹑微積分與物理  
微積分在運動學與牛頓力學的應用﹑簡

諧運動  

第五週 動量與多質點系統  動量﹑動量守恆與質心運動  

第六週 角動量與轉動運動  動量﹑角動量守恆與物理量因次分析法  

第七週 功與能量  功能定理與力學能守恆  

第八週 熱學  理想氣體方程式  

第九週 熱學  氣體動力論  

第十週 波動與光學  波動的性質﹑聲波  

第十一週 波動與光學  幾何光學  

第十二週 波動與光學  波動光學  

第十三週 電磁學  靜電學  

第十四週 電磁學  電流與電路  

第十五週 電磁學  電流磁效應  

第十六週 電磁學  電磁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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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的重大發現  

第十八週 近代物理  光譜與原子結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3D設計繪圖  

英文名稱： 3D design and draft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學習 3D設計繪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內容介紹與分組  

第二週 2D線稿練習  2D平面曲線範例練習  

第三週 2D線稿練習  2D平面曲線範例練習  

第四週 2D線稿練習  2D平面曲線範例練習  

第五週 參訪活動  至世貿參訪（世界發明展或相關）  

第六週 鑰匙圈設計  設計鑰匙圈造型  

第七週 
雷射切割機操作（作品

產出）  
雷射切割機操作練習與作品產出  

第八週 
雷射切割機操作（作品

產出）  
雷射切割機操作練習與作品產出  

第九週 作品去毛邊組裝後處理  作品表面優化  

第十週 上機評量  上機測驗評量  

第十一週 
3D建模練習與測驗題目

檢討  
測驗題目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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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3D建模練習  2D實體建模範例練習  

第十三週 3D建模練習  2D實體建模範例練習  

第十四週 3D建模練習  2D實體建模範例練習  

第十五週 作品產出  3D列印作品產出  

第十六週 作品產出  3D列印作品產出  

第十七週 上機測驗、實作評量  期末上機測驗  

第十八週 成績結算  作業補交與成績計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測驗、實作作品、心得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3D設計繪圖  

英文名稱： 3D Design and Draw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學習 3D設計繪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內容介紹與分組  

第二週 
數位設計與製造技術發

展介紹  
Rhino5.0之介紹、與介面基本操作  

第三週 2D線稿與 3D建模  基本概念介紹與練習  

第四週 QR-CODE 2D圖面繪製  QR-CODE 2D圖面繪製練習  

第五週 立體 QR-CODE 3D建模  立體 QR-CODE 3D 建模  

第六週 
圖面匯出、雷射切割加

工介紹  

QR-CODE 2D圖面匯出.DXF與雷射切割

加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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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3D印表機加工介紹  
QR-CODE 3D模型匯出.stl與 3D印表機

加工介紹  

第八週 
雷射切割機操作（作品

產出）  
雷射切割機操作練習與作品產出  

第九週 3D掃描技術介紹  3D掃描器操作說明與示範  

第十週 3D掃描實作 1（人像）  3D掃描實作 1（人像）  

第十一週 3D掃描實作 2  3D掃描模型圖檔編修  

第十二週 3D掃描實作 3  3D掃描模型圖檔編修與 3D列印  

第十三週 3D掃描實作 4  3D掃描模型圖檔 3D列印  

第十四週 3D建模練習 1  有機造型設計建模實作  

第十五週 3D建模練習 2  有機造型設計建模實作  

第十六週 作品產出  有機造型建模作品 3D列印  

第十七週 高一成果發表  
QR-CODE與有機造型建模作品 3D列印

作品展示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測驗、實作作品、心得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3D設計繪圖 (二)  

英文名稱： 3D Design and Drafting (II)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學習 3D設計繪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選課  多元選修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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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教學內容介紹與分組  

第三週 

數位設計與製造技術發

展介紹、Rhino5.0 之介

紹、與介面基本操作  

1、 電腦繪圖技術之發展現況 2、 3D

建模技術介紹 3、 Rhino5.0之介紹、

與介面基本操作  

第四週 
2D線稿與 3D建模基本概

念介紹與練習  

1、2D平面線稿繪製 2、3D建模原理介

紹與範例練習  

第五週 QR-CODE 2D圖面繪製  

1、 線上製作 QR-CODE。 2、 下載 QR-

CODE之 JPG檔 3、 QR-CODE之 JPG檔

轉成 2D線稿  

第六週 立體 QR-CODE 3D建模  將 QR-CODE之 2D 線稿擠出成 3D模型  

第七週 
QR-CODE 3D模型匯

出.stl與.Dxf檔  

1、3D印表機與雷射切割機操作說明 

2、QR-CODE 3D模型 3D列印輸出 3、

QR-CODE 2D圖型 雷射切割產出  

第八週 3D列印作品產出  QR-CODE 3D模型 3D列印輸出  

第九週 
3D掃描技術介紹與 3D掃

描器操作說明與示範  

1、3D掃描技術介紹 2、3D掃描器操作

說明與示範 3、人像掃描實作  

第十週 3D掃描實作（人像）  
1、3D掃描實作（人像） 2、3D掃描人

像模型整修與後製  

第十一週 
3D掃描實作（人像）及

後製  

1、3D掃描實作（人像） 2、3D掃描人

像模型整修與後製  

第十二週 
3D掃描實作與 3D掃描模

型輸出  

1、3D掃描人像模型整修與後製 2、3D

掃描人像模型 3D 列印產出  

第十三週 
3D掃描實作與 3D掃描模

型輸出  
3D掃描人像模型 3D列印產出  

第十四週 期末評量  期末上機測驗  

第十五週 成績結算  作業補交與成績計算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測驗、上課作業、實作作品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3D設計繪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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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3D Design and Drafting (II)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學習 3D設計繪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選課  多元選修選課  

第二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教學內容介紹與分組  

第三週 

數位設計與製造技術發

展介紹、Rhino5.0 之介

紹、與介面基本操作  

1、 電腦繪圖技術之發展現況 2、 3D

建模技術介紹 3、 Rhino5.0之介紹、

與介面基本操作  

第四週 
2D線稿與 3D建模基本概

念介紹與練習  

1、2D平面線稿繪製 2、3D建模原理介

紹與範例練習  

第五週 QR-CODE 2D圖面繪製  

1、 線上製作 QR-CODE。 2、 下載 QR-

CODE之 JPG檔 3、 QR-CODE之 JPG檔

轉成 2D線稿  

第六週 立體 QR-CODE 3D建模  將 QR-CODE之 2D 線稿擠出成 3D模型  

第七週 
QR-CODE 3D模型匯

出.stl與.Dxf檔  

1、3D印表機與雷射切割機操作說明 

2、QR-CODE 3D模型 3D列印輸出 3、

QR-CODE 2D圖型 雷射切割產出  

第八週 3D列印作品產出  QR-CODE 3D模型 3D列印輸出  

第九週 
3D掃描技術介紹與 3D掃

描器操作說明與示範  

1、3D掃描技術介紹 2、3D掃描器操作

說明與示範 3、人像掃描實作  

第十週 3D掃描實作（人像）  
1、3D掃描實作（人像） 2、3D掃描人

像模型整修與後製  

第十一週 
3D掃描實作（人像）及

後製  

1、3D掃描實作（人像） 2、3D掃描人

像模型整修與後製  

第十二週 
3D掃描實作與 3D掃描模

型輸出  

1、3D掃描人像模型整修與後製 2、3D

掃描人像模型 3D 列印產出  

第十三週 
3D掃描實作與 3D掃描模

型輸出  
3D掃描人像模型 3D列印產出  

第十四週 期末評量  期末上機測驗  

第十五週 成績結算  作業補交與成績計算  

第十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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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測驗、上課作業、實作作品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Java語言基本概念與程式設計實作  

英文名稱： Basic Java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多元探索, 接軌世界,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增進運算思維能力，培養軟體設計的科技人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為何學習程式?開發環境安裝及設定  

第二週 
Java程式基本結構及程

式開發  

Java程式語言簡介、Java程式基本結

構、輸出敘述、第 1個 Java程式、程

式開發過程  

第三週 
循序結構、變數概念、

輸出入  

基本物件概念、輸入敘述、基本變數概

念、循序結構  

第四週 變數存、取  

變數宣告、資料型別、指定敘述、算術

運算式、常數、基本 BMI程式(循序結

構演算法)、基本 debug方法  

第五週 選擇結構 I  

選擇結構、邏輯運算式、條件處理基本

概念與流程圖繪製具判斷 BMI程式(選

擇結構演算法)  

第六週 迴圈結構基本概念  

for、 while、do-while、對等性與流

程圖繪製 可重複執行及具判斷 BMI程

式(重複結構演算法)  

第七週 迴圈與選擇結構綜合應 平年閏年判斷、猜數字遊戲、加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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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遊戲、數字翻轉。因數分析、GCD  

第八週 巢狀迴圈應用  文字圖形程式  

第九週 陣列基本概念  
一維陣列宣告、基本用法(存、取)及概

念  

第十週 期中測驗  期中測驗  

第十一週 選擇結構 II  

條件處理及其他選擇結構敘述，如

switch case、三元運算判斷式、成績

等第判斷程式  

第十二週 陣列應用 I  
成績等第、BMI、數字翻轉、十進位轉

二進位  

第十三週 
陣列應用 II:選擇排序及

循序搜尋  
選擇排序及循序搜尋  

第十四週 
陣列應用 III: 泡沫排序

及及二分搜尋  
泡沫排序及及二分搜尋  

第十五週 平行陣列概念與應用  平行陣列概念、英文單字挑戰遊戲  

第十六週 無參數函數概念  基本函數概念(無參數)與應用  

第十七週 
含參數函數概念、基本

遞迴概念  

函數概念(含參數)與應用(II) 、從多

重呼叫到基本遞迴函數  

第十八週 圖形介面與事件處理  基本圖形介面與事件處理  

第十九週 圖形介面專題  圖形介面小專題製作  

第二十週 期末測驗  期末測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多元評量: 程式實作習題、線上學習表現、程式概念筆試及小專題 2.課程

活動:跨校程式輔導，講解、示範、搶答、線上測驗 3.課程評鑑:學生課程回

饋表、教師教學自評表、學科課程設計檢核表  

對應學群： 資訊、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Java語言基本概念與程式設計實作  

英文名稱： Basic Java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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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接軌世界,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增進運算思維能力，培養軟體設計的科技人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為何學習程式?開發環境安裝及設定  

第二週 
Java程式基本結構及程

式開發  

Java程式語言簡介、Java程式基本結

構、輸出敘述、第 1個 Java程式、程

式開發過程  

第三週 
循序結構、變數概念、

輸出入  

基本物件概念、輸入敘述、基本變數概

念、循序結構  

第四週 變數存、取  

變數宣告、資料型別、指定敘述、算術

運算式、常數、基本 BMI程式(循序結

構演算法)、基本 debug方法  

第五週 選擇結構 I  

選擇結構、邏輯運算式、條件處理基本

概念與流程圖繪製具判斷 BMI程式(選

擇結構演算法)  

第六週 迴圈結構基本概念  

for、 while、do-while、對等性與流

程圖繪製 可重複執行及具判斷 BMI程

式(重複結構演算法)  

第七週 
迴圈與選擇結構綜合應

用  

平年閏年判斷、猜數字遊戲、加法練習

遊戲、數字翻轉。因數分析、GCD  

第八週 巢狀迴圈應用  文字圖形程式  

第九週 陣列基本概念  
一維陣列宣告、基本用法(存、取)及概

念  

第十週 期中測驗  期中測驗  

第十一週 選擇結構 II  

條件處理及其他選擇結構敘述，如

switch case、三元運算判斷式、成績

等第判斷程式  

第十二週 陣列應用 I  
成績等第、BMI、數字翻轉、十進位轉

二進位  

第十三週 
陣列應用 II:選擇排序及

循序搜尋  
選擇排序及循序搜尋  

第十四週 
陣列應用 III: 泡沫排序

及及二分搜尋  
泡沫排序及及二分搜尋  

第十五週 平行陣列概念與應用  平行陣列概念、英文單字挑戰遊戲  

第十六週 無參數函數概念  基本函數概念(無參數)與應用  

第十七週 
含參數函數概念、基本

遞迴概念  

函數概念(含參數)與應用(II) 、從多

重呼叫到基本遞迴函數  

第十八週 圖形介面與事件處理  基本圖形介面與事件處理  

第十九週 圖形介面專題  圖形介面小專題製作  

第二十週 期末測驗  期末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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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多元評量: 程式實作習題、線上學習表現、程式概念筆試及小專題 2.課程

活動:跨校程式輔導，講解、示範、搶答、線上測驗 3.課程評鑑:學生課程回

饋表、教師教學自評表、學科課程設計檢核表  

對應學群： 資訊、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ython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Python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培養學生程式設計實作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運算思維訓練  運算思維訓練  

第三週 Python基本語法  Python開發環境安裝與設定  

第四週 
Python語法、變數、內

建函式-1  
Python語法、變數、內建函式-1  

第五週 
Python語法、變數、內

建函式-2  
Python語法、變數、內建函式-2  

第六週 網路自主學習資源介紹  Codecademy、高中生程式解題系統  

第七週 Code War  Code War  

第八週 if分支-1  if分支判斷及應用-1  

第九週 if分支-2  if分支判斷及應用-2  

第十週 筆試、上機考試  筆試、上機考試  

第十一週 for迴圈及應用-1  for迴圈及應用-1  

第十二週 for迴圈及應用-2  for迴圈及應用-2  

第十三週 for、if整合應用  for、if整合應用練習  

第十四週 list及應用  list及應用練習-1  



73 

 

第十五週 list及應用  list及應用練習-2  

第十六週 整合應用  整合應用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筆試、上機考試、學生作品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ython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Python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培養學生程式設計實作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運算思維訓練  運算思維訓練  

第三週 Python基本語法  Python開發環境安裝與設定  

第四週 
Python語法、變數、內

建函式-1  
Python語法、變數、內建函式-1  

第五週 
Python語法、變數、內

建函式-2  
Python語法、變數、內建函式-2  

第六週 網路自主學習資源介紹  Codecademy、高中生程式解題系統  

第七週 Code War  Code War  

第八週 if分支-1  if分支判斷及應用-1  

第九週 if分支-2  if分支判斷及應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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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筆試、上機考試  筆試、上機考試  

第十一週 for迴圈及應用-1  for迴圈及應用-1  

第十二週 for迴圈及應用-2  for迴圈及應用-2  

第十三週 for、if整合應用  for、if整合應用練習  

第十四週 list及應用  list及應用練習-1  

第十五週 list及應用  list及應用練習-2  

第十六週 整合應用  整合應用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筆試、上機考試、學生作品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The GLOBE program  

英文名稱： The GLOBE program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 自我管理,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參與同學實際持續地動手做科學，參與 GLOBE國際觀測計畫，學習科學研究方

法並實際產出一篇科學研究報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本學期各週學習計畫  globe計畫介紹  

第三週 
「Globe observer」app

使用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第四週 2018國際得獎研究報告  2018國際得獎研究報告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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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

1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賞析-1  

第六週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

2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賞析-2  

第七週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

3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賞析-3  

第八週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1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1  

第九週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2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2  

第十週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第十一週 研究結果  如何呈現研究成果  

第十二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1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1  

第十三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2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2  

第十四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3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3  

第十五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4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4  

第十六週 經驗分享交流  與參與 GLOBE計畫的友校分享交流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小組或個人科學研究報告繳交與預講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觀測實作、分組討論、科學專題海報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The GLOBE program  

英文名稱： The GLOBE program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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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參與同學實際持續地動手做科學，參與 GLOBE國際觀測計畫，學習科學研究方

法並實際產出一篇科學研究報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本學期各週學習計畫  globe計畫介紹  

第三週 
「Globe observer」app

使用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第四週 2018國際得獎研究報告  2018國際得獎研究報告賞析  

第五週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

1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賞析-1  

第六週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

2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賞析-2  

第七週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

3  
2018台灣各校研究報告賞析-3  

第八週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1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1  

第九週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2  研究動機/問題發想-2  

第十週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第十一週 研究結果  如何呈現研究成果  

第十二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1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1  

第十三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2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2  

第十四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3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3  

第十五週 
「Globe data entry」

app使用 4  
戶外實作觀測與紀錄 4  

第十六週 經驗分享交流  與參與 GLOBE計畫的友校分享交流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小組或個人科學研究報告繳交與預講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觀測實作、分組討論、科學專題海報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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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TLC  

英文名稱： Travel, Living and Cultur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與習慣，並增進學生的分析思考和表達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介紹課程內容，說明課程進行與評量方

式，分組  

第二週 Travel  旅遊相關主題文章閱讀  

第三週 Travel  
旅遊相關主題對話設計與練習（書面及

口頭）  

第四週 Travel  旅遊相關主題寫作練習（書面）  

第五週 Travel  成果分享  

第六週 Movie  電影欣賞  

第七週 Movie  電影學習單暨心得分享  

第八週 Living  
生活相關主題（如：飲食、電影、休閒

等）文章閱讀  

第九週 Living  
生活相關主題對話設計與練習（書面及

口頭）  

第十週 Living  生活相關主題寫作練習（書面）  

第十一週 Living  成果分享  

第十二週 Field Trip  校外參訪  

第十三週 Culture  
文化相關主題（如：節慶、宗教、戲劇

等）文章閱讀  

第十四週 Culture  
文化相關主題對話設計與練習（書面及

口頭）  

第十五週 Culture  文化相關主題寫作練習（書面）  

第十六週 Culture  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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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期末成果發表  靜態分享  

第十八週 期末分享會  課程心得分享與建議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程心得分享與建議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依授課教師不同會有微調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起讀書  

英文名稱： Book Club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與習慣，並增進學生的分析思考和表達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介紹課程內容，列書單，說明課程進行

與評量方式  

第二週 選書分組  
介紹書單書籍，完成學生選書，排定各

週主題分組  

第三週 讀書會 1  
依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

自評與他評  

第四週 讀書會 2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五週 讀書會 3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六週 讀書會 4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七週 讀書會 5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八週 讀書會 6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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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讀書會 7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週 讀書會 8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一週 讀書會 9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二週 讀書會 10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三週 讀書會 11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四週 讀書會 12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五週 讀書會 13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六週 讀書會 14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 1  
學生上台於限定時間內完成口頭報告並

繳交書面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2  
學生上台於限定時間內完成口頭報告並

繳交書面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期末報告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起讀書  

英文名稱： Book Club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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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與習慣，並增進學生的分析思考和表達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介紹課程內容，列書單，說明課程進行

與評量方式  

第二週 選書分組  
介紹書單書籍，完成學生選書，排定各

週主題分組  

第三週 讀書會 1  
依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

自評與他評  

第四週 讀書會 2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五週 讀書會 3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六週 讀書會 4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七週 讀書會 5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八週 讀書會 6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九週 讀書會 7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週 讀書會 8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一週 讀書會 9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二週 讀書會 10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三週 讀書會 11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四週 讀書會 12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五週 讀書會 13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六週 讀書會 14  
所選書籍排定進行分組讀書會並進行自

評與他評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 1  
學生上台於限定時間內完成口頭報告並

繳交書面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1  
學生上台於限定時間內完成口頭報告並

繳交書面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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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期末報告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權的前世今生  

英文名稱： The Previous and Current Situations of Human Right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1.希望能透過帶領學生實地探訪踏查台灣重要的人權事件現場，以加深學生對

歷史的了解並能 珍惜目前已有的權益保障。 2.期待藉由此課程培養學生能有

系統並深入的了解問題，體會人權進步的軌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選課  選課  

第二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依主題分組，預估 4-5人一組。  

第三週 聽說二二八（參政權）  
整理二二八相關史實，提醒下週參訪重

點  

第四週 參訪二二八歷史實境  參訪二二八紀念碑  

第五週 噤言年代（言論自由）  介紹戒嚴時期對言論自由的管理及箝制  

第六週 參訪「鄭南榕紀念館」  
以「鄭南榕紀念館」為例，說明此事件

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第七週 
石破天驚美麗島（自由

權）  

「美麗島事件」是在戒嚴後期重要的民

眾街頭事件，藉此回顧當年的政府政策

及社會氛圍。  

第八週 參訪「景美人權園區」  
參觀當年軍法大審的法庭及園中相關政

治犯受難者牢房  

第九週 介紹我國司法訴訟體系  
以先前知識為主,再以時事為輔，說明

我國被告人權的概況。  

第十週 
無法回頭的青春（被告

人權）  

欣賞公視「島國殺人紀事」紀錄片，解

說片中和目前法律制度的差異。  

第十一週 參觀法院  
司法是社會最後一道防線，介紹現代民

眾可資保障自身權益的終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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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彩虹的國度（同志人

權）  

以釋字第 748號為例，簡介各國同志運

動的歷程及成果  

第十三週 
參訪公館商圈的「晶晶

書庫」  
請學生觀察該書店的特色及商品內容  

第十四週 
隱形的底層社會（生存

權）  

面對台灣社會的少子化、老年化、孤獨

死等相關議題，分析在街頭角落的社會

邊緣人處境。  

第十五週 走訪萬華捷運站  

讓學生「發現」生活周遭出現的街友遊

民，以人權的角度思考對其應有的看法

及做法。  

第十六週 學生分組心得報告  學生分組心得報告  

第十七週 準備期末成果發表  準備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高一成果發表  高一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依各週安排活動，評量學生的課堂表現或參與程度。 2.依分組心得報告，

評估學生對此主題的認知程度。  

對應學群： 文史哲、教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體生理學初探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Human Physiolog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1.了解人體生理學的核心內容 2.認識人體生理相關職業經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說明課程目標，內容與評量方式  

第二週 恆定性  與恆定性相關的系統  

第三週 循環生理(1)  心臟的構造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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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循環生理(2)  血管與血液的構造與功能  

第五週 消化生理(1)  消化道的構造與功能  

第六週 消化生理(2)  消化功能的調控  

第七週 呼吸生理(1)  呼吸系統的構造與功脦  

第八週 呼吸生理(2)  呼吸功能的調控  

第九週 腎臟生理(1)  腎臟的構造與功能  

第十週 腎臟生理(2)  腎臓功能的調控  

第十一週 免疫生理(1)  淋巴球的形成與活化  

第十二週 免疫生理(2)  先天性免疫與獲得性免疫的交互作用  

第十三週 神經生理(1)  受器的構造與功能  

第十四週 神經生理(2)  神經元的構造與功能  

第十五週 神經生理(3)  中樞神經系統的構造與功能  

第十六週 內分泌生理(1)  下視丘-腦垂腺軸線  

第十七週 內分泌生理(2)  內分泌對代謝和壓力的調節  

第十八週 生殖生理  內分泌對生殖週期的調節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氣與天文  

英文名稱： Earth Science—Atmosphere and Astronom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協同合作, 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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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介紹大氣與天文在各方面的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地球科學概論  

第二週 大氣層  大氣層簡介  

第三週 天文簡介  介紹四季星座  

第四週 星空魅影  介紹各類天體的特性  

第五週 天文與藝術  介紹天文元素在藝術領域各方面的應用  

第六週 天文擂台大挑戰  利用分站遊戲方式檢測天文學基本知識  

第七週 天文影片賞析  介紹天文相關影片  

第八週 天文影片討論  觀影後心得討論  

第九週 天文軟體介紹  介紹各種天文應用軟體  

第十週 天文台簡介  介紹世界各地天文台  

第十一週 
天文桌遊活動- 銀河競

速地圖  
利用桌遊活動增進學生學習天文學興趣  

第十二週 
天文桌遊活動- 銀河競

速地圖  
利用桌遊活動增進學生學習天文學興趣  

第十三週 光譜原理  介紹光譜原理在天文上的應用  

第十四週 實作-動手作光譜儀  製作簡易光譜儀  

第十五週 實作-光譜拍攝與分析  利用簡易光譜儀拍攝  

第十六週 光譜拍攝成果發表  光譜拍攝成果發表  

第十七週 小組專題報告  小組天文專題報告  

第十八週 小組專題報告  小組天文專題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小組討論、上台發表、心得報告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藝術、  

備註： 基礎通識課程，各群組學生皆可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多元文化  

英文名稱： Civics for Multiculturalism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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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系統思考, 全球思維,  

學習目標： 

1. 藉由自我覺察，產生自我認同、社區關懷與社區意識。 2. 從文化認同出

發，進一步了解多元文化，並能包容欣賞。 3. 關懷社會議題，並具備媒體識

讀與澄清思辨能力。 4. 認識常見理財投資工具，建立金錢管理與基礎財務規

劃觀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自我認識與覺察  藉由生命曲線進行自我探索與覺察  

第二週 校園地圖  
透過校園巡禮，喚起高中三年對學校的

情感與記憶  

第三週 校園地圖  繪製校園地圖或製作 PPT  

第四週 校園地圖  上台發表  

第五週 我愛文山  社區營造案例介紹--化南新村  

第六週 我愛文山  走訪化南新村  

第七週 多元文化與文化認同  以詩和文學作品看族群文化  

第八週 多元文化與文化認同  
請學生選擇自己有興趣的文化(素材不

限，例如文學或歌曲…等)進行介紹  

第九週 多元文化與文化認同  影片欣賞  

第十週 多元文化與文化認同  影片欣賞與學習單  

第十一週 大家來找碴  媒體中的性別  

第十二週 大家來找碴  媒體中的議題設定與意識型態  

第十三週 大家來找碴  製作 PPT  

第十四週 大家來找碴  上台發表  

第十五週 舊鞋救命？！  公民行動的影響與反思  

第十六週 理財與人生  
理財工具介紹：活存、定存、外幣、黃

金  

第十七週 理財與人生  
理財工具介紹：股票、債券、基金；投

報率計算  

第十八週 校外參訪  股票博物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86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筆記與紙筆測驗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文史哲、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高三學測總複習  

英文名稱： Civics --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特殊需求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藉由重點整理與歷屆模考、學測試題，進行統整式複習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冊 1-4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二週 第一冊 5-8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三週 第一冊全  試題演練與解析  

第四週 第二冊 1-4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五週 第二冊 5-8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六週 第二冊全  試題演練與解析  

第七週 第三冊 1-4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八週 第三冊 5-8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九週 第三冊全  試題演練與解析  

