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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國立北門高中

普通型 普通班

技術型

專業群科

建教合作班

重點

產業

專班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其他

綜合型

單科型

進修部

實用技能學程

特殊教育及特殊

類型
1.體育班

實驗班

聯絡人
處室 教務處 電話 06-7222150#221

職稱 教學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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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班：本校108年11月29日108學年度第2次體發會會議通過
 ※體育班：本校108年11月29日108學年度第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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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科 9 288 9 310 9 331 27 929

體育班 1 27 1 16 1 25 3 68

合計 10 315 10 326 10 356 30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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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科 9 35

體育班 1 30

合計 10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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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本校願景：才蘊佳里，鴻圖北中；卓越多元，創新榕園。
 透過文創美感、國際接軌、探究推理、服務利他四項行動課程，打造出積極多元且創新的學習環境，以期培育學生具備「多元展能」、「全球行

動」、「科學探究」、「人文關懷」四方面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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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

以學校校名的英文簡稱BMSH為出發，希冀培養學生具備多元展能(Brilliance)、全球行動(Mobility)、科學探究(Science)、人文關懷(Humanities)等
四方面人才。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3 反省力 
　B4 追求力 
　B5 思辨力 
　B6 創新力 
※Mobility(全球行動) 
　M1 主動力 
　M2 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5 規劃力 
　M6 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3 探索力 
　S4 實作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 同理心 
　H2 社區關懷 
　H3 人文素養 
　H4 感恩心 
　H5 文化涵養 
　H6 環境倫理 
　H7 歷史涵養 
　H8 民主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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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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北門高中為社區型普通高中，所處之佳里區，前身是日治時期北門郡的行政中心與文教重鎮「佳里庄」，光復後改隸「台南縣佳里鎮」，民

國 99 年縣市合併升格，改為佳里區。佳里區自清末、日治到光復後，就是台南沿海地區的人文薈萃之地，發展出高度的文學、歷史、藝術成
就，即是台灣史上享負盛名的「鹽分地帶」。除普通班外並設立體育班，招收體育資優學生。

 秉持「誠正勤樸」之校訓，以「學生為本」重視生活品格教育，培養多元智慧、厚植外語能力、深化閱讀視野，形塑優質北中青年。更符合刻正

推行國教課程總綱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強調學習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

生活的態度，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擘劃「才蘊佳里、鴻圖北中；卓越多元、創新榕園」為願景，培養本校學生擁有

Brilliance(多元展能)、Mobility(全球行動)、Science(科學探究)、Humanities(人文關懷)的能力指標，培養五育均衡的「全方位人才」、「全人格學
生」。 

 本校整體課程以教育部公告之總綱及各領域領綱要點，參考本校歷屆學生主要升學進路之對應學群，承 上述教育理念，規劃辦理適性活力創意優
質之課程，務使學生高中三年學習生涯豐富精彩。

 主要特色為增進學生語文能力、推動科學教育，均衡人文與科技以發展學生多元智慧，進而多元展能。
 ●加深加廣選修：加深加廣課程幾乎全部開設，且依文理兩組不同班群需求進行規劃。

 (一)文組：開設多樣化的社會領域課程，其中3門的探究與實作課程將在高二上下學期開設，讓學生能在社會學科中進行深度的探索。
 (二)理組：開設豐富的自然領域課程供學生學習，讓學生能在物、化、生、地科四門學科中，皆能進行更深更廣的學習。

 (三)其他：提供多元的藝能科領域課程，讓學生自由選擇，以其昇華學生藝術鑑賞能力與增進健康體能等。
 ●彈性學習時間：

 (一)補強性選修、充實/增廣選修、大學先修課程等由學生自主選擇。
 (二)選手培訓及學校特色活動等。

 (三)自主學習基礎課程(含閱讀素養、資訊素養及資源利用等)，以引導學生「自覺、主動、積極的學習」。
 ●多元選修課程：規劃跨班選修，如遊戲程式設計、第二外語、簡報即戰力、悠遊數學等適性、活力、創意、優質之多元課程，使學生培養興趣

→引發動機→產生成就→感受榮耀→建立信心。
 ●校訂必修課程：從本校學生圖像「文創美感、國際接軌、探究推理、服務利他」出發，規劃遊學北門(北門地方學)及榕園沙龍(閱讀理解、研究

方法)兩門校訂必修課程，涵養本校學生對在地人文與國際社會的關懷，形塑會思考、有內涵及具前瞻眼光之優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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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班別：普通班（班群A）：自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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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上下各含1學分的中華文
化基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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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歷史+公民與高二地理
+美術對開

地理 2 2 (2) 2   6
 
 高二地理+美術與高二歷史
+公民對開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高二歷史+公民與高二地理
+美術對開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2) 0 2   4

說明：二下物理含跨科目(物
理、地球科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A。

 高一物理+地科與高一化學
+生物對開

化學 (2) 2 2 0   4

說明：二上化學含跨科目(化
學、生物)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B。

 高一化學+生物與高一物理
+地科對開

生物 (2) 2 0 0   2
 
 高一化學+生物與高一物理
+地科對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物理+地科與高一化學
+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0 0 (2) 2 4  
 高三音樂與高三美術對開

美術 0 0 (2) 2 2 (2) 4  
 高三美術與高三音樂對開

藝術生活 0 0 0 0 2 (2) 2
 
 高三藝術生活與全民國防教
育對開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1 0 1  
  

生涯規劃 0 0 0 0 0 1 1  
  

家政 1 1 0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2 (2) 0 0 2  
  

資訊科技 1 1 0 0 0 0 2

 
 因整體課程規劃與排課情形
考量，不易依領鋼所規定的

安排2-3學分，故將該科拆成1
學分。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康與護理 0 0 (2) 2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2) 2 2
 
 高三藝術生活與全民國防教
育對開

必修學分數小計 27 27 22 22 13 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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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2 27 27 18 12 148  
  

校訂必修
跨領域/科目統整

遊學北門 2 0 0 0 0 0 2  

榕園沙龍 0 2 0 0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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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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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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2 0 2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
一

0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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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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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2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
傳

0 0 0 0 2 0 2  

選修生物-動物體的
構造與功能

0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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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
與環境

0 0 0 0 0 2 2  

選修地球科學-大
氣、海洋及天文

0 0 2 0 0 0 2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基本設計 0 0 0 0 (1)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新媒體藝術 0 0 0 0 (1)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

路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思考：智慧的啟航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創新生活與家庭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領域課程：科技應

用專題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2 0 2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健康與體育領域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

護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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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運動與健康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健康與休閒生活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綜合活動、科技、

健康與體育領域所開設的加

深加廣選修課程進行跨班選

課。

多元選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階西班牙語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初階德語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桌遊Fun英文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進階西班牙語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進階德語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繪本的奇幻世界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繪本說書人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專題探究

人工智慧初探 0 0 0 2 0 (2) 2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公思分民 0 0 2 (2) 0 0 2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文學與電影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生活中的數學建模

專題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她從海上來：張愛

玲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客在臺灣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思辨與口語表達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穿梭島嶼二十年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追劇人生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欲知濃度值，化學

館內修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雲端運算初探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版】



漫遊宗教—人與神
的對話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數據科學初探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通識性課程

心理學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心理學什麼?       0  

文學名著與改編電

影
0 1 0 0 0 0 1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生活中的數學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思考再進化─系統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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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

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高
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選
修2學分

英文探索家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音樂物理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

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高
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選
修2學分

食在有理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書法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商業英語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悠遊數學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微電影製作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微電影製作(全)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經典名著看世界       0  

漫遊日本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數理資訊能力大解

析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數學人生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

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篆刻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閱來閱樂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餐桌上的生物學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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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壓力調適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聲歷其境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觀看TED Talks增進
英文聽說能力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

水墨之美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地球環境 0 0 0 (2) 0 2 2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物聯網程式設計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初階攝影 0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無人機原理與實務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登峰造極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進擊的骨牌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節慶的祝福：手作

幸福小卡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運算思惟＊桌遊 (1) 0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下) 0 0 0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上)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精踩絕輪-獨輪車課
程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靜物素描 1 0 0 0 0 0 1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跨領域/科目專題 聚落探究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大學預修課程

運動裁判法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簡報即戰力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跨領域/科目統整
走讀世界(一)被遺忘
的選民─猶太人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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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力課程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英文口語表達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其他
特殊需求領域(身心
障礙)

生活管理 0 0 0 (1)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社會技巧 (1) 0 0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學習策略 0 (1) 0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職業教育 0 0 0 0 (1)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溝通訓練 0 0 (1)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輔助科技應用 0 0 0 0 0 (1)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8 8 1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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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選修類別 檢核

必修 資訊科技：領綱規定建議依學期開設，採資訊科技與生活上下對每週連排 2 學分，請學校敘明開設1+1學分原因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班別：普通班（班群B）：社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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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上下各含1學分的中華文
化基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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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歷史+公民與高二地理
+美術對開

地理 2 2 2 (2)   6
 
 高二地理+美術與高二歷史
+公民對開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高二歷史+公民與高二地理
+美術對開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跨科目(物
理、地球科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A。

 高一物理+地科與高一化學
+生物對開

化學 2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跨科目(化
學、生物)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B。

 高一化學+生物與高一物理
+地科對開

生物 2 (2) 0 0   2
 
 高一化學+生物與高一物理
+地科對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物理+地科與高一化學
+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0 0 2 (2) 4  
 高三音樂與高三美術對開

美術 0 0 2 (2) (2) 2 4  
 高三美術與高三音樂對開

藝術生活 0 0 0 0 2 (2) 2
 
 高三藝術生活與全民國防教
育對開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1 0 1  
  

生涯規劃 0 0 0 0 0 1 1  
  

家政 1 1 0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2) 2 0 0 2  
  

資訊科技 1 1 0 0 0 0 2

 
 因整體課程規劃與排課情形
考量，不易依領鋼所規定的

安排2-3學分，故將該科拆成1
學分。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康與護理 0 0 2 (2)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2) 2 2
 
 高三藝術生活與全民國防教
育對開

必修學分數小計 27 27 22 22 13 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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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2 27 27 18 12 148  
  

校訂必修
跨領域/科目統整

遊學北門 2 0 0 0 0 0 2  

榕園沙龍 0 2 0 0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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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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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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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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  

科技、環境與藝術

的歷史
0 0 0 0 0 3 3  

空間資訊科技 0 0 0 0 0 3 3  

社會環境議題 0 0 0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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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0 0 2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探究與實作：地理

與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

0 0 2 (2) 0 0 2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探究與實作：公共

議題與社會探究
0 0 2 (2) 0 0 2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0 0 (2) (2) (2) 0 0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基本設計 0 0 (1) (1) (1) 0 0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新媒體藝術 0 0 (1) (1) (1) 0 0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

路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數門藝能科領域所

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進行跨班選課。

思考：智慧的啟航 0 0 0 0 (2) 0 0
本課程與數門藝能科領域所

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進行跨班選課。

創新生活與家庭 0 0 (2) 2 (2) 0 2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2) 2 (2) 0 2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領域課程：科技應

用專題
0 0 (2) (2) (2) 0 0

本課程與數門藝能科領域所

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進行跨班選課。

進階程式設計 0 0 (2) 2 (2) 0 2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健康與體育領域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

護

0 0 (2) (2) (2) 0 0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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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運動與健康 0 0 (2) (2) 2 0 2
本課程與數門藝能科領域所

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進行跨班選課。

健康與休閒生活 0 0 (2) (2) (2) 0 0

本課程與社會領域所開設的3
門探究與實作、數門藝能科

領域所開設的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進行跨班選課。修習

過該門課程者，不得重複選

修。

多元選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階西班牙語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初階德語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桌遊Fun英文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進階西班牙語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進階德語 0 0 (2) 2 0 0 2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繪本的奇幻世界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繪本說書人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專題探究

人工智慧初探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公思分民 0 0 2 (2) 0 0 2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文學與電影 0 0 0 0 0 2 2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生活中的數學建模

專題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她從海上來：張愛

玲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客在臺灣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思辨與口語表達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穿梭島嶼二十年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追劇人生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欲知濃度值，化學

館內修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雲端運算初探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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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漫遊宗教—人與神
的對話

0 0 0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數據科學初探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通識性課程

心理學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心理學什麼?       0  

文學名著與改編電

影
0 1 0 0 0 0 1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生活中的數學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思考再進化─系統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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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

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高
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選
修2學分

英文探索家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音樂物理 0 0 (2) (2) (2)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

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高
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選
修2學分

食在有理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書法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商業英語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悠遊數學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微電影製作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微電影製作(全)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經典名著看世界       0  

漫遊日本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數理資訊能力大解

析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數學人生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

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篆刻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閱來閱樂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餐桌上的生物學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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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壓力調適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聲歷其境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觀看TED Talks增進
英文聽說能力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

水墨之美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地球環境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物聯網程式設計 0 0 0 0 0 (2) 0 高三多元選修課程，1學期需
選修2學分。

初階攝影 0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無人機原理與實務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登峰造極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進擊的骨牌       0  

節慶的祝福：手作

幸福小卡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運算思惟＊桌遊 (1) 0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下) 0 0 0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上)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精踩絕輪-獨輪車課
程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靜物素描 1 0 0 0 0 0 1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跨領域/科目專題 聚落探究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大學預修課程

運動裁判法 0 0 (2) (2)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簡報即戰力 0 0 0 (2) 0 (2)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高三多元選
修課程，1學期需選修2學
分。

跨領域/科目統整 走讀世界(一)被遺忘 0 0 (2) 0 0 0 0 高二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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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民─猶太人 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計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2學分

表達力課程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英文口語表達 (1) (1) 0 0 0 0 0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除第二

外語、微電影製作、書法為

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程1學
期需選修1學分

其他
特殊需求領域(身心
障礙)

生活管理 0 0 0 (1)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社會技巧 0 0 0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學習策略 0 0 0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職業教育 0 0 0 0 (1)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溝通訓練 0 0 (1)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輔助科技應用 0 0 0 0 0 (1)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8 8 1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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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選修類別 檢核

必修 資訊科技：領綱規定建議依學期開設，採資訊科技與生活上下對每週連排 2 學分，請學校敘明開設1+1學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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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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上下各含1學分的中華文
化基本教材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A

4 4
(4) (4) 0  

16
 

數學B 4 4 0   

社會領域

歷史 1 1 2 0 0  4  

地理 2 1 1 0 0  4  

公民與社會 0 0 0 2 2  4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0 2 0 2 0  4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A
 

化學 2 0 2 0 0  4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B
 

生物 0 2 (2) (2) 0  2  

地球科學 2 0 (2) (2)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0 0 1 1 2  

美術 0 0 0 0 0 2 2  

藝術生活 0 0 0 0 0 0 0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1 0 1  

生涯規劃 0 0 0 0 1 0 1  

家政 0 0 0 0 0 0 0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0 0 1 0 1  

資訊科技 0 0 1 0 0 0 1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1 1 1 1 1 1 6  

全民國防教育 0 1 0 0 0 1 2  

體育專業學科 運動學概論 0 0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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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8 28 26 22 1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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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31 27 19 176  

校訂必修
跨領域/科目統整 遊學北門 0 0 0 2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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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作 0 0 0 0 0 2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0 0 3 3 6  

社會領域
探究與實作：歷史

學探究
0 0 0 0 0 2 2  

多元選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階西班牙語 0 0 0 0 (1)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初階德語 0 0 0 0 1 1 2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進階西班牙語 0 0 0 0 2 2 4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進階德語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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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專題探究

人工智慧初探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公思分民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數據科學初探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地理資訊(下) 0 0 0 0 0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地理資訊(上) 0 0 0 0 (1) 0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追劇人生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欲知濃度值，化學

館內修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雲端運算初探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漫遊宗教—人與神
的對話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通識性課程

微電影製作(全)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經典名著看世界 0 0 0 0 (1)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漫遊日本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篆刻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閱來閱樂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聲歷其境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心理學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心理學什麼?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食在有理 0 0 0 0 (1)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書法 0 0 0 0 (1)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微電影製作 0 0 0 0 (1)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地球環境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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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進擊的骨牌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運算思惟＊桌遊(下) 0 0 0 0 0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運算思惟＊桌遊(上) 0 0 0 0 (1) 0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下) 0 0 0 0 0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上) 0 0 0 0 (2) 0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跨領域/科目專題 聚落探究 0 0 0 0 (2) (2) 0

與高二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及電腦遊戲程式設

計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2學分

大學預修課程 簡報即戰力       0  

跨領域/科目統整

英文口語表達 0 0 0 0 (1)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表達力課程 0 0 0 0 (1) (1) 0

與高一普通班跨班選修，除

第二外語、微電影製作、書

法為全學年修習外，其餘課

程1學期需選修1學分

其他

特殊需求領域(身心
障礙)

生活管理 0 0 0 (1)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社會技巧 0 0 0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學習策略 0 0 0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職業教育 0 0 0 0 (1)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溝通訓練 0 0 (1) 0 0 0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輔助科技應用 0 0 0 0 0 (1) 0 依學生需求開設。

特殊需求領域(體育
專長)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足球(一上) 2 0 0 0 0 0 2

與田徑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田徑(一下) 0 (2) 0 0 0 0 0

與足球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田徑(一上) (2) 0 0 0 0 0 0

與足球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足球(三上) 0 0 0 0 2 0 2

與田徑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田徑(二下) 0 0 0 (2) 0 0 0

與足球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田徑(二上) 0 0 (2) 0 0 0 0

與足球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田徑(三下) 0 0 0 0 0 (2) 0

與足球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田徑(三上) 0 0 0 0 (2) 0 0

與足球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足球(一下) 0 2 0 0 0 0 2

與田徑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足球(二下) 0 0 0 2 0 0 2

與田徑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足球(二上) 0 0 2 0 0 0 2

與田徑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
足球(三下) 0 0 0 0 0 2 2

與田徑專項運動戰術應用進

行跨班選修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2 2 8 1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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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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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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B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科目： 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藉由課程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規畫與研究、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等能力，建立科學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 實驗室安全守則

1.課程介紹 
 2.分組 

 3.認識實驗室與實驗室安全介紹 
 4.撰寫報告注意事項

二 奔跑的彩虹I

1.提供3種不同材質的固定相：濾紙、餐巾紙、粉筆所做的色層
分析結果請學生觀察並以繪圖與文字說明記錄 

 2.依據觀察的結果提出造成差異的可能原因並文字記錄 
 3.分組發表預測的原因

三 奔跑的彩虹II

1.各組依據上次推測的原因，自備各種所需材料自行做一次色層
分析 

 2.觀察結果 
 3.討論造成實驗結果差異的可能原因並分組發表 

 4.選定其中一項變因擬定研究計畫

四 奔跑的彩虹III

1.進行研究實驗及資料數據記錄(1) 
 2.分析實驗過程中各項變因與實驗結果的關係，嘗試提出分離效

果最佳的實驗方法 
 3.各組簡單報告本次實驗成果

五 奔跑的彩虹IV
1.由上次提出的優化條件再進行研究實驗及資料數據記錄(2) 

 2.分析本次實驗結果 
 3.將3次的實驗記錄整理歸納製成圖表並討論合理的解釋

六 奔跑的彩虹V 1.分組報告發表研究成果 
 2.傾聽他組報告，提出具體問題與建議

七 第一次段考

八 奔跑的彩虹VI
1.分組報告發表研究成果 

 2.傾聽他組報告，提出具體問題與建議 
 3.教師總結本研究各組表現

九 蛋蛋I

1.提供生雞蛋、水煮蛋、去蛋殼的蛋、水波蛋、荷包蛋、蛋黃
醬，請學生仔細觀察蛋蛋的結構與各種蛋蛋的差異 

 2.以繪圖與文字說明記錄觀察結果 
 3.提出造成蛋蛋差異的可能原因和做法 

 4.分組發表

十 蛋蛋II
1.選定一種蛋的形式進行研究，擬定研究計畫：提出形成「此種
蛋」的原因和做法，包含各種變因的控制 

 2.分組發表簡易版研究計畫

十一 蛋蛋III
1.進行研究實驗及結果數據記錄(1) 

 2.分析及比較實驗結果與研究計畫中預測結果的異同 
 3.討論實驗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提出改進的做法

十二 蛋蛋IV
1.由上次提出的優化步驟，再進行研究實驗及結果數據記錄(2) 

 2.分析實驗結果並討論可能的原因 
 3.嘗試提出合理的解釋

十三 蛋蛋V

1.整理歸納2次研究實驗紀錄並對照研究計畫預測的結果提出完
整的解釋與說明 

 2.分組報告發表研究成果 
 3.傾聽他組報告，提出具體問題與建議

十四 蛋蛋VI
1.分組報告發表研究成果 

 2.傾聽他組報告，提出具體問題與建議 
 3.教師總結本研究各組表現

十五 第二次段考

十六 ”酵”看人生！(一)：觀察與提問

1.播放「殭屍蝦」新聞片段。影片來源：
https://youtu.be/1wRmmS-w8-g 

 2.各組發表針對影片的觀察結果。 
3.探討問題： 
(1)為什麼瀕死的活蝦遇到雙氧水會突然恢復活力？ 

 (2) 已知雙氧水暴露在空氣中氧化成氧氣速度很慢。如果認為是
氧氣造成的，氧氣是如何產生的？ 

 4.說明實驗報告撰寫格式，以及各種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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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酵”看人生！(二)：規劃與研究 1.介紹原高三選修生物中，豬肝加雙氧水測定酵素活性實驗。 
2.請同學先照著步驟操作，並進行觀察記錄。 
3.各組發表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疑問。 
4.各組挑選出一個影響酵素作用的變因，設計實驗。

十八 ”酵”看人生！(三)：規劃與研究 1.各組根據上週討論的變因進行實驗。 
2.紀錄實驗結果並討論。

十九 ”酵”看人生！(四)：規劃與研究 1.各組根據上週討論的變因進行重複實驗。 
2.紀錄實驗結果並討論。

二十 ”酵”看人生！(五)：論證與建模 1.根據上週的實驗數據為證據，推論及提出結論。 
2.嘗試建立模型，並驗證之。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形成性評量：以學習單（20%）、實驗報告（30%）、上台發表（20%）等方式進行多元評量，評分標準將以領綱公布之能力
為本，佐以Rubric形式統一評定，作為課程進行中形成性評量的依據。 
總結性評量（30%）：教師發展以素養能力為主的評量試題，並於課程結束後實施總結性評量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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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藉由課程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規畫與研究、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等能力，建立科學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製作望遠鏡

1.課程介紹，分組。 
 活動一： 

 2.發下白板、筆及凸、凹透鏡讓學生進行觀察，並記錄。 
 3.分組發表，將各組的觀察結果整理展示， 

 小組討論提出可能的原因。

二 製作望遠鏡
1.延續上周的討論及假設，設計實驗。 

 2.進行實驗。

三 製作望遠鏡
1.實驗結果分析並提出結論。 

 2.分組報告及意見交流，修正。

四 製作望遠鏡
1.根據上週討論修正實驗。 

 2.進行實驗，再驗證。

五 製作望遠鏡 分組報告及意見交流

六 製作望遠鏡

望遠鏡製作 
 1.根據活動一，各組選定製作望遠鏡的鏡片種類及組合。 

 2.進行組裝 
 變因：兩透鏡之間的距離，觀察不同距離 的成像，找出最佳距

離及推論。

七 第一次段考

八 製作望遠鏡

進行組裝 
 變因：兩透鏡之間的距離，觀察不同距離 的成像，找出最佳距

離及推論。

九 製作望遠鏡

任務 
1.拍攝貼上外牆的星圖照片。 

 2.完成學習單。

十 製作望遠鏡 分組報告及互評。

十一 台灣能源未來

1.課程介紹。 
 節能 

 2.活動一：上網查台電公司今日電力資訊 
 3.活動二：紀錄個人一週用電並準備電費帳單(最好有冬、夏兩

季)。

十二 台灣能源未來

1.根據上周個人一週用電紀錄及帳單進行分析做成圓餅圖及長條
圖，試算出每人每年所消耗的電量。 

 2.分組發表記錄方法及結果，彙整結果進行討論。 
 3.修正紀錄方法並進行家庭一週用電紀錄

十三 第二次段考

十四 台灣能源未來
1.根據上次活動分析數據繪製圖表，探討家庭用電現況。 

 2.提出可行的節能方案。

十五 台灣能源未來

1.活動三：依據世界各國能源配置圖進行分類，探討各國能源分
配背後的原因，完成學習單。 

 2.分組報告。

十六 台灣能源未來
1.收集台灣用電現況及各電廠發電總量、備載容量。 

 2.比較活動三所探討的國家與台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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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台灣能源未來 分組討論台灣電力來源變化的可能及理由。進行台灣未來可行的

能源規劃(包括節能及創新能源)。

十八 台灣能源未來 口頭及書面報告。

十九 台灣能源未來 口頭及書面報告。

二十 台灣能源未來 口頭及書面報告。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學習單（20%）、實驗報告（30%）、上台發表（20%）、總結性評量（30%）：教師發展以素養能力為主的評量試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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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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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激發學生探究日常社會以及全球關聯公民議題之興趣，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蒐集資料、分析資料、歸納演繹、撰寫報告等能

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你的名字

1.說明課程計畫、進度、進行方式、成績考核 
 2.學生自我介紹、分組 

 3.分配各組報告時間、公共議題搜索介紹

二 研究法

1.資料蒐集與整理方法、國內外時事議題概況分享，媒體識讀 
 2.分析、說明研究主題之訂定 

 3.說明期中報告及期末報告格式及架構

三 議題探究練習(一)
1.從時事延伸議題範疇~華航罷工事件~勞基法、勞動三權、紛爭
解決機制 

 2.新聞影片=>教師引導=>小組深入議題討論=>上台分享=>短評

四 議題探究練習(二)
1.從電影延伸議題範疇~心靈暗湧~修復式司法之可能 

 2.電影欣賞=>教師引導=>小組設計Q and A學習=>上台Q and
A=>短評

五 議題探究練習(三)

1.大法官給個說法~大法官釋字第748 
 2.同婚釋憲直播影片(YouTube)=>教師引導=>小組查找釋憲全文

(介紹法務部法規資料庫之使用)、相關資料=>小組分正反雙方辯
論=>短評

六 議題探究練習(四)

1.從爭議人物、事件延伸議題範疇~走下神壇--翁山蘇姬、羅興亞
人~民主實踐(形式民主、實質民主)、集體人權 

 2.教師引導(發給部分資料)=>學生資料查找=>小組深入議題討論
=>上台分享=>短評

七 期中考(一)

八 議題探究練習(五) 從家鄉爭議事件延伸議題範疇~台南鐵路東移事件~公共利益、居
住正義、補償

九 期中報告
1.繳交期末研究議題之主題、架構、大綱 

 2.報告研究主題之前言、動機、目的、時程

十 國內外時事探究與發現(一) 小組時事議題報告，運用PPT搭配影音、戲劇、海報等

十一 國內外時事探究與發現(二) 小組時事議題報告，運用PPT搭配影音、戲劇、海報等

十二 國內外時事探究與發現(三) 小組時事議題報告，運用PPT搭配影音、戲劇、海報等

十三 國內外時事探究與發現(四) 小組時事議題報告，運用PPT搭配影音、戲劇、海報等

十四 期中考(二)

十五 專題製作(一) 了解各組資料蒐集的成果與問題，現場交流與修正，小組籌備時

間

十六 專題製作(二) 了解各組資料蒐集的成果與問題，現場交流與修正，小組籌備時

間

十七 專題製作(三) 了解各組資料蒐集的成果與問題，現場交流與修正，小組籌備時

間

十八 成果分享觀摩 小組分享報告(小論文、公民記者、NGO等)

十九 成果分享觀摩 小組分享報告(小論文、公民記者、NGO等)

二十 成果分享觀摩 小組分享報告(小論文、公民記者、NGO等)

二十一 小組心得回饋 小組心得回饋

二十二 期末考

學習評量： (一)個人參與30% (二)小組活動參與情形30% (三)小組專題報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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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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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在不同的人文社會與環境議，讓學生以分組探究、實作的方式進行學習，並以多元的方式展現研究

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研究流程 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二 觀光與休閒
日治時期的糖水─台灣堡圖上的嘉南大圳、糖鐵與糖廠、土地利
用繪製，了解過去大北門地區農業概況

三 觀光與休閒 佳里糖廠參訪，了解地方文物如何保存與轉型

四 觀光與休閒
到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官網了解該組織近期的工作重點(學生分
組閱讀及報告)

五 觀光與休閒
到農委會網站查詢各項台農業統計資料，了解現今台灣極大北門

地區農業發展情況(學分組分析資料及報告)

六 觀光與休閒 1.食農教育：從產地到餐桌 2.我的餐桌：自產？進口

七 期中考(一)

八 觀光與休閒 誰是最強推銷員-大北門農產市集(學生廣告海報設計、手繪食譜)

九 觀光與休閒

1.生態旅遊與傳統觀光活動的差異 2.你想帶我玩什麼？以大北門
為範圍，進行三天兩夜的生態旅遊行程設計(學生分組討論及報
告)

十 觀光與休閒

你想去哪裡？part1-以台灣為範圍(排除大北門地區)，規三天兩夜
的生態旅遊行程(包含景點、交通方式、預算)(學生分組討論及報
告)

十一 觀光與休閒
你想去哪裡？part2-規劃國外的生態旅遊行程(兩個星期以內，包
含景點、交通方式、預算)(學生分組討論及報告)

十二 觀光與休閒 你想去哪裡？part1 & part2學生分組報告

十三 環境與生態景觀
疾病擴散的空間分析: 1.介紹疾病擴散類型 2.以大北門地區烏腳
病為例

十四 期中考(二)

十五 環境與生態景觀
疾病擴散的空間分析-學生探究：上網尋找國或國外某一疾病的
空間擴散類型

十六 環境與生態景觀 疾病擴散的空間分析-學生分組報告

十七 環境與生態景觀
都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的變遷-如何邁向宜居都市？導論都市計
畫與環境之關係

十八 環境與生態景觀

都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的變遷-利用Google Earth的「顯示歷史圖
像"功能"」，觀察佳里區近10餘年來的都市擴張方向，並共同討
論都市擴張的因素

十九 環境與生態景觀
都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的變遷-紀錄片觀賞(台灣都市案例與國外
都市案例各一)

二十 環境與生態景觀
都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的變遷-如何讓佳里區成為宜居城市？佳
里區「生態都市規劃」(學生分組討論與報告)

二十一 期末考(三)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上課參與10% (二)書面報告30% (三)海報呈現 30% (四)口頭報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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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讓學生學會思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歷史、史料與史實
1.請學生談談對台灣各族群互動的印象 
2.引導學生思考歷史學中的人、時、地互動

二 歷史、史料與史實

什麼是史料? 
以文字或圖像紀錄者留下的訊息來說明何謂一手史料或二手史

料。

三 歷史、史料與史實

如何引用、選擇資料? 
1.教導學生學術倫理，適當引用不抄襲 
2.能分辨選擇有根據、著作嚴謹的書籍以為參考依據

四 歷史、史料與史實
歷史事實的建構 
以數筆資料交互對照讓學生理解歷史事實的建構過程

五 歷史解釋與反思 為什麼會有歷史解釋? 如何理解閱讀資料? 
1.歷史學特別重視時間，藉由對時序的掌握，找出事實發展的脈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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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帶領學生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嘗試以當事者的視角來理
解歷史，同時認識歷史解釋形成的原因

六 歷史解釋與反思

如何辨識與回應多元的資訊? 
引用不同族群的書寫，讓學生應證歷史解釋的多元並能思考其合

理性

七 期中考(一)

八 歷史探究總復習 什麼是歷史書寫?