第十週 第四冊 1-3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十一週 第四冊 4-6課  課程複習與重點整理  

第十二週 第四冊全  試題演練與解析  

第十三週 一-四冊  歷屆模考及學測試題演練與檢討  

第十四週 一-四冊  歷屆模考及學測試題演練與檢討  

第十五週 一-四冊  歷屆模考及學測試題演練與檢討  

第十六週 一-四冊  歷屆模考及學測試題演練與檢討  

第十七週 一-四冊  歷屆模考及學測試題演練與檢討  

第十八週 一-四冊  歷屆模考及學測試題演練與檢討  

第十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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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筆記與紙筆測驗  

對應學群： 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初探(Ⅰ)  

英文名稱： Initial Exploration for Chemistry I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培養對化學的興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原子構造  氫原子光譜與波耳氫原子模型  

第二週 原子構造  軌域與量子數  

第三週 原子構造  電子組態與週期表  

第四週 原子構造  元素的性質及週期性  

第五週 化學鍵結  價鍵理論與價殼層電子對互斥學說  

第六週 化學鍵結  分子極性與金屬、離子晶體  

第七週 化學鍵結  分子間作用力  

第八週 溶液的性質  理想溶液  

第九週 溶液的性質  溶液的特性  

第十週 溶液的性質  溶液的依數性  

第十一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的平衡  
布忍斯特-洛瑞酸鹼學說  

第十二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的平衡  
酸鹼的命名、強度與解離  

第十三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的平衡  
鹽的性質與酸鹼滴定  

第十四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緩衝溶液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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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  

第十五週 氧化還原反應  氧化數規則及性質  

第十六週 氧化還原反應  氧化還原反應及常見的氧化劑、還原劑  

第十七週 氧化還原反應  氧化還原反應平衡與滴定  

第十八週 氧化還原反應  電化電池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初探(Ⅱ)  

英文名稱： Initial Exploration for Chemistry II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培養對化學的興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無機化合物  常見的非金屬元素  

第二週 無機化合物  常見的金屬元素  

第三週 無機化合物  過渡金屬元素  

第四週 無機化合物  配位化合物  

第五週 有機化合物  有機化合物的分子結構  

第六週 有機化合物  烴類的製備與反應  

第七週 有機化合物  有機化合物的異構物  

第八週 有機化合物  有機鹵化物性質與反應  

第九週 有機化合物  醇、醚、酚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週 有機化合物  醇、醚、酚的性質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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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有機化合物  醛、酮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二週 有機化合物  羧酸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三週 有機化合物  酯的性質與反應及油脂  

第十四週 有機化合物  胺、醯胺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五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聚合物的簡介  

第十六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塑膠、橡膠、纖維的介紹  

第十七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生物體中的大分子  

第十八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化學與先進材料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靈深呼吸  

英文名稱： A Deep Breath for the Soul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全球思維,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學習心理衛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我們都是一家人  課程簡介、認識彼此  

第二週 壓力測試  了解自己目前壓力狀況  

第三週 壓力調適  了解壓力調適的方法  

第四週 心理衛生面面觀  認識基本心理衛生常識  

第五週 做自己情緒的主人(一)  認識及覺察不同情緒的影響  

第六週 做自己情緒的主人(二)  學習換個想法改變情緒  

第七週 腹式呼吸法  實際練習腹式呼吸法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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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情緒冥想法  實際練習情緒冥想法減壓  

第九週 好眠放鬆法  實際練習好眠放鬆法幫助睡眠  

第十週 
心靈紓壓—音樂治療

(一)  
透過音樂療癒身心  

第十一週 
心靈紓壓—音樂治療

(二)  
透過音樂療癒身心  

第十二週 
心靈紓壓—肢體開發

(一)  
學習舒展肢體、律動肢體  

第十三週 
心靈紓壓—肢體開發

(二)  
學習舒展肢體、律動肢體  

第十四週 
心靈紓壓—藝術治療

(一)  
從塗鴉中療癒身心  

第十五週 
心靈紓壓—藝術治療

(二)  
從塗鴉中療癒身心  

第十六週 心靈紓壓—按摩樂(一)  學習簡單按摩法紓壓  

第十七週 心靈紓壓—按摩樂(二)  學習簡單按摩法紓壓  

第十八週 課程回顧  統整本學期學習內容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由淺入深的學習第二外語.培養國際觀與了解日本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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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五十音平假名  認識五十音平假名  

第三週 五十音片假名  認識五十音片假名  

第四週 長音.促音.鼻音.拗音  認識長音.促音.鼻音.拗音  

第五週 濁音.半濁音.拗音  認識濁音.半濁音.拗音  

第六週 第一次測驗  第一次測驗  

第七週 第一課  第一課:我的一天  

第八週 第二課  第二課:我是一年級  

第九週 第三課  第三課:這是公仔  

第十週 第四課  第四課:行動電話幾號  

第十一週 期中復習  期中復習  

第十二週 第二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第十三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第十四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第十五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第十六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師生回饋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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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由淺入深的學習第二外語.培養國際觀與了解日本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50音複習  五十音平假名及片假名複習  

第三週 本學期學習內容講解  本學期學習內容講解  

第四週 第五課  第五課：我要去晴空塔  

第五週 第六課  第六課：我要吃章魚燒  

第六週 期中複習  期中複習  

第七週 第一次測試  第一次測試  

第八週 第七課田中同學很開朗  第七課田中同學很開朗  

第九週 第八課我喜歡壽司  第八課我喜歡壽司  

第十週 第九課勘吉在派出所  第九課勘吉在派出所  

第十一週 第十課要去遊樂園玩  第十課要去遊樂園玩  

第十二週 第二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第十三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第十四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第十五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第十六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書道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正念情緒好人緣  

英文名稱： Mindfulness-based High EQ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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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架構介紹  人生成功關鍵 80%因素  

第二週 正念與高 EQ特質  好人緣的特質  

第三週 呼吸、身體  傾聽來自身體的聲音  

第四週 身體與情緒  認識身心的交互作用  

第五週 覺察念頭、情緒  念頭的升起與消失  

第六週 情緒慣性  想法就只是想法  

第七週 情緒反芻與導航  做自己情緒觀察家  

第八週 與情緒共處  乘著情緒的波浪衝浪  

第九週 挫折回彈力  與困難為友  

第十週 專注與覺察力  打造專注力的健身房  

第十一週 同理與溝通  正念聆聽與溝通練習  

第十二週 同理心三層次  同理心關注的重點  

第十三週 情緒影響力  影響力的本質  

第十四週 同理與換位思考  萬人迷練習曲  

第十五週 慈心練習  接受當下，學習對自己和他人仁慈  

第十六週 正念與生涯  擁抱天賦與探索夢想  

第十七週 世界咖啡館活動  探討情感、人際、學習、成長  

第十八週 反饋與分享  正念新生活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正念情緒好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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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Mindfulness-based High EQ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架構介紹  人生成功關鍵 80%因素  

第二週 正念與高 EQ特質  好人緣的特質  

第三週 呼吸、身體  傾聽來自身體的聲音  

第四週 身體與情緒  認識身心的交互作用  

第五週 覺察念頭、情緒  念頭的升起與消失  

第六週 情緒慣性  想法就只是想法  

第七週 情緒反芻與導航  做自己情緒觀察家  

第八週 與情緒共處  乘著情緒的波浪衝浪  

第九週 挫折回彈力  與困難為友  

第十週 專注與覺察力  打造專注力的健身房  

第十一週 同理與溝通  正念聆聽與溝通練習  

第十二週 同理心三層次  同理心關注的重點  

第十三週 情緒影響力  影響力的本質  

第十四週 同理與換位思考  萬人迷練習曲  

第十五週 慈心練習  接受當下，學習對自己和他人仁慈  

第十六週 正念與生涯  擁抱天賦與探索夢想  

第十七週 世界咖啡館活動  探討情感、人際、學習、成長  

第十八週 反饋與分享  正念新生活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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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命科學初探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Life Scienc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了解生命科學之基礎內容，接軌大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細胞學(1)  細胞組成  

第二週 細胞學(2)  細胞構造功能  

第三週 細胞學(3)  細胞起源  

第四週 植物學(1)  植物基本構造介紹  

第五週 植物學(2)  植物生理  

第六週 植物學(3)  植物分類及演化  

第七週 動物學(1)  動物基本構造介紹  

第八週 動物學(2)  動物生理  

第九週 動物學(3)  動物分類及演化  

第十週 遺傳學(1)  分子生物學中心法則  

第十一週 遺傳學(2)  古典遺傳學  

第十二週 遺傳學(3)  現代遺傳學  

第十三週 演化學(1)  演化學歷史  

第十四週 演化學(2)  遺傳變異與演化  

第十五週 演化學(3)  種化  

第十六週 生態學(1)  生態因子與互動關係  

第十七週 生態學(2)  生態系統與調查方法  

第十八週 生態學(3)  保育生物學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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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筆試、口試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大平台  

英文名稱： Biology Platform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探索對生命科學的興趣與性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生物學家的故事(一)  生物學家的故事(一)  

第三週 生物學家的故事(二)  生物學家的故事(二)  

第四週 生物實驗操作(一)  生理學相關實驗  

第五週 生物論文閱讀(一)  生理學相關論文  

第六週 生物實驗操作(二)  解剖學相關實驗  

第七週 生物論文閱讀(二)  解剖學相關論文  

第八週 大師開講(一)  生命科學系教授  

第九週 生物類群調查(校內)  生態學領域  

第十週 植物園參訪  植物園參訪  

第十一週 生命科學系參訪(一)  認識課程、實驗室  

第十二週 動物園參訪  動物園參訪  

第十三週 生命科學系參訪(二)  研究生座談、認識未來出路  

第十四週 生物論文閱讀(三)  生物論文閱讀(三)  

第十五週 大師開講(二)  生命科學系教授  

第十六週 師生座談  師生座談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準備  成果發表準備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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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自我省思、實作評量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國際議題探究  

英文名稱： Geography-International Issues Exploratio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

懷,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對國際議題，能主動蒐集資料、了解議題內容、對本國的衝擊、解決

國際議題的對策提出等能力，進而具有國際觀與處理國際事務的初步體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簡介與分組  

1. 說明本課程意義、內容、進行方

式、評分標準及預期成果，票選最佳項

目 2. 進行分組，以 2至 3人為一組，

並互相簡單自我介紹與溝通 3. Q＆A  

第二週 
從電影看各國的文化－

飛行世紀  

1. 導入國際議題的熱身，以電影－飛

行世紀做為了解各國文化背景的媒介，

體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才能在討論

國際議題時，考量更務實及具應用性 

2. 各組簡短討論，並撰寫及上台分享

全組綜合觀看心得  

第三週 

國際議題的說明與範例

介紹（一）全球暖化議

題  

1. 結合地理科高三下應用地理的國際

議題課程，要求各組挑選有興趣的且與

地理有關的國際議題進行研究，並說明

報告期程及成果發表等相關事宜 國際

議題示範（－）全球暖化： 1.經由五

分鐘的 300年石化燃料簡史影片，簡單

了解全球暖化的功與過 2. 經由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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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線 6度影片，提出何種說法屬實、何

種仍有爭議，帶出目前全球暖化問題的

全球正反面觀點，並就現有科技和補救

措施，探討如何調節全球溫度計 3. 請

各組同學針對全球暖化議題提出共同看

法，並做成書面報告，並發表簡短報告  

第四週 
各組研討及分享選定國

際議題動機報告與回饋  

1. 請各組就選定的國際議題做摘要報

告，內容包含動機、國際議題由來及簡

介 2. 各組報告後，由其他各組提出問

題或建議改善報告，並由報告組回覆看

法 3. 老師講評並說明各組下次初步報

告應有項目及內容和報告書格式  

第五週 

國際議題的說明與範例

介紹（二）中國亞投行

與一帶一路政策議題  

國際議題示範（二）中國亞投行與一帶

一路政策議題 1. 經由數部一帶一路影

片介紹，引導同學了解中國大陸為何要

推動中國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等政策議題 

2. 結合當時中國大陸的時事，了解國

際關係現況 3. 帶出目前台灣處境，請

各組同學討論未來台灣將何去何從，做

成書面報告並發表簡短報告  

第六週 
分組初步報告與講評

（一）  

1. 各組因應動機報告的後續，提出初

步報告 2. 請其他各組或由老師針對報

告組提出問題請教 3. 老師講評並要求

報告組在期限之內完成總結報告 4. 如

剩餘時間不足一組報告（不足半小

時），則開放給各組自行運用  

第七週 
國際議題的說明與範例

介紹（三）歐盟議題  

國際議題示範（三）歐盟議題： 1. 經

由歐盟短片快速了解全球最大經濟體的

始末 2. 提出目前歐盟所遇到的困難與

挑戰 3. 帶出在全球文化、政治體系、

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等不同面向的世界

各國，是否有可能類似歐盟一般成為合

作國家（可與國際或區域性組織議題相

結合），請各組同學討論並做成書面報

告與發表簡短報告  

第八週 
分組初步報告與講評

（二）  

延續分組初步報告與講評（一）尚未報

告的組別，進行報告，進行方式亦同，

會各組務必在此堂課報告全部完成。 

老師講評並律定各組總結報告的各項內

容及報告書格式  

第九週 

國際議題的說明與範例

介紹（四）核能與綠色

能源議題  

國際議題示範（四）核能與綠色能源議

題 1. 經由挺什麼核啦反什麼核啦!!影

片帶出目前全球能源議題 2. 經由驅動

未來 2_替代能源影片，看看全球有志



99 

 

之士為減緩全球暖化的努力 3. 帶出綠

色能源議題，並請各組同學討論台灣是

否具備發展綠色能源產業的基本條件，

又是那一種呢？  

第十週 
分組總結報告與票選

（一）  

各組進行總結性報告，每組預計十至十

五分鐘，簡報資料須完整呈現  

第十一週 
分組總結報告與票選

（二）  

各組進行總結性報告，每組預計十至十

五分鐘，簡報資料須完整呈現，並由全

體同學共同票選最佳各項內容  

第十二週 
成果發表暨師生回饋及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成果發表，師生分享課程總結心得，大

合照留下永恆回憶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發表意見、分組報告、出席率、期末心得發表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多益初探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TOEIC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1.了解多益聽說讀寫命題方向 2.精熟多益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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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介紹課程  

第二週 多益概述  簡介多益出題方向及評分標準  

第三週 聽力一  常見聽力考題評析  

第四週 聽力二  熱門聽力主題介紹  

第五週 口說一  口說得分技巧  

第六週 口說二  口說練習  

第七週 字彙一  多益字彙與學測指考字彙比較  

第八週 字彙二  多益字彙必考題  

第九週 文法一  文法總複習  

第十週 文法二  常見文法錯誤分析  

第十一週 閱讀一  閱讀測驗得分要訣  

第十二週 閱讀二  時事精選主題閱讀  

第十三週 寫作一  寫作架構與題型介紹  

第十四週 寫作二  寫作與修辭練習  

第十五週 模擬考試一  模擬考題練習與解析１  

第十六週 模擬考試二  模擬考題練習與解析 2  

第十七週 試題解析一  模擬考題練習與解析 3  

第十八週 試題解析二  模擬考題練習與解析 4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系統思考面面觀  

英文名稱： Systematic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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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學習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Fact vs opinion  Fact vs opinion  

第二週 Examining evidence  Examining evidence  

第三週 系統簡介  系統要素  

第四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增強回饋  

第五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調節回饋  

第六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時間滯延  

第七週 冰山分析  冰山分析  

第八週 系統思考工具(一)  流量儲量圖  

第九週 系統思考工具(二)  BOT圖  

第十週 系統思考工具(三)  因果圖  

第十一週 系統思考工具(三)  因果圖  

第十二週 系統思考法則  法則一~四  

第十三週 系統思考法則  法則五~八  

第十四週 系統思考法則  法則九~十二  

第十五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問題分析與槓桿解  

第十六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問題分析與槓桿解  

第十七週 系統思考  期末發表  

第十八週 系統思考  期末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課堂參與、上台報告  

對應學群：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走出教室，整座城市就是我的學習場  

英文名稱： Chinese—Walk out of the Classroom and the Whole City Is 

My Study Field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10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本課程將帶你走出教室，用雙腳閱讀屬於台北城的歷史記憶，尋訪台北有趣的

古蹟建築，了解它們的背景故事，看它們如何活出新的生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破冰活動  

第二週 看見不一樣的圖書館  圖書館運用與資料庫搜尋  

第三週 校園中的見與不見  錯位攝影  

第四週 文本導讀  小組文章閱讀 1  

第五週 校外踏查 1  松山文創園區  

第六週 校外踏查 2  老台北的記憶~青田七六  

第七週 影集時間  看見台灣的美麗與哀愁  

第八週 文本導讀  小組文章閱讀 2  

第九週 校外踏查 3  西門紅樓  

第十週 文本導讀  小組文章閱讀 3  

第十一週 校外踏查 4  穿越時空紀州庵  

第十二週 校外踏查 5  
台大博物館群(1)：昆蟲標本、植物標

本  

第十三週 校外踏查 6  
台大博物館群(2)：醫學人文、動物、

人類學  

第十四週 校外踏查 7  古蹟捉迷藏—孔廟  

第十五週 影集時間  城市無間道—台北城  

第十六週 校外踏查 8  惜字如金—日星鑄字行  

第十七週 校外踏查 9  大稻埕博物館  

第十八週 校外踏查 10  台北城市散步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的出席情形和上課的態度 2. 課堂的活動參與和發表情形 3. 學習單 

4. 課程活動的報告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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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French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學習目標： 學習外文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字母及母音  字母及母音練習  

第三週 鼻母音及子音  鼻母音及子音練習  

第四週 自我介紹  學習自我介紹  

第五週 口試  日常問候會話口試  

第六週 數字  數字練習  

第七週 說明興趣會話  學習說明興趣會話  

第八週 動詞變化（一）  動詞變化（一）練習  

第九週 法語歌曲  法語歌曲習唱  

第十週 形容詞（一）及會話  形容詞（一）會話練習  

第十一週 形容詞（一）及會話  形容詞（一）會話練習  

第十二週 口試  口試  

第十三週 日期、月份及星座  日期、月份及星座練習  

第十四週 動詞變化（二）  動詞變化（二）練習  

第十五週 法式美食  學習法式美食  

第十六週 期末報告  分組期末報告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分組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指導及回饋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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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試、會話練習、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French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學習目標： 學習外文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字母及母音  字母及母音（複習）  

第三週 鼻母音及子音  鼻母音及子音（複習）  

第四週 自我介紹  學習自我介紹及描述興趣（複習）  

第五週 數字及動詞變化  數字及動詞變化（一）（複習）  

第六週 形容詞及複合造句  形容詞及複合造句（複習）  

第七週 口試及法語歌曲  口試及法語歌曲  

第八週 動詞變化（二）  動詞變化（二）練習  

第九週 未來式  未來式練習  

第十週 旅遊會話（一）  旅遊會話（一）練習  

第十一週 命令式及比較級  命令式及比較級練習  

第十二週 口試及法語歌曲  口試及法語歌曲  

第十三週 餐點認識及點餐順序  餐點認識及點餐順序  

第十四週 法國人的生活態度  學習法國人的生活態度及反思  

第十五週 旅遊會話（二）  旅遊會話（二）  

第十六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分組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指導及回饋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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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試、會話練習、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演創作(一)  

英文名稱： Performing Creation(Ⅰ)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人文關

懷,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學習表演創作的樂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聲音塑形  腹室呼吸法個別指導  

第二週 聲音塑形  找出自己身體適合的共鳴腔位置  

第三週 身體與空間的關係  舞台空間與走位  

第四週 身體與空間的關係  演出前的暖身：臉部、四肢與軀幹  

第五週 聲音表情  用文本練習  

第六週 聲音表情  配音練習  

第七週 啞（默）劇  摸牆基本動作演練、小品示範  

第八週 啞（默）劇  拉繩基本動作演練、小品示範  

第九週 啞（默）劇  分組演出  

第十週 啞（默）劇  小品展演（一）  

第十一週 啞（默）劇  小品展演（二）  

第十二週 啞（默）劇  小品展演（三）  

第十三週 劇本創作  劇本的格式範例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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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劇本創作  劇本中的文本「開始」段落發展與鋪陳  

第十五週 劇本創作  劇本中的文本「衝突」段落如何營造  

第十六週 劇本創作  
劇本中的文本「結束」段落發散性與收

斂性思考  

第十七週 劇本創作  劇本文稿整理  

第十八週 劇本創作  讀劇練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實作評量、師生互動回饋與評量、展演發表評量、動態作品集發表紀錄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演創作(二)  

英文名稱： Performing Creation(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人文關

懷,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學習表演創作的樂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創作性戲劇  讀劇  

第二週 創作性戲劇  選角  

第三週 創作性戲劇  角色分析  

第四週 創作性戲劇  角色功課  

第五週 創作性戲劇  丟本練習  

第六週 創作性戲劇  排練  

第七週 創作性戲劇  拍攝定裝照  

第八週 創作性戲劇  技術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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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創作性戲劇  整排  

第十週 創作性戲劇  展演  

第十一週 創造性舞蹈  動作元素  

第十二週 創造性舞蹈  動作組合  

第十三週 創造性舞蹈  隊形符號  

第十四週 創造性舞蹈  隊形組合：時間、空間、力量  

第十五週 創造性舞蹈  排練  

第十六週 創造性舞蹈  拍攝定裝照  

第十七週 創造性舞蹈  整排  

第十八週 創造性舞蹈  展演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實作評量、師生互動回饋與評量、展演發表評量、動態作品集發表紀錄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挖掘「數學寶藏窟」  

英文名稱： Excavate the Treasure Cave of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學習數學的樂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分組  

課程介紹、說明評分規則、分組 (本課

程無任何考試與回家作業，但在課堂期

間需高度參及討論)  

第二週 穿越時空認數你 1  介紹古代的詩詞裡所隱藏數學的美 1  

第三週 穿越時空認數你 2  介紹古代的詩詞裡所隱藏數學的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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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穿越時空認數你 3  由韓信點兵引入插值法  

第五週 穿越時空認數你 4  插值法概念  

第六週 只有我懂你 1  
玩一些網路上提供“猜數字”的小遊戲 

(讀心術、猜生日、…等)  

第七週 只有我懂你 2  從小遊戲裡看出數學原理  

第八週 只有我懂你 3  小組團體設計猜數字的遊戲 1  

第九週 只有我懂你 4  小組團體設計猜數字的遊戲 2  

第十週 只有我懂你 5  小組團體上台測試並分享設計 1  

第十一週 只有我懂你 6  小組團體上台測試並分享設計 2  

第十二週 河內塔 1  介紹河內塔、動手操作並記錄  

第十三週 河內塔 2  河內塔競賽(小組團體)  

第十四週 河內塔 3  由河內塔介紹遞迴關係式  

第十五週 河內塔 4  遞迴概念  

第十六週 河內塔 5  由遞迴式到一般式介紹數學歸納法  

第十七週 河內塔 6  數學歸納法概念  

第十八週 回饋、反省、總結  寫回饋單、心得分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挖掘「數學寶藏窟」  

英文名稱： Excavate the Treasure Cave of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學習數學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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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直線方程式  

以 GeoGebra軟體進行直線方程式繪

圖、三角形面積、點到直線距離、平行

線距離  

第二週 直線與圓  
以 GeoGebra軟體討論直線與圓的關

係、不等式解區域表達  

第三週 廣義角和極坐標  
以 GeoGebra軟體進行直角坐標與極坐

標轉換、理解斜率與直線斜角概念  

第四週 一次與二次函數  

以 GeoGebra軟體進行一次與二次函數

繪圖、平移、翻轉、探討閉區間二次函

數情境、內插法概念  

第五週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  

以 GeoGebra軟體探討特殊三次函數與

平移概念、小區間圖形近似直線圖形觀

察  

第六週 多項式不等式  
以 GeoGebra軟體進行圖形解多項式不

等式、圖形探討區間聯集與交集  

第七週 遞迴關係  
使用 Excel實際操作遞迴關係、連加、

連乘  

第八週 乘法原理  使用 Excel詳細表列乘法原理  

第九週 函數概念  
使用 Excel內附函數建立一對一函數概

念、合成函數概念  

第十週 直線排列(一)  
使用 Excel詳細表列相異物全取之直線

排列  

第十一週 直線排列(二)  
使用 Excel詳細表列相異物限制條件之

直線排列  

第十二週 組合  使用 Excel詳細表列一般組合數  

第十三週 複習統計圖表  
使用 Excel繪製直方圖、長條圖、圓形

圖、折線圖、列聯表  

第十四週 複習統計數據  
使用 Excel計算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

並顯示於圖表中  

第十五週 成績單實作(一)  
使用 Excel處理班級成績單，複習四分

位與百分位  

第十六週 成績單實作(二)  
使用 Excel處理班級成績單，並加入標

準差的計算  

第十七週 二維數據(一)  
使用 Excel處理二維數據的散布圖與最

適直線  

第十八週 二維數據(二)  
使用 Excel處理相關係數與數據的標準

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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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句型、翻譯與作文  

英文名稱： English Sentence Patterns,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學習目標： 學習英文句型、翻譯與作文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重要句型與翻譯  句型講解與翻譯練習  

第二週 重要句型與翻譯  句型講解與翻譯練習  

第三週 重要句型與翻譯  句型講解與翻譯練習  

第四週 重要句型與翻譯  句型講解與翻譯練習  

第五週 重要句型與翻譯  句型講解與翻譯練習  

第六週 常用寫作技巧  明喻與練習  

第七週 常用寫作技巧  暗喻、誇飾與練習  

第八週 常用寫作技巧  轉折語的運用與練習  

第九週 常用寫作技巧  內容擴寫與練習  

第十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看圖寫作結構與技巧  

第十一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看圖寫作練習  

第十二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看圖寫作檢討與分享  

第十三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記敘文結構與技巧  

第十四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記敘文寫作練習  

第十五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記敘文檢討與分享  

第十六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描寫文結構與技巧  

第十七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描寫文寫作練習  

第十八週 大考常見寫作文體  描寫文檢討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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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課堂參與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遊台灣  