九 學生分組實作 產出的類型：心得、海報、導覽活動、紀錄影像等

十 學生實作 討論形成議題

十一 學生實作 討論確立主題

十二 學生實作 上網或至圖書館找資料

十三 學生實作 上網或至圖書館找資料

十四 期中考(二)

十五 學生實作 擬訂作品大綱

十六 學生實作
利用探究所學的方法理解資料，挑選出合適的資料，完成組織文

章的初步工作

十七 學生實作 善用探所學的歷史解釋及反思能力，解釋蒐集而來的資料

十八 學生實作 綜合蒐集、分辨、解釋的能力，進行歷史書寫

十九 互評 各組上台互評

二十 互評 各組上台互評

二十一 期末考 教師總評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上課表現30% (二)書面報告30% (三)口頭報告40%

備註： 高三下上課週數為18週(扣除一二次期中考以及減少一次"上網或至圖書館找資料"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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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遊學北門

英文名稱： Study Tour in Beimen

授課年段： 一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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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4 追求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2 移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2 社區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
化涵養、H7 歷史涵養 H8 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一、理解北門文化脈絡。
 二、培養觀察分析及表達能力。

 三、強化在地認同及人文關懷。
 四、提升社會參與意願。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大北門範圍和地理環境特色

二 產業活動 大北門地區的產業發展

三 民間信仰 大北門地區的信仰物語

四 公民行動力I 大北門的公民咖啡館(地方議題討論)I

五 公民行動力II 大北門的公民咖啡館(地方議題討論)II

六 英文簡報分享會 英文簡報分享

七 第一次段考

八 文學賞析I 吳新榮新詩欣賞

九 文學賞析II 北門七子作品賞析

十 文學賞析III 鹽田兒女三部曲小說I

十一 文學賞析IV 鹽田兒女三部曲小說II

十二 文學賞析V 鹽田兒女三部曲小說III

十三 文學創作 北門印象─圖文創作

十四 第二次段考

十五 音樂薰陶與美食饗宴 大北門音樂家介紹&在地美食

十六 藝術洗禮I 大北門建築巡禮─宗教、常民、會社

十七 藝術洗禮II 大大北門建築巡禮─宗教、常民、會社II

十八 踏查活動出發囉 騎自行車遊北門

十九 用照片說故事I 照片整理-美術拼貼

二十 用照片說故事II 小組分享與回饋

二十一 第三次段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作業44% (二)學習單35% (三)課堂參與21%

對應學群： 資訊、建築設計、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榕園沙龍

英文名稱： Issue based discussion and read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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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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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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5 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Science(科學探究)、S1 理解力、S3 探索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2 社區關懷、H3 人文素養、
H6 環境倫理、H8 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一、藉由分析文本，培養學生鑑賞、口語表達與邏輯組織的能力。
 二、藉由文本閱讀，使學生堅定自我價值，同時能尊重多元文化，具備人文關懷。

 三、透過分組報告，培養學生具備系統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撲克牌異質分組、第一項職業訪談作業說明

二 閱讀與理解1 進行第一篇閱讀「食鹽與塑膠微粒」並回答相關問題

三 閱讀與理解1 發下第二篇閱讀「海底生物與微塑膠」並回答相關問題

四 閱讀與理解2 第二階段閱讀素材「驚世建築可以救觀光？」、彩繪村

五 閱讀與理解2 第二階段閱讀素材：光芒萬丈或曖曖內含光？

六 閱讀與理解2 第二階段閱讀素材：光芒萬丈或曖曖內含光？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職業訪談報告 小組上台報告

九 職業訪談報告 小組上台報告

十 圖表引起動機 丟骰子機率引起動機、拿破崙遠征損失人數圖表

十一 圖表實做與閱讀 用資料庫搜尋作圖表、google表單、圖表如何解讀

十二 圖表解析 各種圖表介紹、解析與製作google表單

十三 圖表解析 回收資料製作google文件圖表、玫瑰圖與交通圖表文章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分組政見規劃 教師引導人口議題，進行抽題

十六 分組政見規劃 小組抽議題，進行政策搜尋與討論

十七 分組政見規劃 小組抽議題，進行政策搜尋與討論

十八 分組政見規劃 小組抽議題，進行政策搜尋與討論

十九 政見發表 小組發表政見，進行公評

二十 政見發表 小組發表政見，進行公評

二十一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學習單15% (二)小組訪談25% (三)圖表25% (四)期末綜合作業35%

對應學群： 數理化、文史哲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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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Spanish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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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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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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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5 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
Science(科學探究)、S1 理解力、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5 觀察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1 同理心、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西班牙文字母發音、入門字彙及簡單會話教學。西班牙文基礎語法、句型、文法、口語會話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上學期：認識西班牙、課程介紹/ 下學期：課程
介紹、複習發音

上學期：認識西班牙、課程介紹
 下學期：課程介紹、複習發音

二 上學期：發音入門 / 下學期：複習lesson1~4 上學期：字母表
 下學期：闖關遊戲(lesson1~4)

三 上學期：發音入門 /下學期：lesson5 上學期：字母表、西班牙語字母歌
 下學期： 問對方年紀及表達

四 上學期：發音入門 / 下學期：lesson5 上學期：西班牙語發音系統
 下學期：數字20~100

五 上學期：lesson1 / 下學期：lesson5 上學期：問對方姓名、打招呼、道別
 下學期：動詞、現在分詞、所有格

六 上學期：lesson1 / 下學期：lesson6 上學期：不規則動詞(是、叫)的變化
 下學期：房屋樓層房間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上學期：lesson1 / 下學期：lesson6 上學期：課本習題練習、認識國籍
 下學期：家人稱謂及形容一個人

九 上學期：lesson2 / 下學期：lesson6 上學期：問某食物西班牙語怎麼說？
 下學期：指示代名詞、文法

十 上學期：lesson2 / 下學期：lesson5、6 上學期：了解名詞陰陽性變化 
 下學期：期中考 lesson5、6

十一 上學期：lesson2 / 下學期：lesson7 上學期：期中考 lesson1、2
 下學期：描述過去的事情

十二 上學期：lesson3 / 下學期：lesson7 上學期：問對方住哪裡及回答

十三
上學期：lesson3 / 下學期：lesson7 下學期：數
字101~10000

上學期：數字0-19及地方名詞
 下學期：動詞過去式用法、文法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上學期：lesson3 / 下學期：lesson8 上學期：規則及不規則動詞變化 
 下學期：談論天氣、討論未來

十六 上學期：lesson4 / 下學期：lesson8 上學期：問對方職業？ 
 下學期：動詞未來式用法、文法

十七 上學期：lesson4 / 下學期：西班牙語 短片欣賞 上學期：職業單字、文法(動詞)
 下學期：西班牙語 短片欣賞

十八 上學期：lesson4 / 下學期：lesson7、8 上學期：期未考lesson3、4
 下學期：期未考lesson7、8

十九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學習態度、課堂參與及作業70% (二)期中考15% (三)期末考15%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一)本門課為學年課，分發至此門課意指上下學期皆修習此門課程

 (二)教科書：Eco (A1)-Libro del alumno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德語

英文名稱： German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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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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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4 追求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Science(科學
探究)、S1 理解力、S3 探索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1 同理心、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目標是培養高中學生對第二外語產生學習的興趣，並建構其德語方面的基礎能力。
 2.除學習語言的基本結構與運用模式(含發音、基礎文法與句型、基本聽力訓練等)，另也透過對話練習，遊戲，歌曲以及風土

民情的介紹，使學生獲得對此語言與文化的基礎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上學期：課程介紹，認識德國 / 下學期：課程介
紹，發音複習

上學期：課程介紹，認識德國
 下學期： 課本複習1

二 上學期：子音發音規則 / 下學期：L1- L3複習 上學期：子音發音規則
 下學期：Modul Plus 1

三
上學期：字母發音練習 字母歌教唱 / 下學期：L4
Der Tisch ist schön!

上學期：字母發音練習 字母歌教唱
 下學期：認識德文名詞的陰陽中性、傢俱的說法

四 上學期：發音 / 下學期：L4 Der Tisch ist schön! 上學期：母音、變音及雙母音的發音 
 下學期： 家裡樓層、房間

五 上學期：發音 / 下學期：L4 Der Tisch ist schön! 上學期：複習發音，Lektion 1 打招呼、自我介紹
 下學期： 形容詞及代名詞的使用

六
上學期：Lektion 1 / 下學期：L4 Der Tisch ist
schön!

上學期：Lektion 1 文法
 下學期： 數字100- 1,000,000、詢問價格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上學期：Lektion 1 / 下學期：L4 Der Tisch ist
schön!

上學期：Lektion 1習作練習
 下學期：L4聽力、習作練習

九 上學期：Lektion 2 / 下學期：L5 Was ist das? 上學期：Lektion 2 職業介紹，數字1-20 數字遊戲
 下學期：介紹德文的不定詞及否定不定詞

十 上學期：Lektion 2 / 下學期：L5 Was ist das? 上學期：Lektion 2 家庭狀況描述，數字 21-100 數字遊戲
 下學期： 介紹日常用品的說法

十一 上學期：Lektion 2 / 下學期：L5 Was ist das? 上學期：期中考Lektion 2 文法，習作練習
 下學期： 顏色，材料及出處的說法

十二 上學期：Lektion 3 / 下學期：L5 Was ist das? 上學期：Lektion 3家人稱謂，如何在德國自助旅行------行前準備
 下學期：L5聽力、習作練習

十三
上學期：Lektion 3 / 下學期：L6 Ich brauche kein
Büro.

上學期：Lektion 3 短文寫作，習作練習
 下學期： 名詞的複數型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上學期：電影—— 愛樂時光 / 下學期：電影——
奇蹟熱氣球

上學期：講述德國二戰歷史
 下學期： 講述德國冷戰時期歷史

十六
上學期：電影——愛樂時光 / 下學期：電影——
奇蹟熱氣球

上學期：愛樂時光學習單討論
 下學期： 奇蹟熱氣球學習單

十七
上學期：德國聖誕節 / 下學期：L6 Ich brauche
kein Büro.

上學期：介紹德國的聖誕節及傳統
 下學期：動詞侯格位變化

十八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十九 期末考
上學期：口試—— L1－L3內容

 下學期：口試—— L4—L6內容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學習態度及課堂參與70% (二)期中考15% (三)期末考15%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本門課為學年課，分發至此門課意指上下學期皆修習此門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達力課程

英文名稱： TEDxBMSH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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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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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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M3 理
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以個人為主體出發，藉由創新簡報心智圖方式，結合21世紀所需之4C能力，即critical thinking、communication、collaboratino
and creativity,以其達到全人教育之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TED課程介紹 TED課程介紹/分組

二 表達力 一分鐘自我介紹

三 表達力 一分鐘自我介紹影片上傳並他評

四 簡報 簡報軟體簡介

五 心智圖網站 畫心智圖

六 心智圖 小組討論(1)發展主題

七 第一次段考週 第一次段考週

八 故事書 說故事的方法

九 故事書 演說台風訓練

十 小組討論(2)發展主題 製作故事書

十一 故事書 上傳故事書並他評

十二 簡報 簡報設計技巧

十三 簡報 簡報設計技巧

十四 第二次段考週 第二次段考週

十五 演講內容摘要簡報 五天四夜小旅行

十六 演講內容摘要簡報 五天四夜小旅行

十七 配樂選擇介紹 五天四夜小旅行

十八 版型的變化介紹 五天四夜小旅行

十九 期末報告成果展 五天四夜小旅行

二十 期末報告成果展 五天四夜小旅行

二十一 第三次段考週 第三次段考週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 作業一20% (二)作業二20% (三)作業三20% (四)作業四20% (五)作業五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口語表達

英文名稱： English Oral Expression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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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2 分析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Science(科學探究)、S5 觀察力、Humanities(人文關
懷)、H1 同理心、H3 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培養英文溝通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自我介紹 能用英文做簡單自我介紹

二 餐廳英文 能用簡單英文進行點餐和結帳

三 單字猜一猜 教師與學生單字互動小遊戲

四 介紹台灣 介紹台灣的政府體制

五 介紹台灣 介紹台灣的各地區美食

六 臺灣與大陸的差異 介紹台灣與大陸各方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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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的成因和爭議

八 速食餐廳 速食餐廳背後的真相

九 背包客走天下 背包客需要的特質

十 911 恐怖攻擊的幕後

十一 增進國際觀(1) 國際觀如何培養

十二 10大夢想工作 討論10大夢想工作

十三 有趣的節慶(1) 不同國家具特色與代表性的節慶

十四 有趣的節慶(2) 不同國家具特色與代表性的節慶

十五 增進國際觀(2) 國際觀如何培養

十六 臺灣教育文化 臺灣教育文化的缺點

十七 臺灣教育文化 臺灣教育文化的優點

十八 單字猜一猜 教師與學生互動小遊戲

十九 說出這些答案的原問句 教師與學生互動小遊戲

二十 自我表達訓練 TED Talk表達分享 (1)

二十一 自我表達訓練 TED Talk 表達分享 (2)

二十二 自我表達訓練 批判思考練習

學習評量： (一) 出席10% (二)作業一~作業九90%(各項作業為10%)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食在有理

英文名稱： Food Safety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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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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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智能)B6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4表達力 ,M5規劃力,Science(科學探究)S4實作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6
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1) 探索興趣與發掘其多元智能
 2) 學習資料統整、設計實驗、執行實作與數據分析，並以口頭報告方式呈現分享

 3) 學習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並能共同解決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食安議題大考驗

二 食品添加劑 認識食品添加劑：種類、功用及使用限制

三 食品添加劑 食品添加劑的危害

四 食品添加劑
大家來找碴：自備一種零食或飲料，找出其中食品添加劑的成分

與用途

五 廚房裡的美味科學 廚房裡的化學反應(1)：殺青、梅納反應

六 廚房裡的美味科學 廚房裡的化學反應(2)：快速熟成、焦糖反應

七 廚房裡的美味科學 上菜囉：擬定菜單與料理流程

八 廚房裡的美味科學 上菜囉：料理製作與分享

九 基因改造食品 認識基因改造食品

十 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改造食品大調查

十一 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改造食品能吃嗎？

十二 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的四大工法(1)：液態氮、晶球化反應

十三 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的四大工法(2)：乳化作用、低溫烹調

十四 分子料理 上菜囉：擬定菜單與料理流程

十五 分子料理 上菜囉：料理製作與分享

十六 食器時代 環保餐具環保嗎？自備環保餐具，搜尋、研究其化學成分、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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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

十七 食器時代 認識塑膠餐具種類與使用限制(1)，例：美耐皿、PLA等

十八 食器時代 認識塑膠餐具種類與使用限制(2)

十九 期末回饋 期末口頭發表與綜合討論(1)

二十 期末回饋 期末口頭發表與綜合討論(2)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專題報告25％ (二)實作評量40％ (三)口頭發表15％ (四)學習單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療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書法

英文名稱： Calligraphy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三上、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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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4 表達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建立學生對文字結構的瞭解與傳統文化書法的書寫及欣賞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上學期：課程介紹 / 下學期：楷書介紹 上學期：常規說明。書法工具介紹、書法意義、字體演進。
 下學期：楷書說明、名帖、名家。永字八法。基本筆法練習。

二 上學期：甲骨文介紹 / 下學期：楷書I 上學期：甲骨文的發現、內容、分期、字體。
 下學期：實做。各種執筆法。

三 上學期：甲骨文I / 下學期：楷書II 上學期：甲骨文字（一）、筆法。實做。各種執筆法。
 下學期：實做。各種執筆法。

四 上學期：甲骨文II / 下學期：楷書III 上學期：甲骨文字（二）、實做。
 下學期：實做。各種執筆法。

五 上學期：甲骨文III / 下學期：實作 上學期：甲骨文字（三）、實做。
 下學期：楷書作品臨摹、實作。

六 上學期：實作 / 下學期：實作 上學期：作品臨摹、實做、評量。
 下學期：楷書作品臨摹、實作、評量。

七 上學期：篆書介紹 / 下學期：行書介紹 上學期：篆書類別、筆法。曲線、對稱練習。
 下學期：行書分類、名帖、名家。基本筆法練習。

八 上學期：篆書I / 下學期：行書I 上學期：篆書部首（一）、實做。
 下學期：實做。各種執筆法。

九 上學期：篆書II / 下學期：行書II 上學期：篆書部首（二）、實做。
 下學期：實做。各種執筆法。

十 上學期：篆書III / 下學期：行書III 上學期：篆書部首（三）、實做。
 下學期：實做。各種執筆法。

十一 上學期：實作 / 下學期：實作 上學期：作品臨摹、實做。
 下學期：行書作品臨摹、實作。行書墨法、章法。

十二 上學期：實作 / 下學期：實作 上學期：作品臨摹、實做、評量。
 下學期：行書作品臨摹、實作、評量。

十三 上學期：隸書介紹 / 下學期：草書介紹 上學期：隸書分類、名帖、名家。基本筆法練習。
 下學期：草書分類、名帖、名家。曲線書寫練習。

十四 上學期：隸書I / 下學期：草書I 上學期：隸書（一）、實做。
 下學期：草書代符。實做。

十五 上學期：隸書II / 下學期：草書II 上學期：隸書（二）、實做。
 下學期：草書代符。實做。

十六 上學期：隸書III / 下學期：草書III 上學期：隸書（三）、實做。
 下學期：草書代符。實做。

十七 上學期：實作 / 下學期：實作 上學期：作品臨摹、實做。
 下學期：草書作品臨摹、實作。草書墨法、章法。

十八 上學期：實作 / 下學期：實作 上學期：作品臨摹、實做、評量。
 下學期：草書作品臨摹、實作、評量。

十九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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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30% (二)實作評量70%

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

備註： 本門課為學年課，分發至此門課意指上下學期皆修習此門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悠遊數學

英文名稱： Surfing the Mathnet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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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4 追求力、B5 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M3 理性討論、M6
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1 理解力、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3 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能辨認生活情境及立體圖形藝術作品中的數學模式，並透過實作體驗藝術與數學的連結。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大自然中的數學-黃金比例 運用PPT講述生活中常見的黃金比例，並利用學習單進行討論及
評量。

二 大自然中的數學-費氏數列 運用PPT講述費氏數列與黃金比例的關係，並利用學習單進行討
論及評量。

三 由生活、建築及藝術作品中觀察數學結構
運用PPT講述生活中常見的建築與藝術作品，並利用學習單進行
討論及評量。

四 柏拉圖多面體及阿基米德多面體介紹 運用PPT講述這些多面體的性質。

五 用摺紙學數學-正多面體(1) 實作單元摺紙組裝多面體

六 用摺紙學數學-正多面體(2) 實作單元摺紙組裝多面體

七
用摺紙學數學-sonobe單件及fuse單件摺多面體及
其它多面體

介紹其他種類單元摺紙，並組裝星狀化多面體

八 進位制介紹及二進位在生活中的應用 實作邏輯繪圖遊戲，根據給訂條件推理出合理的圖形。

九 令人抓狂的邏輯課-分組競賽及邏輯悖論介紹 運用PPT講述邏輯悖論。分組競賽邏輯推理問題。

十 連分數與輾轉相除法
利用學習單練習化有理數及無理數為連分數。化連分數的過程引

入輾轉相除法。

十一 魔方陣
運用PPT介紹魔方陣，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解出，進階到四階以上
的魔方陣介紹。

十二 艾薛爾的作品賞析 介紹荷蘭版畫家艾薛爾的視覺錯覺藝術，分析其技巧。

十三 艾薛爾的鑲嵌藝術製作 解密荷蘭版畫家艾薛爾的作品製作技巧，並練習製作。

十四 菱形十二面體與蜂窩(一) 用摺紙製作菱形十二面體，解析摺製原理。利用多面體模型浸入

泡泡液，模擬最小表面積。

十五 菱形十二面體與蜂窩(二) 用摺紙製作菱形十二面體，解析摺製原理。利用多面體模型浸入

泡泡液，模擬最小表面積。

十六 桌遊-flip out、印加寶藏 flip out、印加寶藏規則玩法介紹及分組試玩

十七 摺紙摺出魯班鎖
魯班鎖形狀是艾雪多面體，介紹艾雪多面體並用摺紙摺製此多面

體。

十八 解密魯班鎖元件的原理 解析摺製艾雪多面體摺法的原理，並完成學習單

十九 巴斯卡三角形的有趣性質
介紹巴斯卡三角形與三角形數、seirpinski碎形、高爾頓板的關係
及其他有趣性質。

二十 魔術魔數—撲克牌魔術及猜心術 很多撲克牌魔術的設計背後其實是數學原理，比如二進位、不變

性、9的乘除法、函數對應，藉由這些魔術讓學生思考其原理。

二十一 墨比烏斯帶及繩索脫逃遊戲 拓樸數學的簡單介紹。

二十二
由九連環玩具感受遞迴關係的數感-九連環玩法
介紹

相傳九連環是孔明發明的益智遊戲，介紹其玩法，並引導學生感

受其遞迴關係。

學習評量： (一)作品30% (二)學習單30% (三)分組課堂參與討論10% (四)上課態度20% (五) 缺席1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登峰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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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Conquer the Ridge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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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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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洞察力 B2分析力、B3反省力、B4追求力、B5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主動力、M3理性討
論、M5規劃力、M6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3探索力、S5觀察力 、Humanities(人文關懷)、H3人文素養、H5文化涵
養、H6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1. 提升學生個人自信與意志力及培養團隊合作默契與紀律。
 2. 增加學生山野知識與登山技能素養及環境覺察與反思的學習歷程。

 3. 教導學生風險評估、緊急應變、野外救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4. 給予學生勇於挑戰、超越自我的機會。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山野知能觀念篇 台灣山區及氣候簡介

二 體能訓練規劃1 肌力訓練、負重訓練與定向運動

三 識圖辨位 地圖判讀、方向辨位、指北針運用

四 生態教育 生態與環境教育、無痕山林(LNT)

五 山野教育裝備實務操作 登山裝備的選擇、背包裝填與調整

六 行進技巧 登山杖運用、休息步法與呼吸調節

七 體能訓練規劃2 肌力訓練、負重訓練與定向運動

八 登山應用科技 登山實用app介紹及操作

九 登山安全 登山安全的知悉與實踐

十 野外求生 野外求生技巧及實務操作

十一 急救處理 高山反應、一般急症處理

十二 露營技巧 繩結、A字帳(天幕)、登山帳篷、露營帳篷

十三 體能訓練規劃3 肌力訓練、負重訓練與定向運動

十四 登山炊煮規畫原則 登山糧食規劃與炊煮

十五 行前規畫及記錄 登山記錄要領、登山計畫擬定

十六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自我對話

十七 攝影技巧 攝影構圖技巧

十八 成果回饋分享 回饋分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文字影像攝影作品及小組專題報告
 (一)個人評分項目40%(含學習書面作業 (認知成績15%)、每週學習情意成績，上課情況出席紀錄(老師平均後佔25%)) (二)小組

評分項目60%：討論發表、登山活動體驗及專題報告、檢討與回饋。

對應學群： 醫療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影製作

英文名稱： Micorfilm Production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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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4 追求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
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S5 觀
察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1 同理心、H2 社區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H6 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瞭解數位錄影器材；培養學生熟悉各種數位錄影之技術；培養學生運用電腦處理數位影音資訊；培養學生學習製作

多媒體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上學期：動態影像簡介 / 下學期：微電影簡介 上學期：介紹動態影像
 下學期：介紹微電影的由來與流程

二 上學期：動態影像簡介/ 下學期：攝影基本知識 上學期：介紹動態影像
 下學期：構圖實作練習

三
上學期：動態影像製作介紹/ 下學期：攝影基本
知識

上學期：介紹動態影像製作流程
 下學期：人物平面實作練習

四
上學期：動態影像製作介紹/ 下學期：腳本作品
賞析

上學期：介紹動態影像製作流程
 下學期：由案例了解微電影

五 上學期：短片介紹 / 下學期：腳本作品賞析 上學期：介紹短片
 下學期：由案例解析微電影

六 上學期：紀錄短片介紹 / 下學期：分鏡畫面 上學期：介紹紀錄短片
 下學期：鏡頭的設計

七
上學期：影視與資訊科技整合 / 下學期：分鏡畫
面

上學期：介紹空拍機、植保機
 下學期：鏡頭的設計

八
上學期：影視與資訊科技整合 / 下學期：分鏡畫
面

上學期：空拍機實作
 下學期：鏡頭的設計

九
上學期：影視與資訊科技整合 / 下學期：鏡頭設
計實務

上學期：介紹攝影棚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
上學期：影視與資訊科技整合 / 下學期：鏡頭設
計實務

上學期：介紹動補系統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一
上學期：影視與資訊科技整合 / 下學期：鏡頭設
計實務

上學期：平台(直播)介紹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二 上學期：微電影簡介 / 下學期：鏡頭設計實務 上學期：介紹微電影的由來與流程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三 上學期：微電影簡介 / 下學期：鏡頭設計實務 上學期：介紹微電影的由來與流程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四 上學期：攝影器材介紹 / 下學期：鏡頭設計實務 上學期：介紹攝影器材的種類及影片規格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五 上學期：攝影基本知識 / 下學期：鏡頭設計實務 上學期：構圖實作練習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六 上學期：攝影基本知識 / 下學期：鏡頭設計實務 上學期：構圖實作練習
 下學期：實際拍攝

十七 上學期：攝影基本知識 / 下學期：後製 上學期：人物平面實作練習
 下學期：後製剪輯

十八 上學期：攝影基本知識 / 下學期：後製 上學期：人物平面實作練習
 下學期：後製剪輯

十九 上學期：腳本作品賞析 / 下學期：後製 上學期：由案例了解微電影
 下學期：後製剪輯

二十 上學期：腳本作品賞析 / 下學期：後製 上學期：由案例解析微電影
 下學期：後製剪輯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課程參與30% (二)學習態度20% (三)作業及作品50%

對應學群： 資訊、大眾傳播

備註： 本門課為學年課，分發至此門課意指上下學期皆修習此門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算思惟＊桌遊

英文名稱： Computational Thinking * BoardGam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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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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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2 分析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5 規劃力、Science(科學探究)、S1 理解
力、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運算思維包含有：
 1、拆解問題 2、找尋規律(模式辨別) 3、將問題抽象化 4、針對問題設計演算法。

 利用程式設計相關桌遊，於輕鬆活潑競賽刺激的遊戲中瞭解程式設計的解題方式及策略。希望讓學生在樂趣的內容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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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問題解題與動手操作的歷程，讓學生學習程式邏輯，藉此培養學生學習運算思維的興趣與信心。透過不同型態的桌遊，

讓他們對運算思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運算思惟 CT運算思惟的介紹

二 國際運算思惟比賽 簡介Bebras國際運算思惟比賽

三 問題解決的策略 演算法、流程圖

四 邏輯動腦問題 渡河問題/三人三鬼/手電筒過橋題意解析

五 ROBOT Turtles桌遊 用桌遊教運算思維

六 海霸 全台第一款程式教育桌遊

七 海霸
四大核心程式邏輯思惟

 (順序性、集合AND/OR、迴圈、條件IF)

八 汪汪偵探團 程式邏輯訓練

九 星際探險家 運算思惟-函數、迴圈、條件式

十 星際探險家 類Scratch積木方塊手牌銜接視覺化程式設計

十一 ROBOT City 結構化程式設計基本邏輯

十二 機器人蓋城市 程式啟蒙教育桌遊

十三 分組進行 上台分享致勝策略

十四 運算思惟比賽解題 解題策略說明

十五 碰撞機器人 尋找最短路徑~演算法

十六 大爆格 製造最佳連續空間~演算法

十七 拉密 排列組合/創新規劃/決斷分析能力

十八 競賽積分排行榜 頒獎Top5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Bebras運算思維測驗20% (二)小組討論及解題策略60% (三)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3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靜物素描

英文名稱： Sketc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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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4 表達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Humanities(人文
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讓學生透過仔細觀察，學習紀錄與描寫物體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課程安排與工具介紹、透視法

二 透視法 練習透視法，畫出一點、兩點透視圖

三 透視法應用練習 利用單點透視法畫出自己的房間

四 檢討作業 檢討透視法作業

五 色階與明暗 練習用鉛筆畫出色階，練習運筆

六 正方體練習 練習素描正方體

七 段考 段考

八 角錐練習 角錐素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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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圓錐 圓錐素描練習

十 圓柱練習 圓柱素描練習

十一 球體練習 球體素描練習

十二 複合形、構圖練習 角錐+圓錐多靜物素描練習

十三 構圖、靜物練習 角錐+圓錐多靜物素描練習

十四 段考 段考

十五 靜物素描練習與檢討 檢討靜物練習作業

十六 靜物練習2 練習實體靜物

十七 靜物練習2 練習實體靜物

十八 靜物練習2 練習實體靜物

十九 檢討靜物畫2+期末創作 檢討靜物畫2+期末創作人偶素描

二十 人偶素描創作 每個人進行各自的人偶素描創作

二十一 人偶素描創作+檢討 完成人偶素描並檢討作品公開展示

二十二 段考 段考

學習評量： (一)上課參與30% (二)作業表現70%

對應學群：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文學名著與改編電影

英文名稱： Literary Classics and Film Adapta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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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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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4 追求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
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Science(科學探究)、S1 理解力、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5 觀察力、S6 歸
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1 同理心、H2 社區關懷、H3 人文素養、H4 感恩心、H5 文化涵養、H6 環境倫理、H7 歷史
涵養、H8 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探討文學名著與改編電影之間的相關與差異。藉由文本閱讀培養閱讀能力，影像欣賞提升藝術鑑賞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介紹課程大綱，分組