英文名稱： Travel, Living and Cultur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與習慣，並增進學生的分析思考和表達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介紹課程內容，說明課程進行與評量方

式，分組  

第二週 Travel校外教學  跟著學長姊逛台北（暫定）  

第三週 Living  PPT製作與表達技巧初探  

第四週 Travel  旅遊相關主題寫作練習（書面）  

第五週 討論  討論與挑選交流主題  

第六週 討論與實作（一）  討論與實作（一）  

第七週 Culture  電影看什麼、聊什麼  

第八週 Culture  電影欣賞 1  

第九週 Culture  電影欣賞 2  

第十週 Culture  小組分享自選電影  

第十一週 討論與實作（二）  討論與實作（二）  

第十二週 Culture  傳統戲曲簡介  

第十三週 校外教學  台灣偶戲館參訪(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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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討論與實作（三）  討論與實作（三）  

第十五週 小組報告  小組報告  

第十六週 Culture  外籍人士進班文化交流  

第十七週 期末成果發表  高一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期末分享會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期末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藝術、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依授課教師不同會有微調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哲學思考  

英文名稱： Philosophy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體會古今文學作品底蘊，培養學生健全的人生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簡介哲學  國文（三）（四）課程內容為基礎  

第二週 人生的哲學性思考 1  藉由哲學的發問啟發對人生的初步思考  

第三週 人生的哲學性思考 2  藉由哲學的發問啟發對人生的初步思考  

第四週 人生的哲學性思考 3  藉由哲學的發問啟發對人生的初步思考  

第五週 文學作品欣賞 1  分享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第六週 文學作品欣賞 2  分享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第七週 文學作品欣賞 3  以文學閱讀體會不同人生的目的與內涵  

第八週 文學作品欣賞 4  以文學閱讀體會不同人生的目的與內涵  

第九週 影片欣賞 1  
結合影片媒體，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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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影片欣賞 2  
結合影片媒體，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第十一週 影片欣賞 3  
結合文學作品，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第十二週 影片欣賞 4  
結合文學作品，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第十三週 探討及反思 1  不同道德標準的反思，並了解其重要性  

第十四週 探討及反思 2  不同道德標準的反思，並了解其重要性  

第十五週 古今文章的閱讀與討論 1  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哲學  

第十六週 古今文章的閱讀與討論 2  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哲學  

第十七週 涵養與學習  於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  

第十八週 涵養與學習  於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分組討、口頭報告。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哲學思考  

英文名稱： Philosophy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體會古今文學作品底蘊，培養學生健全的人生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簡介哲學  國文（三）（四）課程內容為基礎  

第二週 人生的哲學性思考 1  藉由哲學的發問啟發對人生的初步思考  

第三週 人生的哲學性思考 2  藉由哲學的發問啟發對人生的初步思考  

第四週 人生的哲學性思考 3  藉由哲學的發問啟發對人生的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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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文學作品欣賞 1  分享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第六週 文學作品欣賞 2  分享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第七週 文學作品欣賞 3  以文學閱讀體會不同人生的目的與內涵  

第八週 文學作品欣賞 4  以文學閱讀體會不同人生的目的與內涵  

第九週 影片欣賞 1  
結合影片媒體，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第十週 影片欣賞 2  
結合影片媒體，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第十一週 影片欣賞 3  
結合影片媒體，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第十二週 影片欣賞 4  
結合影片媒體，展現多元生命藝術與情

調  

第十三週 探討及反思 1  不同道德標準的反思，並了解其重要性  

第十四週 探討及反思 2  不同道德標準的反思，並了解其重要性  

第十五週 古今文章的閱讀與討論 1  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哲學  

第十六週 古今文章的閱讀與討論 2  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哲學  

第十七週 涵養與學習  於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  

第十八週 涵養與學習  於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分組討論、口頭報告。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校園處處是專題  

英文名稱： Biology—Topics Around Campu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多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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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探索對生命科學的興趣與性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演化觀點論 1  探討植物的構造及功能  

第三週 演化觀點論 2  探討植物的構造及功能  

第四週 演化觀點論 3  探討植物的構造及功能  

第五週 生物論文閱讀(一)  生物論文閱讀(一)  

第六週 生物實驗操作 1  培養學生的操作技能  

第七週 生物實驗操作 2  培養學生的操作技能  

第八週 大師開講(一)  生命科學系教授  

第九週 生物論文閱讀(二)  生物論文閱讀(二)  

第十週 植物園參訪  植物園參訪  

第十一週 生命科學系參訪(一)  認識課程、實驗室  

第十二週 動物園參訪  動物園參訪  

第十三週 生命科學系參訪(二)  研究生座談、認識未來出路  

第十四週 生物論文閱讀(三)  生物論文閱讀(三)  

第十五週 大師開講(二)  生命科學系教授  

第十六週 師生座談  師生座談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準備  成果發表準備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自我省思、實作評量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學測地理總複習  

英文名稱： Geography-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116 

 

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複習地理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學的性質、地理網

線和地理資訊  

1.復習地理學的研究主題及三大傳統 

2.復習地圖要素、地圖投影、地圖坐

標、地圖判讀 3.復習 GIS、RS、GPS及

各種統計圖表  

第二週 地形  

1. 復習地形作用要素 2. 復習河流地

形 3. 復習海岸地形 4. 復習冰河地形 

5. 復習石灰岩與風成地形  

第三週 氣候（上）  
1. 復習氣候要素 2. 復習天氣現象 3. 

復習颱風、鋒面、氣旋  

第四週 氣候（下）  
1. 復習行星風系 2. 復習全球氣候類

型  

第五週 水文、土壤、生物  

1. 復習水文循環、水平衡、水資源、

地下水特徵 2. 復習成土要素、成土作

用、土壤分類、分佈及維護 3. 復習全

球自然景觀帶  

第六週 一級產業  
1. 復習農業系統、各種農業類型 2. 

復習邱念圈 3. 復習漁業、林業  

第七週 
二、三級產業、高科技

知識產業  

1.復習二級產業各種專門術語及韋伯工

業區位卜論 2.復習中地理論 3.復習零

售業的轉變 4.復習資訊化社會特徵、

時空收斂、知識經濟與高科技知識產業

等特徵 5.復習 IC 產業的區位及其變

遷、產品生命週期、微笑曲線、跨國企

業等  

第八週 人口  
1. 復習人口轉型模式、人口組成 2. 

復習人口分布、人口移動及人口問題  

第九週 聚落與都市  

1. 復習地點與位置的區別 2. 復習都

市化與郊區化的意義 3. 復習都市化與

都市擴張的歷程 4. 復習都市機能的衡

量、地價的分布概念 5. 復習都市的土

地利用模式 6. 復習都市規模與階層的

概念、等級大小法則 7. 復習世界都市

分布與特徵  

第十週 
世界區域的劃分、北美

洲（上）  

1. 復習地理分區方法 2. 復習人類發

展指數 3. 復習世界文化分區內涵 4. 

復習北美洲的地形、氣候、自然資源與

災害、及移民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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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歐洲  

1. 復習歐洲的自然環境、人文景觀的

多樣性 2. 復習工業革命 3. 復習歐盟

的起源與發展  

第十二週 東北亞、獨立國家國協  

1. 復習東北亞的自然環境特徵 2. 復

習東北亞的經濟發展 3. 復習獨立國家

國協的起源與自然環境 4. 復習獨立國

家國協的計畫經濟轉型  

第十三週 澳洲與紐西蘭、東南亞  

1. 復習澳紐的自然景觀、觀光資源、

商業性農業 2. 復習澳紐的生態保育政

策、移民政策、白澳政策、多元民族與

原住民族的對待過程 3. 復習東南亞多

樣的自然環境、複雜的文化與殖民歷史 

4. 復習東南亞近代的經濟發展與區域

結盟（東南亞國協）  

第十四週 南亞、西亞（上）  

1. 復習南亞的自然環境與傳統社會特

徵 2. 復習南亞的宗教與文化差異 3. 

復習南亞的現代經濟發展下的社會變遷

與人口問題 4. 復習西亞的乾燥氣候下

的傳統生活方式 5. 復習西亞的石油開

發上的經濟發展特徵與石油輸出國家組

織的成立與影響 6. 復習西亞的宗教文

化特色與政治、國家、文化等衝突背景

因素  

第十五週 中南美洲、非洲  

1. 復習中南美洲的多樣自然環境 2. 

復習中南美洲的合成文化 3. 復習中南

美洲的殖民地式經濟的演變 4. 復習非

洲的自然環境與撒赫爾地區 5. 復習非

洲的部落文化、三角貿易、殖民地式經

濟與疾病擴散  

第十六週 中國  

1. 復習中國自然環境與三大經濟地帶

發展 2. 復習中國人口政策與現代農業 

3. 復習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  

第十七週 臺灣  

1. 復習臺灣的位置與自然環境 2. 復

習臺灣的農業發展歷程與工商產業發展

的演變 3. 復習臺灣的四大區域特色並

展望未來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頭問答、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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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健康心理學  

英文名稱： Health Psycholog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認識心理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畫我說我  自我探索、認識彼此  

第二週 角色臉譜  探索目前生命中的各個角色  

第三週 心靈智者  自我潛能開發  

第四週 人際關係與溝通  溝通與人我關係的探索  

第五週 同理心（一）  了解何謂同理心及其意義與功能  

第六週 同理心（二）  練習傾聽、理解、回應他人的訊息  

第七週 性別你我他  多元性別的認識與尊重  

第八週 恐怖情人防治  
教導如何覺察、防範恐怖情人及安全分

手  

第九週 防衛機轉  認識心理學上防衛機轉  

第十週 認識精神疾病（一）  介紹青少年常見的心理疾病  

第十一週 認識精神疾病（二）  介紹青少年常見的心理疾病  

第十二週 壓力與情緒  探索壓力與情緒間的關係  

第十三週 壓力紓解  探索適合自己的壓力紓解的方式  

第十四週 快樂思考方程式（一）  從理情治療學派學習正向思考的方法  

第十五週 快樂思考方程式（二）  從理情治療學派學習正向思考的方法  

第十六週 動動身，暖暖心（一）  舞蹈治療體驗  

第十七週 動動身，暖暖心（二）  舞蹈治療體驗  

第十八週 動動身，暖暖心（三）  舞蹈治療體驗  

第十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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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表現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日語  

英文名稱： Basic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由淺入深的學習第二外語.培養國際觀與了解日本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五十音平假名  認識五十音平假名  

第三週 五十音片假名  認識五十音片假名  

第四週 長音.促音.鼻音.拗音  認識長音.促音.鼻音.拗音  

第五週 濁音.半濁音.拗音  認識濁音.半濁音.拗音  

第六週 第一次測驗  第一次測驗  

第七週 第一課  第一課:我的一天  

第八週 第二課  第二課:我是一年級  

第九週 第三課  第三課:這是公仔  

第十週 第四課  第四課:行動電話幾號  

第十一週 期中復習  期中復習  

第十二週 第二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第十三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第十四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第十五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第十六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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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師生回饋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日語  

英文名稱： Basic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由淺入深的學習第二外語.培養國際觀與了解日本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50音複習  五十音平假名及片假名複習  

第三週 本學期學習內容講解  本學期學習內容講解  

第四週 第五課  第五課：我要去晴空塔  

第五週 第六課  第六課：我要吃章魚燒  

第六週 期中複習  期中複習  

第七週 第一次測試  第一次測試  

第八週 第七課田中同學很開朗  第七課田中同學很開朗  

第九週 第八課我喜歡壽司  第八課我喜歡壽司  

第十週 第九課勘吉在派出所  第九課勘吉在派出所  

第十一週 第十課要去遊樂園玩  第十課要去遊樂園玩  

第十二週 第二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第十三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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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日本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介紹  

第十五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第十六週 松尾芭蕉俳句與書道  俳句與書道介紹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書道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法語  

英文名稱： Basic Frenc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學習目標： 由淺入深的學習第二外語.培養國際觀與了解法國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字母及母音  字母及母音練習  

第三週 鼻母音及子音  鼻母音及子音練習  

第四週 自我介紹  學習自我介紹  

第五週 口試  日常問候會話口試  

第六週 數字  數字練習  

第七週 說明興趣會話  學習說明興趣會話  

第八週 動詞變化（一）  動詞變化（一）練習  

第九週 法語歌曲  法語歌曲習唱  

第十週 形容詞（一）及會話  形容詞（一）會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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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形容詞（一）及會話  形容詞（一）會話練習  

第十二週 口試  口試  

第十三週 日期、月份及星座  日期、月份及星座練習  

第十四週 動詞變化（二）  動詞變化（二）練習  

第十五週 法式美食  學習法式美食  

第十六週 期末報告  分組期末報告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分組期末報告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指導及回饋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試、會話練習、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法語  

英文名稱： Basic French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全球思維,  

學習目標： 由淺入深的學習第二外語.培養國際觀與了解法國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第二週 字母及母音  字母及母音（複習）  

第三週 鼻母音及子音  鼻母音及子音（複習）  

第四週 自我介紹  學習自我介紹及描述興趣（複習）  

第五週 數字及動詞變化  數字及動詞變化（一）（複習）  

第六週 形容詞及複合造句  形容詞及複合造句（複習）  

第七週 口試及法語歌曲  口試及法語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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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動詞變化（二）  動詞變化（二）練習  

第九週 未來式  未來式練習  

第十週 旅遊會話（一）  旅遊會話（一）練習  

第十一週 命令式及比較級  命令式及比較級練習  

第十二週 口試及法語歌曲  口試及法語歌曲  

第十三週 餐點認識及點餐順序  餐點認識及點餐順序  

第十四週 法國人的生活態度  學習法國人的生活態度及反思  

第十五週 旅遊會話（二）  旅遊會話（二）  

第十六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分組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指導及回饋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試、會話練習、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德語  

英文名稱： Basic Germa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基礎德語會話與德國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師生自我介紹，成果發表方式  

第二週 德語發音 1  星期與月份  

第三週 德語發音 2  顏色  

第四週 德語發音 3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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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發音  學生上台練習  

第六週 介紹德國城市  介紹德國城市  

第七週 聽與說 1  慣用語  

第八週 聽與說 2  打招呼  

第九週 練習  慣用語及打招呼  

第十週 德國文化介紹  影片欣賞  

第十一週 單字  介紹自己與家庭成員  

第十二週 對話練習  對話練習  

第十三週 單字  年紀及職業  

第十四週 對話練習  對話練習  

第十五週 
練習成果發表，分配主

題  
練習成果發表，分配主題，小組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練習  上台對話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回饋、指導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師生互動對話、課堂小考、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德語  

英文名稱： Basic Germa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基礎德語會話與德國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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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師生自我介紹，成果發表方式  

第二週 德語發音 1  星期與月份  

第三週 德語發音 2  顏色  

第四週 德語發音 3  數字  

第五週 認識主詞+動詞  食衣住行育樂及常用動詞  

第六週 句型 1  主詞+動詞(變化)  

第七週 句型 2/對話  疑問詞 was什麼?職業+動詞  

第八週 句型 3/對話  
疑問詞 was什麼?be 動詞，認識教室常

見物品  

第九週 句型 4/對話  疑問詞 wer誰?家庭成員  

第十週 句型 5/對話  
疑問詞 wo何處? wohin/woher 如何? 

地名  

第十一週 句型 6/對話  疑問詞 wie如何? 年齡，形容詞:天氣  

第十二週 總複習:對話  對話練習  

第十三週 德國文化報告 1  德國文化報告 1  

第十四週 德國文化報告 2  德國文化報告 2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彩排  成果發表彩排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練習  上台對話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回饋及指導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師生互動對話、課堂小考、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設計思維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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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藉由線條、面、形體、空間、光/影基本操作與實作訓練之培養學生觀察、感

覺、分析以及創造等四種基礎設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教師與學員互動體驗  

第二週 線條基本操作訓練(一)  線條繪製訓練 1  

第三週 線條基本操作訓練(二)  線條繪製訓練 2  

第四週 線條基本操作訓練(三)  空間線條  

第五週 面基本操作訓練(一)  比例分割訓練  

第六週 面基本操作訓練(二)  質感創造(一)  

第七週 面基本操作訓練(三)  質感創造(二)  

第八週 面基本操作訓練(四)  比例分割與質感創造綜合  

第九週 形體基本操作訓練(一)  形體塊體製作 1  

第十週 形體基本操作訓練(二)  形體塊體製作 2  

第十一週 形體基本操作訓練(三)  形體塊體堆疊 1  

第十二週 形體基本操作訓練(四)  形體塊體堆疊 2  

第十三週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

練(一)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練(一)  

第十四週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

練(二)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練(二)  

第十五週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

練(三)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練(三)  

第十六週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

練(四)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練(四)  

第十七週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

練(五)  
空間與光影基本操作訓練(五)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程點名+課程討論、期末作品發表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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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設計思維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藉由線條、面、形體、空間、光/影基本操作與實作訓練之培養學生觀察、感

覺、分析以及創造等四種基礎設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教師與學員互動體驗  

第二週 聯想性設計思維(ㄧ)  訓練與實作-食物設計 1  

第三週 聯想性設計思維(二)  訓練與實作-食物設計 2  

第四週 聯想性設計思維(三)  訓練與實作-食物設計 3  

第五週 聯想性設計思維(四)  訓練與實作-食物設計 4  

第六週 聯想性設計思維(五)  訓練與實作-食物設計 5  

第七週 分析性設計思維 (ㄧ)  訓練與實作-產品設計 1  

第八週 分析性設計思維 (二)  訓練與實作-產品設計 2  

第九週 分析性設計思維 (三)  訓練與實作-產品設計 3  

第十週 分析性設計思維 (四)  訓練與實作-產品設計 4  

第十一週 分析性設計思維 (五)  訓練與實作-產品設計 5  

第十二週 意象式設計思維 (一)  訓練與實作-空間設計 1  

第十三週 意象式設計思維 (二)  訓練與實作-空間設計 2  

第十四週 意象式設計思維 (三)  訓練與實作-空間設計 3  

第十五週 意象式設計思維 (四)  訓練與實作-空間設計 4  

第十六週 意象式設計思維 (五)  訓練與實作-空間設計 5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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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程點名+課程討論、期末作品發表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幾何、代數、離散總複習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General Review for Geometry, Algebra, 

Dispersed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藉由整合式複習來加強學生觀念的統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實數、絕對值、常用對

數  
科學記號及絕對值的運算  

第二週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  等差、等比數列及觀察數列規律  

第三週 直線方程式  平面幾何的綜合應用  

第四週 直線與圓  直線與圓的關係  

第五週 
廣義角和極坐標及三角

比  
介紹廣義角並實際操作廣義角三角比  

第六週 
多項式除法原理及不等

式  
綜合除法及實數的區間符號  

第七週 
一次與二次函數及三次

函數圖形特徵  
函數符號、圖形平移及內插法的原理  

第八週 集合、數據分析  統計量、最適直線、盒狀圖  

第九週 有系統的計數  排列組合、二項式展開  

第十週 認識機率  樹狀圖分析  

第十一週 對數率  利用指數方程的解認識一般底對數  

第十二週 指數與對數函數  
指數函數的底接換成 10為底、任意底

的對數換成常用對數  

第十三週 
弧度量、三角的和差角

公式  

弧度量與度度量的互換、正弦餘弦之對

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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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三角不等式  實數的三角不等式  

第十五週 平面向量及其運算  
線性組合及利用柯西不等式解釋二為數

據的相關係數範圍  

第十六週 空間概念  利用幾何方式處理兩面角  

第十七週 
二元、三元一次方程組

的矩陣  
克拉瑪、插值多項式  

第十八週 矩陣運算  反方陣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作業及上課表現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擊的閱讀-從推理小說開始  

英文名稱： Active Readings From Reasoning Novel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同理有愛,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本課程以結合生活經驗的文本作品(文本、電影、展覽、文物…)使學生有更寬

廣的視野來了解成長中可能會面對的挑戰和情感，由觀察他人的人生哲理、心

理轉折，可以具備更多元的人文知識，學習面對自我，增進推理的能力，強化

自我的追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謀殺入門課  推理小說簡史說明  

第二週 他為何這樣可怕  犯罪心理學入門  

第三週 偵探的典型化  從小說設定的視角與人物談起  

第四週 福爾犘斯來了  由福爾摩斯來看偵探小說的興起  

第五週 
那些歷史課本沒有教你

的事  
從開膛手傑克懸案說起  

第六週 電影來了  新世紀福爾摩斯影集欣賞/觀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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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請確實把被害人殺死  推理小說中的醫學常識  

第八週 偵探?警察?  台灣警察機構與檢調制度  

第九週 
第一次那麼靠近檢調單

位  
實地參訪:調查局之參觀/參訪學習單  

第十週 原來警察局是這樣  
實地參訪:台北市刑調處參觀/參觀學習

單  

第十一週 
另一個推理小說王道—

日本  
新本格推理的確立與擴散  

第十二週 
再更看到日本的推理興

盛  
時代推理小說的繁榮  

第十三週 影集時間  東野圭吾/觀影學習單  

第十四週 推理小說中的熱血成長  從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店》來看  

第十五週 影集時間  東野圭吾《解憂雜貨店》/觀影學習單  

第十六週 不能表演的魔術  真相只有一個:柯南  

第十七週 文本和媒體的結合  從克莉斯蒂的《一個都不留》來看  

第十八週 我是校內偵探  微電影拍攝：青春的校園解開謎團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的出席情形和上課的態度 2. 課堂的活動參與和發表情形 3. 學習單 

4. 課程活動的報告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積分預備課程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Preparatory Course for Calculu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學習微積分樂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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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多項式函數  複習多項式函數、綜合除法、函數圖形  

第二週 泰勒多項式  介紹泰勒多項式及其圖形意涵  

第三週 多項式函數導數  
介紹多項式函數的導數及其與切線的關

係、導數基本公式  

第四週 微分與導函數  
導數的係數積與加減、多項式導函數與

微分概念  

第五週 相對極值  
觀察多項式函數圖形的相對極值與泰勒

展開式間的關係、求多項式極值  

第六週 極值的應用  介紹多項式極值的應用  

第七週 極限的計算  
多項式的極限、導數的極限、導函數的

極限  

第八週 微分的計算  微分乘法律、微分基本公式  

第九週 一次估計  切線與一次估計、一次估計應用  

第十週 泰勒多項式計算  
高階導數與泰勒係數、微分計算泰勒多

項式  

第十一週 微分連鎖律與除法律  微分連鎖率的證明、極限的逼近意涵  

第十二週 三次多項式函數  配三方、三次多項式函數圖形、反曲點  

第十三週 萊布尼茲符號  介紹萊布尼茲符號、微量符號用於估計  

第十四週 導數的實際意涵  
導數的單位與速度意涵、導數的邊際意

涵、邊際利潤範例  

第十五週 相關變化率  介紹相關變化率概念、相關變化率範例  

第十六週 反導函數  積分、反導函數、反導函數公式  

第十七週 微積分基本定理  積分的總量意涵、積分的面積意涵  

第十八週 面積的計算  弓形面積計算、曲線間的面積計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回家作業、隨堂作業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當建築遇見歷史，用樂高積木快樂拚建築。  

英文名稱： History Encounters Architecture by Using Building Block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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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藝術涵養,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快樂學習建築與歷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設計說明  
設計動機、預期目標、分組安排、建築

群擇選、成果影片觀摩。  

第二週 台北城故事 I  認識臺北城古蹟，早期台北城建築史。  

第三週 台北城故事 II  認識臺北城古蹟，清領台北城建築史。  

第四週 台北城故事 III  認識臺北城古蹟，日治台北城建築史。  

第五週 台北城故事 IIII  認識臺北城古蹟，戰後台北城建築史。  

第六週 
邀請台灣歷史博物館研

究員專題演講  
台北城建築演進史  

第七週 建築影像拍攝入門  
賞析景點影像，介紹構圖原理與實拍技

巧、問題解決模式。  

第八週 臺北建築景點訪察 1  
探索臺北城古蹟，西門區校外進行實地

導覽、查訪與試拍。  

第九週 臺北建築景點訪察 2  
探索臺北城古蹟，城門篇校外進行實地

導覽、查訪與試拍。  

第十週 臺北建築景點訪察 3  
探索臺北城古蹟，廟宇篇校外進行實地

導覽、查訪與試拍。  

第十一週 臺北建築景點訪察 4  
探索臺北城古蹟，校外進行實地導覽、

查訪與試拍。  

第十二週 輕鬆 DIY微建築 1  
樂高積木趣味拼組建築，中正紀念堂、

紅毛城。  

第十三週 輕鬆 DIY微建築 2  
樂高積木趣味拼組建築，承恩門、景福

門、迎曦門。  

第十四週 輕鬆 DIY微建築 3  
樂高積木趣味拼組建築，萬芳高中校

園。  

第十五週 
導讀「紙上明治村」上

下兩冊  

重返台灣經典建築、消失的台灣經典建

築。  

第十六週 導讀「Brick Taiwan」  積木台灣經典 43 個古蹟與地標。  

第十七週 
分組簡報製作、企劃執

行、實察製作  
老師指導各組完成期末學習成果簡報。  

第十八週 分組期末簡報發表  
各組發表臺北古蹟建築期末學習心得報

告，觀摩互評。  

第十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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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系列實作作品評分、口語評量、學生相互評量。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萬紫千紅論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快樂學習化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簡介電腦繪圖  

第二週 3D列印  3D列印學習  

第三週 雷射切割  雷射切割  

第四週 浮空投影 1  浮空投影 1  

第五週 浮空投影 2  浮空投影 2  

第六週 飽和溶液  天氣瓶製作  

第七週 生活中的化學  美容百寶箱防蚊液洗手乳  

第八週 乾淨的能源  燃料電池  

第九週 混合物分離  葉綠素的分離  

第十週 
奈米的世界：動手做諾

貝爾物理實驗  
石墨烯製作+奈米硫粒  

第十一週 塑膠百年 百年塑膠  耐綸 66  

第十二週 化學中的數學  化學桌遊  

第十三週 金屬彩妝師  金屬蝕刻  

第十四週 葉脈書籤  酸鹼迷思概念  

第十五週 鼻涕蟲史萊姆  化學黏土  



134 

 

第十六週 閃亮亮魔法棒  焰色反應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師生回饋  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操作驗證、撰寫報告、表達及分享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萬紫千紅論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快樂學習化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簡介電腦繪圖  

第二週 3D列印  3D列印學習  

第三週 雷射切割  雷射切割  

第四週 浮空投影 1  浮空投影 1  

第五週 浮空投影 2  浮空投影 2  

第六週 飽和溶液  天氣瓶製作  

第七週 生活中的化學  美容百寶箱防蚊液洗手乳  

第八週 乾淨的能源  燃料電池  

第九週 混合物分離  葉綠素的分離  

第十週 動手做諾貝爾物理實驗  石墨烯製作  

第十一週 
氰板顯影-古老的顯影技

術  
藍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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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化學中的數學  化學桌遊  

第十三週 葉脈書籤  酸鹼迷思概念  

第十四週 葉子裡的 abc  光合色素層析  

第十五週 閃亮亮魔法棒  焰色反應  

第十六週 瘋狂磁流體黏土  化學黏土  

第十七週 可愛變色龍  感光感溫黏土  

第十八週 高一成果發表  高一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操作驗證、撰寫報告、表達及分享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試算表初探  

英文名稱： First Step on Spreadsheet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學習什麼是「試算表」並學會相關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什麼是「試算表」、它可以用來做什

麼？  

第二週 認識 Excel  
Excel的界面與基本使用方式、怎麼讓

它做計算？  

第三週 計算與篩選  
數字資料與文字資料的處理有什麼不

同？  

第四週 計算與圖表  怎麼讓它繪製圖表？有哪些圖表可畫？  

第五週 計算與函數⑴  
SUM()、STDEV()、AVERAGE()、COUNT() 

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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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計算與函數⑵  IF()、REPLACE()、RAND() 各有功能！  

第七週 搬移資料與公式  
相對參照與絕對參照、建立即時更新年

份之工作表  

第八週 文字字串的處理  字串的搜尋、取代、結合、切斷、搬移  

第九週 錯誤訊息的處置  
看懂內建錯誤訊息、轉換內建錯誤訊息

為自製訊息！  

第十週 直線排列⑴  
相異物全取之直線排列 PERMUT(n,k)練

習 1  

第十一週 直線排列⑵  
相異物限制條件之直線排列 

PERMUT(n,k)練習 2  

第十二週 組合  表列一般組合數 COMBIN(n,k)練習  

第十三週 統計與圖表  
直方圖、長條圖、圓形圖、折線圖、列

聯表  

第十四週 統計數據處理  
計算算術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並顯

示於圖表中  

第十五週 成績計算實作⑴  
處理班級成績單，複習四分位數與百分

位數  

第十六週 成績計算實作⑵  處理班級成績單，並加入標準差的計算  

第十七週 二維數據⑴  二維數據的散布圖與最小方差直線  

第十八週 二維數據⑵  相關係數與數據的標準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操作練習 18次、課後學習單 18回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試算表初探  

英文名稱： First Step on Spreadsheet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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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溝通表達, 系統思考,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學習什麼是「試算表」並學會相關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什麼是「試算表」、它可以用來做什

麼？  

第二週 認識 Excel  
Excel的界面與基本使用方式、怎麼讓

它做計算？  

第三週 計算與篩選  
數字資料與文字資料的處理有什麼不

同？  

第四週 計算與圖表  怎麼讓它繪製圖表？有哪些圖表可畫？  

第五週 計算與函數⑴  
SUM()、STDEV()、AVERAGE()、COUNT() 

怎麼用？  

第六週 計算與函數⑵  IF()、REPLACE()、RAND() 各有功能！  

第七週 搬移資料與公式  
相對參照與絕對參照、建立即時更新年

份之工作表  

第八週 文字字串的處理  字串的搜尋、取代、結合、切斷、搬移  

第九週 錯誤訊息的處置  
看懂內建錯誤訊息、轉換內建錯誤訊息

為自製訊息！  

第十週 直線排列⑴  
相異物全取之直線排列 PERMUT(n,k)練

習 1  

第十一週 直線排列⑵  
相異物限制條件之直線排列 

PERMUT(n,k)練習 2  

第十二週 組合  表列一般組合數 COMBIN(n,k)練習  

第十三週 統計與圖表  
直方圖、長條圖、圓形圖、折線圖、列

聯表  

第十四週 統計數據處理  
計算算術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並顯

示於圖表中  

第十五週 成績計算實作⑴  
處理班級成績單，複習四分位數與百分

位數  

第十六週 成績計算實作⑵  處理班級成績單，並加入標準差的計算  

第十七週 二維數據⑴  二維數據的散布圖與最小方差直線  

第十八週 二維數據⑵  相關係數與數據的標準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操作練習 18次、課後學習單 18回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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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跨越時空的星鮮人  

英文名稱： cross-over Astrolab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協同合作, 多元探索, 接軌世界,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1.能與小組同學們合作，藉由動手實作與討論，更深入了解天文。 2.能操作

桌上型望遠鏡，進行簡單的天文觀測。 3.能參與搜尋近地小行星的科學公民

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熟悉載具與課程會用到的 APP與 VR，

自我介紹並繳交分組名單  

第二週 天球座標  使用星空球了解星空的座標  

第三週 黃道星座  黃道星座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第四週 天文望遠鏡  了解天文望遠鏡的規格、形式與行話  

第五週 天文望遠鏡借你用  準備把天文望遠鏡借你帶回去用  

第六週 日晷與製作  古老但永遠不變的時間基準  

第七週 阿波羅馬車的軌跡  從竿影畫出天空中太陽的軌跡  

第八週 帶你去看永晝  讓我們回到 2014 年夏天的極圈內  

第九週 探討太陽視軌跡  解開日出方位變化的原因  

第十週 月亮的臉偷偷地在改變  月球比你想像中的還要複雜  

第十一週 帶你去看日食  讓我們回到 2006 年的撒哈拉  

第十二週 解讀行星位置的密碼  原來這些天文資料的意思是…  

第十三週 合作解讀行星位置  
將小組作業結合成解開行星運行資訊的

關鍵  

第十四週 搜尋小行星  
從真實觀測影像尋找可能造成地球毀滅

的小殺手  

第十五週 帶你去看極光  讓我們回到 2012 的北歐  

第十六週 解開光線中的秘密  一樣的白光有不一樣的內容  

第十七週 參觀遠端遙控天文台  進入高中遠端遙控天文台始祖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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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遠端遙控天文台體驗  從各校遙控南湖高中遠端遙控天文台  

第十九週 期末報告準備  準備期末簡報與口頭報告  

第二十週 期末報告  以視訊方式進行期末報告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程評鑑:學生課程回饋表、教師教學自評表、學科課程設計檢核表。 2.多

元評量:出席狀況、形成性評量(課堂學習單、觀測紀錄、線上即時回饋系統

等)、總結性評量(線上繳交作業、線上口頭報告)等。 3.課程活動:簡易教具

模擬(實際動手模擬、觀察天象名詞的意義與立體概念)、實際觀察(小組利用

課後時間實際觀察、改良觀測工具與技巧)。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跨越時空的星鮮人  

英文名稱： cross-over Astrolab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接軌世界, 創新應變,  

學習目標： 

1.能與小組同學們合作，藉由動手實作與討論，更深入了解天文。 2.能操作

桌上型望遠鏡，進行簡單的天文觀測。 3.能參與搜尋近地小行星的科學公民

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熟悉載具與課程會用到的 APP與 VR，

自我介紹並繳交分組名單  

第二週 天球座標  使用星空球了解星空的座標  

第三週 黃道星座  黃道星座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第四週 天文望遠鏡  了解天文望遠鏡的規格、形式與行話  

第五週 天文望遠鏡借你用  準備把天文望遠鏡借你帶回去用  

第六週 日晷與製作  古老但永遠不變的時間基準  

第七週 阿波羅馬車的軌跡  從竿影畫出天空中太陽的軌跡  

第八週 帶你去看永晝  讓我們回到 2014 年夏天的極圈內  

第九週 探討太陽視軌跡  解開日出方位變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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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月亮的臉偷偷地在改變  月球比你想像中的還要複雜  

第十一週 帶你去看日食  讓我們回到 2006 年的撒哈拉  

第十二週 解讀行星位置的密碼  原來這些天文資料的意思是…  

第十三週 合作解讀行星位置  
將小組作業結合成解開行星運行資訊的

關鍵  

第十四週 搜尋小行星  
從真實觀測影像尋找可能造成地球毀滅

的小殺手  

第十五週 帶你去看極光  讓我們回到 2012 的北歐  

第十六週 解開光線中的秘密  一樣的白光有不一樣的內容  

第十七週 參觀遠端遙控天文台  進入高中遠端遙控天文台始祖的內部  

第十八週 遠端遙控天文台體驗  從各校遙控南湖高中遠端遙控天文台  

第十九週 期末報告準備  準備期末簡報與口頭報告  

第二十週 期末報告  以視訊方式進行期末報告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程評鑑:學生課程回饋表、教師教學自評表、學科課程設計檢核表。 2.多

元評量:出席狀況、形成性評量(課堂學習單、觀測紀錄、線上即時回饋系統

等)、總結性評量(線上繳交作業、線上口頭報告)等。 3.課程活動:簡易教具

模擬(實際動手模擬、觀察天象名詞的意義與立體概念)、實際觀察(小組利用

課後時間實際觀察、改良觀測工具與技巧)。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動、健康與休閒  

英文名稱： Exercise, Health and Leisur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了解自我身體健康狀況並培養規律運動習慣，以發展個人健康生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選課  選課  

第二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課程簡介與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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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  

第四週 體適能檢測-1  體適能檢測-1  

第五週 體適能檢測-2  體適能檢測-2  

第六週 運動與營養  運動與營養  

第七週 能量消耗與代謝  能量消耗與代謝  

第八週 彈性放假  彈性放假  

第九週 認識運動傷害  認識運動傷害  

第十週 運動傷害與防護  運動傷害與防護  

第十一週 運動按摩  運動按摩  

第十二週 職業運動初探  職業運動初探  

第十三週 運動與休閒  運動與休閒  

第十四週 運動名人錄  運動名人錄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德語  

英文名稱： German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基礎德語會話與德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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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師生自我介紹，成果發表方式  

第二週 德語發音 1  星期與月份  

第三週 德語發音 2  顏色  

第四週 德語發音 3  數字  

第五週 發音  學生上台練習  

第六週 介紹德國城市  介紹德國城市  

第七週 聽與說 1  慣用語  

第八週 聽與說 2  打招呼  

第九週 練習  慣用語及打招呼  

第十週 德國文化介紹  影片欣賞  

第十一週 單字  介紹自己與家庭成員  

第十二週 對話練習  對話練習  

第十三週 單字  年紀及職業  

第十四週 對話練習  對話練習  

第十五週 
練習成果發表，分配主

題  
練習成果發表，分配主題，小組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練習  上台對話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回饋、指導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師生互動對話、課堂小考、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德語  

英文名稱： Germa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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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 協同合作,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基礎德語會話與德國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分組  師生自我介紹，成果發表方式  

第二週 德語發音 1  星期與月份  

第三週 德語發音 2  顏色  

第四週 德語發音 3  數字  

第五週 認識主詞+動詞  食衣住行育樂及常用動詞  

第六週 句型 1  主詞+動詞(變化)  

第七週 句型 2/對話  疑問詞 was什麼?職業+動詞  

第八週 句型 3/對話  
疑問詞 was什麼?be 動詞，認識教室常

見物品  

第九週 句型 4/對話  疑問詞 wer誰?家庭成員  

第十週 句型 5/對話  
疑問詞 wo何處? wohin/woher 如何? 

地名  

第十一週 句型 6/對話  疑問詞 wie如何? 年齡，形容詞:天氣  

第十二週 總複習:對話  對話練習  

第十三週 德國文化報告 1  德國文化報告 1  

第十四週 德國文化報告 2  德國文化報告 2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彩排  成果發表彩排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練習  上台對話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回饋及指導  師生回饋及期末課程內容回饋指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師生互動對話、課堂小考、成果發表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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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A Microcosm of Histor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系統思考, 全球思維, 多元探索, 人文關懷,  

學習目標： 學習歷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原住民的台灣  
圖表解說、歌謠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二週 唐山過台灣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三週 太陽旗下的台灣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四週 一甲子的當代台灣  
圖表解說、歌謠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五週 三代的封建秩序  
圖表解說、文獻賞析、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六週 先秦的變局與智慧  
圖表解說、經典賞析、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七週 
秦漢隋唐帝國的恢宏制

度  

圖表解說、文獻賞析、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八週 潮起潮落的風雅士族  
圖表解說、文獻賞析、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九週 宋元明清的庶民風  
圖表解說、詩詞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週 變法與革命的年代  
圖表解說、文獻賞析、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一週 百年來中華民國的紛擾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二週 揭開亞非古文明的面紗  
圖表解說、文獻賞析、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三週 歐洲文明的源始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四週 基督教的歐洲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五週 東西文明的交會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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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大航海時代的歐洲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七週 雙元革命的新局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八週 二十世紀的動盪和質變  
圖表解說、影片欣賞、問題與反思回

饋、完成學習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社會技巧  

英文名稱： Social Skill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溝通表達、同理有愛、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及與人互動的技巧 二、增進情緒管理及解決人際問

題的能力 三、能在團體中合宜地表達需求及與人合作 四、能理解不同的社交

情境需求作出適當的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自我介紹  
1.本學期課程簡介。2.每位同學自我介

紹，練習與回饋。  

第二週 學校大揭密(1)  
學校請假規則、修業規定、獎懲辦法介

紹。  

第三週 學校大揭密(2)  
學校請假規則、修業規定、獎懲辦法介

紹。  

第四週 敬師活動  
1.製作糖霜餅乾。2.寫感謝卡及致贈餅

乾給導師、任課教師，表達感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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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我是好同學(1)  
藉由影片觀察團體討論中的回饋與評論

適當與否。  

第六週 我是好同學(2)  
藉由影片觀察團體討論中的回饋與評論

適當與否。  

第七週 我是好同學(3)  

1. 歸納於他人說話、團體合作討論中

所需的要素-傾聽、同理等。 2. 檢視

自身溝通經驗是否有包含傾聽、同理要

素，並進行調整。  

第八週 我是好同學(4)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九週 我是好同學(5)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週 同儕狀況劇(1)  

記錄在學校與他人的溝通、合作、評論

與回饋，進行分享討論，檢討如何調

整。  

第十一週 同儕狀況劇(2)  

記錄在學校與他人的溝通、合作、評論

與回饋，進行分享討論，檢討如何調

整。  

第十二週 同儕狀況劇(3)  

記錄在學校與他人的溝通、合作、評論

與回饋，進行分享討論，檢討如何調

整。  

第十三週 同儕狀況劇(4)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四週 同儕狀況劇(5)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五週 情緒找找看(1)  

1. 藉由影片片段分析各種角色情緒的

生理特徵，和引發其情緒生理特徵之情

境。 2. 分享自身各種情緒的經驗與情

境。  

第十六週 情緒找找看(2)  

1. 藉由影片片段分析各種角色情緒的

生理特徵，和引發其情緒生理特徵之情

境。 2. 分享自身各種情緒的經驗與情

境。  

第十七週 情緒找找看(3)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八週 情緒找找看(4)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九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  

第二十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觀察及口語分享發表。 2.小組討論、同儕回饋及自我省思。 3.訪談原

班老師與同學，家長以了解學生的實際表現與進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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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社會技巧  

英文名稱： Social Skill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溝通表達、同理有愛、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及與人互動的技巧 二、增進情緒管理及解決人際問

題的能力 三、能在團體中合宜地表達需求及與人合作 四、能理解不同的社交

情境需求作出適當的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自我介紹  
1.本學期課程簡介。2.每位同學自我介

紹，練習與回饋。  

第二週 團體人際互動反思  

針對上學期的人際互動與團體小組合作

進行檢討、反思與調整，針對遭遇的困

難與問題進行討論。  

第三週 衝突調解劑(1)  

1. 藉由影片認識衝突與其產生的情

境，並分析衝突的前因與後果。 2. 分

享自身所遭遇的衝突，當時的情緒、前

因、處理與後果。  

第四週 衝突調解劑(2)  

1. 藉由影片認識衝突與其產生的情

境，並分析衝突的前因與後果。 2. 分

享自身所遭遇的衝突，當時的情緒、前

因、處理與後果。  

第五週 衝突調解劑(3)  藉由角色扮演進行衝突情境演練  

第六週 衝突調解劑(4)  藉由角色扮演進行衝突情境演練  

第七週 危險關係逃脫術(1)  

1. 藉由影片了解各種與他人相處時可

能會面臨的危險情境。 2. 面臨與他人

相處之危險情境可尋求的資源。  

第八週 危險關係逃脫術(2)  

1. 藉由影片了解各種與他人相處時可

能會面臨的危險情境。 2. 面臨與他人

相處之危險情境可尋求的資源。  

第九週 危險關係逃脫術(3)  
與人相處如何事先預防以避免陷入危險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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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危險關係逃脫術(4)  進行相關情境的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一週 家和萬事興(1)  
依據影片了解在各種家族活動或與親戚

互動時的習俗與應景的說話方式。  

第十二週 家和萬事興(2)  

分享自身與家人在各種家族活動時與親

戚互動的習俗與應景的說話方式，討論

與影片中的差異並分析原因。檢視是否

有不適當的部分，並討論如何調整。  

第十三週 家和萬事興(3)  進行相關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四週 家和萬事興(4)  進行相關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五週 鄰里好作伴(1)  

依據影片了解在不同情境下與社區的陌

生人的互動方式，並分享自身的相關經

驗。  

第十六週 鄰里好作伴(2)  

1. 討論不同情境與社區陌生人互動時

所需注意或防範的事項。 2. 檢視自身

的互動經驗，並討論如何調整。"  

第十七週 鄰里好作伴(3)  進行相關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八週 鄰里好作伴(4)  進行相關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九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  

第二十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觀察及口語分享發表。 2.小組討論、同儕回饋及自我省思。 3.訪談原

班老師與同學，家長以了解學生的實際表現與進步情形。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社會技巧  

英文名稱： Social Skill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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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溝通表達、同理有愛、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及與人互動的技巧 二、增進情緒管理及解決人際問

題的能力 三、能在團體中合宜地表達需求及與人合作 四、能理解不同的社交

情境需求作出適當的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自我介紹  
1.本學期課程簡介。2.每位同學自我介

紹，練習與回饋。  

第二週 學校大揭密(1)  
學校請假規則、修業規定、獎懲辦法介

紹。  

第三週 學校大揭密(2)  
學校請假規則、修業規定、獎懲辦法介

紹。  

第四週 敬師活動  
1.製作糖霜餅乾。2.寫感謝卡及致贈餅

乾給導師、任課教師，表達感恩之意。  

第五週 情緒調溫計(1)  

1. 藉由影片片段分析各種角色情緒的

生理特徵，和引發其情緒生理特徵之情

境。 2. 分享自身各種情緒的經驗與情

境。  

第六週 情緒調溫計(2)  

1. 藉由影片片段分析不同情緒處理方

式之行為後果並分享相關經驗。 2. 記

錄自己生活中的情緒溫度，並寫下引發

的事件與處理情緒的方式。  

第七週 情緒調溫計(3)  

1. 根據情緒溫度計的紀錄，討論如何

更適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各種情緒並實

際應用。 2. 進行情緒處理情境演練。

"  

第八週 情緒調溫計(4)  藉由角色扮演進行衝突情境演練。  

第九週 情緒調溫計(5)  藉由角色扮演進行衝突情境演練。  

第十週 壓力舒緩劑(1)  
1. 檢視生活中的各種壓力源。 2. 藉

由影片辨識面對壓力時的情緒反應。"  

第十一週 壓力舒緩劑(2)  

1. 檢討壓力處理紀錄並重新調整處理

壓力與解決問題的方式。 2. 討論出最

有效的壓力處理方式並實際應用。 3. 

進行壓力處理情境演練。  

第十二週 壓力舒緩劑(3)  

1. 檢討壓力處理紀錄並重新調整處理

壓力與解決問題的方式。 2. 討論出最

有效的壓力處理方式並實際應用。 3. 

進行壓力處理情境演練。  

第十三週 壓力舒緩劑(4)  進行相關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四週 壓力舒緩劑(5)  

在社群網站或班級群組張貼自己的意

見，並觀察他人的評論，學習禮貌的接

受他人的評論，並演練如何禮貌地應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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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增進自我效能(1)  

1. 根據過去經驗分析自己的優勢與弱

勢能力。 2. 根據自己的優勢與弱勢能

力設定努力或學習目標。  

第十六週 增進自我效能(2)  

1. 記錄自己在執行目標時所遭遇的問

題、困境以及處理方式。 2. 評估各種

問題、困境解決的結果，討論最好的解

決方式。  

第十七週 增進自我效能(3)  

1. 檢討正向思考演練過程並且進行調

整。 2. 正向思考與問題解決情境演

練。  

第十八週 增進自我效能(4)  

1. 檢討正向思考演練過程並且進行調

整。 2. 正向思考與問題解決情境演

練。  

第十九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  

第二十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觀察及口語分享發表。 2.小組討論、同儕回饋及自我省思。 3.訪談原

班老師與同學，家長以了解學生的實際表現與進步情形。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社會技巧  

英文名稱： Social Skill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自我管理、溝通表達、同理有愛、協同合作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及與人互動的技巧 二、增進情緒管理及解決人際問

題的能力 三、能在團體中合宜地表達需求及與人合作 四、能理解不同的社交

情境需求作出適當的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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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團體人際互動反思  

針對上學期的人際互動與團體小組合作

進行檢討、反思與調整，針對遭遇的困

難與問題進行討論。  

第二週 衝突調解劑  

1. 藉由影片認識衝突與其產生的情

境，並分析衝突的前因與後果。 2. 分

享自身所遭遇的衝突，當時的情緒、前

因、處理與後果。  

第三週 衝突調解劑  

1. 調解面對衝突時所產生的情緒。 2. 

適當與人溝通，提出適當的衝突解決方

案。  

第四週 衝突調解劑  藉由角色扮演進行衝突情境演練  

第五週 危險關係逃脫術  

1. 藉由影片了解各種與他人相處時可

能會面臨的危險情境。 2. 面臨與他人

相處之危險情境可尋求的資源。  

第六週 危險關係逃脫術  
與人相處如何事先預防以避免陷入危險

情境。  

第七週 危險關係逃脫術  進行相關情境的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八週 我是好同學  
藉由影片觀察團體討論中的回饋與評論

適當與否。  

第九週 我是好同學  

1. 歸納於他人說話、團體合作討論中

所需的要素-傾聽、同理等。 2. 檢視

自身溝通經驗是否有包含傾聽、同理要

素，並進行調整。  

第十週 我是好同學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一週 我是好同學  

記錄在學校與他人的溝通、合作、評論

與回饋，進行分享討論，檢討如何調

整。  

第十二週 我是好同學  

記錄在學校與他人的溝通、合作、評論

與回饋，進行分享討論，檢討如何調

整。  

第十三週 我是好同學  

記錄在學校與他人的溝通、合作、評論

與回饋，進行分享討論，檢討如何調

整。  

第十四週 家和萬事興  
依據影片了解在各種家族活動或與親戚

互動時的習俗與應景的說話方式。  

第十五週 家和萬事興  

分享自身與家人在各種家族活動時與親

戚互動的習俗與應景的說話方式，討論

與影片中的差異並分析原因。檢視是否

有不適當的部分，並討論如何調整。  

第十六週 家和萬事興  進行相關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十七週 鄰里好作伴  
依據影片了解在不同情境下與社區的陌

生人的互動方式，並分享自身的相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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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第十八週 鄰里好作伴  

1. 討論不同情境與社區陌生人互動時

所需注意或防範的事項。 2. 檢視自身

的互動經驗，並討論如何調整。  

第十九週 鄰里好作伴  進行角色扮演情境演練。  

第二十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  

第二十一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生活中成功與失

敗的經驗並檢討原因與改進方式，進行

調整。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觀察及口語分享發表 小組討論、同儕回饋及自我省思 訪談原班老師與同

學，家長以了解學生的實際表現與進步情形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學習策略  

英文名稱： Learning Strategie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自我管理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增進字詞、數字、公式等記憶與應用能力 二、提供閱讀理解技

巧提升學習效率 三、建立良好讀書習慣及計畫能力 四、教導考試技巧增進信

心動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習態度推進器  

1. 藉由影片提供各種學習態度的範例

並進行討論，了解學習態度的重要性。 

2. 學習者自我檢視學習態度，依據各

個不同學習領域所需而進行檢討如何調

整並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  

第二週 通往學習目標之路  
1. 評估自己的能力與特質擬定生涯學

習目標。 2. 記錄學習目標的實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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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設定定期進行檢討與調整。  

第三週 我的記憶策略  
認識各種記憶策略—區塊記憶法、聯想

法、圖像記憶法、多感官法等。  

第四週 我的記憶策略  

演練記憶策略—區塊記憶法、聯想法、

圖像記憶法、多感官法等，將其應用於

語文類與數學公式學習。  

第五週 我的記憶策略  

演練記憶策略—區塊記憶法、聯想法、

圖像記憶法、多感官法等，將其應用於

社會科或自然科學習。  

第六週 我的記憶策略  
分析最適合自己的記憶策略，與各領域

適合的策略。  

第七週 我的組織圖  

1. 了解組織策略的重要性以及可以如

何應用。 2. 介紹組織策略的工具 –

表格、魚骨圖、樹狀圖、流程圖和各種

心智圖等。  

第八週 我的組織圖  

1. 提供運用組織策略的各種範例。 2. 