介紹學期課程目標與進行方式。每組選擇欲研究的文學名著進行

深入閱讀，比較電影與文字的呈現方式有何不同。透過閱讀，亦

期許培養學生接受文化薰陶，型塑良好品格。

二 戰國策 強敵環伺，善用資源取得成功

三 戰國七雄影片欣賞 諸子百家爭鳴的離亂時代1

四 戰國七雄影片欣賞 諸子百家爭鳴的離亂時代2

五 史記-高祖本紀 小卒崛起

六 史記-項羽本紀 英雄殞落

七 第一次段考週 第一次段考週

八 西楚霸王影片欣賞1 亂世英雄的人生處境

九 西楚霸王影片欣賞2 亂世英雄的人生處境

十 三國演義-赤壁之戰 逆境中如何善用資源，取得成功

十一 赤壁風雲影片欣賞 觀察人物如何善用資源

十二 水滸傳-梁山聚首 官逼民反的政治環境

十三 水滸傳影片欣賞 起義與造反

十四 第二次段考週 第二次段考週

十五 桃花扇 烽火下的愛情

十六 桃花扇影片欣賞 烽火下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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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琵琶記 感情抉擇

十八 琵琶記影片欣賞 感情抉擇

十九 牡丹亭 青春、愛戀、夢與自由

二十 牡丹亭影片欣賞 青春、愛戀、夢與自由

二十一 聊齋志異-胭脂 胭脂影片欣賞

二十二 期末考週 期末考週

學習評量： (一) 課堂討論40% (二)文字報告60%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攝影

英文名稱： Let’s Take Some Photo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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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6 創新力, M4 表達力, M5 規劃力, H3 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1.學會善用手機攝影功能紀錄生活 
 2. 深入觀察周遭環境 

 3. 學習取景與構圖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說明課程大綱、規範、評分方式、用具

二 攝影概論 攝影史、相機原理

三 攝影概論 攝影史、相機原理、構圖、光的運用

四 室外人像拍攝 兩人一組進行人像拍攝，包含全身、半身、站姿、坐姿

五 人像攝影檢討 檢討人像拍攝成果

六 人像攝影補拍與檢討 重新再次拍攝群像與檢討

七 一段考 一次段考

八 人像再創作 利用人像攝影進行再次解構創作

九 人像再創作 利用人像攝影進行再次解構創作

十 經典攝影作品欣賞 分享經典攝影作品

十一 主題拍攝1 在時間之內完成指定主題拍攝：色彩

十二 檢討 檢討上回拍攝成果

十三 主題拍攝2 在時間之內完成指定主題拍攝：形狀

十四 檢討 檢討上回拍攝成果

十五 主題拍攝3 在時間之內完成指定主題拍攝：肌理

十六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七 檢討/討論小組期末主題 檢討上回拍攝成果，分組討論期末呈現

十八 主題拍攝4 時間之內完成指定主題拍攝：明亮

十九 檢討 檢討上回拍攝成果，分組討論期末呈現

二十 小組期末呈現拍攝 小組依據期末呈現主題進行拍攝

二十一 檢討小組成果 小組依據檢討修正拍攝主題

二十二 佈展 期末成果呈現

學習評量：

學習參與程度20% 
 小組合作程度20% 
 作業分數40% 

 口頭與書寫20%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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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公思分民

英文名稱： Public Thinking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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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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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M3 理
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Science(科學探究)、S1 理解力、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S5 觀察力、S6 歸納
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3 人文素養、H8 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讓學生從操作不同思考工具,學習反思與批判性思考,並具備解決未來生活情境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解剖思考 分析思考的本質

二 邏輯思考 進行邏輯問題測驗,確認學生課前起點

三 希臘哲學中的邏輯 介紹亞里斯多德的三段論證

四 維根斯坦的語言邏輯 介紹維根斯坦的語言分析邏輯

五 審議式民主 介紹焦點討論法ORID.KJ法.象限討論法.SAC討論法

六 公民議題探究 將過去重大爭議案件讓學生分組進行討論

七 公民行動 讓學生思考相關的公民行動

八 公民印象 播放人權相關影片

九 公民咖啡館 讓學生用世界咖啡館方式進行分組討論

十 人權的記憶 讓學生分組找出自己關心的人權議題並提出改善方法

十一 公民記者 讓學生自製公共議題新聞

十二 系統思考 介紹八爪魚思考法並讓學生實際應用

十三 跨界思考 請學生用麥肯錫的五種邏輯思考進行跨界討論

十四 遊戲式思考-1 透過桌遊進行遊戲化教學

十五 遊戲思考-2 透過不同桌遊讓學生進行不同的思考

十六 創新思考 進行虛擬賢者會議

十七 矛盾思考 讓學生學會黑格爾的辯證法

十八 理性思考 讓學生懂得整理自己的思考脈絡,具備理性思考的能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 出席10% (二)上課發言回饋20% (三)小組報告40% (四)學生互評3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文史哲、教育、法政、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

英文名稱： Psychology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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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智能), B3反省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4表達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5觀察力, Humanity(人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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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H1同理心, H3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協助修課的高中生了解心理學的意義以及研究範疇，激發進一步研修心理學議題及相關課程的動機。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緒論 1. 心理學的意義；2. 心理學發展簡史。

二 心理學的研究方法1 1. 「科學知識」的構成要素；2. 心理學實驗的基本設計原則；3.
調查法的基本原則

三 心理學的研究方法2 從社會新聞中，尋找感興趣的現象，提出假設性原因，並設計可

操作的實驗或調查

四 感覺與知覺 1. 產生感覺的閾值；2. 知覺形成的原則

五 注意力與意識 1. 注意力的基本特性；2. 意識狀態的變化

六 學習1 1. 非聯結學習； 2. 古典制約

七 學習2 3. 操作制約；4. 社會學習

八 記憶1 1. 記憶的類型及運作；2. 遺忘的原因

九 記憶2 3. 記憶內容；4. 記憶術

十 認知發展 1. 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2. 知識的建構

十一 期中考 全為簡答題

十二 思考 1. 推理；2. 判斷；3. 決策

十三 智力 1. 智力理論；2. 智力測驗；3. 智力差異的來源

十四 動機 1. 動機的定義與理論；2. 生理動機；3. 心理動機

十五 情緒 1. 情緒的成分；2. 情緒理論；3. 悲傷與憤怒

十六 性格1 1. 影響性格形成的因素；2. 心理動力論

十七 性格2 3. 人本心理學的觀點；4. 五大性格論；5. 社會認知論的觀點

十八 社會心理學1 1. 自我概念；2. 刻板印象與偏見

十九 社會心理學2 3. 社會影響；4. 人際吸引

二十 性格與社會發展 1. 氣質與依附關係；2. 道德判斷的發展；3. 認同發展

二十一 壓力與因應 1. 壓力的種類與反應；2. 壓力調適；3. 心理疾病種類概述

二十二 期末考 全為簡答題

學習評量： 1. 課堂團體報告；2. 課堂個人作業；3. 期中考與期末考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水墨之美

英文名稱： Chinese Ink Paint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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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4 表達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Humanities(人文
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能欣賞墨色與線條變化、運用水墨的特性進行圖文創作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工具的使用與清洗介紹 毛筆的使用與清洗，以及其他工具的使用

二 線條練習
相對原子筆的硬筆，毛筆的獨特柔軟性使下筆運動的軌跡有許多

豐富的變化

三 墨色練習 練習透過水分的掌握調節墨色變化

四 墨色變化練習2 練習透過水分的掌握調節墨色變化

五 線條畫練習 練習透過水分的掌握調節墨色變化，進行物件創作

六 線條加墨色 在上周的線條作品上加上墨色變化

七 月考 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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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竹子練習 墨竹練習

九 蔬果練習 練習水墨蔬果靜物

十 作實物靜物 統和前幾周學到的筆法與墨色變化，實際看靜物進行繪畫練習

十一 練習檢討 檢討前幾周的作品，並請學生找主題來畫

十二 書法練習 為配合落款與圖文創作，請大家練習書法的筆畫與字的架構

十三 靜物練習2 統和前幾周學到的筆法與墨色變化，實際看靜物進行繪畫練習

十四 月考 月考

十五 作品檢討與期末作品構思 檢討上次的作品與期末作品構思討論

十六 人物速寫練習 利用筆墨進行十五分鐘人物速寫

十七 檢討人物速寫，速寫練習2 檢討人物速寫，並進行第二次的人物速寫練習

十八 期末作品創作草圖 期末作品創作草圖繪製與檢討

十九 創作期末作品 創作期末作品

二十 自動性技法練習 練習五種自動性技法並在畫面中加以應用

二十一 月考 月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 上課參與30% (二)作業表現70%

對應學群：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中的數學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in use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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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5思辨力, M3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M6實踐力, S1理解力, S3探索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H3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一、連結數學與生活中的關係，能應用所學內容解決問題。
 二、由遊戲中了解數學原理，由數學原理設計遊戲。

 三、提升邏輯及推理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課程內容介紹、上課分組、資料填寫

二 銀行裡的數（一） 複習等比級數，單利，複利等概念

三 銀行裡的數（二） 介紹匯率，利息，貸款，年金，分期償還，儲蓄險等

四 銀行裡的數（三） 如何使用計算機及電腦excel運算

五 密碼（一） 介紹密碼、如何用線性轉換來加密。

六 密碼（二） 如何用矩陣加密及解密、設計加密方法並上台報告。

七 數學電影欣賞（一） 數學電影欣賞

八 數學電影欣賞（二） 分組報告電影心得

九 邏輯訓練（一） 介紹邏輯基本概念，練習尋找規律

十 邏輯訓練（二） 分組競賽

十一 GeoGebra數學繪圖（ㄧ） 軟體操作教學、自訂函數與曲線之圖形

十二 GeoGebra數學繪圖（二） 空間幾何圖形、幾何圖形創造競賽

十三 GeoGebra數學繪圖（三） 競賽成果發表

十四 數據分析（一） 介紹基礎統計概念

十五 數據分析（二） 如何使用Excel做數據分析，並做出統計圖

十六 黑白摺學（一） 介紹摺紙規則，分組競賽

十七 黑白摺學（二） 分享學習單，介紹對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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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數獨（一） 數獨遊戲及規則講解，題目練習

十九 數獨（二） 分組競賽

二十 數學科普書（ㄧ） 分享報告

二十一 數學科普書（二） 分享報告

二十二 數學科普書（三） 分享報告

學習評量：
(1)平時小組討論、作品及學習單繳交佔70%

 (2)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佔3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建築設計, 管理, 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中的數學建模專題

英文名稱： Mathematical Modeling in Life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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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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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智能)、B1洞察力、B2分析力、B4追求力、B5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3理性討論、M4表達力、M6實
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1理解力、S3探索力、S4實作力、S5觀察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3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一、培養觀察規律、演算、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代數篇_多項式 如何使用多項式於解決生活中的代數問題

二 代數篇_多項式 如何使用多項式於解決生活中的插值問題

三 代數篇_數列 利息問題如何解?可以使用週期函數處理嗎?

四 代數篇_數列 有看過無窮迴圈嗎?遞迴數列如何使用?

五 代數篇_數列 有玩過河內塔?地球真的會毀滅嗎?階差數列兩三事

六 代數篇_不等式 高中數學兩大不等式:算幾不等式、柯西不等式

七 代數篇_不等式 古今中外經典著名不等式賞析

八 代數篇_不等式 著名數學問題一題多解賞析

九 期中測驗 期中定期考核

十 整數篇_數論篇 質數好好玩?如何利用質數建構密碼學

十一 整數篇_數論篇 中國剩餘定理在武俠小說中的運用

十二 組合篇_圖論 七橋問題和圖的問題

十三 組合篇_圖論 配對和平面圖

十四 組合篇_圖論 拉姆賽定理和極值問題

十五 組合篇_組合計數 二項式定理的應用

十六 組合篇_組合計數 生成函數和遞迴方法

十七 組合篇_推論統計 生活中的統計資料解讀-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

十八 應用篇_經濟學 賽局理論-囚徒困境

十九 應用篇_計算機科學 演算法

二十 應用篇_如何決策 幾個有趣的問題(蒙提霍爾、37%擇偶問題)

二十一 應用篇_日常中的幾何問題 幾個有名的幾何問題

二十二 期末測驗 期末定期考核

學習評量： (一) 期中考30% (二)期末考30% (三)作業30% (四)上課講解1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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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走讀世界(一)被遺忘的選民─猶太人

英文名稱： Encounter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The Forgotten Chosen Peopl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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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3反省力、B5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4表達力、Science(科學探究)、S2研究力、
Humanities(人文關懷)、H3人文素養、H7歷史涵養

學習目標： 讓學生習得同理心並能思考人類生命倫理的價值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1. 介紹課程綱要
 2. 討論對猶太人的初步認識

 3. 猶太人對世界的影響

二 被復活的國度－以色列的過去與未來 單篇文章閱讀與討論、影片欣賞與討論

三 猶太人的宗教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6》

四 猶太人的宗教 《向下扎根！德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6》

五 猶太人的教育 《猶太媽媽這樣教自律》

六 猶太人的教育 影片欣賞與討論

七 期中考

八 猶太人的文學 猶太寓言

九 猶太人的文學 猶太繪本

十 影片賞析－辛德勒的名單

十一 影片賞析－辛德勒的名單

十二 影片賞析－辛德勒的名單

十三 學生報告 心得發表

十四 影片賞析－浪潮

十五 影片賞析－浪潮

十六 學生報告 心得發表

十七 學生實作－《鄰人》 口頭報告

十八 學生實作－《鄰人》 口頭報告

十九 學生實作－《鄰人》 口頭報告

二十 學生實作－《鄰人》 口頭報告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上課表現30％ (二)書面報告30％ (三)口頭報告40％

對應學群： 文史哲、外語、教育、大眾傳播、社會心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客在臺灣

英文名稱： Hakka in Taiwan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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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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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探索, 同理關懷, 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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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多音交響、多族共榮」是一個文明國家的最高境界，讓學生能透過此課程多面向探索客家文化，用心認識客家族群，以求

溝通、了解和相互欣賞。體驗客家文化精髓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1. 介紹18周課程綱要

 2. 作業評量說明
 

二 客從哪裡來
1. 客家原鄉

 2. 台灣客家族群分布

三 當客家遇到福老--閩客關係探討 回溯客家人遇到福佬人歷史及觀察 其互動關係

四 當客家遇到原住民--原客關係探討 回溯客家人遇到原住民歷史及探討其互動關係

五 風趣玩味客家話一

1.客語腔調介紹
 2四縣腔客語體驗

 日常問候
 

六 風趣玩味客家話二 客家山歌 童謠賞析

七 期中考(一) 成果交流:大家一起說客語

八 重口味「鹹、肥、香」 就是客家味

客家四炆
 客家四炒
 客家人米食: 「粄」、齊粑、紅粄

 客家擂茶

九 客家服飾 藍衫與花布

十 客家建築 客家伙(夥)房--三合院與原鄉土樓

十一 客家傳統信仰

1.三山國王
 2.五榖大帝（神農先帝）

 3.義民爺

十二 客家精神 相關影片—《1895》

十三 客家精神 相關影片—《1895》

十四 期中考(二) 學習單與討論分享

十五 客家文化園區介紹 參考網站、範例分享

十六 E起發現台灣客家庄 客家庄新漫遊

十七 【浪漫客庄遊】旅遊行程規劃 分組討論

十八 【浪漫客庄遊】旅遊行程規劃 分組討論

十九 來去客庄寮 分組口頭報告

二十 來去客庄寮 分組口頭報告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學生作品(上課表現30％、學習單20％、口頭報告＋客語表達5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思考再進化─系統思考

英文名稱： Systems Thinking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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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智能)、B1洞察力、B2分析力、B3反省力、B5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主動力、M3理性討論、M4表
達力、M6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1理解力、S2研究力、S4實作力、S5觀察力、S6歸納應用

學習目標：

藉由反思自己的思考限制，學習思考的新方法，以期讓學生打破過往的思考侷限，學習如何在將時間與空間拉長下，以一個

整體的角度看待系統中的複雜問題，找出影響系統之關鍵因素，進而有效解決問題，學習如何與自己和自己所處的世界建立

良性互動關係。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1.介紹課程綱要、分組、check in
 2.為什麼要思考？

 3.系統思考的緣起與應用

二 發問力訓練

1.問問題的價值與重要性
 2.解決問題的四階段

 3.如何問問題-無中生有的發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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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的概念 1.什麼是系統-系統的定義與特色
 2.發想-如何看見系統的樣子

四 系統思考三工具的介紹

系統思考三工具的介紹
 (1)什麼(現象正在變化)：流量儲量圖

 (2)(現象)如何變化：BOT圖
 (3)(現象)為何變化：圓上因子圖

五 系統思考三工具的應用

系統思考三工具的練習與應用
 (1)什麼(現象正在變化)：流量儲量圖

 (2)(現象)如何變化：BOT圖
 (3)(現象)為何變化：圓上因子圖

六 系統的必備要素-反饋機制
1.覺察自己的思考模式：線性思考、環路思考模式

 2.環狀思考模式的練習與判斷其合理性
 3.繪製因果環路圖的要件

七 系統思考的三元件

1.三元件的介紹
 (1)正反饋迴路(2)負反饋環路(3)時間滯延

 2.三元件的判斷與應用

八 系統思考三元件實作
1.繪製因果環路圖與正負環的反饋機制

 2.Vensim軟體介紹與應用

九 系統思考模組 介紹常見的系統思考模組

十 小組實作I-尋找關注事件 1.尋找關注的事件-全班發想問題
 2.了解所關注事件的背景-各組蒐集問題背景介紹

十一 小組實作II-看見變化趨勢 運用系統思考三工具找出事件的變化趨勢

十二 小組實作III-找到關鍵結構 繪製因果環路圖、未來行動策略

十三 小組實作IV-PPT製作要領及報告方式說明 PPT製作內容呈現方式及口頭報告技巧說明

十四 小組實作V 小組實作與討論

十五 小組報告I 第一次小組報告與回饋

十六 小組實作VI 針對第一次報告內容進行修正

十七 小組報告II 第二次小組報告與回饋

十八 課程回饋 課程回饋與建議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4次學習單各佔10%，共40% (二)小組報告(含PPT)佔40% (三)上課表現(含出席率)與學習態度佔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文史哲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思辨與口語表達

英文名稱： Thinking,Learning and speaking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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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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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3 探索力, S6 歸納應用, H3 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學習如何將抽象概念轉成具體的表達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細聽大歷史 閱讀與討論

二 時代傳響‧提滋味 閱讀與討論

三 雲端交鋒‧解連環 討論與報告

四 了解立場與論點 討論與報告

五 「找」提案 小組討論與報告

六 「寫」提案 小組討論與報告

七 期中考 期中考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八 說服技巧的訓練 討論與報告

九 說服技巧的演講稿撰寫 討論與報告

十 發表演講與檢核 討論與報告

十一 批判性思考的理論與演練 討論與報告

十二 活用批判性思考一 撰寫辯論稿

十三 活用批判性思考一 進行辯論賽

十四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五 活用批判性思考二 撰寫辯論稿

十六 活用批判性思考二 進行辯論賽

十七 跨域思考 閱讀與討論

十八 跨域思考 討論與報告

十九 跨域思考二 討論與報告

二十 跨域思考二 討論與報告

二十一 期末考 期末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出席5％、課堂表現10％、作業繳交15％、個人口頭報告30％、小組討論與報告4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音樂物理

英文名稱： The Physics of Music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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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 分析力, B6 創新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6 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 理解力, S4 實作力,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 同理心,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能理解基本音樂 2.能學習正確科學知識 3.能培養基本科學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認識聲音 全音、半音、音階、基本視譜、分貝、音色

二 認識聲音 全音、半音、音階、基本視譜、分貝、音色

三 打擊樂器介紹 打擊樂器發聲原理、音量與分貝

四 打擊樂器介紹 打擊樂器發聲原理、音量與分貝

五 打擊樂器DIY 簡易打擊樂器DIY、音階介紹

六 打擊樂器DIY 簡易打擊樂器DIY、音階介紹

七 管樂器介紹 管樂器發聲原理、聲音的傳播

八 管樂器介紹 管樂器發聲原理、聲音的傳播

九 管樂器DIY 簡易管樂器DIY(吸管排笛)、共鳴與共振

十 管樂器DIY 簡易管樂器DIY(吸管排笛)、共鳴與共振

十一 管樂器演奏 管樂器演奏或欣賞、音樂的調性

十二 管樂器演奏 管樂器演奏或欣賞、音樂的調性

十三 弦樂器介紹 弦樂器發聲原理、駐波

十四 弦樂器介紹 弦樂器發聲原理、駐波

十五 弦樂器DIY 簡易弦樂器DIY、十二平均律

十六 弦樂器DIY 簡易弦樂器DIY、十二平均律

十七 弦樂器演奏 弦樂器演奏或欣賞

十八 弦樂器演奏 弦樂器演奏或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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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 上課表現40% (二)實作展演60%

對應學群： 數理化、藝術、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桌遊Fun英文

英文名稱： ESL Fun Board Games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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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智能) B2分析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B6創新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3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M5規劃力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3人文素養 H5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一、 學習表現：

 1. 聽懂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1-V-10)，
 2. 以簡易的英語參與引導式討論(2-V-8)，

 3. 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子(4-V-4)，
 4. 依提示寫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故事(4-V-6)，

 5. 並以自己的話轉述一段談話或簡短故事(5-V-5)。
 6. 寓教於樂，使學生樂於參與課堂各類練習活動(6-V-1)，

 7. 主動從網路或其他管道搜尋英語文學習相關資源(6-V-6)，
 8. 主動溝通表達意見(7-V-1)，

 9. 利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策略提升效能(7-V-7)，
 10. 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9-V-7)。 

 二、 學習內容：
 1. 日常生活英文用語、高中階段所學字詞(Ac-V-5、Ac-V-6)，

 2. 符合情境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通( B-V-7)、
 3. 多項訊息的比較、歸納、排序(D-V-1)，

 4. 原則的類推、問題解決之道(D-V-5)。 
 三、以學生為主體，從「學中玩、玩中做」中培養學生合作學習與自學能力，培育學生解說、表達能力，並激發策略思考、

協調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口語表達與溝通互動

 1. 課程介紹與多元評量說明 
 2. 破冰與分組遊戲：運用First Question口語卡讓學生融入同儕
並完成分組 

  3. 桌遊體驗與分組學習：Tapple【字母風火輪】

二 字彙增能溝通表達合作默契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Pair Fu n(Basic)【對對碰】-易混淆單字(隨堂測驗)

三 字彙增能溝通表達合作默契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What’s it? 【你畫什麼？】

 Guessed it【你猜我猜】

四 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桌遊體驗與分組學習： Last Letter【字母接龍】

五 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桌遊體驗與分組學習： 

 True or False ? Trigger【真真假假】-比比反應力!!

六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Story Cubes【故事骰】

七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Say the Word【故事接話】

八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Once Upon A Time【從前從前】-期中作業

九 字彙增能、溝通表達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Ring! Ring! Compounding (Extreme) 【複利字滾字加重版】(隨堂

測驗) 
 Rummikub【字母拉密】、Disorder 【紊亂】

十 字彙增能、溝通表達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Bananagrams【香蕉拼字】、

 Crazy Letter【瘋狂字母】

十一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Picwits【心靈解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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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Straight Talk 3【實
話實說】

十三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Word Posters【心電
感應】

十四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Say What You Meme
【模因傳腦】

十五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桌遊體驗、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Knit Wit【創意編
字】

十六 文法增能 主題式英文文法分組學習--期末任務預備

十七 多元智能
1.期末表現任務說明與分組指導: 圓桌紙牌桌遊 Round Table
Card Game

十八 多元智能 2. 分組討論、設計與製作圓桌紙牌桌遊 Round Table Card Game

十九 多元智能 3. 分組討論、設計與製作圓桌紙牌遊戲說明書

二十 多元智能

4. 修飾成品並操作、試玩與練習解說自製桌遊紙牌 
 5. 解說、介紹自製圓桌紙牌 、錄製桌遊解說影片、剪輯後上傳 e

化平台

二十一 溝通表達與後設認知 成果發表、多元評量與回饋

二十二 溝通表達與後設認知 成果發表、多元評量與回饋

學習評量：

一、▓口語評量 ▓同儕互評 ▓小組互評 ▓高層次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二、其他說明： 

 藉由課堂中各式英語學習桌遊活動與其所搭配主題學習單，進行診斷性評量：確認學生了解遊戲規則、習得相關英語主題。

並在分組合作學習過程中，由教師與同組組員之多元評量表與同儕互評表了解、建構學生學習表現之形成性評量。於期中設

定階段性作業及期末總結性任務評量學生整合型表現任務。 
 三、詳細成績計算方式

 學習單:20%、隨堂紙筆測驗:20%、課堂表現教師多元評量與同儕互評:15%、期中作業:20%、期末總結型任務表現:25%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商業英語

英文名稱： Business English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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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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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5 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M2 移動力、M4
表達力、M6 實踐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1 同理心、H4 感恩心、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信心。
 2. 培養學生職場所需之英語文能力。
 3. 增加學生對職場的認識。

 4. 讓學生認識多益測驗。
 5. 培養學生國際觀與世界觀。

 6. 發展學校本位職場英文教學特色與模式。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Unit 1 外出用餐
1. 讓學生認識外出用餐的相關英語表達用法。

 2. 讓學生體會外出用餐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閱讀英文電子郵件。

二 Unit 1 外出用餐
1. 解題策略教學

 2. 多益照片描述題聽力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三 Unit 2 認識人事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認識人事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讓學生體會人事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填寫英語工作應徵表。

四 Unit 2 認識人事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人事的相關單字。

 2. 讓學生體會人事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對話題。

五 Unit 3 採購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認識採購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讓學生體會採購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公告。

六 Unit 3 採購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採購相關單字。

 2. 讓學生體會採購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問答題。

七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八 Unit 4 辦公室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熟悉辦公室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讓學生體會辦公室相關的英語情境。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3. 讓學生能夠看懂英語收據。

九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十 Unit 4 辦公室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辦公室相關單字。

 2. 讓學生體會辦公室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單篇閱讀題。

十一 Unit 5 娛樂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識娛樂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生體會娛樂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電影時刻表。
 

十二 Unit 5 娛樂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娛樂相關單字。

 2. 讓學生體會娛樂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句子填空題。

十三 Unit 6 商務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認識一般商務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讓學生體會一般商務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填寫英語行程表。

十四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十五 Unit 6 商務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一般商務相關單字。

 2. 讓學生體會一般商務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短講題。

十六 Unit 7 旅遊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識旅遊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生體會旅遊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飯店歡迎卡。

十七 Unit 7 旅遊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旅遊相關單字。

 2. 讓學生體會旅遊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段落填空題。

十八 Unit 8 製造業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認識製造業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讓學生體會製造業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新聞文體。

十九 Unit 8 製造業相關的英語表達
1. 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製造業相關基礎單字。

 2. 讓學生體會製造業相關的英語情境。
 3.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多篇閱讀題。

二十 期末考 期末考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出席10% (二)上課討論報告30% (三)紙筆測驗30% (四)作業30%

對應學群： 外語、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無人機原理與實務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drone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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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6 創新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2 研究力, S3 探索力, S4 實作力,

學習目標：
課程目標：使學生能了解無人機基本原理與應用，連結物理課程中力學與電學基本理論，並介紹無人機相關民航法規，提供

學生在課餘能安全合法條件下進行無人機實務操作。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遙控無人機簡介 課堂講授

二 遙控無人機法規 課堂講授

三 遙控無人機的構造 課堂講授

四 遙控無人機的控制系統 課堂講授

五 遙控無人機的通訊系統 課堂講授

六 遙控無人機的動力系統 課堂講授

七 遙控無人機的地面站系統 課堂講授

八 固定翼遙控無人機飛行原理 課堂講授

九 固定翼遙控無人機飛行原理 課堂講授

十 固定翼遙控無人機操作實務 飛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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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固定翼遙控無人機操作實務 飛行模擬

十二 多旋翼遙控無人機的構造 課堂講授

十三 多旋翼遙控無人機飛行原理 課堂講授

十四 多旋翼遙控無人機飛行原理 課堂講授

十五 多旋翼遙控無人機操作實務 飛行模擬

十六 多旋翼遙控無人機操作實務 飛行模擬

十七 多旋翼遙控無人機操作實務 飛行模擬

十八 期末測驗 (無人機學科測驗題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Advanced Spanish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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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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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5 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4 表達力、Science(科學探究)、S1 理解
力、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5 觀察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西班牙文字母發音、入門字彙及簡單會話教學。西班牙文基礎語法、句型、文法、口語會話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上學期：課程介紹、複習 / 下學期：課程介紹、
複習

上學期：複習lesson 1~4
 下學期：複習 lesson 1~8

二 上學期：複習 / 下學期：複習 上學期：複習lesson 5~8
 下學期：複習lesson 9~12

三 上學期：lesson9 / 下學期：lesson13 上學期：討論旅遊、訂房
 下學期：打電話

四 上學期：lesson9 / 下學期：lesson13 上學期：形容人、表達喜好
 下學期：表達情緒、陳述事實

五 上學期：lesson9 / 下學期：lesson13 上學期：文法ser、estar、(也)
 下學期：規則與不規則過去分詞

六 上學期：lesson10 / 下學期：lesson14 上學期：預訂餐廳
 下學期：陳述過去發生的事情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上學期：lesson10 / 下學期：lesson14 上學期：學習點餐
 下學期：形容過去的人、事、物

九 上學期：lesson10 / 下學期：lesson14 上學期：文法、西班牙美食
 下學期：不完美過去式動詞

十 上學期：lesson9、10 / 下學期：lesson13、14 上學期： 期中考lesson9、10
 下學期： 期中考 lesson13、14

十一 上學期：lesson11 / 下學期：lesson15 上學期：購物詢問價錢
 下學期：表達歉意、請求幫忙

十二 上學期：lesson11 / 下學期：lesson15 上學期：衣服種類、顏色
 下學期：提出建議、表達狀態

十三 上學期：lesson11 / 下學期：lesson15 上學期：文法 (動詞變化)
 下學期：命令式、否定式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上學期：lesson12 / 下學期：lesson16 上學期：表達記得與不記得
 下學期： 陳述未來的事

十六 上學期：lesson12 / 下學期：lesson16 上學期：表達自己的意見
 下學期：表達預想之事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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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上學期：lesson12 / 下學期：lesson16 上學期：不規則動詞完美過去式

下學期： 動詞未來式

十八 上學期：lesson11、12 / 下學期：lesson15、16 上學期：期未考 lesson11、12
 下學期：期未考 lesson15、16

十九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學習態度、課堂參與及作業70% (二)期中考15% (三)期末考15%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一)本門課為學年課，分發至此門課意指上下學期皆修習此門課程

 (二)教科書：Eco (A2)-Libro del alumno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德語

英文名稱： Advanced German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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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4 追求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Science(科學
探究)、S1 理解力、S3 探索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1 同理心、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H7 歷史涵
養、H8 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1. 本課程目標是培養高中學生對第二外語產生學習的興趣，並建構其德語方面的基礎能力。
 2. 除學習語言的基本結構與運用模式,，透過對話練習、遊戲、歌曲以及風土民情的介紹，使學生獲得對此語言與文化的基礎

知識，並能夠做簡短的自我介紹並回答簡單的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上學期：課程介紹，複習 / 下學期：課程介紹，
複習

上學期：複習L4－L6
 下學期： 複習L7--- L9

二
上學期：L6 Ich brauche kein Büro / 下學期：L10
Ich steige in die U-Bahn ein.