分析最適合的組織策略-表格、魚骨

圖、樹狀圖、流程圖或各種心智圖，應

用在閱讀文本當中。  

第九週 我的組織圖  

1. 熟悉組織圖的要素。 2. 練習找文

本中的關鍵字，並將之製成組織圖，運

用於各領域的文本當中。  

第十週 我的組織圖  
檢討各種組織圖，並討論如何進行修

正。  

第十一週 我的理解策略  
藉由文本了解推論法如何使用以及其要

素—連結經驗與聯想。  

第十二週 我的理解策略  
藉由文本練習推論法如何使用—連結經

驗與聯想。  

第十三週 我的理解策略  
藉由文本練習推論法如何使用—連結經

驗與聯想。  

第十四週 我的理解策略  
藉由文本練習推論法如何使用—連結經

驗與聯想。  

第十五週 學習環境好重要  

1. 藉由各種例子了解學習環境的重要

性。 2. 檢視目前自身的學習環境並探

討自己所需的學習環境調整。  

第十六週 學習環境好重要  

參與擬定學習環境調整方案，並記錄自

己在環境中的學習行為，進行檢討與修

正。  

第十七週 學習輔助與工具  認識各種學習工具  

第十八週 學習輔助與工具  將學習工具應用於學習領域。  

第十九週 學習策略綜合應用  將學習策略綜合運用於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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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學習策略綜合應用  將學習策略綜合運用於學習領域。  

第二十一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檢視學習過程與成效，進行檢討、調整

與心得分享。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練習及口頭報告 2. 實作及紙筆測驗 3. 心得分享及小組回饋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學習策略  

英文名稱： Learning Strategie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自我管理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增進字詞的記憶與應用能力 二、提供閱讀理解技巧提升學習效

率 三、建立良好讀書習慣及計畫能力 四、教導考試技巧增進信心動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習策略反思  

針對上學期的學習過程、方式與成效進

行檢討、反思與調整，針對遭遇的困難

與問題進行討論。  

第二週 我的學習風格  

1. 認識各種學習管道並藉由各領域之

學習材料進行應用探索。 2. 分享學習

成功經驗，討論與分析適合自己的學習

管道與策略，並填寫學習風格量表。  

第三週 我的學習風格  

利用適合自己的學習管道進行各領域的

學習，並記錄學習狀況，加以討論所需

之調整。  

第四週 我的學習計畫  

1. 藉由影片了解學習規劃的重要性。 

2. 分享自身學習規劃所遇的困難與問

題，並討論原因和如何調整。  

第五週 我的學習計畫  

1. 藉由各種學習規劃的模式範本，找

到自己最喜歡的學習規劃方式。 2. 進

行學習計畫的初步規劃。  

第六週 我的學習計畫  
1. 記錄學習計畫的執行情形和所遇到

的問題。 2. 討論學習計畫的修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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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與檢討。  

第七週 我的學習計畫  

1. 記錄學習計畫的執行情形和所遇到

的問題。 2. 討論學習計畫的修正、新

增與檢討。  

第八週 我的學習計畫  

1. 記錄學習計畫的執行情形和所遇到

的問題。 2. 討論學習計畫的修正、新

增與檢討。  

第九週 我的學習計畫  

1. 記錄學習計畫的執行情形和所遇到

的問題。 2. 討論學習計畫的修正、新

增與檢討。  

第十週 我的學習計畫  

1. 記錄學習計畫的執行情形和所遇到

的問題。 2. 討論學習計畫的修正、新

增與檢討。  

第十一週 學習放大鏡  

檢視自己學習所犯下的錯誤和學習的效

率，並分析學習過程、討論原因和如何

調整計畫和策略。  

第十二週 學習放大鏡  

檢視自己學習所犯下的錯誤和學習的效

率，並分析學習過程、討論原因和如何

調整計畫和策略。  

第十三週 學習放大鏡  

檢視自己學習所犯下的錯誤和學習的效

率，並分析學習過程、討論原因和如何

調整計畫和策略。  

第十四週 學習放大鏡  

檢視自己學習所犯下的錯誤和學習的效

率，並分析學習過程、討論原因和如何

調整計畫和策略。  

第十五週 學習放大鏡  

檢視自己學習所犯下的錯誤和學習的效

率，並分析學習過程、討論原因和如何

調整計畫和策略。  

第十六週 考試小撇步  

1. 練習及應用找出題幹的關鍵字並在

題幹中找答案的相關線索。 2. 練習使

用刪去法判斷答案。  

第十七週 考試小撇步  
預測考試的重點內容與題型，進行事先

的準備練習。  

第十八週 考試小撇步  
預測考試的重點內容與題型，進行事先

的準備練習。  

第十九週 考試小撇步  

藉由考試的結果檢視自身的學習優弱

勢，討論分析如何進行學習策略與考試

策略的調整。  

第二十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學習當中成功與

失敗的經驗。  

第二十一週 經驗與總心得分享  針對一整學期的各個主題做總結，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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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自己的心得與實際學習當中成功與

失敗的經驗。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練習及口頭報告 2. 實作及紙筆測驗 3. 心得分享及小組回饋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學習策略  

英文名稱： Learning Strategie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自我管理、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增進字詞、數字、公式等記憶與應用能力 二、提供閱讀理解技

巧提升學習效率 三、建立良好讀書習慣及計畫能力 四、教導考試技巧增進信

心動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習計畫擬定  
說明課程內容，訂定課程規範。練習擬

定複習進度。  

第二週 學習計畫擬定  練習擬定複習進度與討論修正。  

第三週 組織策略：動手作筆記  
將不同學習材料，重新整理組成共通性

概念。  

第四週 組織策略：動手作筆記  
將不同學習材料，重新整理組成共通性

概念。  

第五週 
記憶及理解策略：解題

高手  

1.利用歸納、聯想…等策略將學習材料

做記憶。2.運用策略，將各科考題內容

簡化並歸納成系統化的概念。  

第六週 
記憶及理解策略：解題

高手  

1.利用歸納、聯想…等策略將學習材料

做記憶。2.運用策略，將各科考題內容

簡化並歸納成系統化的概念。  

第七週 
記憶及理解策略：解題

高手  

1.利用歸納、聯想…等策略將學習材料

做記憶。2.運用策略，將各科考題內容

簡化並歸納成系統化的概念。  

第八週 語文科讀書技巧  
運用特考語文科考古題練習組織、記憶

及理解策略來統整語文類科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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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語文科讀書技巧  
運用特考語文科考古題練習組織、記憶

及理解策略來統整語文類科學習內容。  

第十週 數理科讀書技巧  
運用特考數理科考古題練習組織、記憶

及理解策略來統整語文類科學習內容。  

第十一週 數理科讀書技巧  
運用特考數理科考古題練習組織、記憶

及理解策略來統整語文類科學習內容。  

第十二週 社會科讀書技巧  
運用特考社會科考古題練習組織、記憶

及理解策略來統整語文類科學習內容。  

第十三週 社會科讀書技巧  
運用特考社會科考古題練習組織、記憶

及理解策略來統整語文類科學習內容。  

第十四週 考試策略：考前準備  
簡章解讀，確認考試相關訊息及進行準

備。  

第十五週 考試策略：考前準備  準備考試時間分配。  

第十六週 
規劃高手：時間安排、

學習計畫  

依個人學習需求，擬訂生活作息及讀書

進度。在執行個人讀書進度時，能發現

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第十七週 
規劃高手：時間安排、

學習計畫  

依個人學習需求，擬訂生活作息及讀書

進度。在執行個人讀書進度時，能發現

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第十八週 
規劃高手：時間安排、

學習計畫  

依個人學習需求，擬訂生活作息及讀書

進度。在執行個人讀書進度時，能發現

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練習及口頭報告 2. 實作及紙筆測驗 3. 心得分享及小組回饋  

對應學群： 資訊、社會心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學習策略  

英文名稱： Learning Strategie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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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自我管理、系統思考、多元探索  

學習目標： 

一、協助學生增進字詞、數字、公式等記憶與應用能力 二、提供閱讀理解技

巧提升學習效率 三、建立良好讀書習慣及計畫能力 四、教導考試技巧增進信

心動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訂定自己的學習規範  
檢視升學各種管道所需準備資料與方

向，擬定準備計畫。  

第二週 訂定自己的學習規範  
檢視升學各種管道所需準備資料與方

向，擬定準備計畫。  

第三週 動機策略：升學面面觀  
1.訂定適當的目標及抱負水準。2.檢視

自我學習盲點。  

第四週 動機策略：升學面面觀  
1.訂定適當的目標及抱負水準。2.檢視

自我學習盲點。  

第五週 
後設認知策略：當自己

的專家  

1.排定生活時間計畫。2.安排適當的學

習時間及空間。  

第六週 
後設認知策略：當自己

的專家  

1.排定生活時間計畫。2.安排適當的學

習時間及空間。3.修正生活時間計畫。  

第七週 
後設認知策略：當自己

的專家  

1.排定生活時間計畫。2.安排適當的學

習時間及空間。3.修正生活時間計畫。  

第八週 
後設認知策略：當自己

的專家  

1.排定生活時間計畫。2.安排適當的學

習時間及空間。3.修正生活時間計畫。  

第九週 
動機態度與支持性學習

策略：個人檔案  

尋求適當的網路及人力資源，可提解答

學習時的疑惑及協助準備升學相關資

料。  

第十週 
動機態度與支持性學習

策略：個人檔案  

尋求適當的網路及人力資源，可提解答

學習時的疑惑及協助準備升學相關資

料。  

第十一週 
動機態度與支持性學習

策略：個人檔案  

尋求適當的網路及人力資源，可提解答

學習時的疑惑及協助準備升學相關資

料。  

第十二週 
動機態度與支持性學習

策略：個人檔案  

尋求適當的網路及人力資源，可提解答

學習時的疑惑及協助準備升學相關資

料。  

第十三週 主動詢問、尋求資源  
在執行個人讀書進度時，能發現問題並

提出解決方案。  

第十四週 主動詢問、尋求資源  
在執行個人讀書進度時，能發現問題並

提出解決方案。  

第十五週 
動機態度策略：一窺大

學生活  

瞭解大學的學習方式，從中找出適合自

己風格的時間規畫與生活分配。  

第十六週 
動機態度策略：一窺大

學生活  

瞭解大學的學習方式，從中找出適合自

己風格的時間規畫與生活分配。  

第十七週 動機態度策略：人生路  生涯規劃，思考未來繼續升學或就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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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第十八週 動機態度策略：人生路  
生涯規劃，思考未來繼續升學或就業方

向。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練習及口頭報告 2. 實作及紙筆測驗 3. 心得分享及小組回饋  

對應學群： 資訊、社會心理  

備註： 
 

  

五、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名稱：  
中文名稱： 合球  

英文名稱： Korfball bas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合球基本認識與技術訓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合球起源與規則  認識合球起源與規則  

第二週 臺灣合球歷史與發展  認識合球歷史與發展  

第三週 傳接球  
了解傳接球基本動作，熟悉單手傳接

球、雙手傳接球  

第四週 罰球  了解罰球基本動作要領  

第五週 上籃  了解上籃基本動作要領  

第六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  

第七週 左右移位接球傳中上籃  
了解左右移位與單手傳球上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八週 
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

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投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九週 投籃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球的方向  

第十週 直線移位投籃  
了解直線移位投籃動作連結，熟悉動態

投籃的節奏  

第十一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

高手投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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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V字型移位投籃  
了解 V字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 V字型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三週 左右移位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投籃動作要領，熟悉左右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四週 遠投  
了解遠投動作要領，熟悉遠距離投籃的

身體連結及力量產生  

第十五週 籃下接球轉身投籃  
了解轉身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六週 籃下接球轉身拋籃  
了解轉身拋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拋籃動作連結  

第十七週 籃下卡位  
了解籃下卡位動作要領，熟悉卡位位置

與搶籃板球時機  

第十八週 防守步伐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

之身體連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合球  

英文名稱： Korfball bas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合球基本認識與技術訓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合球起源與規則  認識合球起源與規則  

第二週 臺灣合球歷史與發展  認識合球歷史與發展  

第三週 傳接球  
了解傳接球基本動作，熟悉單手傳接

球、雙手傳接球  

第四週 罰球  了解罰球基本動作要領  

第五週 上籃  了解上籃基本動作要領  

第六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  

第七週 左右移位接球傳中上籃  
了解左右移位與單手傳球上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八週 
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

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投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九週 投籃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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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直線移位投籃  
了解直線移位投籃動作連結，熟悉動態

投籃的節奏  

第十一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

高手投籃的方向  

第十二週 V字型移位投籃  
了解 V字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 V字型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三週 左右移位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投籃動作要領，熟悉左右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四週 遠投  
了解遠投動作要領，熟悉遠距離投籃的

身體連結及力量產生  

第十五週 籃下接球轉身投籃  
了解轉身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六週 籃下接球轉身拋籃  
了解轉身拋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拋籃動作連結  

第十七週 籃下卡位  
了解籃下卡位動作要領，熟悉卡位位置

與搶籃板球時機  

第十八週 防守步伐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

之身體連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合球  

英文名稱： Korfball bas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之身體連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合球起源與規則  認識合球起源與規則  

第二週 臺灣合球歷史與發展  認識合球歷史與發展  

第三週 傳接球  
了解傳接球基本動作，熟悉單手傳接

球、雙手傳接球  

第四週 罰球  了解罰球基本動作要領  

第五週 上籃  了解上籃基本動作要領  

第六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  

第七週 左右移位接球傳中上籃  了解左右移位與單手傳球上籃動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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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八週 
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

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投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九週 投籃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球的方向  

第十週 直線移位投籃  
了解直線移位投籃動作連結，熟悉動態

投籃的節奏  

第十一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

高手投籃的方向  

第十二週 V字型移位投籃  
了解 V字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 V字型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三週 左右移位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投籃動作要領，熟悉左右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四週 遠投  
了解遠投動作要領，熟悉遠距離投籃的

身體連結及力量產生  

第十五週 籃下接球轉身投籃  
了解轉身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六週 籃下接球轉身拋籃  
了解轉身拋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拋籃動作連結  

第十七週 籃下卡位  
了解籃下卡位動作要領，熟悉卡位位置

與搶籃板球時機  

第十八週 防守步伐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

之身體連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合球  

英文名稱： Korfball bas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之身體連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合球起源與規則  認識合球起源與規則  

第二週 臺灣合球歷史與發展  認識合球歷史與發展  

第三週 傳接球  
了解傳接球基本動作，熟悉單手傳接

球、雙手傳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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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罰球  了解罰球基本動作要領  

第五週 上籃  了解上籃基本動作要領  

第六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  

第七週 左右移位接球傳中上籃  
了解左右移位與單手傳球上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八週 
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

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投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九週 投籃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球的方向  

第十週 直線移位投籃  
了解直線移位投籃動作連結，熟悉動態

投籃的節奏  

第十一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

高手投籃的方向  

第十二週 V字型移位投籃  
了解 V字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 V字型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三週 左右移位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投籃動作要領，熟悉左右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四週 遠投  
了解遠投動作要領，熟悉遠距離投籃的

身體連結及力量產生  

第十五週 籃下接球轉身投籃  
了解轉身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六週 籃下接球轉身拋籃  
了解轉身拋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拋籃動作連結  

第十七週 籃下卡位  
了解籃下卡位動作要領，熟悉卡位位置

與搶籃板球時機  

第十八週 防守步伐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

之身體連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合球  

英文名稱： Korfball bas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之身體連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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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合球起源與規則  認識合球起源與規則  

第二週 臺灣合球歷史與發展  認識合球歷史與發展  

第三週 傳接球  
了解傳接球基本動作，熟悉單手傳接

球、雙手傳接球  

第四週 罰球  了解罰球基本動作要領  

第五週 上籃  了解上籃基本動作要領  

第六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  

第七週 左右移位接球傳中上籃  
了解左右移位與單手傳球上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八週 
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

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投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九週 投籃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球的方向  

第十週 直線移位投籃  
了解直線移位投籃動作連結，熟悉動態

投籃的節奏  

第十一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

高手投籃的方向  

第十二週 V字型移位投籃  
了解 V字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 V字型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三週 左右移位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投籃動作要領，熟悉左右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四週 遠投  
了解遠投動作要領，熟悉遠距離投籃的

身體連結及力量產生  

第十五週 籃下接球轉身投籃  
了解轉身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六週 籃下接球轉身拋籃  
了解轉身拋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拋籃動作連結  

第十七週 籃下卡位  
了解籃下卡位動作要領，熟悉卡位位置

與搶籃板球時機  

第十八週 防守步伐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

之身體連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合球  

英文名稱： Korfball bas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train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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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之身體連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合球起源與規則  認識合球起源與規則  

第二週 臺灣合球歷史與發展 vv  認識合球歷史與發展  

第三週 傳接球  
了解傳接球基本動作，熟悉單手傳接

球、雙手傳接球  

第四週 罰球  了解罰球基本動作要領  

第五週 上籃  了解上籃基本動作要領  

第六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  

第七週 左右移位接球傳中上籃  
了解左右移位與單手傳球上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八週 
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

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接球換手高手投籃動作連

結，熟悉比賽中之切入上籃  

第九週 投籃  了解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球的方向  

第十週 直線移位投籃  
了解直線移位投籃動作連結，熟悉動態

投籃的節奏  

第十一週 籃下高手投籃  
了解籃下高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控制

高手投籃的方向  

第十二週 V字型移位投籃  
了解 V字型投籃動作要領，熟悉 V字型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三週 左右移位投籃  
了解左右移位投籃動作要領，熟悉左右

移位步伐與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四週 遠投  
了解遠投動作要領，熟悉遠距離投籃的

身體連結及力量產生  

第十五週 籃下接球轉身投籃  
了解轉身投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投籃動作連結  

第十六週 籃下接球轉身拋籃  
了解轉身拋籃動作要領，熟悉接球轉身

拋籃動作連結  

第十七週 籃下卡位  
了解籃下卡位動作要領，熟悉卡位位置

與搶籃板球時機  

第十八週 防守步伐  
了解防守步伐動作要領，熟悉防守移位

之身體連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箭  



166 

 

英文名稱： ARCHERY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射箭  射箭的由來及發展  

第二週 射箭規則  射箭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攻擊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各距離之動作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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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射箭  

英文名稱： ARCHERY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射箭  射箭的由來及發展  

第二週 射箭規則  射箭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攻擊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各距離之動作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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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箭  

英文名稱： ARCHER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射箭  射箭的由來及發展  

第二週 射箭規則  射箭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攻擊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各距離之動作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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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箭  

英文名稱： ARCHER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射箭  射箭的由來及發展  

第二週 射箭規則  射箭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攻擊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各距離之動作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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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箭  

英文名稱： ARCHER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射箭  射箭的由來及發展  

第二週 射箭規則  射箭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攻擊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各距離之動作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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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箭  

英文名稱： ARCHER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射箭  射箭的由來及發展  

第二週 射箭規則  射箭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攻擊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各距離之動作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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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擊  

英文名稱： SHOOT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射擊規則  射擊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二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奪牌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瞄壓動作配合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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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擊  

英文名稱： SHOOT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射擊規則  射擊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二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奪牌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瞄壓動作配合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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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擊  

英文名稱： SHOOT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射擊規則  射擊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二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奪牌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瞄壓動作配合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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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擊  

英文名稱： SHOOT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射擊規則  射擊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二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奪牌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瞄壓動作配合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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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擊  

英文名稱： SHOOT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射擊規則  射擊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二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奪牌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瞄壓動作配合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177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射擊  

英文名稱： SHOOT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射擊規則  射擊比賽時應遵守的各項規定及準備  

第二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三週 心理強化訓練  團隊士氣、榮譽感、自信心的培養  

第四週 心理強化訓練  穩定性及專注力集中，自我認知訓練  

第五週 心理強化訓練  
目標設定訓練，想像力、榮譽感灌輸，

意象訓練  

第六週 心理強化訓練  
增加比賽自信及奪牌慾望的養成，信心

及穩定性的培養  

第七週 體能增強訓練  
全面性體能循環訓練、長跑及手部負重

之肌力訓練  

第八週 體能增強訓練  
加強動作協調性，加強心肺耐力適應

性，柔軟度訓練  

第九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一〉  

第十週 體能增強訓練  強化專項體能肌力及耐力〈二〉  

第十一週 技術穩定訓練  
加強基本技術修正、個人動作熟練，熟

悉瞄壓動作配合型態  

第十二週 技術穩定訓練  
承受力訓練，反覆訓練，實際測驗訓練

增加  

第十三週 技術穩定訓練  個人基本技術修正  

第十四週 技術穩定訓練  模擬比賽穩定性與適應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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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對抗賽需注意與強化的要點  

第十六週 個人對抗賽  
個人賽每一場賽事如何能有更穩定的表

現  

第十七週 混雙對抗賽  
男女各依人的混雙賽對彼此狀況適時互

補的表現  

第十八週 團體對抗賽  團體賽中個人與團隊精神的合作表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 A祖國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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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 A祖國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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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ˋBC組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A祖國文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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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A組英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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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A組英文  

英文名稱： 英文繪本創作與說故事 All about English Picture Books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對繪本有基礎的認識。 2. 透過引導後，能創作繪本。 3. 能以基本的

演說技巧詮釋繪本故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期課程架構及綱要  

第二週 繪本閱讀 1  
自我概念（自我認同、自我接納、自我

肯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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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繪本閱讀 2  
人我關係（安全感、依戀與獨立、愛的

表達等）  

第四週 繪本閱讀 3  
情緒領域（快樂喜悅、控制怒氣、負面

情緒等）  

第五週 繪本閱讀 4  
性平議題（成長、性教育、兩性互動、

性別平等）  

第六週 繪本閱讀 5  
文化領域（多元族群、風俗節慶、台灣

故事等）  

第七週 繪本閱讀 6  
環境議題（動物保育、愛惜生態、資源

回收等）  

第八週 繪本閱讀 7  時事議題（環保、網路、難民等）  

第九週 繪本創作 1  主題擬定  

第十週 繪本創作 2  主角設定  

第十一週 繪本創作 3  內文撰寫  

第十二週 繪本創作 4  美編與排版  

第十三週 繪本創作 5  作品發表  

第十四週 說故事訓練 1  聲音技巧訓練  

第十五週 說故事訓練 2  肢體動作訓練  

第十六週 說故事體驗 1  至幼兒園講故事  

第十七週 說故事體驗 2  至小學講故事  

第十八週 期末回饋  期末心得分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A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不同主題與領域的書寫特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萬千世界  散文書寫的各大主題  

第二週 家族記憶  教師介紹以家族記憶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三週 家族記憶  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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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自然書寫  教師介紹以自然書寫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五週 自然書寫  分組報告  

第六週 社會議題  教師介紹以社會議題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七週 社會議題  分組報告  

第八週 美感經驗  教師介紹以美感經驗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九週 美感經驗  分組報告  

第十週 報導文學  教師介紹以報導文學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十一週 報導文學  分組報告  

第十二週 文學論辨  教師介紹以文學論辨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十三週 文學論辨  分組報告  

第十四週 散文演變  現當代散文演變史  

第十五週 散文演變  分組報告  

第十六週 分組發表  各組就選定主題發表  

第十七週 分組發表  各組就選定主題發表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各組為報告者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A組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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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A組歷史  

英文名稱： 歷史現場 History Scenes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透過資料閱讀、篩選、分析歷史事件並編寫報導，建立獨

立思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選課  選課  

第二週 課程介紹  分組 1~3人一組、課程  

第三週 烈日帝國  馬關條約與主權易主  

第四週 烈日帝國  天羅地網與安撫籠絡  

第五週 烈日帝國  台灣議會呼聲十四年  

第六週 烈日帝國  產業評估與利多經營  

第七週 烈日帝國  皇民化與南進基地化  

第八週 烈日帝國  台灣文藝與皇民文藝  

第九週 藍天之地  皇民夢醒身分轉換秀  

第十週 藍天之地  三月洪水淹沒了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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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藍天之地  國府遷台與台灣戒嚴  

第十二週 藍天之地  曇花一現的民主鬥魂  

第十三週 藍天之地  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  

第十四週 藍天之地  憲政改革與多元社會  

第十五週 藍天之地  經濟起飛與科技產業  

第十六週 整合資料  將本學期的資料彙集整理  

第十七週 編寫報導  分析資料撰寫報導  

第十八週 完成作業  編排完成作業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化學  

英文名稱： 選修化學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化學的不同作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的構造  原子的結構  

第二週 物質的構造  波耳氫原子模型  

第三週 物質的構造  原子的電子組態 I  

第四週 物質的構造  原子的電子組態 II  

第五週 物質的構造  原子的電子組態與週期表的週期性  

第六週 物質的構造  化學鍵的特性  

第七週 物質的構造  混成軌域與價鍵理論  

第八週 物質的構造  價殼層電子對互斥原理與分子形狀  

第九週 物質的構造  分子形狀、結構、極性及分子間作用力  

第十週 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定律式 I  

第十一週 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定律式 II  

第十二週 反應速率  反應速率定律式 III  

第十三週 反應速率  反應能量圖 I  

第十四週 反應速率  反應能量圖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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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反應速率  碰撞學說 I  

第十六週 反應速率  碰撞學說 II  

第十七週 反應速率  催化劑與酵素的性質及其應用 I  

第十八週 反應速率  催化劑與酵素的性質及其應用 II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生物  

英文名稱： 生命起源與植物(II) The Origin of Life and Plants (II)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提供予 修習高二 C組「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構造與功能」課程的

同學，自覺需要增加該科課程學業能力者修習。本課程將提供「生命的起源與

植物體構造與功能」更專業的知識，並以測驗、題庫、發表、討論等，增加學

科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BGb-Ⅴa-1  生源說與無生源說的爭論歷程。  

第二週 BGb-Ⅴa-2  
從無機物到有機物的演變，探討生物起

源的過程。  

第三週 BGb-Ⅴa-3  原核生物形成的演化歷程。  

第四週 BGb-Ⅴa-4  真核生物形成的演化歷程。  

第五週 複習  複習  

第六週 BDb-Ⅴa-9  植物體的組成層次。  

第七週 BDb-Ⅴa-9  植物體的組成層次。  

第八週 BDb-Ⅴa-10  植物體的組成層次。  

第九週 BDb-Ⅴa-10  植物體的組成層次。  

第十週 BDb-Ⅴa-10  植物體的組成層次。  

第十一週 複習  複習  

第十二週 BDb-Ⅴa-11  植物體內的物質運輸。  

第十三週 BDb-Ⅴa-11  植物體內的物質運輸。  

第十四週 BDb-Ⅴa-12  植物激素會調節植物體的生理作用。  

第十五週 BDb-Ⅴa-12  植物激素會調節植物體的生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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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BDb-Ⅴa-13  植物體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第十七週 BDb-Ⅴa-13  植物體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第十八週 複習  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充實補強班，需針對高二 c組下學期開設之加深加廣「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

構造與功能」一科，進行補強。因此僅開設於高二上學期，同時僅限定有修習

該門課的學生參與本班。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地球科學科  

英文名稱：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天氣與氣候變化，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達成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水在水圈及大氣圈之中的三態變化與能

量的轉換傳遞，對天氣與氣候變化有很

大的影響。  

第二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大氣垂直溫度的差異會造成大氣的不穩

定而引發垂直運動。 大氣垂直運動的

形態決定了雲與降水的形態。  

第三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各種尺度的海陸差異及地形變化對天氣

都有影響。  

第四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氣象預報與生活習習相關，有些行業非

常需要氣象預報提供的訊息。  

第五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透過地面觀測和高空觀測、衛星和雷達

遙測可以獲得氣象資料。  

第六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透過觀測的氣溫、降水量、風向、風

速、相對濕度等和衛星雲圖等紀錄，可

以分析天氣系統的變化過程，並提出適

當的解釋。  

第七週 海水的運動  

溫鹽環流是海洋下層水的流動，由海水

的密度差異所驅動，具有傳送能量及調

節氣候的重要功能。  

第八週 海水的運動  

台灣附近的海流會影響台灣四季的氣

候。 湧升流能將下層富營養鹽的海水

往表層輸送，可以提高該海域的基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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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  

第九週 海水的運動  
透過觀測資料可以判斷潮汐的不同型

態。  

第十週 海水的運動  
透過海洋的探測與遙測，有助於了解海

水運動與水文性質的變化。  

第十一週 晝夜與季節  不同緯度的晝夜長短會隨季節變化。  

第十二週 晝夜與季節  不同緯度的晝夜長短會隨季節變化。  

第十三週 晝夜與季節  天球概念  

第十四週 晝夜與季節  
二十四節氣依太陽在天球上的位置而訂

定。  

第十五週 天然災害防治  
山崩、土石流、地質環境及氣象狀況有

密切關連  

第十六週 天然災害防治  

地下水的超限利用會引發地層下陷等相

關問題，並對土地利用、重大建設等產

生影響。 水土保持具有減災及減災的

功能。 可利用野外測勘、遙測、鑽井

等技術確認地質敏感區。  

第十七週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  

全球水資源的分布不均，取用亦有限

制，是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臺灣尤其

需要面對。 水資源的永續經營與利

用，除節約用水之外，維護自然生態環

境，作好水土保持，才是更積極的做

法。 化石燃料是目前用途最廣且最重

要的能源，但地球蘊藏量有限，且有破

壞全球碳循環平衡的問題。 新興能源

的開發，有機會解決當代能源問題。 

面對永續發展的問題，可以用社會、經

濟與環境等三個面向來共同討論與均衡

發展。  

第十八週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各種不同的氣候變遷模式的研究，說明

單純自然因素和加入人為因素之後的推

估。 氣候變遷的推估與未來衝擊充滿

了不確定性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物理  

英文名稱： 牛頓力學之庖丁解牛 How to Pass Fundamental Physics 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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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物理，並從中體會樂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動量與衝量  熟悉動量與衝量之定義  

第二週 動量守恆  了解何種狀況下，物體的動量會守恆  

第三週 系統  認識物理中「系統」的物理意義  

第四週 系統質心  
認識物理中「系統質心」的物理意義與

求法公式  

第五週 質心速度、加速度  熟悉質心速度、加速度的求法公式  

第六週 系統動量守恆  了解何種狀況下，系統的動量會守恆  

第七週 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深入認識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第八週 克卜勒行星定律  從引力定律回頭看克卜勒行星定律  

第九週 功與動能  認識「功」和「動能」的定義  

第十週 位能和保守力場  
認識「位能」、「保守力」與「保守力

場」的性質  

第十一週 地表附近重力位能  認識地表附近重力位能之數學形式  

第十二週 彈力位能  認識彈力位能之數學形式  

第十三週 星球周圍重力位能  認識星球周圍之重力位能形式  

第十四週 力學能守恆  
認識力學能守恆的性質與其滿足之前提

條件  

第十五週 系統的動能  認識系統的動能計算方式  

第十六週 質心動能、內動能  認識「質心動能」與「內動能」  

第十七週 一維碰撞  
認識一維彈性、非彈性與完全非彈性碰

撞  

第十八週 二維彈性碰撞  認識二維彈性碰撞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英文  

英文名稱： 英文繪本創作與說故事 All about English Picture Books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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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對繪本有基礎的認識。 2. 透過引導後，能創作繪本。 3. 能以基本的

演說技巧詮釋繪本故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期課程架構及綱要  

第二週 繪本閱讀 1  
自我概念（自我認同、自我接納、自我

肯定等）  

第三週 繪本閱讀 2  
人我關係（安全感、依戀與獨立、愛的

表達等）  

第四週 繪本閱讀 3  
情緒領域（快樂喜悅、控制怒氣、負面

情緒等）  

第五週 繪本閱讀 4  
性平議題（成長、性教育、兩性互動、

性別平等）  

第六週 繪本閱讀 5  
文化領域（多元族群、風俗節慶、台灣

故事等）  

第七週 繪本閱讀 6  
環境議題（動物保育、愛惜生態、資源

回收等）  

第八週 繪本閱讀 7  時事議題（環保、網路、難民等）  

第九週 繪本創作 1  主題擬定  

第十週 繪本創作 2  主角設定  

第十一週 繪本創作 3  內文撰寫  

第十二週 繪本創作 4  美編與排版  

第十三週 繪本創作 5  作品發表  

第十四週 說故事訓練 1  聲音技巧訓練  

第十五週 說故事訓練 2  肢體動作訓練  

第十六週 說故事體驗 1  至幼兒園講故事  

第十七週 說故事體驗 2  至小學講故事  

第十八週 期末回饋  期末心得分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英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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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國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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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不同主題與領域的書寫特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萬千世界  散文書寫的各大主題  

第二週 家族記憶  教師介紹以家族記憶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三週 家族記憶  分組報告  

第四週 自然書寫  教師介紹以自然書寫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五週 自然書寫  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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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社會議題  教師介紹以社會議題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七週 社會議題  分組報告  

第八週 美感經驗  教師介紹以美感經驗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九週 美感經驗  分組報告  

第十週 報導文學  教師介紹以報導文學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十一週 報導文學  分組報告  

第十二週 文學論辨  教師介紹以文學論辨為主題的散文特色  

第十三週 文學論辨  分組報告  

第十四週 散文演變  現當代散文演變史  

第十五週 散文演變  分組報告  

第十六週 分組發表  各組就選定主題發表  

第十七週 分組發表  各組就選定主題發表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各組為報告者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 BC組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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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英文 A組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196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數學 A組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課程 Mathematics Substantiat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空間概念  空間的基本性質  

第二週 空間概念  
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及直線與平面的

位置關係  

第三週 空間概念  
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及直線與平面的

位置關係  

第四週 空間概念  
利用長方體展開圖討論表面上的兩點距

離  

第五週 空間概念  球面上的經線與緯線  

第六週 空間概念  空間坐標  

第七週 空間概念  
兩點距離、點到坐標軸與坐標平面的投

影  

第八週 矩陣  矩陣乘向量的線性組合  

第九週 矩陣  二元一次方程組的意涵  

第十週 矩陣  矩陣加、減、乘及二階反方陣  

第十一週 矩陣  矩陣加、減、乘及二階反方陣  

第十二週 矩陣  將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做矩陣運算  

第十三週 機率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  

第十四週 機率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  

第十五週 機率  條件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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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機率  貝氏定理  

第十七週 機率  獨立事件及其基本應用  

第十八週 機率  列聯表與文氏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下數學 BC組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課程 Mathematics Substantiat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空間概念  空間的基本性質  

第二週 空間概念  
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及直線與平面的

位置關係  

第三週 空間概念  
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及直線與平面的

位置關係  

第四週 空間概念  三垂線定理  

第五週 空間概念  
空間坐標兩點距離、點到坐標軸與坐標

平面的投影  

第六週 空間向量  係數積與線性組合  

第七週 空間向量  
正射影與內積、兩向量平行與垂直的判

定  

第八週 空間向量  柯西不等式、外積  

第九週 空間中的平面與直線  平面方程式  

第十週 空間中的平面與直線  直線方程式  

第十一週 空間中的平面與直線  三階行列式  

第十二週 矩陣  矩陣加、減、乘及反方陣  

第十三週 矩陣  將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做矩陣運算  

第十四週 矩陣  二階轉移方陣  

第十五週 機率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  

第十六週 機率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  

第十七週 機率  條件機率、事件獨立性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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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機率  貝氏定理及其應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A組英文  

英文名稱： 從「觀世界」增廣「世界觀」“Viewing the World” to 

“Broaden a World View”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認識豐富的英文學習資源。 2. 能對新聞英語有初步的了解。 3. 能對

中美外交事務有所認識。 4. 能藉由參訪拓展視野，激發學習動機，且對機構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期課程架構、綱要、小組分組  

第二週 英語學習資源 1  優質英文廣播介紹（第一組報告）  

第三週 英語學習資源 2  線上英語學習資源（第二組報告）  

第四週 參訪 1  
參觀 Studio Classroom（第三組主

持）  

第五週 回饋與反思 1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四組報告）  

第六週 新聞英語 1  新聞英語入門（第二組報告）  

第七週 新聞英語 2  新聞英語聽力訓練（第三組報告）  

第八週 參訪 2  參觀 ICRT（第四組主持）  

第九週 回饋與反思 2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一組報告）  

第十週 新聞英語 3  新聞英語閱讀技巧（第三組報告）  

第十一週 新聞英語 4  新聞英語寫作練習（第四組報告）  

第十二週 參訪 3  參觀民視（第一組主持）  

第十三週 回饋與反思 3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二組報告）  

第十四週 中美關係 1  淺談中美關係（第四組報告）  

第十五週 中美關係 2  AIT簡介（第一組報告）  

第十六週 參訪 4  參觀 AIT（第二組主持）  

第十七週 回饋與反思 4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三組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分享  成果發表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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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A組英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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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A組國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A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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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立意—透過學習與練習加強國寫作文實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審題  學習如何審題  

第二週 切題  學習如何切合題旨  

第三週 單元練習  以實際題目練習審題與切題  

第四週 結構剖析  學習分析文章結構  

第五週 結構剖析  解析各種文章結構的優缺  

第六週 單元練習  練習設計文章結構  

第七週 修辭  修辭介紹  

第八週 修辭  修辭介紹  

第九週 單元練習  練習以修辭技巧為文章增色  

第十週 詞彙  介紹與詞彙運用相關的工具書、網站  

第十一週 詞彙  剖析運用詞彙可創造的文章風格  

第十二週 單元練習  改寫作品  

第十三週 開頭  
學習如何為文章設計一個引人入勝的開

頭  

第十四週 收尾  
學習如何為文章設計一個強而有力的收

尾  

第十五週 單元練習  分組改寫作品  

第十六週 主題作業  分組練習共同書寫  

第十七週 主題作業  分組練習共同書寫  

第十八週 期末發表  各組展示成果並評量作品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A組數學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課程 Mathematics Substantiat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充實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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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弧度  弧度量、弧長及扇形面積  

第二週 週期性數學模型  正弦函數的圖形、週期、振幅及頻率  

第三週 週期性數學模型  正弦函數的圖形、週期、振幅及頻率  

第四週 週期性數學模型  正弦函數的圖形、週期、振幅及頻率  

第五週 週期性數學模型  週期性現象的範例  

第六週 週期性數學模型  週期性現象的範例  

第七週 按比例成長模型  指數函數  

第八週 按比例成長模型  指數函數  

第九週 按比例成長模型  對數函數  

第十週 按比例成長模型  對數函數  

第十一週 按比例成長模型  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生活上的應用  

第十二週 按比例成長模型  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生活上的應用  

第十三週 平面向量  坐標平面上的向量係數積與加減  

第十四週 平面向量  坐標平面上的線性組合  

第十五週 平面向量  正射影與內積  

第十六週 平面向量  兩向量的垂直與平行判定、夾角  

第十七週 平面向量  
生活情境與平面幾何的比例問題(設計

與透視)  

第十八週 平面向量  
生活情境與平面幾何的比例問題(設計

與透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A組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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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A組歷史  

英文名稱： 歷史現場 History Scenes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透過資料閱讀、篩選、分析歷史事件並編寫報導，建立獨

立思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選課  選課  

第二週 課程介紹  分組 1~3人一組、課程內容  

第三週 踏尋腳印  考古台灣  

第四週 踏尋腳印  多元的原住民族  

第五週 海中翡翠  西方大帆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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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海中翡翠  八方角逐  

第七週 海中翡翠  與世界接軌  

第八週 海角王國  鄭氏王朝  

第九週 海角王國  復國大業  

第十週 中國遺珠  渡台禁令  

第十一週 中國遺珠  胼手胝足開闢家園  

第十二週 中國遺珠  對口貿易與區域分工  

第十三週 躍上國際  台灣開港  

第十四週 躍上國際  開港後經濟發展  

第十五週 躍上國際  踏出近代化腳步  

第十六週 整合資料  將本學期的資料彙集整理  

第十七週 編寫報導  分析資料撰寫報導  

第十八週 完成作業  編排完成作業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化學的不同作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與能量  化學反應方程式  

第二週 物質與能量  化學計量  

第三週 物質與能量  反應熱加成定律  

第四週 物質與能量  理想氣體粒子模型與氣體的壓力  

第五週 物質與能量  理想氣體方程式  

第六週 物質與能量  道耳頓分壓定律  

第七週 物質與能量  理想氣體與真實氣體  

第八週 物質與能量  常見物質的鑑定方法與原理  

第九週 物質與能量  液晶的形態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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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水溶液的變化  莫耳分率的表示法  

第十一週 水溶液的變化  溫度與壓力對氣體溶解度的影響  

第十二週 水溶液的變化  離子沉澱、分離及確認 I  

第十三週 水溶液的變化  離子沉澱、分離及確認 II  

第十四週 水溶液的變化  拉午耳定律與理想溶液 I  

第十五週 水溶液的變化  拉午耳定律與理想溶液 II  

第十六週 水溶液的變化  水溶液中的依數性質 I  

第十七週 水溶液的變化  水溶液中的依數性質 II  

第十八週 水溶液的變化  水溶液中的依數性質 III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生物  

英文名稱： 生命起源與植物(I) The Origin of Life and Plants(I)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提供予 修習高二 C組「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構造與功能」課程的同學，自覺

需要增加該科課程學業能力者修習。本課程將提供「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構造

與功能」更專業的知識，並以測驗、題庫、發表、討論等，增加學科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BGb-Ⅴa-1  生源說與無生源說的爭論歷程。  

第二週 BGb-Ⅴa-2  
從無機物到有機物的演變，探討生物起

源的過程。  

第三週 BGb-Ⅴa-3  原核生物形成的演化歷程。  

第四週 BGb-Ⅴa-4  真核生物形成的演化歷程。  

第五週 複習  複習  

第六週 BDb-Ⅴa-9  植物體的組成層次。  

第七週 BDb-Ⅴa-9  植物體的組成層次。  

第八週 BDb-Ⅴa-10  植物體的生殖。  

第九週 BDb-Ⅴa-10  植物體的生殖。  

第十週 BDb-Ⅴa-10  植物體的生殖。  

第十一週 複習  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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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BDb-Ⅴa-11  植物體內的物質運輸。  

第十三週 BDb-Ⅴa-11  植物體內的物質運輸。  

第十四週 BDb-Ⅴa-12  植物激素會調節植物體的生理作用。  

第十五週 BDb-Ⅴa-12  植物激素會調節植物體的生理作用。  

第十六週 BDb-Ⅴa-13  植物體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第十七週 BDb-Ⅴa-13  植物體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第十八週 複習  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充實補強班，需針對高二 c組上學期開設之加深加廣「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

構造與功能」一科，進行補強。因此僅開設於高二上學期，同時僅限定有修習

該門課的學生參與本班。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地球科學  

英文名稱：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透過各種科學方法，了解並學習宇宙與天體。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宇宙與天體  
恆星光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氣組成及

物理性質。  

第二週 宇宙與天體  
恆星光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氣組成及

物理性質。  

第三週 宇宙與天體  

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光學望遠鏡

和電波望遠鏡。 地面天文觀測會受到

諸多地表環境條件的限制。  

第四週 宇宙與天體  

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光學望遠鏡

和電波望遠鏡。 地面天文觀測會受到

諸多地表環境條件的限制。  

第五週 宇宙與天體  

地球上看到的星空係不同時空的疊合，

距離愈遠即愈古老。 星色-星等的關係

圖有助於認識恆星的類型與演化。 測

量天體的距離有助於了解宇宙的大尺度

結構。  

第六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火成岩形成時岩漿的成分和冷卻速度會

影響外觀。 不同沉積環境會影響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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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組成及顆粒的大小。 變質岩的形成

受原來母岩和變質程度的影響，具有不

同的外觀型態。  

第七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礦物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及物理性質。 

礦物種類繁多，但一般岩石中常見的造

岩礦物種類有限。 主要建材多來自於

岩石及其產物。 稀有且具有一定物理

條件的礦物，才能稱為寶石。  

第八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經由地殼鑽探、不同地球物理探勘方

法，可以幫助了解固體地球的結構與成

分。  

第九週 地球和太空  

歷經地心說、日心說等學說的演進，天

文學家現今已了解地球在太空中的運行

規律。  

第十週 地球和太空  
曆法主要是根據天體運動的規律而制

定。  

第十一週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人類對地球起源和演變的想法隨文明發

展而改變，近代逐漸釐清出大致的輪

廓。  

第十二週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太陽星雲學說是目前用來解釋太陽系起

源最被普遍接受的學說。 高溫熔融態

的原始地球，經過分化分層，形成具層

狀結構之固體地球，逐漸冷卻，在釋氣

過程中，大氣與海洋隨之演化。  

第十三週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人類透過各種科學方法，了解地球的大

小與形狀。  

第十四週 地層與化石  

地層中的標準化石，指相化石及地質構

造，可輔助了解地層的沉積環境及年

代。 研究地球歷史的不同方法有不同

限制和精確度，地球歷史需要綜合多方

面的證據才能提出適當的推論。  

第十五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由浮力平衡的原理可推知，地殼會有垂

直方向的升降調整，且有觀測證據支

持。 斷層、褶皺、節理為岩層歷經地

殼變動受力後的表徵。  

第十六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透過野外觀察紀錄及分析，建立地質圖

等資料，可以幫助了解當地岩層的分布

與構造 透過野外地質觀測及儀器偵測

到的地球物理資料，可以幫助建立台灣

的地體構造模型。  

第十七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透過儀器對地殼變動的監測，可幫助了

解板塊相互運動的狀態。 遙測工具對

於地表與地殼的變動提供了更全面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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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第十八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各種不同工具可幫助了解海底地形與陸

地地形在形態及規模的不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物理  

英文名稱： 牛頓力學之庖丁解牛 How to Pass Fundamental Physics Quiz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物理，並從中體會樂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運動學名詞認識  解釋與定義各運動學名詞  

第二週 一維直線運動  熟悉直線運動的標準分析方式  

第三週 二維拋體運動  熟悉拋體運動的標準分析方式  

第四週 二維圓周運動  熟悉圓周運動的標準分析方式  

第五週 一維簡諧運動  熟悉簡諧運動的標準分析方式  

第六週 認識各種接觸力  
熟悉各種接觸力的計算公式與作用方向

的判定  

第七週 力平衡  掌握靜力平衡的第一原則  

第八週 力矩平衡  掌握靜力平衡的第二原則  

第九週 系統重心  
界定「系統」，定義重心的位置求法公

式  

第十週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深入認識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第十一週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深入認識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第十二週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深入認識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第十三週 動量與衝量  熟悉動量與衝量之定義  

第十四週 動量守恆  了解何種狀況下，物體的動量會守恆  

第十五週 系統與質心  認識物理中的「系統」與「質心」意義  

第十六週 質心速度、加速度  熟悉質心速度、加速度的求法公式  

第十七週 系統動量守恆  了解何種狀況下，系統的動量會守恆  

第十八週 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深入認識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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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英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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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英文  

英文名稱： 從「觀世界」增廣「世界觀」“Viewing the World” to 

“Broaden a World View”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認識豐富的英文學習資源。 2. 能對新聞英語有初步的了解。 3. 能對

中美外交事務有所認識。 4. 能藉由參訪拓展視野，激發學習動機，且對機構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期課程架構、綱要、小組分組  

第二週 英語學習資源 1  優質英文廣播介紹（第一組報告）  

第三週 英語學習資源 2  線上英語學習資源（第二組報告）  

第四週 參訪 1  
參觀 Studio Classroom（第三組主

持）  

第五週 回饋與反思 1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四組報告）  

第六週 新聞英語 1  新聞英語入門（第二組報告）  

第七週 新聞英語 2  新聞英語聽力訓練（第三組報告）  

第八週 參訪 2  參觀 ICRT（第四組主持）  

第九週 回饋與反思 2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一組報告）  

第十週 新聞英語 3  新聞英語閱讀技巧（第三組報告）  

第十一週 新聞英語 4  新聞英語寫作練習（第四組報告）  

第十二週 參訪 3  參觀民視（第一組主持）  

第十三週 回饋與反思 3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二組報告）  

第十四週 中美關係 1  淺談中美關係（第四組報告）  

第十五週 中美關係 2  AIT簡介（第一組報告）ㄒ  

第十六週 參訪 4  參觀 AIT（第二組主持）  

第十七週 回饋與反思 4  參訪心得簡報練習（第三組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分享  成果發表與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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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國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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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立意—透過學習與練習加強國寫作文實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審題  學習如何審題  

第二週 切題  學習如何切合題旨  

第三週 單元練習  以實際題目練習審題與切題  

第四週 結構剖析  學習分析文章結構  

第五週 結構剖析  解析各種文章結構的優缺  

第六週 單元練習  練習設計文章結構  

第七週 修辭  修辭介紹  

第八週 修辭  修辭介紹  

第九週 單元練習  練習以修辭技巧為文章增色  

第十週 詞彙  介紹與詞彙運用相關的工具書、網站  

第十一週 詞彙  剖析運用詞彙可創造的文章風格  

第十二週 單元練習  改寫作品  

第十三週 開頭  
學習如何為文章設計一個引人入勝的開

頭  

第十四週 收尾  
學習如何為文章設計一個強而有力的收

尾  

第十五週 單元練習  分組改寫作品  

第十六週 主題作業  分組練習共同書寫  

第十七週 主題作業  分組練習共同書寫  

第十八週 期末發表  各組展示成果並評量作品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 BC組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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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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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二上數學 BC組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課程 Mathematics Substantiat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三角函數  弧度、弧長及扇形面積  

第二週 三角函數  三角不等式  

第三週 三角函數  正弦與餘弦的和差角、倍角與半角公式  

第四週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圖形、定義域、值域及週期  

第五週 三角函數  正餘弦的疊合  

第六週 三角函數  正餘弦的疊合  

第七週 指對數  指數函數  

第八週 指對數  指數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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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指對數  對數函數  

第十週 指對數  對數函數  

第十一週 指對數  按比例成長或衰退的數學模型  

第十二週 指對數  對數函數在科學與金融上的應用  

第十三週 平面向量  坐標平面上的向量係數積與加減  

第十四週 平面向量  坐標平面上的線性組合  

第十五週 平面向量  正射影與內積  

第十六週 平面向量  面積與行列式  

第十七週 平面向量  兩向量的垂直與平行判定、夾角  

第十八週 平面向量  柯西不等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A組地理公民  

英文名稱： 議題討論與實察 Topic Discussion and Field Trip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 能以社會新聞時事分析公民科與地理科相關重要事件與議題 2. 能透過實

務活動，如：參訪、講座、對談，理解與公民科及地理科相關的知識概念與技

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習課程架構、活動安排與分組  

第二週 人權議題  台灣及國際人權議題時事討論  

第三週 參訪人權景點  參訪景美國家人權園區/鄭南榕博物館  

第四週 移工議題  
與 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合作、移工

空間實察  

第五週 政法律議題  政府體制、法律基本概念時事討論  

第六週 參訪立法院  參訪立法院，了解立委職權及立法程序  

第七週 訴訟程序簡介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時事討論  

第八週 參訪台北高等法院  參訪台北高等法院(民事、行政)  

第九週 金融理財議題  
配合金融教育，討論貨幣與銀行、股

票、投資理財等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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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參訪股票博物館  
參訪股票博物館，了解股票的歷史、機

制與意涵  

第十一週 探討水議題  
水循環、水資源的分布、開發、危機暨

解決途徑  

第十二週 這是我們喝的水嗎?  
參訪自來水園區、長興淨水場；你不可

不知的淨水知識  

第十三週 探索地質災害  
從報章媒體討論地質災害之類型與發生

之地與原因等  

第十四週 
參訪北投貴子坑水土保

持戶外教室  

參訪北投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區，了

解地質災害之處理與整治  

第十五週 專題演講  國際現勢分析  

第十六週 AIT參訪  
參訪美國在臺協會文化中心，與外交官

對談  

第十七週 
國際組織(區域組織)與

臺灣  
地緣政治之合縱與連橫  

第十八週 期末回饋  分組期末心得分享與學期總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A組英文  

英文名稱： 青少年小說選讀 Introduction to Young Adult Fiction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增進英語閱讀能力 2. 對小說文體有初步了解 3. 能欣賞文學作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簡述本學期課程綱要與分組  

第二週 閱讀技巧  閱讀技巧概要  

第三週 閱讀教學活動 1  Diary of a Wimpy Kid  

第四週 閱讀文本 1  Diary of a Wimpy Kid  

第五週 閱讀文本 1  Diary of a Wimpy Kid  

第六週 閱讀文本 1  Diary of a Wimpy Kid  

第七週 閱讀教學活動 1  閱讀教學活動教學 1：角色扮演  

第八週 閱讀文本 2  The Little Prince  

第九週 閱讀文本 2  The Little Pr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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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閱讀文本 2  The Little Prince  