上學期：不定詞、否定不定詞複習及動詞後格位變化
 下學期：介紹分離動詞

三
上學期：L6 Ich brauche kein Büro / 下學期：L10
Ich steige in die U-Bahn ein.

上學期：L6聽力，習作練習
 下學期：交通工具，機場或車站的對話

四
上學期：Modul 2 / 下學期：L10 Ich steige in die
U-Bahn ein.

上學期：Modul 2練習
 下學期：L10聽力，習作練習

五
上學期：L7 Du kannst wirklich toll / 下學期：L11
Was hast du heute gemacht?

上學期：助動詞können的用法及動詞變化
 下學期：現在完成式

六
上學期：L7 Du kannst wirklich toll / 下學期：L11
Was hast du heute gemacht?

上學期：副詞及頻率副詞
 下學期：行程表描述，看懂信件內容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上學期：L7 Du kannst wirklich toll / 下學期：L11
Was hast du heute gemacht?

上學期：L7聽力，習作練習
 下學期：L11 聽力，習作練

九
上學期：L8 Kein Problem, ich habe Zeit. / 下學
期：L12 Was ist denn hier passiert?

上學期：場所，時間表達方式
 下學期：德國節慶介紹，月份

十
上學期：L8 Kein Problem, ich habe Zeit. / 下學
期：L12 Was ist denn hier passiert?

上學期：週間活動描述
 下學期：靜態動詞與動態動詞

十一
上學期：L8 Kein Problem, ich habe Zeit. / 下學
期：L12 Was ist denn hier passiert?

上學期：L8聽力，習作練習
 下學期：L12聽力，習作練習

十二
上學期：L9 Ich möchte was essen. / 下學期：
Modul 4

上學期：食物說法，möchten的用法
 下學期：Modul 4聽力，複習

十三
上學期：L9 Ich möchte was essen. / 下學期：電
影---竊聽風暴

上學期：複合名詞用法，菜單
 下學期：電影配景討論，分析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上學期：L9 Ich möchte was essen. / 下學期：
L13 Wir suchen das Hotel Maritim

上學期：L9 聽力，習作練習
 下學期：介系詞，路徑描述

十六
上學期：Modul 3 / 下學期：L13 Wir suchen das
Hotel Maritim

上學期：Modul 3聽力，L7- L9複習
下學期：市區建築物介紹，問路對話練習

十七 上學期：期末考 / 下學期：期末考 上學期：口試，筆試
 下學期：口試，筆試

十八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十九
上學期：電影－浪潮 / 下學期：電影－名畫的控
訴

上學期：浪潮學習單討論
 下學期：名畫的控訴學習單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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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學習態度及課堂參與70% (二)期中考15% (三)期末考15%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本門課為學年課，分發至此門課意指上下學期皆修習此門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影製作(全)

英文名稱： Micorfilm Production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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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3 反省力、B4 追求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
動力、M3 理性討論、M4 表達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S5 觀
察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1 同理心、H2 社區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H6 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瞭解數位錄影器材；培養學生熟悉各種數位錄影之技術；培養學生運用電腦處理數位影音資訊；培養學生學習製作

多媒體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動態影像簡介 介紹動態影像

二 微電影簡介 介紹微電影的由來與流程

三 攝影器材介紹 介紹攝影器材的種類及影片規格

四 動態攝影美學 唯美鏡頭實作練習

五 腳本作品賞析 由案例了解微電影

六 腳本作品賞析 由案例解析微電影

七 分鏡畫面 鏡頭的設計

八 分鏡畫面 鏡頭的設計

九 分鏡畫面 鏡頭的設計

十 鏡頭設計實務 實際拍攝

十一 鏡頭設計實務 實際拍攝

十二 鏡頭設計實務 實際拍攝

十三 鏡頭設計實務 實際拍攝

十四 鏡頭設計實務 實際拍攝

十五 鏡頭設計實務 實際拍攝

十六 後製_影片剪輯基礎 剪接軟體教學

十七 後製_影片剪輯基礎 剪接軟體教學

十八 後製_影片剪輯 動態轉場、調色與字幕

十九 後製_配樂與其他工具 配樂實驗練習

二十 成果發表 最終成果展示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課程參與30% (二)學習態度20% (三)作業及作品50%

對應學群： 資訊、大眾傳播

備註：
(一)修習過高一微電影製作的同學仍可選修

 (二)高二上選修過該門課的同學，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節慶的祝福：手作幸福小卡

英文名稱： Festival Greetings :Handmade Cards with Sincere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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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 主動力、Science(科學探究)、S4 實作力、S5 觀察力、S6 歸納應
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3 人文素養、H4 感恩心、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由二十四節氣出發、介紹中國傳統節慶及相關習俗，使學生更了解“過節”的意義，並透過相關詩文的閱讀，深入品味中國傳統
習俗之美，從而以此發想，運用簡單的材料與工具、結合圖、文，創作獨具個人風味的小卡、對親友傳的自己誠摯的祝福。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介紹課程大綱
說明本學期的課程內容、學習目標及相關創作概念，並簡介二十

四節氣與製作小卡所需的相關工具、素材。

二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月節氣(立春、雨水)＆圖案貼紙裝飾

三 家家戶戶慶團圓 一月特輯(春節、元宵節)＆紙膠帶、緞帶裝飾

四 春雷乍動萬物驚 二月節氣(驚蟄、春分)＆鈕扣裝飾

五 清明時節雨紛紛 三月節氣(清明、穀雨) ＆壓花、羽毛裝飾

六 萬物生長迎夏季 四月節氣(立夏、小滿)＆ 不織布裝飾

七 第一週段考 成果發表(一)

八 午後雷雨感晝長 五月節氣(芒種、夏至)＆ 水彩渲染(雙層鏤空)

九 玉粽襲香千舸競 五月特輯(端午節)＆ 花紋色紙(雙層鏤空)

十 大暑小暑無君子 六月節氣(小暑、大暑)＆ 亮粉(雙層鏤空)

十一 立秋處暑涼風至 七月節氣(立秋、處暑)＆ 鋼筆、原子筆(插圖)

十二 女兒乞巧渡遊魂 七月特輯(七夕、 中元節)＆ 色鉛筆(插圖)

十三 一場秋雨一場寒 八月節氣(白露、秋分)＆ 棉花棒(插圖)

十四 千里嬋娟共此時 八月特輯(中秋節)＆ 泡棉(拓印)

十五 第二次段考 成果發表(二)

十六 露寒霜冷深秋冷 九月節氣(寒露、霜降)＆手指(拓印)

十七 登高把酒醉重陽 九月特輯(重陽節)＆ 葉子(拓印)

十八 萬物收藏避雪冬 十月節氣(立冬、小雪)＆ 繩子(拓印)

十九 天地大雪人間節 十一月節氣(大雪、冬至)＆ 蔬果(拓印)

二十 臘酒盈樽待陽春 十二月節氣(小寒、大寒)＆ 水彩吹畫

二十一 達旦不眠同守歲 十二月特輯(除夕)＆牙刷噴畫

二十二 期末考 成果發表(三)

學習評量： (一)課堂表現40% (二)作品呈現60%

對應學群： 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動裁判法

英文名稱： Sports referee law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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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智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B6創新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2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M5規劃力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3探索力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同理心 H2社區關懷 H3人文素養 H4感恩心 H5文化涵養 H6環境倫理 H7歷史涵養 H8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一、了解各項運動裁判規則及手勢
 二、能實際上場擔任裁判工作

 三、能對外參與籃球、排球裁判證照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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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運動裁判法通則 課程介紹、運動裁判法通則

二 籃球規則研討 籃球規則研討

三 籃球紀錄台教學與演練-1 紀錄表、大錶、24秒計時器

四 籃球紀錄台教學與演練-2 紀錄表、大錶、24秒計時器

五 籃球裁判法-1 手勢、走位、責任區

六 籃球裁判法-2 手勢、走位、責任區

七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1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1

八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2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2

九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3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3

十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4 籃球裁判實務操作-4

十一 排球規則研討 排球規則研討

十二 排球裁判法-1 手勢

十三 排球裁判法-2 手勢

十四 排球裁判法-3 第一裁判、第二裁判、司線員

十五 排球裁判法-4 第一裁判、第二裁判、司線員

十六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1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1

十七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2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2

十八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3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3

十九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4 排球裁判實務操作-4

二十 運動裁判法-1 成果專題報告與分享-1

二十一 運動裁判法-2 成果專題報告與分享-2

二十二 運動裁判法-3 成果專題報告與分享-3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30%。
 (2)出席率：30%

 (3)成果專題報告：40%。

對應學群：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上)

英文名稱： Computer Game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二上、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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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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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2分析力, B5思辨力, B6創新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5規劃力,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3探索力, S4實作力, Humanity(人文關
懷), H5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本課程將培養學生邏輯思維及運用電腦解決問題之能力。程式設計是運用電腦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法。除了瞭解程式語言的基

本結構及演算法，更重視如何應用程式設計解決問題。
 1. 能理解程式的基本結構

 2. 能理解物件導向的概念
 3. 能進行互動性遊戲設計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什麼是程式設計？】【該學哪種程式語言好？】

二 安裝測試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Greenfoot安裝

三 遊戲設計 遊戲分享介紹

四 物件概念 介紹開發環境Greenfoot

五 程式說明 程式範例一：袋熊吃樹葉說明

六 範例引導教學 挑戰關卡：刺氣球／登陸月球

七 條件判斷 選擇結構if/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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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一支程式 範例二：第一支程式→沙灘螃蟹

九 鋼琴模擬 範例三：鋼琴模擬

十 陣列使用 陣列結構

十一 重覆結構 迴圈結構For

十二 上台分享 上台分享遊戲介紹

十三 打磚塊 範例四：打磚塊I

十四 美工設計 打磚塊II

十五 音效創作 打磚塊III

十六 音效創作 打磚塊IV

十七 音效創作 個人版打磚塊設計

十八 期末分享 期末報告成果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平時小組討論和作品繳交佔70%、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佔3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精踩絕輪-獨輪車課程

英文名稱： Unicycle Basic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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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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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洞察力、B2分析力、B3反省力、B4追求力、B5思辨力、B6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主動
力、M3理性討論、M4表達力、M5規劃力、M6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1理解力、S4實作力、S5觀察力、
Humanities(人文關懷)、H1同理心、H4感恩心、H6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增加身體的柔軟度與協調感、增強體力與心肺功能、提昇平衡感、訓練專注力、培養進取心、增進自信心及不受時間與空間

限制的機動性。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自我介紹 學員分組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了解學習獨輪車的好處；認識獨輪車的構造；利用簡

單的平衡動作，利用固定物或夥伴協助體驗原地平衡動作。

二 原地平衡練習、輔助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練習 複習原地平衡練習；利用固定物或夥伴協助，操作上車、定車、

前進。

三 原地平衡練習、輔助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練習 複習原地平衡練習；利用固定物或夥伴協助，操作上車、定車、

前進。安排同學演示並分享學習心得。

四 攜手合作練習 自由上車 定車

複習輔助自由上車；利用手扶固定物，練習定車，並檢視自己定

車來回次數；扶牆或請夥伴協助向前踩踏。注意與夥伴控制前進

速度的穩定(慣性與平衡)。檢測與夥伴連續前進的距離。分組演
示並分享學習心得。

五 攜手合作練習 自由上車 定車

複習輔助自由上車；利用手扶固定物，練習定車，並檢視自己定

車來回次數；扶牆或請夥伴協助向前踩踏。注意與夥伴控制前進

速度的穩定(慣性與平衡)。檢測與夥伴連續前進的距離。分組演
示並分享學習心得。

六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
學習獨立完成自由上車、定車及前進動作，並自我檢測定車次

數、前進距離，以自我挑戰、同組競爭、分組比賽的方式，提升

學習動力。

七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
學習獨立完成自由上車、定車及前進動作，並自我檢測定車次

數、前進距離，以自我挑戰、同組競爭、分組比賽的方式，提升

學習動力。

八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
學習獨立完成自由上車、定車及前進動作，並自我檢測定車次

數、前進距離，以自我挑戰、同組競爭、分組比賽的方式，提升

學習動力。

九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
學習獨立完成自由上車、定車及前進動作，並自我檢測定車次

數、前進距離，以自我挑戰、同組競爭、分組比賽的方式，提升

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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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定車-前進連續交替練習 熟練自由上車、定車、前進動作；將定車、前進動作連貫交替操

作。同學演示並分享學習心得。

十一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定車-前進連續交替練習 設計遊戲增加趣味性、提升學員操作交替動作時的穩定性。

十二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定車-前進連續交替練習
以標誌筒在地面設置不同形式、難易度的路障，協助學員操作前

進動作，並熟練各種路線的身體平衡控制力。分組演示並分享學

習心得。

十三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定車-前進連續交替練習
以標誌筒在地面設置不同形式、難易度的路障，協助學員操作前

進動作，並熟練各種路線的身體平衡控制力。分組演示並分享學

習心得。

十四 自由上車 定車 前進、定車-前進連續交替練習
以標誌筒在地面設置不同形式、難易度的路障，協助學員操作前

進動作，並熟練各種路線的身體平衡控制力。分組演示並分享學

習心得。

十五 簡式表演單人雙人多人練習、曲線練習

練習簡式表演動作：擊掌、握手繞圈，以單人、雙人或多人方式

完成，引發學員發揮創意，設計創新動作融入成果發表活動中，

討論、操作、熟練！

十六 簡式表演單人雙人多人練習、曲線練習

練習簡式表演動作：擊掌、握手繞圈，以單人、雙人或多人方式

完成，引發學員發揮創意，設計創新動作融入成果發表活動中，

討論、操作、熟練！

十七 簡式表演單人雙人多人練習、曲線練習

練習簡式表演動作：擊掌、握手繞圈，以單人、雙人或多人方式

完成，引發學員發揮創意，設計創新動作融入成果發表活動中，

討論、操作、熟練！

十八 成果發表
搭配音樂，以單人、雙人或多人方式完成，由學員發揮創意，設

計創新動作融入成果發表活動中，完成一次成果發表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技能40% (二)學習態度40% (三)成果發表20%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聚落探究

英文名稱： Village Study

授課年段： 二上、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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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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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智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5思辨力, B6創新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4表達力, M5規劃力, 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2研究力, S3探索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y(人文關懷), H2社區關懷, H3人文素養,
H5文化涵養, H6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1.知識方面：課程從鹽分地帶的地理與歷史知識入手，深化學生對臺灣地理及歷史的知識內容。歷史方面以聚落為基點，觀
察它從平埔社會轉化到漢人社會的變遷過程，歷經明鄭、清代、日治到國民政府時期的發展脈絡。以微觀的歷史發展可與宏

觀的臺灣史課程相印證。地理方面，更可透過地理景觀、產業、交通及都市規劃等方面的角度入手，與臺灣自然地理與人文

地理的課程相證明，將學生在地理課程中所學到的理論或規則，運用到真實的聚落考察上，活化他所學習的知識。
 2.技能方面：透過聚落考察與研究的過程中，讓學生學習蒐集文獻資料的作法、分析資料的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介紹本課程目標、規則、評量方式與分組

二 了解聚落 利用網路和圖書蒐集聚落的發展背景

三 了解聚落 利用網路和圖書蒐集聚落的發展背景

四 摘要書寫 書寫蒐集的聚落發展背景摘要

五 摘要書寫 書寫蒐集的聚落發展背景摘要

六 第一次期中考 停課

七 訪察準備 說明訪察主題

八 訪察準備 分配訪察點位與擬定問題

九 訪察準備 分配訪察點位與擬定問題

十 實地訪察 到當地訪察與紀錄

十一 實地訪察 到當地訪察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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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實地訪察 到當地訪察與紀錄

十三 第二次期中考 停課

十四 實地訪察 到當地訪察與紀錄

十五 整理資料 整理訪談資料

十六 整理資料 整理訪談資料

十七 成果報告撰寫 將考察資料彙整，製作投影片報告

十八 成果報告撰寫 將考察資料彙整，製作投影片報告

十九 成果發表 利用投影片報告小組成果

二十 期末考 停課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課程出、缺席：20％。
 2.討論與參與度：30％。
 3.期末成果報告：5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文史哲

備註：
1.需有小組討論的空間和筆電。

 2.租小巴外出實察或口述採訪。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理資訊能力大解析

英文名稱： Mathematical Information Capabilitie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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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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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智能)、B1洞察力、B2分析力、B5思辨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3理性討論、M4表達力、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S1理解力、S3探索力、S4實作力、S5觀察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3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一、培養新世代數理科技使用能力。
 二、培養運用數學邏輯思維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應用工具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Google For Education 1 Google Classroom雲端教室

二 Google For Education 2 Gmail與雲端硬碟使用

三 文書軟體應用1 文書專家Google Docs

四 文書軟體應用2 精算達人Google Sheets

五 成果發表

六 文書軟體應用3 簡報大師Google Slides

七 文書軟體應用4 Google Form表單與Google Drawing小畫家

八 Google生活便利通1 Google日曆與時間管理技巧

九 Google生活便利通2 Google地圖與旅遊規劃

十 成果發表

十一 軟體Desmos大進擊1 Desmos的介面及功能介紹

十二 軟體Desmos大進擊3 介紹Desmos支援的數學式與函數

十三 軟體Desmos大進擊3 作圖範例與練習

十四 軟體Desmos大進擊4 實作與討論

十五 成果發表

十六 軟體GeoGebra大進擊1 GeoGebra安裝與繪圖工具簡介

十七 軟體GeoGebra大進擊2 繪圖入門基本操作簡介

十八 軟體GeoGebra大進擊3 指令列的代數輸入與幾何繪圖工具使用

十九 軟體GeoGebra大進擊4 實作與討論

二十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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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4次發表成績各20%，共80% (二)其他2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人生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in life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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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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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智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5思辨力, B6創新力

學習目標：

1.由討論中了解生活與數學的連結
 2.加強在生活中處處可見的數學

 3.提升邏輯及推理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與分組 課程介紹與分組

二 數字的發展 數學史簡介

三 質數 費馬數簡介

四 息息相關 信用卡利息

五 息息相關 房貸金額

六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七 數學與藝術-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八 數學與藝術-費氏數列 費氏數列

九 數學與藝術-碎形 碎形

十 數學與藝術-碎形 欣賞碎形藝術

十一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十二 看懂統計數據 討論新聞中常見的統計名詞

十三 看懂統計數據 隨機過程與分組討論

十四 數學與桌遊 桌遊”拉密”

十五 數學與桌遊 從桌遊中感受排列組合的奧妙

十六 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十七 生活中的測量 實地與簡易三角測量

十八 生活中的測量 正餘弦定理

十九 分組討論與期末分享 分組討論與期末分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分組口頭報告（自評：15%，他評：25%，教師評：20%）

 書面報告4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療衛生, 生命科學,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篆刻

英文名稱： Engr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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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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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 洞察力、B2 分析力、B5 思辨力、B6 創新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4 表達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Science(科學探究)、S2 研究力、S3 探索力、S4 實作力、S5 觀察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2 社
區關懷、H3 人文素養、H5 文化涵養、H6 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對篆刻傳統文化的欣賞能力與操作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明清篆刻家介紹
常規說明。篆刻用具介紹及準備。篆刻史。印論。摹印：名印臨

摹。

二 練習石介紹、刀法介紹 名石與一般練習石介紹。各種執刀法與用刀法種類。

三 印章刻制過程 、白文印習刻 印章刻制過程。示範。白文印習刻（姓氏）。印稿製作：排印

法、篆文選擇。

四 印床的使用、印文刻制
印床的使用。印稿修正。印稿印文轉寫入印。印文刻制。修正補

刀。

五 印文刻制、鈐印法
印文刻制。修正補刀。作印法。

 鈐印法。印存的製作。作品評量。
 

六 朱文印習刻、印稿修正
朱文印習刻（名字）。印稿製作：排印法、篆文選擇。

 印稿修正。印稿印文轉寫入印。

七 印文刻制 印文刻制。修正補刀。

八 印文刻制、印存的製作 印文刻制。修正補刀。作印法。印存的製作。作品評量。

九 邊款刻制、拓印法
邊款刻制。邊款字體。邊款示範。

 拓印法。邊款拓印。作品評量。

十 肖形印
印石欣賞。邊款肖形印準備。摹印：姓名印、閒章。肖形印印稿

描繪、修正。

十一 實作 轉寫與刻制。 初刻與修正補刀。

十二 實作、白文印習刻 拓印。作品評量。白文姓名印刻制：姓名印排印法。篆文選用。

十三 印稿排印 初刻修正與補刀。邊款刻制。印存製作。作品評量。

十四 初刻、印存製作
初刻修正與補刀。邊款刻制。

 印存製作。作品評量。

十五 朱文印習刻、初稿排印
朱文印閒章刻制：朱文閒章排印法。篆文選用。 印稿排印與修
稿。

十六 初稿排印、實作 印稿轉寫與刻制。初刻修正與補刀。邊款刻制。

十七 實作、藝用印章的運用
印存製作。作品評量。藝用印章的運用。書法、水墨畫、藏書、

藏書票等。

十八 實作 書法書寫。作品鈐印。鈐印位置。作品完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實作評量70% (二)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30%

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餐桌上的生物學

英文名稱： Biology on the Tabl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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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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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iance(多元智能)、B1洞察力、B5思辨力、Science(科學探究)、S1理解力、S4實作力、S5觀察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
H5文化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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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藉由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結合生物學，使學科知識得以活用於生活。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以及分組 簡介本學期上課內容，並根據主題分組。

二 飲食與演化 介紹人類飲食的演進。

三 味覺、嗅覺與演化 介紹嗅覺味覺在飲食上扮演的角色。

四 逛菜市場 去菜市場或超市觀察各色食物，完成學習單

五 段考前自習

六 段考

七 各組上台報告 各組報告菜市場實察心得

八 食材解剖：洋菇、各式水果 觀察洋菇孢子印以及果實構造

九 食材解剖：雞翅、雞心 觀察雞翅肌肉和骨骼，以及雞心的剖面

十 調味料介紹 介紹香草植物特性

十一 微生物與飲食 介紹微生物發酵以及相關食品

十二 段考前自習

十三 段考

十四 泡菜製作 泡菜製作

十五 優格製作 優格製作

十六 基改食品簡介 基改食品簡介

十七 食安問題探討 食安問題探討

十八 段考前自習

十九 期末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學習單30% (二)紙筆測驗30% (三)分組報告40%

對應學群： 醫療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壓力調適

英文名稱： stress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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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智能), B3反省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4表達力, Humanity(人文關懷), H1同理心, H2社區關懷, H4感恩心

學習目標： 了解壓力的本質、影響及因應方式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緒論 個人壓力事件分享

二 壓力的基本觀念 壓力與生活第一章：1. 壓力量表施測；2. 涵義與測量

三 壓力源1 壓力與生活第二章：客觀、主觀、及微觀壓力源

四 壓力源2 1.團體討論高中生的壓力源；2. 只有自己知道的壓力源

五 壓力的生理反應 壓力與生活第三章：反應的原理、歷程、與症狀

六 壓力的心理反應 壓力與生活第四章：行為、情緒、心理異常

七 綜合討論1 討論議題：2021年5到6月停課不停學期間，遭遇到哪些壓力源？
有哪些生心理反應？

八 綜合討論2 習得無助感

九 自我概念 桌遊：實話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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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性格與壓力 壓力、性格與身心症狀

十一 壓力管理的基本架構 壓力與生活第七章：1. 覺察自我壓力；2. 壓力檢核；3. 調適策略

十二 壓力因應1-1 壓力與生活第八章：心理策略之方法

十三 壓力因應1-2 1.定型心態與成長心態；2. 悲觀與樂觀解釋型態

十四 壓力因應1-3 歸因再訓練、幽默

十五 壓力因應1-4 正念、靜觀與冥想

十六 壓力因應2-1 壓力與生活第八章：生理策略之方法

十七 壓力因應2-2 放鬆技巧訓練

十八 壓力因應2-3 1.拖延行為；2.改變壞習慣

十九 壓力因應2-4 目標與時間管理

二十 壓力因應3-1 壓力與生活第八章：社會支持策略之方法

二十一 壓力因應3-2 感恩與寬恕

二十二 綜合討論 回顧與展望

學習評量： 課堂團體報告、課堂個人作業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繪本的奇幻世界

英文名稱： Fantasy of Story Books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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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智能)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3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同理心 H3人文素養 H4感恩心 H5文化涵養H6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一、學習表現
 1.認識與觀摩：優良作品與繪本之了解

 2.分析與練習：故事架構分析與創作練習
 3.討論與實作：故事寫作與繪本製作

 4.分享與回饋：繪本作品互評與校內外發表
 二、學習內容 

 1. 日常生活英文用語、高中階段所學字詞(Ac-V-5、Ac-V-6)，
 2. 符合情境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通( B-V-7)、

 3. 多項訊息的比較、歸納、排序(D-V-1)，
 4. 原則的類推、問題解決之道(D-V-5)。 

 三、學習目標 
 1.學生的課程活動與生活經驗結合。

 2.學生體驗解決問題與團隊合作的學習機會。
 3.學生運用批判性思考，自主學習並分工合作，完成圖文並茂的英文繪本。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口語表達與溝通互動

1. 課程介紹與多元評量說明 
 2. 破冰與分組遊戲：運用【妙語說書人】讓學生融入同儕並完成

分組。

二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
 Giraffes Can’t Dance By Andreae, Giles/ Parker-Rees, Guy (ILT)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英語學習APP: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及單字。

三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1. 導讀文本：You Are Special by Max Lucado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讀者劇場活動-
Read aloud with expression。

四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
 The Story of Ferdinand by Munro Leaf (Author) 和 Robert Lawson

(Illustrator)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英語學習APP: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及單字。

五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1. 導讀文本：
 Alexander and the Terrible, Horrible, No Good, Very Bad Da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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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Viorst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讀者劇場活動-
Read aloud with expression。

六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設計並繪製英語自我介紹三摺頁： All about Me 
 1. 請同學為自己的三摺頁命名，

 2. 腦力激盪，構思英文自我介紹草稿50~100字：內容包含自畫
像、姓名、興趣、專長、座右銘、最愛的科目、最愛的書/電影/
影集、地雷區和夢想。

 3. 將上述項目排版美編並繪製成三摺頁。

七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設計並繪製英語自我介紹三摺頁： All about Me 

 3. 將上述項目排版美編並繪製成三摺頁。

八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We're All Wonders by R. J. Palacio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輔以英語學習APP: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了解校園霸凌及單
字。

九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1. 導讀文本：
 Marlene, Marlene, Queen of Mean by Jane Lynch (Author) and

Tricia Tusa 
 (Illustrator)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YouTube線上有聲書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學習單讓學生

了解校園霸凌。

十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
 Chrysanthemum by Kevin Henkes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YouTube線上有聲書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學習單讓學生

了解校園霸凌。

十一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1. 導讀文本：
 The Juice Box Bully by Bob Sornson and Maria Dismondy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YouTube線上有聲書帶領學生閱讀故事，學習如何為自己發

聲，挺身而出反霸凌，輔以讀者劇場活動- Read aloud with
expression。

十二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
 Willow Finds a Way by Lana Button (Author) and Tania Howells

(Illustrator)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YouTube線上有聲書帶領學生閱讀故事，運用輔以學習單讓
學生了解學習同儕的影響可成為反霸凌的力量。

十三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設計並繪製反校園霸凌英語繪本：
 1. 以學習單(Graphic Organizer)讓學生熟悉繪本故事架構，

 2. 創作範例分享
 3. one sentence, one picture 各組發想，產出草稿。

十四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英語繪本創作(屏風書)

 1. 發下工具箱及圖畫紙，同學們開始繪圖。

十五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
 Seeds of Change: Wangari's Gift to the World by Jen Cullerton

Johnson (Author) and Sonia Lynn Sadler (Illustrator)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YouTube線上有聲書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學習單

十六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1. 導讀文本：The Nature Girls by AKI Delphine Mach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YouTube線上有聲書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學習單-地圖繪
製：生態保護區。

十七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1. 導讀文本：Be the Change by Liz Brownlee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讀者劇場活動-
Poetry Reading。

十八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1. 導讀文本： Plastic Sucks! by Dougie Poynter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

閱讀故事，輔以英語學習APP: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熟悉減塑
策略及單字。

十九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Song of the Dolphin Boy by Elizabeth Laird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