第十一週 閱讀文本 2  The Little Prince  

第十二週 閱讀教學活動 2  閱讀教學活動教學 2：故事重組  

第十三週 閱讀文本 3  The Giver  

第十四週 閱讀文本 3  The Giver  

第十五週 閱讀文本 3  The Giver  

第十六週 閱讀文本 3  The Giver  

第十七週 閱讀教學活動 3  閱讀教學活動教學 3：故事接龍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分享與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A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不同文類的書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類散文  散文寫作的跨度  

第二週 類散文  小說與詩與戲劇如何使散文有新的面貌  

第三週 分組報告  各組發表  

第四週 散文與電影  父後七日  

第五週 散文與電影  如何將散文改編成電影  

第六週 分組報告  各組創作與發表  

第七週 散文與小說  意識流小說中的散文  

第八週 散文與小說  吳爾芙的《燈塔行》  

第九週 分組報告  各組發表  

第十週 散文詩  散文詩的特色評析  

第十一週 散文詩  創作散文詩  

第十二週 分組報告  分組發表  

第十三週 科普寫作  科普寫作的文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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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科普寫作  科普寫作的美感價值  

第十五週 科普寫作  科學結合人文的可能性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各組發表  

第十七週 分組專題報告  個人習作與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展示個人習作及教師評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BC組化學  

英文名稱： 選修化學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化學的不同作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無機化合物  常見的非金屬元素  

第二週 無機化合物  常見的金屬元素  

第三週 無機化合物  過渡金屬元素  

第四週 無機化合物  配位化合物  

第五週 有機化合物  有機化合物的分子結構  

第六週 有機化合物  烴類的製備與反應  

第七週 有機化合物  有機化合物的異構物  

第八週 有機化合物  有機鹵化物性質與反應  

第九週 有機化合物  醇、醚、酚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週 有機化合物  醇、醚、酚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一週 有機化合物  醛、酮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二週 有機化合物  羧酸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三週 有機化合物  酯的性質與反應及油脂  

第十四週 有機化合物  胺、醯胺的性質與反應  

第十五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聚合物的簡介  

第十六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塑膠、橡膠、纖維的介紹  

第十七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生物體中的大分子  



219 

 

第十八週 化學的應用與發展  化學與先進材料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BC組生物  

英文名稱： 生態學 Ecolog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提供予 修習高三 C組「生態、演化與多樣性」課程的同學，自覺需要增加該

科課程學業能力者修習。本課程將提供「生態、演化與多樣性」更專業的知

識，並以測驗、題庫、發表、討論等，增加學科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BFc-Ⅴa-1  
生態學的研究層級主要為個體、族群、

群集、生態系及生物圈-1。  

第二週 BFc-Ⅴa-1  
生態學的研究層級主要為個體、族群、

群集、生態系及生物圈-1。  

第三週 BFc-Ⅴa-2  
生態系中的非生物因子與生物因子、能

量流轉及元素循環-2。  

第四週 BFc-Ⅴa-2  
生態系中的非生物因子與生物因子、能

量流轉及元素循環-2。  

第五週 BFc-Ⅴa-3  
台灣主要的生態系可分為自然生態系與

人工生態系-1。  

第六週 BFc-Ⅴa-3  
台灣主要的生態系可分為自然生態系與

人工生態系-2。  

第七週 BFc-Ⅴa-3  台灣生態系議題討論。  

第八週 複習  複習  

第九週 BLb-Ⅴa-1  生態學的研究層級。  

第十週 BLb-Ⅴa-2  

族群特徵包括族群大小、族群密度、族

群成長曲線、生存曲線及年齡結構等-

1。  

第十一週 BLb-Ⅴa-2  

族群特徵包括族群大小、族群密度、族

群成長曲線、生存曲線及年齡結構等-

2。  

第十二週 BLb-Ⅴa-3  
群集中族群間的交互作用、群集結構及

演替-1。  

第十三週 BLb-Ⅴa-3  群集中族群間的交互作用、群集結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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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2。  

第十四週 BLb-Ⅴa-4  
生態系中的非生物因子與生物因子、能

量流轉及元素循環-1。  

第十五週 BLb-Ⅴa-4  
生態系中的非生物因子與生物因子、能

量流轉及元素循環-2。  

第十六週 生態學議題討論-1。  生態學議題討論-1。  

第十七週 生態學議題討論-2。  生態學議題討論-2。  

第十八週 複習  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充實補強班，需針對高三 c組下學期開設之加深加廣「生態、演化與多樣

性」一科，進行補強。因此僅開設於高三下學期，同時僅限定有修習該門課的

學生參與本班。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BC組物理  

英文名稱： 指考物理之庖丁解牛 How to Pass Physics Quiz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物理，並從中體會樂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理量與因次  
歷屆指考題與物理量或因次相關之題型

討論  

第二週 基礎運動學  
歷屆指考題與基礎運動學相關之題型討

論  

第三週 各種接觸力  
歷屆指考題與各種接觸力相關之題型討

論  

第四週 靜力平衡  歷屆指考題與靜力平衡相關之題型討論  

第五週 牛頓運動定律  
歷屆指考題與牛頓運動定律相關之題型

討論  

第六週 動量與衝量  
歷屆指考題與動量與衝量相關之題型討

論  

第七週 系統與質心  
歷屆指考題與系統與質心相關之題型討

論  

第八週 萬有引力定律  
歷屆指考題與萬有引力定律相關之題型

討論  

第九週 功與動能  歷屆指考題與功與動能相關之題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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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位能與保守力場  
歷屆指考題與位能與保守力場相關之題

型討論  

第十一週 力學能守恆  
歷屆指考題與力學能守恆相關之題型討

論  

第十二週 一維與二維碰撞  
歷屆指考題與一維與二維碰撞相關之題

型討論  

第十三週 熱與理想氣體  
歷屆指考題與熱與理想氣體相關之題型

討論  

第十四週 幾何與波動光學  
歷屆指考題與幾何與波動光學相關之題

型討論  

第十五週 靜電學、電流熱效應  
歷屆指考題與靜電學、電流相關之題型

討論  

第十六週 電流磁效應、電磁感應  
歷屆指考題與磁場、電磁感應相關之題

型討論  

第十七週 近代物理(1)  歷屆指考題與近代物理相關之題型討論  

第十八週 近代物理(2)  歷屆指考題與近代物理相關之題型討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BC組英文  

英文名稱： 瘋玩英文桌遊 Fun Board Games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英文桌遊有基本認識 2. 能運用桌遊至英語學習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與分組  

第二週 桌遊概述  熱門桌遊總覽  

第三週 字彙類 1  香蕉拼字 Bananagrams  

第四週 字彙類 2  拉密拼字 Word Rummikub  

第五週 字彙類 3  金牌小說家 Paperback  

第六週 字彙類 4  字母大亨 Letter Tycoon  

第七週 字彙類 5  德國心臟病 Halli Galli  

第八週 字彙類 6  Sequence  

第九週 字彙類 7  Bo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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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句型類 1  Kick it out  

第十一週 句型類 2  拔毛運動會 Where are you going  

第十二週 記憶類  驢橋 Eselsbrücke  

第十三週 口語表達類 1  故事骰 Story Cube  

第十四週 口語表達類 2  從前從前 Once Upon a Time  

第十五週 口語表達類 3  妙語說書人 Dixit  

第十六週 桌遊設計 1  自製桌遊 1  

第十七週 桌遊設計 2  自製桌遊 2  

第十八週 期末回饋  期末總回顧、心得與建議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 BC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不同文類的書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類散文  散文寫作的跨度  

第二週 類散文  小說與詩與戲劇如何使散文有新的面貌  

第三週 分組報告  各組發表  

第四週 散文與電影  父後七日  

第五週 散文與電影  如何將散文改編成電影  

第六週 分組報告  各組創作與發表  

第七週 散文與小說  意識流小說中的散文  

第八週 散文與小說  吳爾芙的《燈塔行》  

第九週 分組報告  各組發表  

第十週 散文詩  散文詩的特色評析  

第十一週 散文詩  創作散文詩  

第十二週 分組報告  分組發表  

第十三週 科普寫作  科普寫作的文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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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科普寫作  科普寫作的美感價值  

第十五週 科普寫作  科學結合人文的可能性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各組發表  

第十七週 分組專題報告  個人習作與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展示個人習作及教師評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數乙 A組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課程乙(下)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分佈與統計  離散型隨機變數  

第二週 分佈與統計  離散型隨機變數  

第三週 分佈與統計  期望值、變異數、標準差  

第四週 分佈與統計  期望值、變異數、標準差  

第五週 分佈與統計  獨立事件  

第六週 分佈與統計  柏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第七週 分佈與統計  二項分佈  

第八週 分佈與統計  二項分佈  

第九週 分佈與統計  應用  

第十週 複數  方程式的虛根  

第十一週 複數  代數基本定理  

第十二週 複數  虛根成對  

第十三週 複數  複數平面  

第十四週 複數  複數平面  

第十五週 複數  複數四則運算  

第十六週 複數  複數四則運算  

第十七週 複數  複數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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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複數  複數絕對值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數甲 BC組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課程甲(下)Mathematics Substantiat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複數平面  虛根  

第二週 複數平面  複數平面  

第三週 複數平面  複數平面  

第四週 複數平面  極式  

第五週 複數平面  極式  

第六週 複數平面  棣美弗等式  

第七週 複數平面  棣美弗等式  

第八週 複數平面  單位方根  

第九週 複數平面  單位方根  

第十週 二次曲線  拋物線標準式  

第十一週 二次曲線  拋物線平移伸縮  

第十二週 二次曲線  橢圓標準式  

第十三週 二次曲線  橢圓平移伸縮  

第十四週 二次曲線  橢圓平移伸縮  

第十五週 二次曲線  橢圓參數式  

第十六週 二次曲線  雙曲線標準式  

第十七週 二次曲線  雙曲線平移伸縮  

第十八週 二次曲線  應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225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下數甲指考 A組  

英文名稱： 數學指考加強課程(高三下社會組)Intensified Math Course for 

Advanced Subjects Test (II)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複數平面  虛根  

第二週 複數平面  虛根  

第三週 複數平面  複數平面  

第四週 複數平面  複數平面  

第五週 複數平面  極式  

第六週 複數平面  極式  

第七週 複數平面  極式  

第八週 複數平面  棣美弗定理  

第九週 複數平面  棣美弗定理  

第十週 複數平面  單位方根  

第十一週 複數平面  單位方根  

第十二週 複數平面  單位方根  

第十三週 分佈與統計  離散型隨機變數  

第十四週 分佈與統計  柏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第十五週 分佈與統計  二項分佈  

第十六週 分佈與統計  幾何分佈  

第十七週 分佈與統計  應用  

第十八週 分佈與統計  應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A組地理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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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職涯大探索 Career Exploration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 能理解 18學群的基本內涵及未來出路 2. 能發展個人自我了解、探索職場

優勢和專業熱情 3. 能提升個人自信、學習表達技巧和其他就業力，進行職涯

規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習課程架構、活動安排與分組  

第二週 學群分享 1  
運用 118人力銀行、Holland職涯探索

桌遊讓學生探索各類型職業  

第三週 學群分享 1  

邀請資訊及工程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關

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從

業心得  

第四週 學群分享 2  

邀請生科及生物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關

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從

業心得  

第五週 學群分享 3  

邀請數理及醫學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關

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從

業心得分享  

第六週 校系參訪  參訪輔仁大學  

第七週 分組討論分享  參訪心得交流與問題討論  

第八週 學群分享 4  

邀請環境及建築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關

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從

業心得  

第九週 學群分享 5  

邀請藝術及傳播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關

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從

業心得  

第十週 學群分享 6  

邀請教育及社會心理學群畢業學長姊或

相關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

驗、從業心得  

第十一週 校系參訪  參訪世新大學  

第十二週 分組討論分享  參訪心得交流與問題討論  

第十三週 學群分享 7  

邀請文史哲及外語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

關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

從業心得  

第十四週 學群分享 8  

邀請財經及管理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關

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從

業心得  

第十五週 學群分享 9  邀請法政與運休學群畢業學長姊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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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人士分享準備歷程；在學經驗、從

業心得  

第十六週 校系參訪  參訪政治大學  

第十七週 分組討論分享  參訪心得交流與問題討論  

第十八週 期末回饋  分組期末心得分享與學期總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A組英文  

英文名稱： 英文自傳與讀書計畫撰寫 English Autobiography and Study 

Plan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寫出個人的英文自傳 2. 能以英文撰寫個人讀書計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本學期課程要求、分組  

第二週 自傳 1  自傳架構說明  

第三週 自傳 2  優良自傳範本欣賞  

第四週 自傳 3  自傳範本評論與修改  

第五週 自傳 4  中文自傳撰寫  

第六週 自傳 5  各組自傳報告與討論  

第七週 自傳 6  個人自傳中譯英 1  

第八週 自傳 7  個人自傳中譯英 2  

第九週 自傳 8  自傳小組互改與互評  

第十週 讀書計畫 1  
讀書計畫建議大綱 1：就讀動機與學習

計劃  

第十一週 讀書計畫 2  
讀書計畫建議大綱 2：自我能力評估與

未來生涯規劃  

第十二週 讀書計畫 3  讀書計畫範例參考與點評  

第十三週 讀書計畫 4  個人讀書計畫撰寫  

第十四週 讀書計畫 5  各組讀書計畫呈現  

第十五週 讀書計畫 6  個人讀書計畫中譯英 1  

第十六週 讀書計畫 7  個人讀書計畫中譯英 2  



228 

 

第十七週 讀書計畫 8  讀書計畫小組互改與互評  

第十八週 期末回饋  期末心得分享與總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A組英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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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A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備考與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解析國寫  考題趨勢分析  

第二週 解析國寫  考題趨勢分析  

第三週 記敘文  記敘文的書寫特色  

第四週 記敘文  寫作記敘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五週 記敘文  個人習作  

第六週 分組報告  各組評析佳作  

第七週 抒情文  抒情文的書寫特色  

第八週 抒情文  寫作抒情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九週 抒情文  個人習作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一週 議論文  議論文的書寫特色  

第十二週 議論文  寫作議論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十三週 議論文  個人習作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五週 應用文  應用文的書寫特色  

第十六週 應用文  寫作應用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個人習作與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展示個人習作及教師評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A組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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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化學生物  

英文名稱： 選修化學 Chemistry/動物體構造與功能-1 Animal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I)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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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提供予 修習高三 C組「動物體構造與功能」課程的同學，自覺需要增加該科

課程學業能力者修習。本課程將提供「動物體構造與功能」更專業的知識，並

以測驗、題庫、發表、討論等，增加學科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原子構造／BDb-Ⅴa-1  
氫原子光譜與波耳氫原子模型／動物組

織的構造與功能-1。  

第二週 原子構造／BDb-Ⅴa-1  
軌域與量子數／動物組織的構造與功能

-2。  

第三週 原子構造／BDb-Ⅴa-2  
電子組態與週期表／動物體的器官系統

之構造與功能-1。  

第四週 原子構造／BDb-Ⅴa-2  
元素的性質及週期性／動物體的器官系

統之構造與功能-２。  

第五週 化學鍵結／BDb-Ⅴa-2  
價鍵理論與價殼層電子對互斥學說／動

物體的器官系統之構造與功能-實驗。  

第六週 化學鍵結／複習  分子極性與金屬、離子晶體／複習  

第七週 化學鍵結／BDb-Ⅴa-3  
分子間作用力／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

義與重要性-1。  

第八週 溶液的性質／BDb-Ⅴa-3  
理想溶液／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義與

重要性-２。  

第九週 溶液的性質／BDb-Ⅴa-3  
溶液的特性／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義

與重要性-實驗。  

第十週 溶液的性質／BDb-Ⅴa-3  
溶液的依數性／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

義與重要性-報章議題討論。  

第十一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的平衡／複習  
布忍斯特-洛瑞酸鹼學說／複習  

第十二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的平衡／BDb-Ⅴa-4  

酸鹼的命名、強度與解離／動物體對刺

激的感應-1 。  

第十三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的平衡／BDb-Ⅴa-4  

鹽的性質與酸鹼滴定／動物體對刺激的

感應-２ 。  

第十四週 
水溶液中的酸、鹼、鹽

的平衡／BDb-Ⅴa-4  

緩衝溶液的特性／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

-３ 。  

第十五週 
氧化還原反應／BDb-Ⅴ

a-4  

氧化數規則及性質／動物體對刺激的感

應-實驗 1。  

第十六週 
氧化還原反應／BDb-Ⅴ

a-4  

氧化還原反應及常見的氧化劑、還原劑

／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實驗２。  

第十七週 
氧化還原反應／BDb-Ⅴ

a-4  

氧化還原反應平衡與滴定／動物體對刺

激的感應-報章議題討論。  

第十八週 氧化還原反應／複習  電化電池／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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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充實補強班，需針對高三 c組上學期開設之加深加廣「動物體構造與功能」

一科，進行補強。因此僅開設於高三上學期，同時僅限定有修習該門課的學生

參與本班。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生物地科  

英文名稱： 動物體構造與功能-2 Animal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II)

／地球科學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提供予 修習高三 C組「動物體構造與功能」課程的同學，自覺需要增加該科

課程學業能力者修習。本課程將提供「動物體構造與功能」更專業的知識，並

以測驗、題庫、發表、討論等，增加學科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BDb-Ⅴa-1／宇宙與天體  

動物組織的構造與功能-1。／恆星光譜

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氣組成及物理性

質。  

第二週 BDb-Ⅴa-1／宇宙與天體  

動物組織的構造與功能-２。／恆星光

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氣組成及物理性

質。  

第三週 BDb-Ⅴa-2／宇宙與天體  

動物體的器官系統之構造與功能-1。／

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光學望遠鏡

和電波望遠鏡。 地面天文觀測會受到

諸多地表環境條件的限制。  

第四週 BDb-Ⅴa-2／宇宙與天體  

動物體的器官系統之構造與功能-２。

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光學望遠鏡

和電波望遠鏡。 地面天文觀測會受到

諸多地表環境條件的限制。  

第五週 BDb-Ⅴa-2／宇宙與天體  

動物體的器官系統之構造與功能-實

驗。／地球上看到的星空係不同時空的

疊合，距離愈遠即愈古老。 星色-星等

的關係圖有助於認識恆星的類型與演

化。 測量天體的距離有助於了解宇宙

的大尺度結構。  

第六週 複習 ／組成地球的物質  

複習 ／火成岩形成時岩漿的成分和冷

卻速度會影響外觀。 不同沉積環境會

影響沉積岩組成及顆粒的大小。 變質

岩的形成受原來母岩和變質程度的影

響，具有不同的外觀型態。  

第七週 
BDb-Ⅴa-3／組成地球的

物質  

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義與重要性-1。

／礦物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及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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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礦物種類繁多，但一般岩石中常

見的造岩礦物種類有限。 主要建材多

來自於岩石及其產物。 稀有且具有一

定物理條件的礦物，才能稱為寶石。  

第八週 
BDb-Ⅴa-3／組成地球的

物質  

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義與重要性-

２。／經由地殼鑽探、不同地球物理探

勘方法，可以幫助了解固體地球的結構

與成分。  

第九週 BDb-Ⅴa-3／地球和太空  

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義與重要性-實

驗。／歷經地心說、日心說等學說的演

進，天文學家現今已了解地球在太空中

的運行規律。  

第十週 BDb-Ⅴa-3／地球和太空  

動物體內恆定的生理意義與重要性-報

章議題討論。／曆法主要是根據天體運

動的規律而制定。  

第十一週 
複習／地球的起源與演

變  

複習／人類對地球起源和演變的想法隨

文明發展而改變，近代逐漸釐清出大致

的輪廓。  

第十二週 
BDb-Ⅴa-4／地球的起源

與演變  

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1 。／太陽星雲

學說是目前用來解釋太陽系起源最被普

遍接受的學說。 高溫熔融態的原始地

球，經過分化分層，形成具層狀結構之

固體地球，逐漸冷卻，在釋氣過程中，

大氣與海洋隨之演化。  

第十三週 
BDb-Ⅴa-4／地球的起源

與演變  

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２ 。／人類透過

各種科學方法，了解地球的大小與形

狀。  

第十四週 BDb-Ⅴa-4／地層與化石  

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３ 。／地層中的

標準化石，指相化石及地質構造，可輔

助了解地層的沉積環境及年代。 研究

地球歷史的不同方法有不同限制和精確

度，地球歷史需要綜合多方面的證據才

能提出適當的推論。  

第十五週 
BDb-Ⅴa-4／地表與地殼

的變動  

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實驗 1。／由浮

力平衡的原理可推知，地殼會有垂直方

向的升降調整，且有觀測證據支持。 

斷層、褶皺、節理為岩層歷經地殼變動

受力後的表徵。  

第十六週 
BDb-Ⅴa-4／地表與地殼

的變動  

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實驗２。／透過

野外觀察紀錄及分析，建立地質圖等資

料，可以幫助了解當地岩層的分布與構

造 透過野外地質觀測及儀器偵測到的

地球物理資料，可以幫助建立台灣的地



234 

 

體構造模型。  

第十七週 
BDb-Ⅴa-4／地表與地殼

的變動  

動物體對刺激的感應-報章議題討論。

／透過儀器對地殼變動的監測，可幫助

了解板塊相互運動的狀態。 遙測工具

對於地表與地殼的變動提供了更全面的

觀測。  

第十八週 複習  
複習／各種不同工具可幫助了解海底地

形與陸地地形在形態及規模的不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充實補強班，需針對高三 c組上學期開設之加深加廣「動物體構造與功能」

一科，進行補強。因此僅開設於高三上學期，同時僅限定有修習該門課的學生

參與本班。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物理化學  

英文名稱： 學測物理之庖丁解牛 How to Pass Physics Exams／選修化學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物理量與因次／原

子構造  

歷屆學測題與基本物理量或因次相關之

題型討論／氫原子光譜與波耳氫原子模

型  

第二週 認識原子／原子構造  
歷屆學測題與原子結構、組成相關之題

型討論／軌域與量子數  

第三週 
引力與電磁力／原子構

造  

歷屆學測題與引力、電磁力相關之題型

討論／電子組態與週期表  

第四週 
強、弱作用力／原子構

造  

歷屆學測題與原子核內部作用力相關之

題型討論／元素的性質及週期性  

第五週 直線運動／化學鍵結  
歷屆學測題與直線運動相關之題型討論

／價鍵理論與價殼層電子對互斥學說  

第六週 平面運動／化學鍵結  
歷屆學測題與平面運動相關之題型討論

／分子極性與金屬、離子晶體  

第七週 各種接觸力／化學鍵結  
歷屆學測題與各種接觸力相關之題型討

論／分子間作用力  

第八週 力平衡／溶液的性質  
歷屆學測題與力平衡相關之題型討論／

理想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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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力矩平衡／溶液的性質  
歷屆學測題與力矩平衡相關之題型討論

／溶液的特性  

第十週 
重心與質心／溶液的性

質  

歷屆學測題與重心與質心相關之題型討

論／溶液的依數性  

第十一週 
牛頓運動定律／水溶液

中的酸、鹼、鹽的平衡  

歷屆學測題與牛頓運動定律相關之題型

討論／布忍斯特-洛瑞酸鹼學說  

第十二週 
動量與衝量／水溶液中

的酸、鹼、鹽的平衡  

歷屆學測題與動量與衝量相關之題型討

論／酸鹼的命名、強度與解離  

第十三週 
系統與質心／水溶液中

的酸、鹼、鹽的平衡  

歷屆學測題與系統與質心相關之題型討

論／鹽的性質與酸鹼滴定  

第十四週 
萬有引力定律／水溶液

中的酸、鹼、鹽的平衡  

歷屆學測題與萬有引力定律相關之題型

討論／緩衝溶液的特性  

第十五週 
功與動能／氧化還原反

應  

歷屆學測題與功與動能相關之題型討論

／氧化數規則及性質  

第十六週 
位能與保守力場／氧化

還原反應  

歷屆學測題與位能與保守力場相關之題

型討論／氧化還原反應及常見的氧化

劑、還原劑  

第十七週 
力學能守恆／氧化還原

反應  

歷屆學測題與力學能守恆相關之題型討

論／氧化還原反應平衡與滴定  

第十八週 
一維與二維碰撞／氧化

還原反應  

歷屆學測題與一維與二維碰撞相關之題

型討論／電化電池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物理地科  

英文名稱： 學測物理之庖丁解牛 How to Pass Physics Exams／地球科學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物理量與因次／宇

宙與天體  

歷屆學測題與基本物理量或因次相關之

題型討論／恆星光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

大氣組成及物理性質。  

第二週 認識原子／宇宙與天體  

歷屆學測題與原子結構、組成相關之題

型討論／恆星光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

氣組成及物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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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引力與電磁力／宇宙與

天體  

歷屆學測題與引力、電磁力相關之題型

討論／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光學

望遠鏡和電波望遠鏡。地面天文觀測會

受到諸多地表環境條件的限制。  

第四週 
強、弱作用力／宇宙與

天體  

歷屆學測題與原子核內部作用力相關之

題型討論／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

光學望遠鏡和電波望遠鏡。地面天文觀

測會受到諸多地表環境條件的限制。  

第五週 直線運動／宇宙與天體  

歷屆學測題與直線運動相關之題型討論

／地球上看到的星空係不同時空的疊

合，距離愈遠即愈古老。 星色-星等的

關係圖有助於認識恆星的類型與演化。 

測量天體的距離有助於了解宇宙的大尺

度結構。  

第六週 
平面運動／組成地球的

物質  

歷屆學測題與平面運動相關之題型討論

／火成岩形成時岩漿的成分和冷卻速度

會影響外觀。 不同沉積環境會影響沉

積岩組成及顆粒的大小。 變質岩的形

成受原來母岩和變質程度的影響，具有

不同的外觀型態。  

第七週 
各種接觸力／組成地球

的物質  

歷屆學測題與各種接觸力相關之題型討

論／礦物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及物理性

質。 礦物種類繁多，但一般岩石中常

見的造岩礦物種類有限。 主要建材多

來自於岩石及其產物。 稀有且具有一

定物理條件的礦物，才能稱為寶石。  

第八週 
力平衡／組成地球的物

質  

歷屆學測題與力平衡相關之題型討論／

經由地殼鑽探、不同地球物理探勘方

法，可以幫助了解固體地球的結構與成

分。  

第九週 力矩平衡／地球和太空  

歷屆學測題與力矩平衡相關之題型討論

／歷經地心說、日心說等學說的演進，

天文學家現今已了解地球在太空中的運

行規律。  

第十週 
重心與質心／地球和太

空  

歷屆學測題與重心與質心相關之題型討

論／曆法主要是根據天體運動的規律而

制定。  

第十一週 
牛頓運動定律／地球的

起源與演變  

歷屆學測題與牛頓運動定律相關之題型

討論／人類對地球起源和演變的想法隨

文明發展而改變，近代逐漸釐清出大致

的輪廓。  

第十二週 
動量與衝量／地球的起

源與演變  

歷屆學測題與動量與衝量相關之題型討

論／太陽星雲學說是目前用來解釋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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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源最被普遍接受的學說。 高溫熔

融態的原始地球，經過分化分層，形成

具層狀結構之固體地球，逐漸冷卻，在

釋氣過程中，大氣與海洋隨之演化。  

第十三週 
系統與質心／地球的起

源與演變  

歷屆學測題與系統與質心相關之題型討

論／人類透過各種科學方法，了解地球

的大小與形狀。  

第十四週 
萬有引力定律／地層與

化石  

歷屆學測題與萬有引力定律相關之題型

討論／地層中的標準化石，指相化石及

地質構造，可輔助了解地層的沉積環境

及年代。 研究地球歷史的不同方法有

不同限制和精確度，地球歷史需要綜合

多方面的證據才能提出適當的推論。  

第十五週 
功與動能／地表與地殼

的變動  

歷屆學測題與功與動能相關之題型討論

／由浮力平衡的原理可推知，地殼會有

垂直方向的升降調整，且有觀測證據支

持。 斷層、褶皺、節理為岩層歷經地

殼變動受力後的表徵。  

第十六週 
位能與保守力場／地表

與地殼的變動  

歷屆學測題與位能與保守力場相關之題

型討論／透過野外觀察紀錄及分析，建

立地質圖等資料，可以幫助了解當地岩

層的分布與構造 透過野外地質觀測及

儀器偵測到的地球物理資料，可以幫助

建立台灣的地體構造模型。  

第十七週 
力學能守恆／地表與地

殼的變動  

歷屆學測題與力學能守恆相關之題型討

論／透過儀器對地殼變動的監測，可幫

助了解板塊相互運動的狀態。 遙測工

具對於地表與地殼的變動提供了更全面

的觀測。  

第十八週 
一維與二維碰撞／地表

與地殼的變動  

歷屆學測題與一維與二維碰撞相關之題

型討論／各種不同工具可幫助了解海底

地形與陸地地形在形態及規模的不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英文  

英文名稱： 聽說讀寫樣樣通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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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增進聽、說、讀、寫四種能力。 2. 能提高學習英文的成就感與自信

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簡介本學期課程大綱與學習目標  

第二週 聽力練習 1  CNN Student News 10 分鐘牛刀小試  

第三週 聽力練習 2  BBC Learning English 多元題材探索  

第四週 聽力練習 3  TED Talks速記練習  

第五週 聽力練習 4  Voice Tube聽力評估  

第六週 閱讀技巧 1  閱讀前技巧：預測、閱覽、跳讀、掃描  

第七週 閱讀技巧 2  
閱讀前/中技巧：提問、掌握關鍵字、

經驗連結  

第八週 閱讀技巧 3  
閱讀中技巧：標示、推論、猜字意、做

筆記  

第九週 閱讀技巧 4  閱讀後技巧：反思、分析、綜合、整合  

第十週 口語表達 1  口語常犯錯誤糾正  

第十一週 口語表達 2  Youglish介紹與使用  

第十二週 口語表達 3  英語辯論原則與演練  

第十三週 口語表達 4  中英口譯初探  

第十四週 寫作訓練 1  文章架構與腦力激盪聯想法  

第十五週 寫作訓練 2  寫作萬用梗  

第十六週 寫作訓練 3  關鍵字精進  

第十七週 寫作訓練 4  修辭全面提昇  

第十八週 期末複習  期末總複習與總整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英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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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國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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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 BC組國文  

英文名稱： 寫作的奧秘 Secrets of Writ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備考與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解析國寫  考題趨勢分析  

第二週 解析國寫  考題趨勢分析  

第三週 記敘文  記敘文的書寫特色  

第四週 記敘文  寫作記敘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五週 記敘文  個人習作  

第六週 分組報告  各組評析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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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抒情文  抒情文的書寫特色  

第八週 抒情文  寫作抒情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九週 抒情文  個人習作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一週 議論文  議論文的書寫特色  

第十二週 議論文  寫作議論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十三週 議論文  個人習作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五週 應用文  應用文的書寫特色  

第十六週 應用文  寫作應用文時應注意的事項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個人習作與各組評析佳作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展示個人習作及教師評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數乙 A組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課程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線性規畫  可行解區域  

第二週 線性規畫  平行直線系  

第三週 線性規畫  極值問題  

第四週 線性規畫  極值問題  

第五週 微分  函數的極限  

第六週 微分  介值定理、夾擠定理  

第七週 微分  導數與導函數  

第八週 微分  微分基本公式  

第九週 微分  二階導數  

第十週 微分  函數單調性與凹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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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微分  導數的邊際意涵  

第十二週 積分  無窮等比級數  

第十三週 積分  定積分  

第十四週 積分  反導函數  

第十五週 積分  面積與總變化量的意涵  

第十六週 積分  微積分基本定理  

第十七週 積分  連續函數值的平均  

第十八週 積分  總量與剩餘意涵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數乙 A組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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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數甲 BC組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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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數甲 BC組  

英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課程甲(上)Mathematics Substantiat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微分  函數  

第二週 微分  函數的極限  

第三週 微分  微分  

第四週 微分  導函數  

第五週 數列的極限  數列的極限  

第六週 數列的極限  夾擠定理  

第七週 無窮等比級數  循環小數、Σ符號  

第八週 積分  面積、位移  

第九週 積分  連續函數值的平均  

第十週 積分  黎曼和  

第十一週 積分  定積分與不定積分  

第十二週 積分  積分的應用  

第十三週 積分  積分的應用  

第十四週 分佈與統計  離散型隨機變數  

第十五週 分佈與統計  柏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第十六週 分佈與統計  二項分佈  

第十七週 分佈與統計  幾何分佈  

第十八週 分佈與統計  應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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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上數甲指考 A組  

英文名稱： 數學指考加強課程(高三上社會組)Intensified Math Course for 

Advanced Subjects Test (I)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課程內容作補強性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二次曲線  拋物線標準式  

第二週 二次曲線  拋物線平移伸縮  

第三週 二次曲線  橢圓標準式  

第四週 二次曲線  橢圓平移伸縮  

第五週 二次曲線  橢圓平移伸縮  

第六週 二次曲線  橢圓參數式  

第七週 二次曲線  雙曲線標準式  

第八週 二次曲線  雙曲線平移伸縮  

第九週 二次曲線  應用  

第十週 二次曲線  應用  

第十一週 微分  導函數  

第十二週 微分  導函數  

第十三週 數列的極限  數列的極限  

第十四週 數列的極限  數列的極限  

第十五週 數列的極限  數列的極限  

第十六週 積分  積分的應用  

第十七週 積分  積分的應用  

第十八週 積分  積分的應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依學生需求跨班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跆拳  

英文名稱： taekw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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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能檢測  長跑耐力、踢擊反應、爆發力  

第二週 基本動作檢測  基本動作踢擊  

第三週 側踩踢擊  側踩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四週 轉身踢擊  轉身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五週 上端踢擊  上端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六週 肌力訓練  重量肌力  

第七週 組合踢擊  側踩、轉身、上端組合應用  

第八週 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九週 不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十週 實戰訓練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一週 柔軟度訓練  加強上端柔軟度訓練  

第十二週 步伐技術  近距離、中距離、長距離動作應用  

第十三週 拳腳結合  腳步攻擊搭配正拳應用  

第十四週 近身處理  近身後推擊應用  

第十五週 連續技術  連續攻擊技術應用  

第十六週 重力技術  單拍重腳踢擊  

第十七週 連點技術  腳不落地連續踢擊應用  

第十八週 實戰應用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跆拳  

英文名稱： taekwondo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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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能檢測  長跑耐力、踢擊反應、爆發力  

第二週 基本動作檢測  基本動作踢擊  

第三週 側踩踢擊  側踩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四週 轉身踢擊  轉身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五週 上端踢擊  上端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六週 肌力訓練  重量肌力  

第七週 組合踢擊  側踩、轉身、上端組合應用  

第八週 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九週 不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十週 實戰訓練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一週 柔軟度訓練  加強上端柔軟度訓練  

第十二週 步伐技術  近距離、中距離、長距離動作應用  

第十三週 拳腳結合  腳步攻擊搭配正拳應用  

第十四週 近身處理  近身後推擊應用  

第十五週 連續技術  連續攻擊技術應用  

第十六週 重力技術  單拍重腳踢擊  

第十七週 連點技術  腳不落地連續踢擊應用  

第十八週 實戰應用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跆拳  

英文名稱： taekwondo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能檢測  長跑耐力、踢擊反應、爆發力  

第二週 基本動作檢測  基本動作踢擊  

第三週 側踩踢擊  側踩動作踢擊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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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轉身踢擊  轉身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五週 上端踢擊  上端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六週 肌力訓練  重量肌力  

第七週 組合踢擊  側踩、轉身、上端組合應用  

第八週 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九週 不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十週 實戰訓練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一週 柔軟度訓練  加強上端柔軟度訓練  

第十二週 步伐技術  近距離、中距離、長距離動作應用  

第十三週 拳腳結合  腳步攻擊搭配正拳應用  

第十四週 近身處理  近身後推擊應用  

第十五週 連續技術  連續攻擊技術應用  

第十六週 重力技術  單拍重腳踢擊  

第十七週 連點技術  腳不落地連續踢擊應用  

第十八週 實戰應用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跆拳  

英文名稱： taekwondo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能檢測  長跑耐力、踢擊反應、爆發力  

第二週 基本動作檢測  基本動作踢擊  

第三週 側踩踢擊  側踩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四週 轉身踢擊  轉身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五週 上端踢擊  上端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六週 肌力訓練  重量肌力  

第七週 組合踢擊  側踩、轉身、上端組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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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九週 不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十週 實戰訓練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一週 柔軟度訓練  加強上端柔軟度訓練  

第十二週 步伐技術  近距離、中距離、長距離動作應用  

第十三週 拳腳結合  腳步攻擊搭配正拳應用  

第十四週 近身處理  近身後推擊應用  

第十五週 連續技術  連續攻擊技術應用  

第十六週 重力技術  單拍重腳踢擊  

第十七週 連點技術  腳不落地連續踢擊應用  

第十八週 實戰應用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跆拳  

英文名稱： taekwondo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能檢測  長跑耐力、踢擊反應、爆發力  

第二週 基本動作檢測  基本動作踢擊  

第三週 側踩踢擊  側踩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四週 轉身踢擊  轉身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五週 上端踢擊  上端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六週 肌力訓練  重量肌力  

第七週 組合踢擊  側踩、轉身、上端組合應用  

第八週 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九週 不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十週 實戰訓練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一週 柔軟度訓練  加強上端柔軟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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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步伐技術  近距離、中距離、長距離動作應用  

第十三週 拳腳結合  腳步攻擊搭配正拳應用  

第十四週 近身處理  近身後推擊應用  

第十五週 連續技術  連續攻擊技術應用  

第十六週 重力技術  單拍重腳踢擊  

第十七週 連點技術  腳不落地連續踢擊應用  

第十八週 實戰應用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跆拳  

英文名稱： taekwondo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能檢測  長跑耐力、踢擊反應、爆發力  

第二週 基本動作檢測  基本動作踢擊  

第三週 側踩踢擊  側踩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四週 轉身踢擊  轉身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五週 上端踢擊  上端動作踢擊及應用  

第六週 肌力訓練  重量肌力  

第七週 組合踢擊  側踩、轉身、上端組合應用  

第八週 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九週 不同面戰術  依照對手習性戰術應用  

第十週 實戰訓練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一週 柔軟度訓練  加強上端柔軟度訓練  

第十二週 步伐技術  近距離、中距離、長距離動作應用  

第十三週 拳腳結合  腳步攻擊搭配正拳應用  

第十四週 近身處理  近身後推擊應用  

第十五週 連續技術  連續攻擊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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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重力技術  單拍重腳踢擊  

第十七週 連點技術  腳不落地連續踢擊應用  

第十八週 實戰應用  模擬比賽模式訓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抓舉講解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4.沉身期 5.下蹲

支撐  

第二週 挺舉講解  1.上膞 2.上挺 3.支撐  

第三週 前深蹲  
1.前股四頭肌 2. 前股二頭肌 3.臀大

肌  

第四週 後深蹲  1.臀大肌 2.後側肌  

第五週 寬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六週 窄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七週 箱上寬速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八週 箱上窄高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九週 墊上窄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週 墊上寬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一週 架上借力推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二週 架上 PUSH蹲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三週 架上上挺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四週 中握下蹲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五週 膝位高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六週 架上後支撐蹲  1.時間差 2.重量支撐  

第十七週 膝位高上膞  1.膝位翻接 2.力量呈現  

第十八週 負重預蹲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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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抓舉講解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4.沉身期 5.下蹲

支撐  

第二週 挺舉講解  1.上膞 2.上挺 3.支撐  

第三週 前深蹲  
1.前股四頭肌 2. 前股二頭肌 3.臀大

肌  

第四週 後深蹲  1.臀大肌 2.後側肌  

第五週 寬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六週 窄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七週 箱上寬速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八週 箱上窄高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九週 墊上窄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週 墊上寬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一週 架上借力推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二週 架上 PUSH蹲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三週 架上上挺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四週 中握下蹲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五週 膝位高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六週 架上後支撐蹲  1.時間差 2.重量支撐  

第十七週 膝位高上膞  1.膝位翻接 2.力量呈現  

第十八週 負重預蹲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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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抓舉講解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4.沉身期 5.下蹲

支撐  

第二週 挺舉講解  1.上膞 2.上挺 3.支撐  

第三週 前深蹲  
1.前股四頭肌 2. 前股二頭肌 3.臀大

肌  

第四週 後深蹲  1.臀大肌 2.後側肌  

第五週 寬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六週 窄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七週 箱上寬速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八週 箱上窄高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九週 墊上窄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週 墊上寬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一週 架上借力推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二週 架上 PUSH蹲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三週 架上上挺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四週 中握下蹲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五週 膝位高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六週 架上後支撐蹲  1.時間差 2.重量支撐  

第十七週 膝位高上膞  1.膝位翻接 2.力量呈現  

第十八週 負重預蹲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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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抓舉講解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4.沉身期 5.下蹲

支撐  

第二週 挺舉講解  1.上膞 2.上挺 3.支撐  

第三週 前深蹲  
1.前股四頭肌 2. 前股二頭肌 3.臀大

肌  

第四週 後深蹲  1.臀大肌 2.後側肌  

第五週 寬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六週 窄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七週 箱上寬速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八週 箱上窄高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九週 墊上窄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週 墊上寬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一週 架上借力推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二週 架上 PUSH蹲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三週 架上上挺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四週 中握下蹲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五週 膝位高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六週 架上後支撐蹲  1.時間差 2.重量支撐  

第十七週 膝位高上膞  1.膝位翻接 2.力量呈現  

第十八週 負重預蹲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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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抓舉講解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4.沉身期 5.下蹲

支撐  

第二週 挺舉講解  1.上膞 2.上挺 3.支撐  

第三週 前深蹲  
1.前股四頭肌 2. 前股二頭肌 3.臀大

肌  

第四週 後深蹲  1.臀大肌 2.後側肌  

第五週 寬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六週 窄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七週 箱上寬速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八週 箱上窄高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九週 墊上窄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週 墊上寬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一週 架上借力推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二週 架上 PUSH蹲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三週 架上上挺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四週 中握下蹲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五週 膝位高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六週 架上後支撐蹲  1.時間差 2.重量支撐  

第十七週 膝位高上膞  1.膝位翻接 2.力量呈現  

第十八週 負重預蹲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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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抓舉講解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4.沉身期 5.下蹲

支撐  

第二週 挺舉講解  1.上膞 2.上挺 3.支撐  

第三週 前深蹲  
1.前股四頭肌 2. 前股二頭肌 3.臀大

肌  

第四週 後深蹲  1.臀大肌 2.後側肌  

第五週 寬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六週 窄高拉  1.爆發點 2.聳肩 3.貼身送槓  

第七週 箱上寬速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八週 箱上窄高拉  1.發力送槓 2.貼身提肘  

第九週 墊上窄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週 墊上寬硬舉  1.起鈴 2.過膝 3.發力  

第十一週 架上借力推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二週 架上 PUSH蹲  1.置放槓鈴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三週 架上上挺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四週 中握下蹲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五週 膝位高抓舉  1.聳肩提肘 2.上送銜接槓鈴  

第十六週 架上後支撐蹲  1.時間差 2.重量支撐  

第十七週 膝位高上膞  1.膝位翻接 2.力量呈現  

第十八週 負重預蹲  1.衝槓 2.預蹲送槓 3.銜接槓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六、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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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 

體育班 

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社團活動時數 18 18 18 18 18 13 

班級活動時數 18 18 18 18 18 13 

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詳見「附件一、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P.) 

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類別 內容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自主

學習 
學生自主規劃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3 

選手

培訓 

語文競賽       5 1 8 5 1 4 5 1 8 5 1 4       

生科競賽       1 1 12       1 1 12             

英文作文             1 1 12       1 1 12       

英文演講             1 1 12       1 1 12       

美術-國畫             1 2 6       1 2 6       

美術-平面設計             1 2 6       1 2 6       

美術-西畫             1 2 6       1 2 6       

美術-漫畫             1 2 6       1 2 6       

數學科展 1 1 12       1 1 12                   

自然科展 1 1 12       1 1 12                   

科技科展 1 1 12       1 1 12                   

全學

期授

課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A組

國文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A組

英文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A組

國文 
                  1 1 18             

充實/高二下 BC                   1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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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廣 組國文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BC

組英文 
                              1 2 18 

充實/

增廣 
合球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廣 
跆拳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廣 
射箭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廣 
射擊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廣 
舉重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數甲

BC組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數甲

指考 A組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數甲

BC組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數甲

指考 A組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A組

歷史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BC

組國文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A組

國文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A組

英文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BC

組英文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A組

英文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BC

組英文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A組

國文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A組

英文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BC

組國文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BC

組國文 
                              1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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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

增廣 

高三上 BC

組英文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A組

歷史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A組

地理公民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A組

地理公民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A組

數學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數學

A組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數學

BC組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數學

BC組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BC

組地球科學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BC

組地球科學

科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BC

組化學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BC

組化學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上 BC

組物理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BC

組物理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BC

組物理化學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BC

組物理地科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BC

組化學生物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 BC

組生物地科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BC

組物理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BC

組化學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 BC

組生物 
                              1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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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

增廣 

高二上 BC

組生物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二下 BC

組生物 
                  1 1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上數乙

A組 
                        1 2 18       

充實/

增廣 

高三下數乙

A組 
                              1 2 18 

補強

性 

高三上 A組

國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三上 BC

組國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三上 A組

英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三上 BC

組英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三上數乙

A組 
                        1 1 18       

補強

性 

高三上數甲

BC組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上 A組

國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下 A祖

國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上 A組

英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下 BC

組數學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下 A組

英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下 A組

數學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上 BC

組國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下 BC

組國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上 BC

組英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下 BC

組英文 
                  1 1 18             

補強

性 

高二上 BC

組數學 
            1 1 18                   

補強 高二上 A組             1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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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數學 

三、學校特色活動  

活動名稱 辦理方式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時 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高二合唱比賽 班際合唱比賽 0 0 0 6 0 0 6   

有意義的旅行 
教育旅行討論與

準備 
0 0 0 4 0 0 4   

公民訓練 
戶外教育與山野

訓練 
4 0 0 0 0 0 4   

多元選修 全學期授課 18 18         36   

校內體育競賽 
各年級依賽程進

行 
3 3 3 3 3 3 18   

校慶活動一 慶祝大會預演 0 0 0 0 4 0 4   

創意歌曲比賽 班際競賽 4 0 0 0 0 0 4   

英語說故事比賽 班際競賽 0 0 6 0 0 0 6   

水上運動會 水上運動會 0 4 0 4 0 4 12   

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討論與

預演 
0 0 0 0 0 4 4   

大師開講 專題演講 4 6 4 6 4 6 30   

校慶活動二 園遊會 4 0 4 0 0 0 8   

跑出活力 跑到

未來 
全校健行慢跑 5 0 5 0 5 0 15   

服務學習 一班一善行 4 4 4 4 4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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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 

（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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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8/06/24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2  108/08/12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第一學期：

108/08/19 

第二學期：

109/01/13 

學生進行選課  

1.進行分組選課 

2.以電腦選課方式進行 

3.規劃 1.2~1.5倍選修課程 

4.相關選課流程參閱流程圖 

5.選課諮詢輔導  

4  

第一學期：

108/09/02 

第二學期：

109/02/10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第一學期：

108/09/09 

第二學期：

109/02/17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08/09/16  檢討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二、選課輔導措施  

(一)發展選課輔導手冊：http://www.wfsh.tp.edu.tw/course_plan/ 

(二)生涯探索：藉由心理測驗、選課選組輔導、學習歷程檔案建置、學系課程探索、大學學

系介紹、參與大學博覽會，作為生涯探索輔導措施。 

(三)興趣量表：高一下學期進行本量表施測，協助同學了解自身興趣特質。施測結果由輔導

老師於生涯規劃課進行結果解釋，並提供學生個別諮詢，作為選課與選組的參考工具之

一。 

(四)課程諮詢教師：課程諮詢教師參考學校課程計畫、選課輔導手冊、學生性向與興趣測

驗、進路發展及其他相關資訊，就學生修習課程提供諮詢意見，並幫助家長、學生與教

師了解學校開設課程情形，連結學生課程學習與生涯發展的關係。  

(五)其他：針對家長，辦理新生課程說明會、學生選課選組說明會、多元入學簡章說明會、

學習歷程檔案建置，共同協助學生生涯規劃。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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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107年10月11日課程發展委會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107年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號令訂定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 目的：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之自學精神，從而養成學生自主學習之態度。  

三、 原則：  

1.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至少需完成18節之自主學習，且在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執行完畢。 

2.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需在開學前向學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計畫項目應包括學習主題、內容、

進度、方式及所需設備，並經教師指導及家長同意後實施。 

3. 學生自主學習可以安排實作實驗、閱讀心得報告、專題製作、實察體驗或其他學習活動。 

(1) 實作實驗：進行自然科學領域之實作實驗、科技或其他領域之實作，培養核心素養。 

(2) 閱讀心得報告：閱讀書籍期刋，節錄相關摘要，做成一篇心得報告。 

(3) 專題製作：擬定專題，進行研究，培育學生研究之能力。 

(4) 實察體驗：申請至公務機關及與學校簽署合作關係之民間單位，進行實察體驗，並將

所見所學書寫成心得報告，促進其對職場之認知。 

(5) 其他學習活動：未列於上述之範圍，學生自主提出，經學校審查通過者。  

4. 前項所述各款得安排教師指導學生，教師指導之學生每班別不得低於12人。  

5. 學生進行實察體驗應考量車程，不可因車程延誤其他課程的學習，並須在計畫中敘明實察

之地點及週次。  

6. 實作實驗之自主學習，考量其安全性，須有指導教師在場指導。  

7. 其他學習活動需考量學校之師資、設備及學生學習的安全方可通過審查。  

四、 輔導管理  

1.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審查，辦理原則： 

(1) 自主學習計畫以學期為單位申請。 

(2) 高一新生於開學前提出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舊生於指定時間提出申請計畫。 

(3) 申請及審議流程如下 

①學校於開學前辦理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說明會，於收集學生申請計畫後，進行

項目及格式審查。未通過審查者，於收到通知後2日內補交複審。 

②學校將項目及格式審查通過者造冊，連同申請書送學生計畫審議小組實質審查。  

③學生計畫審議小組審查通過者，經自主學習推動委員會複審確認。 

(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至遲於開學前完成，並公布結果、實施。 

(5)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得列入下次申請實質審查之參考。 

2. 學校得視學生自主學習需要，排定指導教師，其指導原則如下： 

(1) 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 

(2) 負責學生自主學習出缺點名與通報，按月檢視學生學習記錄與了解進度。 

(3) 協助辦理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檢核學生自主學習成果是否完成。 

(4) 指導教師可提供學生諮詢。 

(5) 指導教師指導學生支給鐘點費。  

3. 未成班之自主學習，在校園內者由相關單位負責學生的出缺席，校園外之自主學習則需取

得家長同意書並與學生前往自主學習之單位取得學生出缺席之紀錄。  

4. 自主學習場地由相關單位安排與公告。如學生於學習中，經場地或設備主管單位及指導教

師同意後，得使用其他場地或設備。如需使用實驗室及設備，需由教師陪同下進行。 

5.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得於導師、指導教師或學生輔導諮詢小組協助下，列入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 

6.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需遵守學校規範，不得以自主學習為由拒絕參與學校活動。 

五、 本規範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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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自主學習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姓名  

學習主題 
□實作實驗         □閱讀心得報告          □專題製作 

□實察體驗         □其他：               

學習內容 

 

學習進度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第 5 週  

第 6 週  

第 7 週  

第 8 週  

第 9 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第 19 週  

第 20 週  

第 21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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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地點 
□圖書館     □物理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    □生物實驗室 

□專科教室   □電腦教室      □其他：              

設備需求 
 

預期成效  

 
導師（指導老師）建議（無則免填） 家長建議（無則無填） 

  

 
申     請     人：                （簽名） 

家      長：                （簽名） 

導師（指導老師）：                （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