閱讀故事，輔以讀者劇場活動- Read aloud with expression。
 

二十 多元智能

設計並繪製北中校園美麗的一角明信片：
 Prettiest Corner on BMSH campus 

1. 請同學用手機拍下自己心中北中校園最美麗的角落。
 2. 腦力激盪，構思明信片英文草稿50~100字：內容包含校園角

落、場所介紹、場所特色、場所活動和如何改造或維護該角落會

更好。
 3. 將上述項目排版美編並繪製成英文明信片。

二十一 溝通表達與後設認知 成果發表、多元評量與回饋

二十二 溝通表達與後設認知 成果發表、多元評量與回饋

學習評量： 一、▓ 口語評量 ▓ 同儕互評 •小組互評 ▓ 高層次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 檔案評量 
二、其他說明： 

 藉由課堂中各式英語繪本導讀活動與其所搭配主題學習單和文本圖像呈現進行診斷性評量：確認學生了解、習得相關英語主

題。並在分組合作學習過程中，由教師與同組組員之多元評量表和同儕互評得以了解、建構學生學習表現之形成性評量。於

期中設定階段性作業及期末總結性任務評量學生整合型表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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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詳細成績計算方式

學習單10%、課堂表現10%、英文繪本文字稿與圖像50% 、團隊合作10%、校內外繪本發表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藝術, 社會心理,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繪本說書人

英文名稱： Dixit: Children’s Books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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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智能)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4表達力 M5規劃力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5觀察力 Humanities(人
文關懷) H1同理心 H5文化涵養 H6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一、學習表現
 1.認識與觀摩：優良作品與繪本之了解

 2.分析與練習：故事架構分析與創作練習
 3.討論與實作：故事寫作與繪本製作

 4.分享與回饋：繪本作品互評與校內外發表
 二、學習內容 

 1. 日常生活英文用語、高中階段所學字詞(Ac-V-5、Ac-V-6)，
 2. 符合情境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通( B-V-7)、

 3. 多項訊息的比較、歸納、排序(D-V-1)，
 4. 原則的類推、問題解決之道(D-V-5)。 

 三、學習目標 
 1.學生的課程活動與生活經驗結合。

 2.學生體驗解決問題與團隊合作的學習機會。
 3.學生運用批判性思考，自主學習並分工合作，完成圖文並茂的英文繪本。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口語表達與溝通互動
1. 課程介紹與多元評量說明 

 2. 破冰與分組遊戲：運用【醜娃娃】讓學生融入同儕並完成分組

二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Laura Numeroff的If系列：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2. 分組學習、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學習單及桌遊活

動。

三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1. 導讀文本Laura Numeroff的If系列：If You Take a Mouse to
School

 2. 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輔以學習單及桌遊活

動。

四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1. 分組發想，腦力激盪：學生以If來發想一個骨牌效應的故事。 
 2. 各組創作，繪製海報 

 透過學習單(Graphic Organizer)，引導學生發想創作架構和故事
發展脈絡

五 溝通表達、故事創意展能

讀者劇場發表 Reader’s Theater
 1. 分組練習，上台發表

 2. 各組輪流以讀劇演出自己創作的海報，老師給予專業回饋。
  北中Art Gallery 

各組在黑板上張貼海報，開放同學欣賞
 「讚美便利貼」活動。

 1. 發給各位同學3張便利貼，
2. 參觀各組海報後，寫出該組的優點或讚美鼓勵的話，

 3. 請各位同學貼上讚美便利貼在該組海報。

六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導讀文本(國際教育議題)： 
 1. How to Make an Apple Pie and See the World By Marjorie

Priceman
 2.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

 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1. 輔以英語學習APP: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及單

字。
 2. 運用學習單(Graphic Organizer)讓學生理解故事內容架構

七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導讀文本(食譜、做法、步驟)： 
 1. Pizza by Carrie&Bunny

 2.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
  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1. 輔以英語學習APPs: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及
單字。

 2. 運用學習單(Graphic Organizer)讓學生理解故事內容架構。
八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1. 英語歌曲教學Mother Goose’s Nursery Rhymes: Let’s make a

pizza 
2. 分組發想，腦力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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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組討論設計封面、封底、pizza食譜和製作流程。 
4. 各組創作，繪製Pizza書 
透過一張4開雲彩紙做一本8頁pizza書。

九 多元智能

1. 分組練習，上台發表
 各組輪流朗讀自己創作的pizza，老師給予專業回饋。

 2. 北中書展：Pizza書發表會
 各組布置桌椅，陳列pizza書(食譜)，開放同學欣賞。

 3. 「讚美便利貼」活動。
 (1) 發給各位同學3張便利貼，

 (2) 參觀各組pizza後，寫出該組的優點或讚美鼓勵的話，
 (3) 請各位同學貼上讚美便利貼在該組桌面。

十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1. YouTube影片欣賞 ： 3分鐘烹飪教室 
 2. 各組討論 

 採購的食材、準備的器具、組員工作分配，以及製作pizza流
程。

十一 溝通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互動、多元智能

1. 各組輪流大聲朗讀英文烹飪口訣，
 2. 動手做料理。

 3. 利用pizza 烤箱等待時間，設計精美菜單
 (1) 請各組為自己的料理命名，並將食材、成品和擺盤繪製成海

報。 
 (2) 可參考食材包裝紙的上面有英文標示。

 (3) Pizza出爐後，大家開心吃及拍照，提醒同學務必要拍照錄
影，以利後續電子繪本製作。

十二 多元智能

1. 內容題材：製作pizza時的照片和花絮影片。
 2. 請同學使用BookCreator來錄製長度3分鐘電子繪本。 

 3. 必要後製元素：加註英文字幕。

十三 多元智能

 導讀文本(故事繪本接龍)： 
 1. The Big Sneeze (Ruth Brown)

 2.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
  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1. 輔以英語學習APPs: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及
單字。

 2. 運用學習單(Graphic Organizer)讓學生理解故事內容架構。

十四 故事導讀、聽講增能、溝通表達

 導讀文本(故事繪本接龍)： 
 1. The Big Sneeze (Ruth Brown)

 2. 運用PPT和YouTube帶領學生閱讀故事
  分組學習與英語學習教案融入：

 1. 輔以英語學習APPs: Quizlet 和Kahoot 讓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及
單字。

 2. 運用學習單(Graphic Organizer)讓學生理解故事內容架構。

十五 多元智能

 英語繪本草稿產出
 1. 以學習單(Graphic Organizer)讓學生熟悉繪本故事架構，

 2. 創作範例分享
 

十六 多元智能
英語繪本草稿產出

 3. one sentence, one picture 
 各組發想，產出草稿。

十七 多元智能

 英語繪本創作(屏風書)
 1. 發下工具箱及圖畫紙，同學們開始繪圖。

 2. 完成後，請同學們先翻拍作品。

十八 多元智能

 英語繪本創作(屏風書)
 1. 發下工具箱及圖畫紙，同學們開始繪圖。

 2. 完成後，請同學們先翻拍作品。

十九 多元智能

 錄製電子繪本
 1. 同學用BooCreator錄製電子繪本，

 2. 各組上傳到Seesaw中，
 3. 同學按讚及互評。

二十 多元智能

 錄製電子繪本
 1. 同學用BooCreator錄製電子繪本，

 2. 各組上傳到Seesaw中，
 3. 同學按讚及互評。

二十一 溝通表達與後設認知 成果發表、多元評量與回饋

二十二 溝通表達與後設認知 成果發表、多元評量與回饋

學習評量：

一、▓ 口語評量 ▓ 同儕互評 •小組互評 ▓ 高層次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 檔案評量 
二、其他說明： 

 藉由課堂中各式英語繪本導讀活動與其所搭配主題學習單和文本圖像呈現進行診斷性評量：確認學生了解、習得相關英語主

題。並在分組合作學習過程中，由教師與同組組員之多元評量表和同儕互評得以了解、建構學生學習表現之形成性評量。於

期中設定階段性作業及期末總結性任務評量學生整合型表現任務。 
 三、詳細成績計算方式

 學習單10%、課堂表現10%、英文繪本文字稿與圖像50% 、團隊合作10%、校內外繪本發表20%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工智慧初探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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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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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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5 規劃力, M6 實踐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4 實作力, S6 歸納
應用,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了解數人工智慧的內涵，並能實際加以運用。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What is AI? Introducing AI

二 What is AI? What is AI?

三 Impact of AI Impact and Examples of AI

四 Impact of AI Some Application of AI

五 Impact of AI Famous application of AI from IBM

六 月考週 月考週

七 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and Training

八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九 Neural Networks Neural Networks

十 AI Application Area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peech, Computer Vision

十一 AI Application Areas Self Driving Cars

十二 月考週 月考週

十三 AI Application Areas AI and Ethical Concerns

十四 AI Application Areas AI: Ethics, Bias, and Trust

十五 AI Application Areas Employment and AI

十六 AI Application Areas Jobs and AI

十七 AI Application Areas Jobs and AI

十八 月考週 月考週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學習單30% 、報告20%、期末上台報告20%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球環境

英文名稱： Earth Environment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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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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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 分析力, B3 反省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6 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2 研究力, S3 探索力, S4 實作力, S6 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6 環境倫理,

學習目標： 藉由課程讓學生了解參與環境議題，進而提出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1. 46億年地球環境的演變 

 2. 地球環境污染的現況
二 空氣污染 1. 空氣汙染的種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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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國及台灣空氣汙染指標 及法規

三 懸浮微粒

1.懸浮微粒的定義、來源 
 2.傳輸途徑 

 3.對人體及環境的影響 
 4.汙染防治法 

 5.檢視個人生活中懸浮微粒的接觸源

四 懸浮微粒

1.懸浮微粒的定義、來源 
 2.傳輸途徑 

 3.對人體及環境的影響 
 4.汙染防治法 

 5.檢視個人生活中懸浮微粒的接觸源

五 懸浮微粒

1.懸浮微粒的定義、來源 
 2.傳輸途徑 

 3.對人體及環境的影響 
 4.汙染防治法 

 5.檢視個人生活中懸浮微粒的接觸源

六 懸浮微粒

1.懸浮微粒的定義、來源 
 2.傳輸途徑 

 3.對人體及環境的影響 
 4.汙染防治法 

 5.檢視個人生活中懸浮微粒的接觸源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監測

1.利用空氣盒子監測校園PM2.5、溫度、濕度 
 2.數據分析及探討 

 3.完成學習單

九 監測

1.利用空氣盒子監測校園PM2.5、溫度、濕度 
 2.數據分析及探討 

 3.完成學習單

十 海洋汙染 海洋汙染的種類、來源

十一 海洋塑膠垃圾

1.相關報導 
 2.全球洋流系統及路徑 

 3.塑膠垃圾足跡

十二 海洋塑膠垃圾

1.相關報導 
 2.全球洋流系統及路徑 

 3.塑膠垃圾足跡

十三 海洋塑膠垃圾

1.相關報導 
 2.全球洋流系統及路徑 

 3.塑膠垃圾足跡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海洋塑膠垃圾

1.塑膠微粒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2.現行的相關法規及回收技術 
 3.估算每人每天製造的垃圾量及種類，哪些可能會進入海洋，約

有多少量

十六 海洋塑膠垃圾

1.塑膠微粒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2.現行的相關法規及回收技術 
 3.估算每人每天製造的垃圾量及種類，哪些可能會進入海洋，約

有多少量

十七 海洋塑膠垃圾

1.塑膠微粒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2.現行的相關法規及回收技術 
 3.估算每人每天製造的垃圾量及種類，哪些可能會進入海洋，約

有多少量

十八 海洋塑膠垃圾

1.塑膠微粒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2.現行的相關法規及回收技術 
 3.估算每人每天製造的垃圾量及種類，哪些可能會進入海洋，約

有多少量

十九 海洋塑膠垃圾 分組報告

二十 海洋塑膠垃圾 分組報告

二十一 期末考 期末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 上課表現20% (二)學習單30% (三)口頭報告30% (四)書面報告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追劇人生

英文名稱： Life is but a drama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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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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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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3 反省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1 同理心, H3 人
文素養,

學習目標： 透過追劇了解文本背後各個面向:文學出沒於:法律、政治、經濟、醫學,戲如人生、人生如戲。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二 文學與法律 影片：紅樓夢

三 文學與法律 《紅樓夢》中王熙鳳四個事件的古事今判

四 歷史與人性 影片：軍師聯盟

五 歷史與人性 隱藏版職場心法

六 期中考 期中考

七 時代與傷痕 影片：一把青

八 時代與傷痕 執著的愛情--青春要浪費在對的人身上

九 帝王與權謀 影片：康熙帝國

十 帝王與權謀 厚黑學與馭人術

十一 期中小組討論 期中小組討論

十二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三 控制與主宰 影片：Queen's Gambit

十四 控制與主宰 Queen's Gambit

十五 離別與幸福 影片：海岸村恰恰恰

十六 離別與幸福 生命的離別與幸福

十七 死亡與恐慌 影片：Unnatural 法醫女王

十八 時事探討 時事探討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學習單30% 、報告20%、期末上台報告2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文史哲,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欲知濃度值，化學館內修

英文名稱： Desired concentration,study in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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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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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6 實踐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4 實作力, S5 觀察
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動手做實驗，從實驗學會觀察、提問、找資料、分析、解決問題等科學基本能力。最終有能力獨立分析待測物的濃

度值。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實驗室安全簡介 介紹實驗室設備、安全事項，分組、成績計算

二 濃度單位有哪些？ 重量百分率、百萬分濃度、體積莫耳濃度

三 測量濃度的方法介紹 酸鹼滴定、氧化還原滴定、分光光度計

四 酸鹼滴定介紹 酸鹼中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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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酸鹼滴定實驗 實驗

六 第一次段考 段考

七 氧化還原滴定介紹 氧化還原原理

八 氧化還原滴定實驗 實驗

九 分光光度計簡介 認識分光光度計設備

十 分光光度計應用 分光光度計原理

十一 分光光度計--檢量線處理 數據處理分析

十二 第二次段考 段考

十三 分光光度計實驗範例 實驗

十四 學生搜尋有興趣的主題 學生找有興趣的主題

十五 進行分光光度計的實驗一 實驗

十六 進行分光光度計的實驗二 實驗

十七 數據處理 分析數據測出待測物的濃度

十八 期末報告成果展 分組報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學習單30% 、競賽成績20%、報告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擊的骨牌

英文名稱： Creative designs of Domino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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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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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4 實作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
應用,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藉由骨牌關卡設計活動，讓學生從中學會觀察、提問、找資料、分析、解決問題等基本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說明課程內容、評分標準、分組

二 小組討論 小組查找資料、討論

三 資料統整 繳交骨牌關卡設計報告

四 小組報告 各組報告設計圖，並修正

五 關卡實作 嘗試動手做機關

六 第一次段考 段考

七 關卡實作 解決問題

八 設計修正 繳交修正後的骨牌關卡設計圖

九 關卡實作 機關製作並增添裝飾

十 關卡實作 機關製作，各組演練並拍攝影片紀錄

十一 小組演示 各組別演示骨牌關卡

十二 第二次段考 段考

十三 小組檢討 討論各個組別的優缺，及如何改進或擴增優勢

十四 小組融合 將各組部分的關卡融合成一個大型的骨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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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全班討論 開始嘗試演練大型骨牌演示並拍攝紀錄

十六 骨牌演示 調整後演示全班合作骨牌表演

十七 總結、省思 心得報告

十八 期末考 期末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學習單30% 、競賽成績20%、報告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雲端運算初探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Cloud Computing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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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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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4 實作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
化涵養,

學習目標： 了解雲端運算的定義，了解雲端運算的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Introduction to Cloud Computing Definition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loud Computing

二 Introduction to Cloud Computing Key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ir Services

三 Introduction to Cloud Computing Cloud Adoption: No longer a choic

四 Emerging Techniques Accelerated by Cloud Internet of Things in the Cloud

五 Emerging Techniques Accelerated by Cloud Blockchain and Analytics in the Cloud

六 月考週 月考週

七 Service Models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八 Service Models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九 Service Models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十 Deployment Models Public Cloud

十一 Deployment Models Private Cloud/ Hybrid Cloud

十二 月考週 月考週

十三 Cloud Infrastructure Virtualization and Virtual Machines Explained

十四 Cloud Infrastructure Types of Virtual Machines

十五 Cloud Infrastructure Bare Metal Servers

十六 Cloud Storage File Storage

十七 Cloud Storage Block Storage

十八 期末考 期末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學習單30% 、報告20%、期末上台報告20%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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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下)

英文名稱： Computer Game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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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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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4 實作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
化涵養,

學習目標：

本課程將培養學生邏輯思維及運用電腦解決問題之能力。程式設計是運用電腦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法。除了瞭解程式語言的基

本結構及演算法，更重視如何應用程式設計解決問題。 
 1. 能理解程式的基本結構 

 2. 能理解物件導向的概念 
 3. 能進行互動性遊戲設計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計分板設計 加入計分總計項目

二 關卡設計技巧 多重關卡

三 小蜜蜂遊戲I 飛行及發射花朵

四 小蜜蜂遊戲II 加入計分及遊戲結束

五 射擊遊戲 改寫小蜜蜂

六 大富翁接金幣遊戲 改寫小蜜蜂

七 青蛙跳I 模擬加速度及減速度

八 青蛙跳II 模擬加速度及減速度

九 撲克牌I 發牌

十 撲克牌II 洗牌

十一 撲克牌III 自動發洗牌

十二 上台分享 上台分享遊戲設計

十三 撲克牌配對I 記憶遊戲

十四 撲克牌配對II 自製專屬撲克牌圖案

十五 撲克牌配對III 動畫分解製作

十六 接龍I 分析接龍遊戲

十七 接龍II 接龍遊戲

十八 期末分享 期末報告成果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平時小組討論和作品繳交佔70%、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佔3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漫遊宗教—人與神的對話

英文名稱： Dialogue with Beliefs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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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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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洞察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主動力、M4 表達力、Science(科學探究)、S1理解力、S5 觀察
力、Humanities(人文關懷)、H1同理心、H5文化涵養、H7歷史涵養

學習目標： 了解宗教的形成及意義，進一步拓展學生對世界文化的理解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1. 介紹18周課程綱要

 2. 拜訪宗教場所的心得作業說明
 

二 世界宗教簡介
1. 為什麼人類需要宗教

 2. 世界宗教簡介

三 佛教—從婆羅門教到佛教 1.阿利安人與婆羅門教2.婆羅門教的改革浪潮
3.釋迦牟尼與佛教的創立

 

四 佛教在印度的發展與演變

1.孔雀王朝與佛教的興盛
 2.貴霜王朝與佛教的轉變
 3.笈多王朝與佛教的衰落

五 佛教的向外傳播

1.北傳佛教(大乘佛教)
 2.南傳佛教(小乘佛教)
 3.藏傳佛教(密教佛教)

六 佛教的根本教義與常見佛菩薩
1.佛教的根本教義-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

 2.佛教常見的佛菩薩介紹

七 期中考(一)

八 道教的起源與形成

1、道教的淵源
 2、原始道教的出現

 3、道教教義與組織的成型

九 道教的興盛與改革

1、唐代道教的興盛
 2、中古時期道教與佛教的關係

 3、宋代全真教的改革

十 道教的沒落與民間宗教

1、明清道教的僵化與沒落
 2、三教合一下的民間宗教
 3、台灣的道教與民間信仰

十一 道教與台灣民俗文化

1、生命禮俗與居家風水
 2、建醮祭典與歲時節慶3、廟宇藝術及文化

 4、社會慈善事業
 

十二 基督宗教主角—耶穌

人類原罪的救贖者
 1. 誕生

 2. 講道
 3. 死亡4. 復活

十三 基督宗教經典—聖經 聖經的故事導覽—舊約

十四 期中考(二)

十五 基督宗教經典—聖經 聖經的故事導覽—新約

十六 基督宗教儀式—祈禱
如何跟神(天主)建立關係

 1. 祈禱的方式
 2. 實用禱告

十七 伊斯蘭教的創立 穆罕默德及伊斯蘭教的興起

十八 阿拉伯人的歸宿 古蘭經與聖訓

十九 伊斯蘭教信仰的理論與實踐 1.理論：六信 2.實踐；五功

二十 回教世界衝突的根源

伊斯蘭教的兩大派系
 1.遜尼派

 2.什葉派

二十一 期末考 期末筆試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上課表現40％ (二)期末筆試20％ (三)口頭分享4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據科學初探

英文名稱： What is Data Science？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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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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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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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3 探索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
化涵養,

學習目標： 了解數據科學內涵，並能夠加以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Defining Data Science What is Data Science?

二 Defining Data Science Fundamentals of Data Science

三 Defining Data Science The Many Paths to Data Science

四 Defining Data Science Advice for New Data Scientists

五 Defining Data Science Data Science: The Sexiest Job in the 21st Century

六 月考週 月考週

七 What Do Data Scientists Do? A day in the Life of a Data Scientist

八 What Do Data Scientists Do? Old problems, new problems, Data Science solutions

九 What Do Data Scientists Do? Data Science Topics and Algorithms

十 What Do Data Scientists Do? Cloud for Data Science

十一 What Do Data Scientists Do? What Makes Someone a Data Scientist?

十二 月考週 月考週

十三 Big Data and Data Mining Foundations of Big Data

十四 Big Data and Data Mining What is Hadoop?

十五 Big Data and Data Mining How Big Data is Dri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十六 Big Data and Data Mining Data Science Skills & Big Data

十七 Big Data and Data Mining Data Mining

十八 期末考 期末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學習單30% 、報告20%、期末上台報告20%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閱來閱樂

英文名稱： Reading for Fun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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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3 探索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
化涵養,

學習目標： 介紹不同閱讀策略(Reading Strategies)與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s)應用，協助學生嘗試將文字視覺化加強閱讀理解。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Skimming and Scanning Storyboard 介紹閱讀技巧Skimming and Scanning與組織圖Storyboard。學生
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二 Identifying Main Ideas Cluster Web 介紹閱讀技巧Identifying Main Ideas 與組織圖Cluster Web。學生
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三 Identifying Topic Sentences Hamburger 介紹閱讀技巧Identifying Topic Sentences與組織圖Hamburger。
學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四 Distinguish Facts from Opinions Concept Map 介紹閱讀技巧Distinguish Facts from Opinions與組織圖Concept
Map。學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五 Making Predictions Cycle Circle 介紹閱讀技巧Making Predictions與組織圖Cycle Circle。學生將此
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六 Asking Questions Futures Wheel 介紹閱讀技巧Asking Questions與組織圖Futures Wheel。學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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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七 Vocabulary: Make a Guess from Context Spider
Diagram

介紹閱讀技巧Vocabulary: Make a Guess from Context與組織圖
Spider Diagram。學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八 Introduction to Argumentative Essay ORID 介紹閱讀技巧Introduction to Argumentative Essay與組織圖
ORID。學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九 Plot and Sequencing Story Mountain 介紹閱讀技巧Plot and Sequencing 與組織圖Story Mountain。學
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 Identifying Mood and Tone 5 Senses 介紹閱讀技巧Identifying Mood and Tone與組織圖5 Senses。學生
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一 Compare and Contrast Venn Diagram 介紹閱讀技巧Compare and Contrast 與組織圖Venn Diagram。學
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二 Cause and Effect Fishbone 介紹閱讀技巧Cause and Effect與組織圖Fishbone。學生將此技巧
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三 Identifying Supporting Ideas Flow Chart 介紹閱讀技巧Identifying Supporting Ideas與組織圖Flow Chart。
學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四 Transitions Tree Chart 介紹閱讀技巧Transitions與組織圖Tree Chart。學生將此技巧運用
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五 Reading Charts, Graphs and Diagrams
Infographic

介紹閱讀技巧Reading Charts, Graphs and Diagrams 與各種資訊
圖表。學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六 Making Inferences SWBST 介紹閱讀技巧Making Inferences與組織圖SWBST。學生將此技巧
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七 Identifying Writers’ Attitudes T chart/Y chart 介紹閱讀技巧Identifying Writers’Attitudes與組織圖T chart/Y
chart。學生將此技巧運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八 Writing Summaries KWL 介紹閱讀技巧Writing Summaries與組織圖KWL。學生將此技巧運
用到文章作為練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準時出席30%、學習單30% 、口頭報告20%、簡報製作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聲歷其境

英文名稱： Voice Out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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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
化涵養,

學習目標：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能依主題或情境以英語介紹或描述自己、家人及朋友。 

 能依主題或情境描述事件或回答問題。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適當的提問。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能依主題說出具有情節發展及細節描述的故事或個人經驗。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Part1: 配音 配音簡介 1. 介紹配音工作內容 2. 1句台詞配音練習

二 Part1: 配音 配音簡介
1. 了解配音影片劇情、台詞與聲音表情 2. 觀看影片: Julian
Treasure: How to speak so that people want to listen (from TED
Talk) 3. 分成6組，完成角色分配

三 Part1: 配音 台詞練習 1. 中間檢查: 角色PK賽 2. 分不同角色練習

四 Part1: 配音 台詞練習 1. 分小組練習 2. 練習加入聲音表情與動作

五 Part 1: 配音 成果發表 1. 各組依序上台表演 2. 台下同學評分，選出每個角色最好的配
音人員

六 Part 1: 配音 配音挑戰賽 1. 配音挑戰賽: 小組3分鐘英文配音影片自選 2. 小組錄影並上傳
至YouTube

七 Part 1: 配音 配音挑戰賽 1. 配音挑戰賽: 小組3分鐘英文配音影片自選 2. 小組錄影並上傳
至YouTube

八 Part 2:校園介紹 校園導覽 1. 分組討論北中校園迷人或特別之處 2. 選擇校園一景作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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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九 Part 2:校園介紹 顏色/聲音 1. 拍下校園一景，上傳照片到簡報共編 (北中是什麼顏色?) 2. 錄
下校園聲音10秒，上傳影片到簡報共編 (北中有什麼聲音? )

十 Part 2:校園介紹 觸覺/嗅覺/味覺
1. 大家猜猜看: 拍下那個物品並描述它的觸覺 2. 大家猜猜看: 描
述你在北中校園聞到什麼? 3. 大家分享: 紀錄二週營養午餐，請
拍照並記錄那道菜的味道

十一 Part 2:校園介紹 五感校園 1. 利用5 senses心智圖描述校園一景 2. 撰寫5W1H心智圖內容

十二 Part 2:校園介紹 五感校園 1. 繼續完成1分鐘英文介紹稿 2. 繳交介紹稿到google classroom

十三 Part 2:校園介紹 成果發表 學生上台發表

十四 Part 2:校園介紹 成果發表 學生上台發表

十五 Part 2:校園介紹 成果發表 學生到校園一景錄影發表，影片需注意收音並上字幕

十六 Part 2:校園介紹 成果發表 學生到校園一景錄影發表，影片需注意收音並上字幕

十七 Part 2:校園介紹 校園導覽圖 將同學一起分享的影片和檔案做成五感的校園導覽圖

十八 成果分享 成果分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準時出席30%、學習單30% 、口頭報告20%、簡報製作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什麼?

英文名稱： Psychology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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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3 反省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1 同理心, H3 人
文素養,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認識心理學。2.學生能應用心理學知識，小組合作並培養表達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課程介紹及評分方式說明

二 心理學簡介 心理學學習領域說明

三 生理心理學 身體生理、感覺知覺

四 認知心理學 研究認知及行為背後之心智處理

五 犯罪心理學1 研究犯罪事件相關人物的行為的科學及犯罪因素1

六 犯罪心理學2 用影片內容，分析犯罪行為。

七 變態心理學1 從心理學角度研究異常心理過程和人格特徵的原因和發生機制。

八 變態心理學2 用影片內容，分析犯罪行為。

九 社會心理學1 探討個人對別人如何思考、感受與行動，以及個人的思考、感受

與行動如何受到他人的影響。

十 社會心理學2 用影片內容，探討個人對別人如何思考、感受與行動，以及個人

的思考、感受與行動如何受到他人的影響。

十一 人格心理學 研究一個人所特有的行為模式

十二 愛情心理學1 愛情要素

十三 愛情心理學2 人際吸引

十四 愛情心理學3 分手的藝術

十五 心理學大師介紹1 介紹心理學界著名學者1

十六 心理學大師介紹2 介紹心理學界著名學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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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期末報告1 期末分組報告1-3組

十八 期末報告2 期末分組報告4-6組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出缺席狀況及學習態度60%。2.作業及分組報告4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資訊(上)

英文名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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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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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2 社
區關懷, H3 人文素養,

學習目標：

1. 知識方面：活用高一地理資訊系統概念，包含GIS資料結構與分析功能。 
 2. 技能方面：懂得如何操作GIS軟體，以完成任務。 

 3. 情意方面：了解自身家鄉的議題，更能關心地方事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介紹本課程目標、上課規則、評量方式

二 GIS介紹 介紹GIS組成架構和介面

三 GIS作業(一) GIS主題作業1：教學與實作

四 GIS作業(一) GIS主題作業1：教學與實作

五 GIS作業(一) GIS主題作業1：教學與實作

六 GIS作業(一) GIS主題作業1：教學與實作

七 第一次期中考 停課

八 GIS作業(一) GIS主題作業1：地圖意義書寫

九 GIS作業(一) GIS主題作業1：地圖意義書寫

十 GIS作業(一) GIS主題作業1：成果展示

十一 GIS作業(二) GIS主題作業2：教學與實作

十二 GIS作業(二) GIS主題作業2：教學與實作

十三 第二次期中考 停課

十四 GIS作業(二) GIS主題作業2：教學與實作

十五 GIS作業(二) GIS主題作業2：教學與實作

十六 GIS作業(二) GIS主題作業2：地圖意義書寫

十七 GIS作業(二) GIS主題作業2：地圖意義書寫

十八 GIS作業(二) GIS主題作業2：成果展示

十九 總結 課程建議與回饋

二十 期末考 停課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學期) 
 1. 課程出缺席與態度：40％。 

 2. GIS地圖個人作業：60％。

對應學群： 資訊, 地球環境,

備註： 一學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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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經典名著看世界

英文名稱： Broaden your horizon through classics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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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5 思辨力, M4 表達力, H3 人文素養, H5 文化涵養, H7 歷史涵養,

學習目標： 由世界經典名著出發，架構各區塊的文學家及文學作品，引導學生提升人文閱讀素養、增加閱讀的深度及廣度。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介紹課程大綱，分組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希望透過經典作品的探討及閱讀，拆解小

說的ＤＮＡ，以紙上遨遊的方式，讓學生認識世界洞悉人生。並

將學生分組，分配本學期世界名著之延伸探討。

二 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 生存與創造

三 古羅馬：金驢傳奇 變形與奇幻

四 聖經：諾亞方舟 重生與毀滅

五 西班牙：唐吉軻德 天真與盲目

六 英國：傲慢與偏見 愛情與麵包

七 段考週 段考週

八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九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十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與討論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與討論

十一 英國：魯賓遜漂流記 挑戰與冒險

十二 科學怪人 科技發展與哲學思辨

十三 法國：巴黎聖母院 美與醜、建築與文學

十四 段考週 段考週

十五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影片觀賞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影片觀賞

十六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影片觀賞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影片觀賞

十七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影片觀賞與討論 雨果作品:悲慘世界影片觀賞與討論

十八 奧地利：變形記 存在與孤獨

十九 英國：１９８４ 理想世界與極權統治

二十 期末小組討論 期末小組討論

二十一 期末考週 期末考週

二十二 寒假 寒假

學習評量：

出席狀況20% 
 觀影心得50% 
 討論與報告30%

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算思惟＊桌遊(上)

英文名稱： Computational Thinking * BoardGame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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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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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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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B6 創新力, M5 規劃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3 探索力, S4 實作力,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運算思維包含有： 
 1、拆解問題 2、找尋規律(模式辨別) 3、將問題抽象化 4、針對問題設計演算法。 

 利用程式設計相關桌遊，於輕鬆活潑競賽刺激的遊戲中瞭解程式設計的解題方式及策略。希望讓學生在樂趣的內容設計中，

進行問題解題與動手操作的歷程，讓學生學習程式邏輯，藉此培養學生學習運算思維的興趣與信心。透過不同型態的桌遊，

讓他們對運算思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運算思惟 CT運算思惟的介紹

二 國際運算思惟比賽 簡介Bebras國際運算思惟比賽

三 問題解決的策略 演算法、流程圖

四 邏輯動腦問題 渡河問題/三人三鬼/手電筒過橋題意解析

五 ROBOT Turtles桌遊 用桌遊教運算思維

六 海霸 全台第一款程式教育桌遊

七 海霸
四大核心程式邏輯思惟 

 (順序性、集合AND/OR、迴圈、條件IF)

八 數字火車 數字排序/製作Excel計分表

九 哆寶 破冰/大地遊戲/作業(1)

十 碰撞機器人 計分資格賽

十一 終極密碼 學習單1

十二 誰是牛頭王 學習單2

十三 法老密碼 製作教學影片/分組/數字及空間概念建構

十四 格格不入 製作教學影片/分組/數字及空間概念建構

十五 寶石陣 製作教學影片/分組/數字及空間概念建構

十六 誰是邏輯客 課前解題撕榜賽

十七 推倒堤基 佇列及堆疊概念

十八 數字急轉彎(7吃9) 數字加減/遞迴概念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平時小組討論和作品繳交佔70%、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佔3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文學與電影

英文名稱： Movie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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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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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1 同理心, H2 社
區關懷,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培養文學欣賞及閱讀的能力。 2.瞭解文學、電影兩者改編的基本常識與原則，並能進一步分析比較。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老師的見面禮 說明課程與評分標準

二 文學與電影 講述文學與電影之間的轉換

三 文本欣賞I 講述《畫皮》文本

四 電影欣賞I 欣賞《畫皮》電影

五 文學電影比較分析I 《畫皮》文本與電影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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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一次段考 段考

七 文本欣賞II 講述《父後七日》文本

八 電影欣賞II 欣賞《父後七日》電影

九 文學電影比較分析II 《父後七日》文本與電影的比較分析

十 文本欣賞III 講述《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

文本

十一 電影欣賞III 欣賞《兒子的大玩偶》電影

十二 文學電影比較分析III 《兒子的大玩偶》文本與電影的比較分析

十三 期中考II 期中考

十四 文本欣賞IV 講述《餘震》文本

十五 電影欣賞IV 欣賞《唐山大地震》電影

十六 文學電影比較分析IV 餘震》文本與《唐山大地震》電影的比較分析

十七 文本欣賞V 講述《竹林中》和《羅生門》文本

十八 電影欣賞V 欣賞《羅生門》電影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   、學習單30%  、報告20%、期末上台報告20%

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資訊(下)

英文名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I)

授課年段：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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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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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2 社
區關懷,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 知識方面：活用高一地理資訊系統概念，包含GIS資料結構與分析功能。 
 2. 技能方面：懂得如何操作GIS軟體，以完成任務。 

 3. 情意方面：了解自身家鄉的議題，更能關心地方事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介紹本課程目標、上課規則、評量方式與分組

二 研究議題確定 各組討論研究議題

三 蒐集資料 上網蒐集研究議題資料

四 蒐集資料 上網蒐集研究議題資料

五 蒐集資料 上網蒐集研究議題資料

六 蒐集資料 上網蒐集研究議題資料

七 第一次期中考 停課

八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九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十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十一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十二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十三 第二次期中考 停課

十四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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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十六 製作報告 利用GIS軟體與PPT製作報告

十七 成果發表 各組分組報告

十八 成果發表 各組分組報告

十九 總結 課程建議與回饋

二十 期末考 停課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下學期) 
 1. 課程出缺席與態度：40％。 

 2. GIS地圖團體報告呈現：60％。

對應學群： 資訊, 地球環境,

備註： 一學年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

英文名稱： The legend of Eilee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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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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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3 人文素養,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培養張愛玲文學欣賞及閱讀的能力。 2.瞭解張愛玲文學、電影兩者改編的基本常識與原則，並能進一步分析比較。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張愛玲簡介 透過《她從海上來》部分影片解讀張愛玲的一生

二 電影欣賞I 電影《怨女》欣賞1

三 電影欣賞I 電影《怨女》欣賞2

四 文本欣賞I 閱讀《金鎖記》文本、講述《金鎖記》內容

五 電影欣賞II 電影《傾城之戀》欣賞1

六 第一次段考 段考

七 電影欣賞II 電影《傾城之戀》欣賞2

八 文本欣賞II 閱讀《傾城之戀》文本、講述《傾城之戀》內容

九 期中考I 期中考

十 電影欣賞III 電影《半生緣》欣賞1

十一 電影欣賞III 電影《半生緣》欣賞2

十二 文本欣賞III 閱讀《半生緣》部分文本、講述《半生緣》內容

十三 電影欣賞IV 電影《第一爐香》欣賞1

十四 電影欣賞IV 電影《第一爐香》欣賞2

十五 文本欣賞IV 閱讀《第一爐香》文本、講述《第一爐香》內容

十六 期中考II 期中考

十七 電影欣賞V 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欣賞1

十八 電影欣賞V 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欣賞2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   、學習單30%  、報告20%、期末上台報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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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物聯網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Internet of Things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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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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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4 實作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
應用,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以資訊科技生活應用為主軸，運用資訊科技的邏輯思維，將資訊科技工具運用於日常生活問題之解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透過視覺化程式設計的學習，培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與實作，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

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以及創新思考。 
 提供學生讓學生以運算思維解決問題，增進學生邏輯思考的能力，使用webduino blockly 編譯程式，控制家電或程式化電子控

制（實小自走車、蜂鳴器、三色共陰LED燈），發展生活應用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物聯網 物聯網介紹

二 Webduino 簡介Webduino、初始化設定

三 Blockly操作 Webduino Blockly基礎教學、實作範例

四 Blockly操作 Webuino使用Wifi操控

五 LED 第一支程式入門：單顆LED燈

六 LED 三色LED燈、調色盤

七 超音波感測 超音波傳感器介紹、改變圖片大小

八 按鈕感測 按鈕開關設定

九 蜂鳴器 蜂鳴器播放自製音樂

十 光敏電阻 自動控制燈光照明

十一 震動開關 計步器實作

十二 LED點矩陣 設計圖案

十三 溫濕度 溫濕度偵測

十四 綜合應用 綜合應用：蜂鳴器 ( 多人協奏 )

十五 綜合應用 綜合應用：超音波 ( 倒車雷達 )

十六 小車專題製作 玩具小車改造I

十七 小車專題製作 玩具小車改造II

十八 成果展示 期末報告成果展

十九 成果展示 期末報告成果展

二十 成果展示 期末報告成果展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平時小組討論和作品繳交佔70% 

 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佔30%

對應學群： 資訊,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穿梭島嶼二十年

英文名稱： Somewhere for time-what had happened in Taiwan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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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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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2 社
區關懷,

學習目標：
由公共電視拍攝的《穿梭島嶼二十年》出發，瞭解二十年來台灣重大的環境變化及其影響，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由自身做起，

實踐對台灣環境的維護。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介紹課程大綱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授課及成績考查方式；將學生分組。

二 留沙—七股潟湖延壽記 七股潟湖淤積的衝擊

三 討山篇－梨山歲月 滿足口腹之慾的社會成本

四 討山篇－毀林只為水？ 八色鳥失鄉記

五 山林篇－丹大之傷 原始林開發之殤

六 第一次段考 段考

七 河流篇-重生二仁溪 廢五金汙染

八 河流篇－荒漠濁水溪 原來台灣也有沙塵暴

九 河流篇－變遷淡水河 淡水河

十 汙染開發篇－誰？高舉開發大旗的匪 把家還給我－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

十一 期中考筆試 考試範圍：第2~10週課程內容

十二 汙染開發篇－海上石化王國 六輕

十三 汙染開發篇－焦土 台鹼安順廠 日本餘毒

十四 汙染開發篇－無人知曉的未爆彈 台塑汞汙泥

十五 海岸篇－漁港的黑色幽默 船長們的困擾

十六 海岸篇－陸蟹的楚歌 別讓陸蟹斷子絕孫

十七 報告撰寫 以影片內容為主，加上兩~三篇相關資料，撰寫書面報告。

十八 期末考筆試 考試範圍：第11~19週課程內容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學習單30% 、競賽成績20%、報告20%

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探索家

英文名稱： English Explorer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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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3 人
文素養,

學習目標： 探索多元的英文學習內容，培養英文興趣與自我學習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英文)自我簡介 介紹課程內容、評分標準; 學生互相認識熟悉，以利後續課程討
論學習

二 英語會話探索 星座、戀愛英文相關字句

三 英語會話探索 生活情境主題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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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語歌曲探索 個人自選歌曲:查單字、畫(與歌曲內容相關)插圖

五 英語歌曲探索 歌曲、歌手、歌詞介紹、歌唱

六 第一次段考 段考

七 簡報製作教學 個人學習總結、學習單如何統整製作

八 英語短片探索 融入生命、環境議題

九 英語短片探索 融入生命、環境議題

十 英語學習資源探索 英語學習網站、影片、字典工具搜尋

十一 英語學習資源探索 介紹英語學習資源網站

十二 第二次段考 段考

十三 英語桌遊探索 玩桌遊、學英文

十四 英語桌遊探索 玩桌遊、學英文

十五 英語閱讀探索
探索各類英文閱讀類型(繪本、讀本、新聞、短文、食譜…)，個
人閱讀一則

十六 英語閱讀探索 查寫單字、畫內容架構、書寫心得

十七 個人學習總結 學習總結簡報、學習單裝訂繳交

十八 個人學習總結 學習總結簡報、學習單裝訂繳交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準時出席30%、   學習單30%  、口頭報告20%、簡報製作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算思惟＊桌遊(下)

英文名稱： Computational Thinking * BoardGam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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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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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B6 創新力, M5 規劃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3 探索力, S4 實作力,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運算思維包含有： 
 1、拆解問題 2、找尋規律(模式辨別) 3、將問題抽象化 4、針對問題設計演算法。 

 利用程式設計相關桌遊，於輕鬆活潑競賽刺激的遊戲中瞭解程式設計的解題方式及策略。希望讓學生在樂趣的內容設計中，

進行問題解題與動手操作的歷程，讓學生學習程式邏輯，藉此培養學生學習運算思維的興趣與信心。透過不同型態的桌遊，

讓他們對運算思維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運算思惟與程式設計 演算法介紹及解題技巧

二 海霸 程式邏輯分組競賽

三 海霸 程式邏輯分組競賽

四 海霸 程式邏輯分組競賽

五 誰是邏輯客 課前解題撕榜

六 寶石陣 製造最佳連續空間~演算法

七 非洲之旅 加權組合最佳解

八 汪汪偵探團 程式邏輯訓練

九 星際探險家 運算思惟-函數、迴圈、條件式

十 星際探險家 類Scratch積木方塊手牌銜接視覺化程式設計

十一 ROBOT City 結構化程式設計基本邏輯

十二 機器人蓋城市 程式啟蒙教育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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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分組進行 上台分享致勝策略

十四 運算思惟比賽解題 解題策略說明

十五 碰撞機器人 尋找最短路徑~演算法

十六 大爆格 製造最佳連續空間~演算法

十七 拉密 排列組合/創新規劃/決斷分析能力

十八 競賽積分排行榜 頒獎Top5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平時小組討論和作品繳交佔70%、上課態度和學習精神佔3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漫遊日本

英文名稱： Traveling in JAPAN

授課年段： 三下、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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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B1洞察力、B2分析力、B4表達力、Mobility(全球行動力)、M1主動力、M5 規劃力、M6 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S3 探索力、S4 實作力、S6 歸納應用、Humanities(人文關懷)、H1同理心、H3人文素養、H5文化涵養、
H7歷史涵養

學習目標： 讓學生能透過規劃自助旅行了解日本文化，體驗日本文化精髓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1. 介紹18周課程綱要

 2. 作業評量說明

二 日本的精神(一) 1. 武士的國度
 2. 武士道的內涵

三 日本的精神(二) 現在武士道精神的展現—武道介紹

四 日本的信仰

1. 日本信仰的傳統
 2. 神佛習合

 3. 與基督宗教的衝突

五 日本的信仰—神道 影片欣賞—《哪啊哪啊 神去村》

六 日本的信仰—神道 影片欣賞—《哪啊哪啊 神去村》

七 期中考(一) 《哪啊哪啊 神去村》學習單

八
【自助旅行】《哪啊哪啊 神去村》—御柱祭慶典
原型介紹

諏訪大社的御柱祭是日本三大奇祭之一不要命的日本「御柱

祭」：是男子漢就要「木落」！不怕死的勇氣

九
【自助旅行】諏訪大社參拜x諏訪湖-動畫電影
《你的名字》（系守湖）朝聖旅遊經驗分享

相關影片—《你的名字》

十
【自助旅行】不只是旅行（旅行是一種探索，深

入文化的體驗）
日本自助旅行經驗分享

十一 【自助旅行】規劃步驟 簡介
1. 決定旅行地點與天數

 2. 訂張機票吧
 3. 排出大概行程＋訂住宿

十二 【自助旅行】如何輕鬆買到便宜機票教學 實際操作

十三 【自助旅行】挑選合適住宿小訣竅經驗分享 實際操作

十四 期中考(二)

十五
【自助旅行】如何自己安排一個體驗日本文化的

深度之旅
旅遊行程規劃參考網站、範例分享

十六
【自助旅行】旅遊行程規劃可能遇到的問題-討
論交流

十七 【自助旅行】旅遊行程規劃 分組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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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自助旅行】旅遊行程規劃 分組口頭報告

十九 五十音教學

二十 五十音教學

二十一 期末考 期末五十音筆試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上課表現35％ (二)五十音筆試20％ (三)口頭報告＋學習單45％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簡報即戰力

英文名稱： PPT right away

授課年段： 三下、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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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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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B6 創新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5 規劃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5 觀察
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整體簡報知識架構認知建立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Intro - 什麼是好簡報 什麼不是好的簡報開始建立

二 Intro - 什麼是好簡報 好的簡報觀看習慣 - slideshare, TED

三 你想說什麼 確立核心訊息

四 如何打動群眾 情感要素的設定

五 如何說故事 建立支持架構 - PREP結構

六 如何說故事 (content與delivery分隔線)

七 簡報法專題 高橋流簡報

八 簡報法專題 高橋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九 簡報法專題 蓋茲流簡報

十 簡報法專題 蓋茲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十一 簡報法專題 賈博斯流簡報

十二 簡報法專題 賈博思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十三 簡報法專題 萊席格流簡報

十四 簡報法專題 萊席格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十五 簡報工具 靜態 Powtoon, Haikudeck

十六 簡報工具 動態 Prezi, Emaze

十七 期末專題 簡報與展示

十八 期末專題 簡報與展示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課堂上線上簡報作業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觀看TED Talks增進英文聽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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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To Improv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in English by Watching TED

授課年段： 三下、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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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洞察力, B2 分析力, B5 思辨力, M1 主動力, M3 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S1 理解力, S2 研究力, S5 觀察力, S6 歸納應用, H5 文
化涵養,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從觀看影激發學生語言潛能，利用團隊合作，增進人際關係，充實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介紹影片，分組、成績計算

二 影片選定 影片內容瀏覽

三 將音檔轉成中/英文字稿 學習利用AI 綫上將影片語音轉成中/英逐字稿

四 TED英文字稿 練習英文逐字稿

五 TED英文字稿練習 練習影片英文字稿

六 第一次段考 段考

七 練習聽/說 (I) 觀看影片練習聽/說 (影片前段)

八 練習聽/說 (II) 觀看影片練習聽/說 (影片中段)

九 練習聽/說 (III) 觀看影片練習聽/說 (影片後段)

十 學習模仿(I) 呈現學習模仿觀看影片內容(I)

十一 學習模仿(II) 呈現學習模仿觀看影片內容(II)

十二 第二次段考 段考

十三 5分鐘微型TED (I) 自訂TED Talk內容及撰寫文稿(I)

十四 5分鐘微型TED (II) 自訂TED Talk內容及撰寫文稿(II)

十五 5分鐘微型TED (III) 5分鐘微型TED Talk演練 (III)

十六 5分鐘微型TED (IV) 5分鐘微型TED Talk演練 (IV)

十七 期末報告成果展(I) 上台5分鐘微型TED Talk (I)

十八 期末報告成果展(II) 上台5分鐘微型TED Talk(II)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30%   、學習單30%  、報告20%、期末上台報告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任一學期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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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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說從頭 — 化學基礎觀念演繹班

英文名稱： Chemistry 101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課本、習作觀念的確認與題目演練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1 物質的分類與分離

二 1-2 道耳吞的原子說

三 1-3 原子的結構與元素週期表

四 1-3 原子的結構與元素週期表

五 1-4 化學鍵

六 1-4 化學鍵

七 2-1 化學式

八 2-2 化學反應的原理

九 2-3 化學計量

十 2-4 化學反應熱

十一 3-1 溶液的種類與特性

十二 3-2 水溶液的濃度

十三 3-2 水溶液的濃度

十四 3-3 溶解度

十五 3-3 溶解度

十六 3-4 氧化還原反應

十七 3-5 水溶液中的酸鹼反應

十八 4-1 生物體分子

十九 4-2 藥物與介面活性劑

二十 4-3 環境與化學

二十一 4-4 化學的現代應用

二十二 4-4 化學的現代應用

備註：
1.此門課與「物理生活」對開；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2.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台南景點英文導覽

英文名稱： English Guide to Tourist Attractions in Beimen District, Tainan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藉由透過英文導覽課程讓學生對在地人文及景點有更深入了解 2. 利用情境演練讓學生實地應用所學, 提升英語口說及表達
力 3. 使用多媒體教學,引導學生融入實境,增進對英語導覽解說興趣,培養所需具備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認識英文導覽 / 分組 / 影片觀賞學習 (註: Textbook 英文導覽解說
實務)

二 解說原則與表達技巧 藉由角色扮演與討論以了解如何滿足觀光客知的需求

三 認識北門區人文與自然景觀 北門區知名景點介紹

四 資訊蒐集與整理(1) 分組蒐集北門區不同景點資訊並整理(1)

五 資訊蒐集與整理(2) 分組蒐集北門區不同景點資訊並整理(2)

六 資訊蒐集與整理(3) 分組蒐集北門區不同景點資訊並整理(3)

七 期中考 測驗英文導覽常用語詞(筆試+口考)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八 導覽企畫書撰寫(1) 中文導覽企畫書撰寫(1)
九 導覽企畫書撰寫(2) 中文導覽企畫書撰寫(2)

十 導覽企畫書撰寫(3) 英文導覽企畫書撰寫(3)

十一 導覽企畫書撰寫(4) 英文導覽企畫書撰寫(4)

十二 科技應用(1) VR 教室操作演練(1)

十三 科技運用(2) VR教室操作演練(2)

十四 科技應用(3) VR教室操作演練(3)

十五 分組解說演練(1) 分組上台導覽解說並錄影及修正(1)

十六 分組解說演練(2) 分組上台解說並錄影及修正(2)

十七 景點實地導覽拍攝 各組呈現景點實地導覽拍攝影片

十八 期末成果呈現 修正後影片上傳Youtube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1.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2.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田徑(一)

英文名稱： Track and Field (1)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增進體育知識，建立正確運動觀念。

 2.提高競技能力與體能，增進運動持續能力，創造佳績。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二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上)-1 肌力、肌耐力

三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上)-2 速度、瞬發力

四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上)-3 敏捷、協調性

五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上)-4 耐力

六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上)-1 柔軟度訓練、馬克操訓練

七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上)-2 節奏跑訓練、速度訓練

八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上)-3 基礎有氧訓練、耐力跑訓練

九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上)-4 敏捷訓練

十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上)-5 增強式訓練、重量訓練

十一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上)-6 沙灘訓練、斜坡訓練

十二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上)-1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三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上)-2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四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上)-3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五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上)-4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六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上)-5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七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上)-6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八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上)-1 動作技能與戰術結合

十九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上)-2 動作技能與戰術結合

二十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上)-3 模擬比賽

二十一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上)-4 模擬比賽

二十二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足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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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Soccer(1)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學會熱身操動作 
 2.強化控球能力

 3.溝通指揮建立自信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動態操 學習動作流程

二 動態操 學習動作流程

三 巴西操 學習動作流程

四 巴西操 學習動作流程

五 持球 3VS3+2自由人

六 持球 3VS3+2自由人

七 持球 3VS3+2自由人

八 持球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九 持球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十 持球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十一 小組賽 7VS7+GK

十二 持球 5VS5+2供球者

十三 持球 5VS5+2供球者

十四 持球 5VS5+2供球者

十五 小組賽 7VS7+GK

十六 前線突破 3VS3+GK

十七 前線突破 3VS3+GK

十八 前線突破 5VS5+GK

十九 前線突破 5VS5+GK

二十 前線突破 5VS5+GK

二十一 前線突破 7VS7+GK

二十二 分組比賽 檢視訓練效果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生活

英文名稱： Physical Life (I)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為提升學生對於物理學習興趣，協助降低學習挫折，培養物理正確觀念。

 能理解基本物理問題 2.能學習正確科學知識 3.能培養基本科學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計算 基本四則運算、單位前置符號認識、單位換算。

二 基本計算 基本四則運算、單位前置符號認識、單位換算。

三 基本分析 分力、合力、絕對值、極值問題。

四 基本分析 分力、合力、絕對值、極值問題。

五 運動問題 運動函數圖形理解與運用、等加速度問題。

六 運動問題 運動函數圖形理解與運用、等加速度問題。

七 運動問題 運動函數圖形理解與運用、等加速度問題。

八 引力問題 引力的性質、引力問題解法。

九 引力問題 引力的性質、引力問題解法。

十 電磁問題 電磁手勢方向的決定與判斷、電磁問題解法、電磁感應解法。

十一 電磁問題 電磁手勢方向的決定與判斷、電磁問題解法、電磁感應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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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波動問題 基本量問題、光波問題、反射、折射、干涉、繞射現象。

十三 波動問題 基本量問題、光波問題、反射、折射、干涉、繞射現象。

十四 波動問題 基本量問題、光波問題、反射、折射、干涉、繞射現象。

十五 能量問題 功計算問題、力學能守恆問題。

十六 能量問題 功計算問題、力學能守恆問題。

十七 能量問題 量子宇宙學 量子現象問題、哈柏定律。

十八 能量問題 量子宇宙學 量子現象問題、哈柏定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1.此門課與「化說從頭-化學基礎觀念演繹班」對開；修習過該門課的學生，不得重複選修

 2.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經典名著看世界

英文名稱： Broaden Your Horizon Through Classics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由世界經典名著出發，架構各區塊的文學家及文學作品，引導學生提升人文閱讀素養、增加閱讀的深度及廣度。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介紹課程大綱，分組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希望透過經典作品的探討及閱讀，拆解小

說的ＤＮＡ，以紙上遨遊的方式，讓學生認識世界洞悉人生。並

將學生分組，分配本學期世界名著之延伸探討。

二 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 生存與創造

三 古羅馬：金驢傳奇 變形與奇幻

四 聖經：諾亞方舟 重生與毀滅

五 西班牙：唐吉軻德 天真與盲目

六 英國：哈姆雷特 仇恨與正義（互文：趙氏孤兒）

七 第一次段考週 第一次段考週

八 趙氏孤兒影片觀賞 趙氏孤兒影片觀賞

九 趙氏孤兒影片觀賞 趙氏孤兒影片觀賞

十 英國：魯賓遜漂流記 挑戰與冒險

十一 德國：少年維特的煩惱 愛情與自我價值

十二 英國：傲慢與偏見 愛情與麵包

十三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十四 第二次段考週 第二次段考週

十五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傲慢與偏見影片欣賞

十六 英國：科學怪人 科技發展與哲學思辨

十七 法國：巴黎聖母院 美與醜、建築與文學

十八 英國：雙城記 現實與批判

十九 奧地利：變形記 存在與孤獨

二十 英國：１９８４ 理想世界與極權統治

二十一 期末考週 期末考週

二十二 寒假 寒假

備註： 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光乍現(一)

英文名稱： Fundation-Setting Courses(I)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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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一、增強學生探索數學的信心與正向態度。 
 二、增加學生使用數學工具解決問題的經驗。 

 三、培養學生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實數 有理數與無理數、實數表示法

二 式的運算 三次乘法公式、根式與分式運算

三 絕對值 絕對值方程式

四 絕對值 絕對值不等式

五 指數 分數次方的意義、算幾不等式

六 指數 實數指數的意義、指數律

七 常用對數 log的意義、計算機的使用

八 常用對數 常用對數與科學記號連結

九 直線方程式及其圖形 斜率、點斜式、直線之平移

十 直線方程式及其圖形 平行直線、垂直直線的方程式

十一 直線方程式的應用 點到直線的距離、平行線的距離

十二 直線方程式的應用 二元一次不等式及其圖形

十三 圓方程式 圓的標準式

十四 圓方程式 圓的一般式

十五 直線與圓 直線與圓的關係、圓的切線

十六 直線與圓 圓與直線關係的代數與幾何判定

十七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多項式之四則運算、除法原理

十八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因式定理、餘式定理

十九 多項式函數及其圖形 一次與二次函數圖形及其平移

二十 多項式函數及其圖形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與對稱性

二十一 多項式不等式 一次、二次不等式

二十二 多項式不等式 高次不等式

備註： 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讀解(一上)

英文名稱： History Reading (I)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生能正確掌握史料關鍵字及正確解讀文意以提高答題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十六世界中葉前的臺灣與原住民 史前時代

二 十六世界中葉前的臺灣與原住民 原住民

三 國際競逐時期 大航海時代

四 國際競逐時期 荷西治台

五 國際競逐時期 漢人政權建立

六 開港前的政治與文化 帝國邊陲的台灣

七 第一次段考

八 開港前的政治與文化 移民的開墾與經濟發展

九 開港前的社會與文化 移墾社會下的台灣

十 開港前的社會與文化 文化與生活

十一 開港後的變遷 正港與新市鎮

十二 開港後的變遷 涉外事件

十三 日治總督新時代 國籍選擇

十四 第二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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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日治總督新時代 殖民體制下的經濟發展

十六 太陽旗下的台灣社會 差別待遇下的社會與政治

十七 太陽旗下的台灣社會 生活變遷與藝文發展

十八 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 二二八事件

十九 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 強人時代與威權體制

二十 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 兩岸關係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田徑(二)

英文名稱： Track and Field (2)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增進體育知識，建立正確運動觀念。

 2.提高競技能力與體能，增進運動持續能力，創造佳績。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二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下)-1 肌力、肌耐力

三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下)-2 速度、瞬發力

四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下)-3 敏捷、協調性

五 田徑基本體能訓練(下)-4 耐力

六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下)-1 柔軟度訓練、馬克操訓練

七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下)-2 節奏跑訓練、速度訓練

八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下)-3 基礎有氧訓練、耐力跑訓練

九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下)-4 敏捷訓練

十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下)-5 增強式訓練、重量訓練

十一 田徑專項基本動作(下)-6 沙灘訓練、斜坡訓練

十二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下)-1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三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下)-2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四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下)-3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五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下)-4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六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下)-5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七 田徑分項技術訓練(下)-6 短距離、中距離、長距離、跳部、擲部、欄架

十八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下)-1 動作技能與戰術結合

十九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下)-2 動作技能與戰術結合

二十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下)-3

二十一 田徑綜合技術練習(下)-4

二十二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足球(二)

英文名稱： Soccer(2)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觀察 2.溝通3.預測4.接近、壓迫、保護5.有韌性防守6.攻守轉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守備基本1 3VS3+1供球者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二 守備基本1 3VS3+1供球者

三 守備基本1 3VS3+3VS3+GK

四 守備基本1 3VS3+3VS3+GK

五 守備基本1 3VS3+3VS3+GK

六 守備基本1 6VS6+GK

七 守備基本1 6VS6+GK

八 守備基本1 6VS6+GK

九 守備基本2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十 守備基本2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十一 守備基本2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十二 守備基本2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十三 守備基本2 4VS4+1自由人+2供球者

十四 守備基本2 5VS5 +2供球者

十五 守備基本2 5VS5 +2供球者

十六 守備基本2 5VS5 +2供球者

十七 守備基本2 5VS5 +2供球者

十八 守備基本2 5VS5 +2供球者

十九 守備基本2 5VS5 +2供球者

二十 小組比賽 5VS5+GK

二十一 小組比賽 5VS5+GK

二十二 分組比賽 檢視訓練效果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歌詞中的文學與想像

英文名稱： Literature and Imagination in Lyrics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透過流行歌詞讓學生更了解文學與家鄉的美好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追尋自我--腳踏實地 蝸牛--周杰倫

二 追尋自我--去執 有太多人--高進

三 追尋自我--孤獨 狼--齊秦

四 追尋自我--靜定 夜空中最亮的一顆星--逃跑計畫

五 追尋自我--路要自己走 路要自己走--秀蘭瑪雅

六 追尋自我--堅持 頑固--五月天

七 追尋自我--期許 給十五歲的自己--劉若英

八 愛情篇--邂逅 偶然--徐志摩

九 愛情篇--青澀 小情歌--蘇打綠

十 愛情篇--執著 愛你一萬年--伍佰

十一 愛情篇--付出 我願意--王菲

十二 愛情篇--結髮 最浪漫的事--趙詠華

十三 愛情篇--分手 分手快樂--梁靜茹

十四 鄉土篇--認識台灣 台灣的心跳聲--蔡依林

十五 鄉土篇--舊時地名 嘉慶君遊台灣--羅福助

十六 鄉土篇--小鎮風情 鹿港小鎮--羅大佑

十七 鄉土篇--田園風光 泥土--吳志寧

十八 鄉土篇--離島風情 外婆的澎湖灣--潘安邦

十九 歌曲分享1 歌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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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歌曲分享2 歌曲分享

二十一 歌曲分享3 歌曲分享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 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光乍現(二)

英文名稱： Fundation-Setting Courses(II)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複習基本概念,並由基本題型的演練來加強觀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座標圖形的對稱性 點對稱、線對稱

二 座標圖形的對稱性 對原點、對x軸、對y軸、對y=x直線的對稱

三 數列、級數 與遞迴關係 有限項遞迴數列、有限項等比數列

四 數列、級數 與遞迴關係 常用的公式求和、數學歸納法

五 三角比 定義銳角三角函數

六 廣義角與極坐標 廣義角三角函數

七 三角比的性質 正弦定理、餘弦定理

八 數值計算的誤差 認識計算機的有限性

九 三角比的性質 用計算機計算反正弦、反餘弦

十 邏輯 認識命題及其否定、兩命題或、且、推論關係

十一 邏輯 充分、必要、充要條件

十二 集合 集合表示法

十三 集合 宇集、空集、子集、交集、聯集、餘集

十四 有系統的計數 窮舉、樹狀圖

十五 有系統的計數 加法原理、乘法原理

十六 有系統的計數 取捨原理、直線排列與組合

十七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 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

十八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 期望值

十九 數值分析 一維數據的平均、標準差

二十 數值分析 二維數據的散布圖、數據的標準化

二十一 數值分析 最適合直線與相關係數

二十二 數值計算的誤差 認識計算機的有限性

備註： 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讀解(一下)

英文名稱： History Reading (II)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生能正確掌握史料關鍵字及正確解讀文意以提高答題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史前與夏商周的發展 史前時代、商至西周的文明發展

二 春秋戰國時代 從封建到郡縣

三 春秋戰國時代 百家爭鳴

四 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與發展 秦漢政治的演變

五 秦漢文化的發展 學術教育、經濟與社會文化

六 魏晉到隋唐政局的演變 從統一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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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一次段考

八 魏晉到隋唐政局的演變 政治與財稅制度的變革

九 民族互動與社會文化的發展 隋唐的對外關係與文化交流

十 民族互動與社會文化的發展 佛教與道教

十一 政權型態與夷夏競逐 文治國家與集權中央

十二 政權型態與夷夏競逐 北亞民族的強大

十三 經濟繁榮與變遷 農工商業的發展

十四 第二次段考

十五 學術思想與社會文化的新貌 學術思想

十六 學術思想與社會文化的新貌 士紳、宗族與庶民生活

十七 帝國的衰微與西力衝擊 日薄西山的清帝國

十八 帝國的衰微與西力衝擊 外患蜂擁而來

十九 改革與革命 變法與立憲

二十 改革與革命 革命運動的開展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一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問事館(上)

英文名稱： Chemistry 201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化學基本知識的理解,藉由習作與課本習題題目的演練來加強觀念,並做一些小實驗,期望能提升學生對化學的興趣與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物質反應規律 均衡化學反應式：氧化數法與半反應法

二 物質反應規律 產率計算與限量試劑。

三 物質反應規律 產率計算與限量試劑。

四 物質反應規律 化學計量：化學反應中質量的關係。

五 物質反應規律 化學計量：化學反應中質量的關係。

六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化學能與其他形式能量之間的轉換。

七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影響反應熱的因素包括：溫度、壓力、反應物的量及狀態。

八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反應熱的加成性遵守赫斯定律。

九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常見的反應熱種類包括莫耳燃燒熱與莫耳生成熱。

十 氣體 理想氣體粒子模型。

十一 氣體 氣體的壓力。

十二 氣體 理想氣體三大定律與理想氣體方程式。

十三 氣體 道耳頓分壓定律。

十四 氣體 理想氣體與真實氣體。

十五 物質的分離與鑑定 常見物質的鑑定方法與原理。

十六 物質的形態、性質及分類 液晶的形態與性質

十七 水溶液中的變化 莫耳分率的表示法

十八 水溶液中的變化 溫度與壓力對氣體溶解度的影響。

十九 水溶液中的變化 離子之沉澱、分離及確認。

二十 水溶液中的變化 拉午耳定律與理想溶液。

二十一 水溶液中的變化 依數性質

二十二 水溶液中的變化 依數性質

備註： 高二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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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田徑(三)

英文名稱： Track and Field (3)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田徑運動的理論與方法，透過各項體能與技術訓練，達到認知與運動表現的提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田徑運動技術的理論基礎
田徑運動學習的意義與任務

 田徑運動學習的原則與方法

二 瞬間爆發力訓練 瞬發力輔助訓練

三 瞬間爆發力訓練
瞬間加速與位移訓練

 徒手體能與重量訓練

四 伸展與放鬆活動

簡易熱身伸展操
 準備運動動態伸展操

 長跑前的準備伸展操

五 伸展與放鬆活動

漸進式放鬆運動
 減輕緊張的放鬆自療法

 運動按摩法

六 鉛球
推鉛球技術教學

 推鉛球訓練法

七 鉛球
增進鉛球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推鉛球錯誤姿勢的改進

八 短跑 短跑技術教學

九 短跑
短跑訓練法

 增進短跑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十 鐵餅
擲鐵餅技術教學

 擲鐵餅訓練法

十一 鐵餅
增進鐵餅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擲鐵餅錯誤姿勢的改進

十二 中長跑、馬拉松 中長跑、馬拉松技術教學

十三 中長跑、馬拉松
中長跑、馬拉松訓練法

 增進中長跑、馬拉松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十四 鏈球
擲鏈球技術教學

 擲鏈球訓練法

十五 鏈球
增進鏈球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擲鏈球錯誤姿勢的改進

十六 跨欄、障礙賽

跨欄跑技術教學
 跨欄跑訓練法

 增進跨欄跑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十七 跨欄、障礙賽

障礙賽技術教學
 障礙賽訓練法

 增進障礙賽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十八 評量 測驗賽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球科學素養試題探討研究(二)

英文名稱： The Discussion of Earth Science(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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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地球科學的知識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颱風災害 文章閱讀

二 颱風災害 內容分析

三 颱風災害 知識連結

四 颱風災害 知識連結

五 颱風災害 問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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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颱風災害 總結

七 與斷層共生的臺灣人 文章閱讀

八 與斷層共生的臺灣人 內容分析

九 與斷層共生的臺灣人 知識連結

十 與斷層共生的臺灣人 知識連結

十一 與斷層共生的臺灣人 問題挑戰

十二 與斷層共生的臺灣人 總結

十三 臺灣的太空夢 文章閱讀

十四 臺灣的太空夢 內容分析

十五 臺灣的太空夢 知識連結

十六 臺灣的太空夢 知識連結

十七 臺灣的太空夢 問題挑戰

十八 臺灣的太空夢 總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專題培訓

英文名稱： Geography Issu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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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學生發現地理問題，透過科學方法，解決地理問題的過程。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介紹本課程目標、上課規則、評量方式

二 地理議題 介紹與練習何謂地理議題

三 擬定題目 以鹽分地帶各區為範圍，擬定有興趣的地理議題

四 研究目的 題目發問與練習

五 研究目的 題目發問與練習

六 第一次期中考 停課

七 研究方法 介紹研究方法：量化與質性、一手與二手資料

八 研究方法 擬定研究方法

九 蒐集資料(二手) 利用網路或書籍蒐集背景資料

十 蒐集資料(二手) 利用網路或書籍蒐集背景資料

十一 整理資料(二手) 整理網路或書籍蒐集的背景資料

十二 整理資料(二手) 整理網路或書籍蒐集的背景資料

十三 第二次期中考 停課

十四 蒐集資料(一手) 蒐集實察的點位、對象與問題

十五 蒐集資料(一手) 蒐集實察的點位、對象與問題

十六 整理資料(一手) 整理實察資料，並用圖表與文字呈現

十七 整理資料(一手) 整理實察資料，並用圖表與文字呈現

十八 製作報告 以PPT或海報製作成果

十九 成果發表 以PPT或海報進行成果發表

二十 期末考 停課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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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更正教學計畫，以此版為主。

名稱：
中文名稱： 足球(三)

英文名稱： Soccer(3)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移動中控球 
 2.射門正確性
 3.第2波意識

 4.控球後快速起腳射門
 5.仔細觀察GK位置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強化射門技巧 GK正面、相反方向、自由射門

二 強化射門技巧 GK正面、相反方向、自由射門

三 強化射門技巧 GK正面、相反方向、自由射門

四 強化射門技巧 GK正面、相反方向、自由射門

五 定位球+人牆 中程、遠程

六 定位球+人牆 中程、遠程

七 定位球+人牆 中程、遠程

八 定位球+人牆 中程、遠程

九 定位球+人牆 中程、遠程

十 進階射門 3VS2+GK+1供球者

十一 進階射門 3VS2+GK+1供球者

十二 進階射門 3VS2+GK+1供球者

十三 進階射門 3VS2+GK+1供球者

十四 進階射門 3VS2+GK+1供球者

十五 進階射門 3VS3+1F+GK

十六 進階射門 3VS3+1F+GK

十七 進階射門 3VS3+1F+GK

十八 進階射門 3VS3+1F+GK

十九 進階射門 3VS3+1F+GK

二十 小組賽 5VS5+GK

二十一 小組賽 5VS5+GK

二十二 分組比賽 檢視訓練效果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中的數學(上)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in Physics (I)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為提升學生對於物理學習興趣，協助降低學習挫折，培養物理正確觀念。

 1.能理解基本物理問題 2.能學習正確科學知識 3.能培養基本科學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分析 向量分解、三角函數、多項式微分。

二 基本分析 向量分解、三角函數、多項式微分。

三 直線運動 運動函數圖、等加速運動公式。

四 直線運動 運動函數圖、等加速運動公式。

五 拋體問題 運動獨立性、拋體問題分析。

六 拋體問題 運動獨立性、拋體問題分析。

七 拋體問題 運動獨立性、拋體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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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靜力平衡 力圖練習、靜力平衡條件式。

九 靜力平衡 力圖練習、靜力平衡條件式。

十 靜力平衡 力圖練習、靜力平衡條件式。

十一 運動定律 理解加速度。

十二 運動定律 理解加速度。

十三 運動定律 理解加速度。

十四 等速圓周 向心力與加速度、問題研究

十五 等速圓周 向心力與加速度、問題研究

十六 等速圓周 向心力與加速度、問題研究

十七 簡諧運動 簡諧問題、參考圓解法。

十八 簡諧運動 簡諧問題、參考圓解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二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全致勝

英文名稱： Conquer English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信心。

 2. 培養學生升大學所需之英語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Unit 1課文
1. 課程簡介

 2. 暖身活動
 3.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二 Unit 2課文 1. Unit 2 對話題聽力訓練
 2. Unit 2 單字重點教學

 
三 Unit 3課文 1. 課文閱讀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四 Unit 4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英文單篇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五 Unit 5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六 Unit 6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七 Unit 7 課文 1. 小考短講克漏字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八 Unit 8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九 Unit 9 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 Unit 10 課文 1. 小考短講克漏字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一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二 Unit 11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十三 Unit 12 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四 Unit 13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五 Unit 14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六 Unit 15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七 Unit 16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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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字重點教學

十八 Unit 17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十九 Unit 18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二十 Unit 19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二十一 總複習 總複習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全致勝(二上)

英文名稱： Conquer English I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信心。

 2. 培養學生升大學所需之英語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Unit 1課文
1. 課程簡介

 2. 暖身活動
 3.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二 Unit 2課文 1. Unit 2 對話題聽力訓練
 2. Unit 2 單字重點教學

 
三 Unit 3課文 1. 課文閱讀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四 Unit 4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英文單篇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五 Unit 5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六 Unit 6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七 Unit 7 課文 1. 小考短講克漏字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八 Unit 8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九 Unit 9 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 Unit 10 課文 1. 小考短講克漏字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一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二 Unit 11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十三 Unit 12 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四 Unit 13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五 Unit 14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六 Unit 15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七 Unit 16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八 Unit 17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十九 Unit 18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二十 Unit 19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二十一 總複習 總複習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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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全致勝(二上)

英文名稱： Build Up Your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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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聽讀寫各項能力全面提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1)與桌遊香蕉拼字

二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2)與桌遊香蕉拼字

三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3)與桌遊香蕉拼字

四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4)與桌遊香蕉拼字

五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5)與桌遊香蕉拼字

六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6)與桌遊香蕉拼字

七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7)與桌遊香蕉拼字

八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8)與桌遊香蕉拼字

九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1)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2)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一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3)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二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4)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三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5)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四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6)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五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7)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六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8)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七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9)與桌遊香蕉拼字

十八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10)與桌遊香蕉拼字

十九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9)與桌遊估估劃劃

二十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10)與桌遊估估劃劃

二十一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11)與桌遊估估劃劃

二十二 期末總回顧 學習英文的各種方式

備註： 請真正有心要增加自己英文能力的同學再來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悅讀臺灣

英文名稱： Reading Taiwan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認識臺灣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主題一：臺灣語言與族群 認識臺灣語言（閩、客、原住民、……）

二 主題一：臺灣語言與族群 認識臺灣語言（閩、客、原住民、……）

三 主題一：臺灣語言與族群 認識臺灣語言（閩、客、原住民、……）

四 主題一：臺灣語言與族群 認識臺灣語言（閩、客、原住民、……）

五 小組討論與報告 小組討論與報告

六 小組討論與報告 小組討論與報告

七 期中考 期中考

八 主題二：臺灣文化與建築 透過繪本認識臺灣文化與建築

九 主題二：臺灣文化與建築 透過繪本認識臺灣文化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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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主題二：臺灣文化與建築 透過繪本認識臺灣文化與建築

十一 主題二：臺灣文化與建築 透過繪本認識臺灣文化與建築

十二 小組討論與報告 小組討論與報告

十三 小組討論與報告 小組討論與報告

十四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五 主題三：臺灣文學 閱讀與討論臺灣各地區文學作品

十六 主題三：臺灣文學 閱讀與討論臺灣各地區文學作品

十七 主題三：臺灣文學 閱讀與討論臺灣各地區文學作品

十八 主題三：臺灣文學 閱讀與討論臺灣各地區文學作品

十九 小組討論與報告 小組討論與報告

二十 小組討論與報告 小組討論與報告

二十一 期末考 期末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二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搶救國文大作戰3

英文名稱： Rescue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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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讀理解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文化藝術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 社會批評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三 抒情詠懷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四 科普自然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五 人文歷史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六 故鄉土地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七 段考週 段考週

八 飲食文學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九 萬物生態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 旅遊雜感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一 哲學勵志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二 文化藝術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三 社會批評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四 段考週 段考週

十五 抒情詠懷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六 科普自然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七 人文?史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八 故?土地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九 飲食文學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十 萬物生態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十一 旅遊雜感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十二 哲學勵志2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搶救國文大作戰3

英文名稱： Rescue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Campaign-3

授課年段：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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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補強閱讀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文賦並序

二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書譜

三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書吳道子畫後

四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文與可偃竹記

五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詩品

六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送孟東野序

七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聲無哀樂論

八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曾文正公家書

九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核舟記

十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隨園詩話

十一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不亦快哉

十二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陶庵夢憶序

十三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鳴機夜課圖記

十四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報任少卿書

十五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瘞旅文

十六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自撰墓誌銘

十七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為學一首示子侄

十八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浮生六記

十九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答蘇武書

二十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丘念台詩集序

二十一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寧南詩草自序

二十二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閱讀訓練 哀江南賦序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光乍現(三)

英文名稱： Fundation-Setting Courses(III)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複習基本概念，並由基本題型的演練來加強觀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三角函數 弧度量的定義，弧長與扇形面積

二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圖形

三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定義域，值域及週期

四 三角函數 和差角公式

五 三角函數 倍角公式

六 三角函數 半角公式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三角函數 正餘弦的疊合

九 三角函數 疊合後的頻率，振幅

十 指對數函數 指數律

十一 指對數函數 對數律

十二 指對數函數 指數函數圖形

十三 指對數函數 對數函數圖形

十四 指對數函數 指對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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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六 平面向量 平面上向量的係數積與加減

十七 平面向量 線性組合，向量的內積

十八 平面向量 兩向量的夾角，兩向量平行與垂直的判定，正射影

十九 平面向量 柯西不等式

二十 平面向量 方陣記號，面積與行列式

二十一 平面向量 克拉瑪公式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 高二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升學試題研討(第一冊)

英文名稱： The Discussion of Math Entrance Exam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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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養觀察規律、演算、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實數 有理數與無理數、實數表示法

二 式的運算 三次乘法公式、根式與分式運算

三 絕對值 絕對值方程式

四 絕對值 絕對值不等式

五 指數 分數次方的意義、算幾不等式

六 指數 實數指數的意義、指數律

七 常用對數 log的意義、計算機的使用

八 常用對數 常用對數與科學記號連結

九 直線方程式及其圖形 斜率、點斜式、直線之平移

十 直線方程式及其圖形 平行直線、垂直直線的方程式

十一 直線方程式的應用 點到直線的距離、平行直線的距離

十二 直線方程式的應用 二元一次不等式及其圖形

十三 圓方程式 圓的標準式

十四 圓方程式 圓的一般式

十五 直線與圓 直線與圓的關係、圓的切線

十六 直線與圓 圓與直線關係的代數與幾何判定

十七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多項式之四則運算、除法原理

十八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因式定理、餘式定理

十九 多項式函數及其圖形 一次與二次函數圖形及其平移

二十 多項式函數及其圖形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與對稱姓

二十一 多項不等式 一次、二次不等式

二十二 多項不等式 高次不等式

備註： 高二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充實3

英文名稱： Basic Mathematics (3)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複習基本概念，並由基本題型的演練來熟悉、建構基礎觀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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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角函數 弧度量的定義，弧長與扇形面積

二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圖形

三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定義域，值域及週期

四 三角函數 和差角公式

五 三角函數 倍角公式

六 三角函數 半角公式

七 第一次段考 複習

八 三角函數 正餘弦的疊合

九 三角函數 疊合後的頻率，振幅

十 指對數函數 指數律

十一 指對數函數 對數律

十二 指對數函數 指數函數圖形

十三 指對數函數 對數函數圖形

十四 指對數函數 指對數的應用

十五 第二次段考 複習

十六 平面向量 平面上向量的係數積與加減

十七 平面向量 線性組合，向量的內積

十八 平面向量 兩向量的夾角，兩向量平行與垂直的判定，正射影

十九 平面向量 柯西不等式

二十 平面向量 方陣記號，面積與行列式

二十一 平面向量 克拉瑪公式

二十二 期末考 複習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增廣3

英文名稱： Advanced Mathematic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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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課內內容，並練習難度適中的題目培養學生的演算能力、抽象能力、推論能力及溝通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三角函數 弧度量的定義，弧長與扇形面積

二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圖形

三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定義域，值域及週期

四 三角函數 和差角公式

五 三角函數 倍角公式

六 三角函數 半角公式

七 第一次段考 複習

八 三角函數 正餘弦的疊合

九 三角函數 疊合後的頻率，振幅

十 指對數函數 指數律

十一 指對數函數 對數律

十二 指對數函數 指數函數圖形

十三 指對數函數 指數函數圖形

十四 指對數函數 指對數的應用

十五 第二次段考 複習

十六 平面向量 平面上向量的係數積與加減

十七 平面向量 線性組合，向量的內積

十八 平面向量 兩向量的夾角，兩向量平行與垂直的判定，正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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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平面向量 柯西不等式

二十 平面向量 方陣記號，面積與行列式

二十一 平面向量 克拉瑪公式

二十二 期末考 複習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讀解(二上)

英文名稱： History Reading (III)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生能正確掌握史料關鍵字及正確解讀文意以提高答題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建國與政權分裂 民國建立與軍閥政治、北洋政府的對外關係

二 建國與政權分裂 民初社會與文化變遷

三 從北伐到抗戰 北伐與訓政

四 從北伐到抗戰 中日戰爭

五 戰後復員與國共戰爭 勝利與行憲

六 戰後復員與國共戰爭 國共戰爭

七 段考

八 毛澤東統治下的共產中國 黨國體制、逐步邁向共產、文革亂局

九 鄧小平與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的展開、改革挫折與後續發展

十 中共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 外交政策的演變、兩岸關係變遷

十一 亞非古文明的興起 古代兩河流域、古代埃及與印度

十二 歐洲文明的興起與發展 古代希臘、古代羅馬

十三 歐洲文明的興起與發展 基督教早期的發展、中古歐洲與東羅馬帝國

十四 期中考

十五 歐亞文明的發展與交會 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

十六 歐亞文明的發展與交會 東西互動、中古歐洲的變革

十七 近代伊斯蘭世界與歐洲 鄂圖曼帝國與蒙兀兒帝國

十八 近代伊斯蘭世界與歐洲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

十九 歐洲國家與海外探險 西歐國家的發展

二十 歐洲國家與海外探險 海外探險、新舊大陸的接觸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二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簡報即戰力

英文名稱： Express Your Power in a Fearless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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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由簡報的製作培養學生邏輯思考的能力、問題分析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及最重要的--突破人群前表達的恐懼。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Intro - 什麼是好簡報 a. 什麼不是好的簡報開始建立
 b. 好的簡報觀看習慣 - slideshare, TED

二 你想說什麼 確立核心訊息

三 如何打動群眾 情感要素的設定

四 如何說故事 說故事

五 建立支持架構
PREP結構

 (content與delivery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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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簡報法專題 高橋流簡報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高橋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高橋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九 簡報法專題 蓋茲流簡報

十 蓋茲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蓋茲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十一 簡報法專題 賈博斯流簡報

十二 賈博思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賈博思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十三 簡報法專題 萊席格流簡報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萊席格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萊席格流簡報練習與展示

十六 簡報工具 靜態 Powtoon, Haikudeck

十七 簡報工具 動態 Prezi, Emaze

十八 期末專題簡報與展示 期末專題簡報與展示

十九 期末專題簡報與展示 期末專題簡報與展示

二十 期末專題簡報與展示 期末專題簡報與展示

二十一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二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1門課(1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田徑(四)

英文名稱： Track and Field (4)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田徑運動的理論與方法，透過各項體能與技術訓練，達到認知與運動表現的提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接力跑 接力跑技術教學

二 接力跑
接力跑訓練法

 增進接力跑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三 跳高 跳高技術教學

四 跳高
跳高訓練法

 增進跳高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五 標槍
擲標槍技術教學

 擲標槍訓練法

六 標槍
增進擲標槍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擲擲錯誤姿勢的改進

七 跳遠 跳遠技術教學

八 跳遠
跳遠訓練法

 增進跳遠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九 競走
競走技術教學

 競走訓練法

十 競走
增進競走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競走規則及裁判技術

十一 全能運動 男子十項全能運動訓練法

十二 全能運動 女子七項全能運動訓練法

十三 三級跳遠
三級跳遠技術教學

 三級跳遠訓練法

十四 三級跳遠
增進三級跳遠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三級跳遠錯誤姿勢的改進

十五 撐竿跳高

撐竿跳高技術教學
 增進撐竿跳高能力理論與實際概要

 撐竿跳高錯誤姿勢的改進

十六 田徑訓練計劃擬定
田徑訓練計劃擬定要點

 田徑訓練計劃擬定範例

十七 田徑訓練計劃擬定
全能運動員全年訓練計劃範例

 田徑訓練課程表

十八 評量 測驗賽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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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足球(四)

英文名稱： Soccer(4)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吊球穩定性 2.吊中品質、方式3.時機4.溝通5.第2波6.重心移動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動作 吊球正確性

二 基本動作 吊球正確性

三 基本動作 吊球正確性

四 基本動作 吊球正確性

五 4VS4+TARGER 4VS4+TARGER

六 4VS4+TARGER 4VS4+TARGER

七 4VS4+TARGER 4VS4+TARGER

八 吊中攻擊 2VS2+邊自由人

九 吊中攻擊 2VS2+邊自由人

十 吊中攻擊 2VS2+邊自由人

十一 吊中攻擊 2VS2+邊自由人

十二 吊中攻擊 2VS2+邊自由人

十三 吊中攻擊 2VS2+2VS2+GK+供球者

十四 吊中攻擊 2VS2+2VS2+GK+供球者

十五 吊中攻擊 2VS2+2VS2+GK+供球者

十六 吊中攻擊 2VS2+2VS2+GK+供球者

十七 吊中攻擊 2VS2+2VS2+GK+供球者

十八 小組比賽 6VS6 +GK(有條件比賽)

十九 小組比賽 6VS6 +GK(有條件比賽)

二十 小組比賽 6VS6 +GK(有條件比賽)

二十一 小組比賽 6VS6 +GK(有條件比賽)

二十二 分組比賽 檢視訓練效果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全致勝(二下)

英文名稱： Conquer English II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信心。

 2. 培養學生升大學所需之英語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Unit 1課文
1. 課程簡介

 2. 暖身活動
 3.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二 Unit 2課文 1. Unit 2 對話題聽力訓練
 2. Unit 2 單字重點教學

 
三 Unit 3課文 1. 課文閱讀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四 Unit 4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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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單篇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五 Unit 5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六 Unit 6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七 Unit 7 課文 1. 小考短講克漏字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八 Unit 8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九 Unit 9 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 Unit 10 課文 1. 小考短講克漏字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一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二 Unit 11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十三 Unit 12 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四 Unit 13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五 Unit 14課文 1. 小考短講翻譯訓練
 2. 單字重點教學

十六 Unit 15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七 Unit 16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十八 Unit 17 課文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十九 Unit 18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二十 Unit 19 課文
1. 解題策略教學

 2. 段落填空題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二十一 總複習 總複習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全致勝(二下)

英文名稱： Build Up Your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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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聽讀寫各項能力全面提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1)與桌遊香蕉拼字

二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2)與桌遊香蕉拼字

三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3)與桌遊香蕉拼字

四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4)與桌遊香蕉拼字

五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5)與桌遊香蕉拼字

六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6)與桌遊香蕉拼字

七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7)與桌遊香蕉拼字

八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8)與桌遊香蕉拼字

九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1)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2)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一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3)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二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4)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三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5)與桌遊估估劃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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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6)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五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7)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六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8)與桌遊估估劃劃

十七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9)與桌遊香蕉拼字

十八 聽力+單字拼讀 新聞英文聽力填空練習(10)與桌遊香蕉拼字

十九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9)與桌遊估估劃劃

二十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10)與桌遊估估劃劃

二十一 聽力+口語表達 三民課文聽力填空練習(11)與桌遊估估劃劃

二十二 期末總回顧 學習英文的各種方式

備註： 請真正有心要增加自己英文能力的同學再來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搶救國文大作戰4

英文名稱： Rescue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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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讀理解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文化藝術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 社會批評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三 抒情詠懷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四 科普自然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五 人文歷史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六 故鄉土地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七 段考週 段考週

八 飲食文學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九 萬物生態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 旅遊雜感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一 哲學勵志3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二 文化藝術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三 社會批評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四 段考週 段考週

十五 抒情詠懷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六 科普自然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七 人文歷史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八 故鄉土地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十九 飲食文學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十 萬物生態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十一 旅遊雜感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二十二 哲學勵志4 文言文、白話文、現代詩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搶救國文大作戰4

英文名稱： Rescue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Campaign-4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補強閱讀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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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俳句的趣味

二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寒食帖

三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生活的藝術

四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論詩30首

五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箜篌引

六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安靜寫字

七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憑弔一輪落日

八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得閒以外

九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母親的羽衣

十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鷓鴣天:臨江仙

十一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金縷曲

十二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悼亡詩

十三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詩經.葛生

十四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水經注

十五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2016年初婚人口百分比

十六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童年印象

十七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墾園記

十八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廁所的故事

十九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旅次朔方

二十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金陵圖

二十一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金陵晚望

二十二 增進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能力 呼蘭河傳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充實4

英文名稱： Basic Mathematics 4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複習基本概念,並由基本題型的演練來加強觀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空間概念 空間的基本性質，認識三維坐標，認識立體展開圖

二 空間坐標系
點坐標，兩點距離，點到坐標軸或坐標平面的投影，認識立體展

開圖

三 空間坐標系 認識圓錐截痕與圓錐曲線，認識立體展開圖

四 空間坐標系的基本認識 坐標空間中的坐標系，空間中的點坐標、投影與基本運算

五 空間坐標系的運算
坐標空間中的坐標系，空間中的點坐標、投影與基本運算，空間

中兩點的距離公式與應用

六 空間坐標系的運算 空間中兩點的距離公式與應用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矩陣的運算 認識矩陣與矩陣的加減法

九 矩陣的運算 矩陣的係數積，解矩陣方程式

十 矩陣的運算 矩陣的乘法與計算，矩陣的計算

十一 矩陣的運算 矩陣中的加減乘法綜合練習

十二 矩陣的運算 矩陣中的二階反方陣

十三 矩陣的應用 矩陣的綜合習題演練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條件機率 複習機率與淺談條件機率

十六 條件機率 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基本計算

十七 條件機率 練習列聯表圖與文氏圖來幫助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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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條件機率的應用 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條件機率題目練習

十九 獨立事件 事件獨立與否的判定，事件互斥與否的判定

二十 貝氏定理 貝氏定理的應用

二十一 貝氏定理 貝氏定理的應用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增廣4

英文名稱： Extension of high school mathmatics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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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學生對於第四冊高中數學觀念之連結與延伸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空間概念
空間的基本性質，認識三維坐標，認識地球經緯度，認識圓錐曲

線

二 空間坐標系 點坐標，兩點距離，點到坐標軸或坐標平面的投影

三 空間坐標系 三垂線定理

四 空間向量 坐標空間中的向量係數積與加減，線性組合，向量的長度，內積

五 空間向量的運算 內積，兩向量平行與重和，判定兩向量的夾角

六 空間向量的運算 正射影，面積與行列式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空間向量的運算 柯西不等式

九 平面方程式 平面的法向量與標準式，兩平面的夾角，點到平面的距離

十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 空間中直線的參數式與比例式

十一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 直線與平面的關係，直線與直線的關係

十二 矩陣的運算 矩陣的定義，矩陣的係數積與加減運算，矩陣相乘，反方陣

十三 矩陣的應用 線性變換，二階轉移矩陣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矩陣的應用 二階轉移矩陣

十六 條件機率 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基本計算

十七 條件機率 練習列聯表圖與文氏圖來幫助解題

十八 條件機率的應用 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

十九 獨立事件 事件獨立與否的判定

二十 貝氏定理 貝氏定理的應用

二十一 貝氏定理 貝氏定理的應用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大考英文練習充實

英文名稱： Analyzing AST English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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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解的基礎上帶領學生重複刷學測英文歷屆試題，透過深度的思考提升學生的理解能力和深度分析問題的綜合能力。 

 2. 反覆研究出題方式，考察方式，對待策略，做到心中有數，時日長久，解題的能力便能提升上，成績當然跟著進步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口語表達與溝通互動 課程介紹與分組

二 單字複習策略
1. 抽背109指考詞彙題Q1-5 
2. 試題解析：109 指考英文

三 單字複習策略
1. 抽背109指考詞彙題Q6-10 

 2. 複習指考高頻單字：心智圖背單字、易混淆單字、常誤用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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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測驗解題策略: 掌握單字、關鍵副詞、文法
和片語

1. 抽背108指考詞彙題Q1-5 
2. 先看選項判斷題型：單字、文法、介詞、片語、轉折語 
3. 看空格前後的字詞：搭配詞 
4. 看空格的前後句：邏輯推理、前後句子關係 
5. 試題解析：108 指考英文

五
綜合測驗解題策略: 掌握單字、關鍵副詞、文法
和片語

1. 抽背108指考詞彙題Q6-10 
 2. 先看選項判斷題型：單字、文法、介詞、片語、轉折語 

 3. 看空格前後的字詞：搭配詞 
 4. 看空格的前後句：邏輯推理、前後句子關係 

 5. 試題解析：108 指考英文

六
文意選填解題策略：利用文法和時態限制排除選

項、注意連接詞連結的前後文意

1. 抽背107指考詞彙題Q1-5 
 2. 寫下文意選填所有選項的詞性 

 3. 確認空格需要的詞性 
 4. 以字意和時態判斷 

 5. 試題解析：107 指考英文

七
文意選填解題策略：利用文法和時態限制排除選

項、注意連接詞連結的前後文意

1. 抽背107指考詞彙題Q6-10 
 2. 寫下文意選填所有選項的詞性 

 3. 確認空格需要的詞性 
 4. 以字意和時態判斷 

 5. 試題解析：107 指考英文

八
解構篇章結構：圈出連接詞、轉折詞、時間順序

和重複出現的資訊，推敲因果關係

1. 抽背106指考詞彙題Q1-5 
 2. 確定的再填，不確定的就先留白 

 3. 看過其他空格和選項再決定，避免寫錯一題就連錯好幾題。 
 4. 試題解析：106 指考英文

九
解構篇章結構：圈出連接詞、轉折詞、時間順序

和重複出現的資訊，推敲因果關係

1. 抽背106指考詞彙題Q6-10 
 2. 確定的再填，不確定的就先留白 

 3. 看過其他空格和選項再決定，避免寫錯一題就連錯好幾題。 
 4. 試題解析：106 指考英文

十 閱讀測驗解題策略: 跳讀、看題目、找答案

1. 抽背105指考詞彙題Q1-5 
 2. 找出主題句和主旨句來了解各段主旨和書寫脈絡 

 3. 邊讀邊畫線、框住、圈起文中的重點 
 4. 分割長句，標記關鍵轉折詞和時間順序 

 5. 試題解析：105指考英文

十一 閱讀測驗解題策略: 跳讀、看題目、找答案

1. 抽背105指考詞彙題Q6-10 
 2. 找出主題句和主旨句來了解各段主旨和書寫脈絡 

 3. 邊讀邊畫線、框住、圈起文中的重點 
 4. 分割長句，標記關鍵轉折詞和時間順序 

 5. 試題解析：105指考英文

十二 解構混合題型：跳讀、看題目、找答案

1. 抽背104指考詞彙題Q1-5 
 2. 題目不易讀，更注重基本觀念和解讀各種生活化體裁的閱讀能

力 
 3. 提早練習答題速度，以免作答時間不夠。 

 4. 試題解析：104指考英文 
 5. 大量廣泛練習各種生活化體裁的混合題型考題

十三 解構混合題型：跳讀、看題目、找答案

1. 抽背104指考詞彙題Q6-10 
 2. 題目不易讀，更注重基本觀念和解讀各種生活化體裁的閱讀能

力 
 3. 提早練習答題速度，以免作答時間不夠。 

 4. 試題解析：104指考英文 
 5. 大量廣泛練習各種生活化體裁的混合題型考題

十四
中翻英練習：時態抓對、句型用對，單字正確運

用、沒有漏掉訊息

1. 抽背103指考詞彙題Q1-5 
 2. 邊看翻譯題目，邊回想這個句子會用到的單字、慣用法、句

型、時態... 
 3. 正常發揮即可，挑比較有把握的寫，不用特意寫比較高級的單

字或句構。 
 4. 記得重新檢查一次單字有沒有拼對、單複數有沒有用對、動詞

有沒有跟著主詞和時態變化、有沒有漏掉訊息等等，如時間或地

點。 
 5. 試題解析：103指考英文

十五
中翻英練習：時態抓對、句型用對，單字正確運

用、沒有漏掉訊息

1. 抽背103指考詞彙題Q6-10 
 2. 邊看翻譯題目，邊回想這個句子會用到的單字、慣用法、句

型、時態... 
 3. 正常發揮即可，挑比較有把握的寫，不用特意寫比較高級的單

字或句構。 
 4. 記得重新檢查一次單字有沒有拼對、單複數有沒有用對、動詞

有沒有跟著主詞和時態變化、有沒有漏掉訊息等等，如時間或地

點。 
 5. 試題解析：103指考英文

十六 英文作文：破題點出觀點

1. 抽背102指考詞彙題Q1-5 
 2. 練習如何運用各種句型 

 3. 單字用精準巧妙 
 4. 準備幾句自己認同並且適合各類主題的名言佳句 

 5. 用破題法明確表達自己的見解 
 6. 善用副詞表示因果關係、轉折、例證等等 

 7. 試題解析：102指考英文
十七 英文作文：破題點出觀點 1. 抽背102指考詞彙題Q6-10 

 2. 練習如何運用各種句型 
 3. 單字用精準巧妙 

 4. 準備幾句自己認同並且適合各類主題的名言佳句 
 5. 用破題法明確表達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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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善用副詞表示因果關係、轉折、例證等等 
7. 試題解析：102指考英文

十八
考前衝刺：針對出自己所擅長/不擅長的領域外，
進一步規劃適合自己的作答時間分配方式

1. 抽背101指考詞彙題Q1-5 
 2. 越接近大考就要越頻繁計時練習，維持手感和熟練度 

 3. 加強訓練自己在花太多時間的題型 
 4. 試題解析：101指考英文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上

英文名稱： Civis & Systems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帶領孩子進入系統思考的世界，一起探視社會心理、政治、法律與經濟等四面向的連結關係，以掌握解決問題的關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社會心理(一) 認識社會心理面關鍵概念

二 社會心理(二) 認識社會心理面關鍵概念

三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社會心理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四 政治(一)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五 政治(二)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六 政治(三)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七 期中考 期中考

八 政治(四)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九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政治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十 法律(一)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一 法律(二)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二 法律(三)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三 法律(四)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四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法律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十五 經濟(一)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十六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七 經濟(二)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十八 經濟(三)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十九 經濟(四)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二十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經濟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二十一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經濟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二十二 期末考 期末考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全方位增能

英文名稱： Chemistry No One Left Behind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透過分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能主動發現問題、尋找解答，以期達到熟稔化學基本概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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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物質與能量 課程介紹/內容複習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一)

二 物質與能量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二)

三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一)

四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二)

五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三)

六 模擬考 I 題目演練與試題分析

七 化學反應與平衡 一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一)

八 化學反應與平衡 一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二)

九 化學反應與平衡 一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三)

十 模擬考 II 題目演練與試題分析

十一 化學反應與平衡 二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一)

十二 化學反應與平衡 二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二)

十三 化學反應與平衡 二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三)

十四 模擬考 III 題目演練與試題分析

十五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一)

十六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內容複習講解與小組題目練習與報告(二)

十七 模擬考 IV 題目演練與試題分析

十八 模擬考 V 全範圍題目演練與試題分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1.上下學期選修此門課的學生，其目標可能不同，故無設限不得重複選修 

 2.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田徑(五)

英文名稱： Track and Field (5)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熟練田徑之各種基本技能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瞭解正確的田徑概念 加深培養對田徑之興趣。

二 認知田徑遊戲大意及其運動價值。 找出融入群體以獲取最大成效的途徑。

三 田徑運動之發展史 介紹田徑運動由來及歷史背景

四 田徑運動之發展史 田徑運動之特性

五 田徑運動準備操動作 田徑準備操的說明與練習

六 田徑運動伸展操動作 田徑伸展操的說明與練習

七 田徑運動跑步動作 田徑跑步的說明與練習

八 競賽項目技巧分析 應有的認識與方法之介紹

九 擲部動作技巧分析 應有的認識與方法之介紹

十 跳部動作技巧分析 應有的認識與方法之介紹

十一 變速跑 動作說明與練習

十二 漸速跑 動作說明與練習

十三 追逐跑 動作說明與練習

十四 分項訓練 專項動作說明與練習

十五 分項訓練 專項動作說明與練習

十六 分項訓練 專項動作說明與練習

十七 測驗 檢討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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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測驗 檢討與改進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球科學總複習

英文名稱： The General Review of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提升學生地球科學的知識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第一章地球的起源 重點整理

二 第一章地球的起源 試題演練

三 第二章固體地球的結構與組成 重點整理

四 第二章固體地球的結構與組成 試題演練

五 第三章大氣 重點整理

六 第三章大氣 試題演練

七 第一次段考

八 第四章海洋 重點整理

九 第四章海洋 試題演練

十 第五章地球與太空 重點整理

十一 第五章地球與太空 試題演練

十二 第五章地球與太空 試題演練

十三 第六章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重點整理

十四 第二次段考

十五 第六章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重點整理

十六 第六章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試題演練

十七 第七章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 重點整理

十八 第七章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 試題演練

十九 總複習 試題演練

二十 總複習 試題演練

二十一 期末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升學試題研討

英文名稱： Basic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提升考試成績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二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三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四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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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六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七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八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九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一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二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三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四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五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六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七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八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十九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二十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二十一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二十二 歷屆試題練習 歷屆試題練習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足球(五)

英文名稱： Soccer(5)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腳步位置 2.溝通3.位置3.保護GK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頭頂訓練 跳頂、回傳頭頂、旋轉頭頂

二 頭頂訓練 跳頂、回傳頭頂、旋轉頭頂

三 頭頂訓練 跳頂、回傳頭頂、旋轉頭頂

四 吊中守備 2VS2+邊自由人

五 吊中守備 2VS2+邊自由人

六 吊中守備 2VS2+邊自由人

七 吊中守備 2VS2+邊自由人

八 吊中守備 2VS2+邊自由人

九 吊中守備 2VS2+2VS2+GK+供球者

十 吊中守備 2VS2+2VS2+GK+供球者

十一 吊中守備 2VS2+2VS2+GK+供球者

十二 吊中守備 2VS2+2VS2+GK+供球者

十三 吊中守備 6VS6+GK(有條件比賽)

十四 吊中守備 6VS6+GK(有條件比賽)

十五 吊中守備 6VS6+GK(有條件比賽)

十六 吊中守備 6VS6+GK(有條件比賽)

十七 吊中守備 6VS6+GK(有條件比賽)

十八 小組比賽 攻擊轉換(推上)

十九 小組比賽 攻擊轉換(推上)

二十 小組比賽 攻擊轉換(推上)

二十一 小組比賽 攻擊轉換(推上)

二十二 分組比賽 檢視訓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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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生物上

英文名稱： Biodiversity an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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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並補足正常課程未能操作的實驗。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演化概論1 說明定義、生物目前的演化趨勢以及生活中常見的演化軌跡

二 演化概論2 承接第一週未完成內容

三 演化概論3 藉由桌遊“演化論”讓同學從遊戲中獲得演化概念

四 生物多樣性概論1 說明定義以及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五 生物多樣性概論2 承接第四週未完內容，並以相關影片輔助說明

六 生物觀察實驗
盡量收集懷塔克定義的五界生物讓學生觀察外型，以及操作顯微

鏡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生物觀察實驗
盡量收集懷塔克定義的五界生物讓學生觀察外型，以及操作顯微

鏡

九 生物觀察實驗
盡量收集懷塔克定義的五界生物讓學生觀察外型，以及操作顯微

鏡

十 生態系概論1 說明定義以及生態系的角色組成

十一 生態系概論2 說明食物鏈之間能量的流轉，以及在現今社會的應用

十二 生態系概論3 介紹台灣的陸域生態系

十三 生態系概論4 介紹台灣的水域生態系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人類與環境 簡單介紹內容，並請同學分組挑選主題報告

十六 人類與環境分組報告1 同學分組上台報告

十七 人類與環境分組報告2 同學分組上台報告

十八 人類與環境分組報告2 同學分組上台報告

十九 生態實察 挑選學區附近具生態觀察價值的地點，帶同學出外實察並記錄

二十 心得分享 請同學分享課程以及實察心得

二十一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二十二

備註：
1.如欲參加分科測驗的同學，建議選修此門課程。 

 2.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搶救國文

英文名稱： Fight for the enhancement of Chinese 5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複習高中國文學測範圍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序與雜記 序與雜記

二 寓言史傳與小說 寓言史傳與小說

三 議論說明與應用 議論說明與應用

四 諸子思想 諸子思想

五 韻文 韻文

六 現代文學 現代文學

七 期考週 期考週

八 第一~二冊複習 第一~二冊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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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第三~四冊複習 第三~四冊複習

十 第一~四冊複習 第一~四冊複習

十一 第一~五冊複習 第一~五冊複習

十二 模擬試卷(一) 模擬試卷(一)

十三 模擬試卷(二) 模擬試卷(二)

十四 期考週 期考週

十五 模考與檢討 模考與檢討

十六 模考與檢討 模考與檢討

十七 模考與檢討 模考與檢討

十八 模考與檢討 模考與檢討

十九 模考與檢討 模考與檢討

二十 模考與檢討 模考與檢討

二十一 模考與檢討 模考與檢討

二十二 學測複習考 學測複習考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上

英文名稱： The Discussion of Math Entrance Exams (Book I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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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養觀察規律、演算、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三角函數 弧度量的定義,弧長與扇形面積,三角函數的圖形

二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定義域，值域及週期

三 三角函數 和差角公式,倍角公式,半角公式

四 三角函數 正餘弦的疊合,疊合後的頻率,振幅

五 指數函數 指數律,指數函數圖形,指數的應用

六 指對數函數 對數律,對數函數圖形,指對數的應用

七 平面向量
平面上向量的係數積,與加減線性組合,向量的內積,兩向量的夾
角。

八 平面向量
兩向量平行與垂直的判定,正射影柯西不等式,方陣記號,面積與行
列式,克拉瑪公式

九 平面向量 向量的內積,兩向量的夾角,向量的應用

十 空間坐標系
空間的基本性質,點坐標,兩點距離,點到坐標軸或坐標平面的投影,
三垂線定理

十一 空間向量的運算
坐標空間中的向量係數積與加減,線性組合,向量的長度,內積,兩向
量平行與重和

十二 空間向量的運算 兩向量平行與重和,判定兩向量的夾角正射影,面積與行列式

十三 空間向量的運算 柯西不等式

十四 平面方程式 平面的法向量與標準式,兩平面的夾角,點到平面的距離

十五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
空間中直線的參數式與比例式,直線與平面的關係,直線與直線的
關係

十六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
空間中直線的參數式與比例式,直線與平面的關係,直線與直線的
關係

十七 空間中點線面綜合題型 空間中點線面的綜合題型,立體圖形的題型

十八 矩陣的運算與應用
矩陣的定義,矩陣的係數積與加減運算,矩陣相乘,反方陣,線性變
換,二階轉移矩陣

十九 矩陣的運算與應用
矩陣的定義,矩陣的係數積與加減運算,陣相乘,反方陣,線性變換,
二階轉移矩陣

二十 條件機率及其應用
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基本計算,練習列聯表圖與文氏圖來幫助解
題,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

二十一 獨立事件與貝氏定理 事件獨立與否的判定,貝氏定理的應用

二十二 獨立事件與貝氏定理 事件獨立與否的判定,貝氏定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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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讀解上

英文名稱： History Reading (V)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生能正確掌握史料關鍵字及正確解讀文意以提高答題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華夏文明的誕生 多元並立的文化起源

二 華夏文明的誕生 九流十家

三 秦漢至隋唐 學術與信仰

四 秦漢至隋唐 與東亞鄰國的交流

五 唐末至宋代文明的新貌 理學的發展

六 唐末至宋代文明的新貌 庶民生活

七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八 元明清時代的文明蛻變 海上絲路與貿易活動

九 元明清時代的文明蛻變 從理學到心學

十 近現代東亞文明的挑戰 東亞對西力衝擊的挑戰

十一 西方文明的泉源 神與人的約定

十二 西方文明的泉源 希臘文明

十三 西方文明的泉源 羅馬文明

十四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十五 基督教與中古歐洲 基督教世界的形成

十六 基督教與中古歐洲 中古歐洲的宗教與文化

十七 古典文明的復興與創新 復古與改革

十八 古典文明的復興與創新 理性與啟蒙

十九 現代思潮 文化與社會經濟思潮

二十 現代思潮 科學思潮與美國精神

二十一 期末考 期末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邏輯思考與推理上

英文名稱： Logical Thinking and Reasoning (I)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為提升學生對於物理學習興趣，協助降低學習挫折，培養物理正確觀念。 

 1.能理解基本物理問題 2.能學習正確科學知識 3.能培養基本科學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熱學 理想氣體混合問題、理想氣體方均根速率問題。

二 熱學 理想氣體混合問題、理想氣體方均根速率問題。

三 波動 駐波問題、節點腹點問題。

四 波動 駐波問題、節點腹點問題。

五 幾何光學 基本成像問題、視深問題。

六 幾何光學 基本成像問題、視深問題。

七 幾何光學 基本成像問題、視深問題。

八 物理光學 雙狹縫干涉分析、單狹縫繞射分析。

九 物理光學 雙狹縫干涉分析、單狹縫繞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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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物理光學 雙狹縫干涉分析、單狹縫繞射分析。

十一 靜電學 電場問題、基本計算。

十二 靜電學 電場問題、基本計算。

十三 靜電學 電場問題、基本計算。

十四 靜電學 電位問題、基本計算。

十五 靜電學 電位問題、基本計算。

十六 靜電學 電位問題、基本計算。

十七 靜電學 電位能問題、基本計算。

十八 靜電學 電位能問題、基本計算。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大考英文衝刺補強

英文名稱： Analyzing TPC English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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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解的基礎上帶領學生重複刷警專英文歷屆試題，透過深度的思考提升學生的理解能力和深度分析問題的綜合能力。 

 2. 反覆研究出題方式，考察方式，對待策略，做到心中有數，時日長久，解題的能力便能提升上，成績當然跟著進步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口語表達與溝通互動

1. 警專英文總分100分 共考40題 
2. 配分：Q1-30單選一題2分；Q31-40複選一題4分 

 3. 高分重點：Q31-40複選題 
4. 特色：百分之70% 文法概念

二 單字複習策略：難度約同高中英文4000單左右

1. 抽背110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重複刷近六年警專英文單字題 

3. 行有餘力再加碼：近五年學測單字試題解析 
 試題解析：110警專英文

三 單字複習策略：難度約同高中英文4000單左右

1. 抽背110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重複刷近六年警專英文單字題 

3. 行有餘力再加碼：近五年學測單字試題解析 
 試題解析：110警專英文

四 成語解題策略

1. 抽背109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重複率不高，大量廣泛閱讀，看多少算多少 

 3. 試題解析：109警專英文

五 成語解題策略

1. 抽背109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重複率不高，大量廣泛閱讀，看多少算多少 

 3. 試題解析：109警專英文

六 閱讀測驗解題策略: 先看題目再看文章

1. 抽背108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跳讀、看題目、找答案 

 (1) 考大意：找第一段(開頭主題句/結尾主旨句) 
(2) 考細節：找出題幹關鍵字，跳讀並鎖定後，閱讀文中出現位
置的上下文 

 3. 邊讀邊畫線、框住、圈起文中的重點 
 4. 分割長句，標記關鍵轉折詞和時間順序 

 5. 行有餘力再加碼：大量廣泛練習近五年學測閱測，難易度相仿
6. 試題解析：108警專英文

七 閱讀測驗解題策略: 先看題目再看文章

1. 抽背108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跳讀、看題目、找答案 

 (1) 考大意：找第一段(開頭主題句/結尾主旨句) 
(2) 考細節：找出題幹關鍵字，跳讀並鎖定後，閱讀文中出現位
置的上下文 

 3. 邊讀邊畫線、框住、圈起文中的重點 
 4. 分割長句，標記關鍵轉折詞和時間順序 

 5. 行有餘力再加碼：大量廣泛練習近五年學測閱測，難易度相仿
6. 試題解析：108警專英文

八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7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假設語氣：反過去、反現在、反未來 

(1) 反未來：萬一 Should S + V…, S +助(現) + VR/助(過)+ VR 
VR/please 
(2) 反過去：Had it not been for N ＞ Had it not for (X) 
反現在：Were it not for N 

 3. 試題解析：107警專英文
九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7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假設語氣：反過去、反現在、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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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建議類/要求類/命令類/要求類V that S (should) VR… 
建議類/要求類/命令類/要求類N that S (should) VR... 
(4) It is 重要類/必要類/緊急類adj that S (should) VR… 
重要類：important/crucial/critical… 
必要類：essential/imperative … 
緊急類：urgent 
(5) 混搭風：前面反現在、後面反過去；前面反過去、後面反現
在 
3. 試題解析：107警專英文

十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6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副詞子句 

(1) 無論No matter + wh- S V…, S V… 
(2) 凡是(句首，沒有逗點隔開兩句) [Wh-ever V O/S V] = N單+ V
單 
無論 (有逗點隔開前後兩句) Wh-ever S V…., S V… 
3. 試題解析：106警專英文

十一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6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副詞子句-倒裝句 

(1) 否定詞開頭 
(2) Not until + 時間 aux S VR/ It is not until 時間that… 
(3) Only 介+N 
(4) Only adv 子句 
3. 試題解析：106警專英文

十二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抽背105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副詞子句-倒裝句 

(5) Not only…but also S V….：只倒裝前半部，注意後半部語序
維持S V… 
(6) So/Such…. that-clause 如此…以至於… 

 (7) Although 倒裝句：Adj./Adv. + as + S1 + be / V1, S2 + V2 . . . 
 3. 試題解析：105警專英文

十三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5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關代子句 

(1) 非限定用法： N, …. 
(2) 先行詞=前面整件事, which… 
3. 試題解析：105警專英文

十四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10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關代子句 

(3) 關副 what/which 相同處 接不完整子句，代S/O 
相異處 what 前面不會有N 

 [what V+ O/ what S+V] = N單+ V單 
 N [which V+O/which S+V] adj. 子句 

3. 試題解析：110警專英文

十五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10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分詞構句 

(1) V-ing/Vpp…, S V…：記得找主詞，再判斷主、被動 
 (2) In/On/Upon/Despite+ Ving, S V…記得找主詞，再判斷主詞是

否有執行動詞的能力 
3. 試題解析：110警專英文

十六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9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分詞構句 

(3) N + V-ing/Vpp 記得找N，再判斷N是否有執行動詞的能力 
 (4) Having Vpp (主動) v.s. Having been Vpp (被動) 

 3. 試題解析：109警專英文

十七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9警專英文單字Q6-9例句 
 2. 比較級vs. 最高級 

(1) 如何把最高級改寫成比較級 
 S V adj/adv 最高級 of all N複 

 > S V adj/adv 比較級 + any other N單 
= S V adj/adv 比較級 + all the other N複 

 = No other N 單/複皆可 V adj/adv 比較級than S 
 3. 試題解析：109警專英文

十八 文法/句型/多重選擇題：精通必考句型

1. 抽背108警專英文單字Q1-5例句 
 2. 比較級vs. 最高級 

 (2) The adj./adv. 比較級 S V…, the adj./adv. 比較級 S V… 
 3. 試題解析：108警專英文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英文名稱： Civis & Systems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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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帶領孩子進入系統思考的世界，一起探視社會心理、政治、法律與經濟等四面向的連結關係，以掌握解決問題的關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社會心理(一) 認識社會心理面關鍵概念 
  

二 社會心理(二) 認識社會心理面關鍵概念 
  

三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社會心理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四 政治(一)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五 政治(二)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六 政治(三)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七 期中考
期中考 

  

八 政治(四) 認識政治面關鍵概念

九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政治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十 法律(一)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一 法律(二)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二 法律(三)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三 法律(四) 認識法律面關鍵概念 
  

十四 觀念反思
檢視孩子在法律面向的問題解決能力。 

  

十五 經濟(一)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十六 經濟(二)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十七 經濟(二)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十八 經濟(三) 認識經濟面關鍵概念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田徑(六)

英文名稱： Track and Field (6)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熟練田徑之各種基本技能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重量訓練 動作說明與練習

二 重量訓練 動作說明與練習

三 分項訓練 專項技術練習

四 分項訓練 專項技術練習

五 分項訓練 專項技術練習

六 分項訓練 專項技術練習

七 分項訓練 專項技術練習

八 分項訓練 專項技術練習

九 規則解說 短距離項目規則說明

十 規則解說 中距離項目規則說明

十一 規則解說 長距離項目規則說明

十二 規則解說 跳部項目規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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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規則解說 擲部項目規則說明

十四 測驗 檢討與改進

十五 測驗 檢討與改進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讀解

英文名稱： Basic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提升學習成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環境變遷 氣候變遷

二 環境變遷 自然災害與土地退化

三 氣候變遷 國際社會對環境變遷的反應

四 資源與能源 水資源

五 資源與能源 海洋資源

六 資源與能源 能源的利用

七 資源與能源 替代能源的發展

八 人口與糧食 人口成長與人口分布

九 人口與糧食 人口紅利

十 人口與糧食 國際移民

十一 人口與糧食 人口政策的訂定

十二 人口與糧食 全球糧食生產與供應

十三 人口與糧食 糧食問題的對策

十四 人口與糧食 國家糧食政策

十五 無 無

十六 無 無

十七 無 無

十八 無 無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足球(六)

英文名稱： Soccer(6)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選手培訓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傳控球品質
 2.好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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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換時的主導權
4.位置壓制保護
5.溝通
6.強韌防守
7.GK連結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持球 3VS3+2供球者

二 持球 3VS3+2供球者

三 持球 2VS2+2VS2+2F

四 持球 2VS2+2VS2+2F

五 持球 4VS4+2S+1F

六 持球 4VS4+2S+1F

七 持球 6VS6、6球門

八 持球 6VS6、6球門

九 持球 4VS4、線球門

十 持球 4VS4、線球門

十一 球門前攻防 5VS5+1F+GK

十二 球門前攻防 3VS2+GK

十三 球門前攻防 3VS3+GK

十四 球門前攻防 4VS4+1F+GK

十五 球門前攻防 4VS4+1F+GK

十六 球門前攻防 6VS6+GK

十七 球門前攻防 6VS6+GK

十八 球門前攻防 5VS5+2供球者+GK

十九 球門前攻防 5VS5+2供球者+GK

二十 球門前攻防 5VS5+2供球者+GK

二十一 分組比賽 檢視修正缺失

二十二 分組比賽 檢視訓練效果

備註： 選手培訓計足球、田徑兩項目，供體育班學生選擇

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生物下

英文名稱： Advanced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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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高中三年生物所學，與現實生活結合，以應分科測驗所需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自我介紹 了解同學課程需求以及未來規劃

二 高一生物(全)重點整理 結合高一生物(全)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
分組討論。

三 高一生物(全)重點整理 結合高一生物(全)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
分組討論。

四 選修生物(I)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分
組討論。

五 選修生物(I)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分
組討論。

六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七 選修生物(II)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I)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分
組討論。

八 選修生物(II)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I)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分
組討論。

九 植物觀察 操作在之前課程來不及的相關觀察、實驗課程。

十 選修生物(II)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II)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
分組討論。

十一 解決學生目前階段疑難 學生提問，教師解答

十二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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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選修生物(III)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II)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
分組討論。

十四 選修生物(III)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II)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
分組討論。

十五 人體相關科學新知討論 請同學分組報告，互相交流

十六 選修生物(IV)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V)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
分組討論。

十七 選修生物(IV)重點整理 結合選修生物(IV)所學知識，和科學新知、時事做結合，閱讀並
分組討論。

十八 期末考 期末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增廣6

英文名稱： Advanced Mathematic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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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蒐集資料、規劃解題的能力 。 
 二、透過數據的分析和計算，應用所學的工具進一步解決問題。 

三、建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的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Google表單設計 製作支出表、多人回應表、與手機連結

二 Google表單練習 班級點名表單、團購表單、回應表單的關聯處理

三 日期與時間函數 日期處理Date函數(影音)，mid()、date()、now()、日期相減

四 數學函數

1.多條件加總SUMIFS函數 
 2.相乘加總SUMPRODUCT函數 

 3.條件加總SUMIF函數

五 統計函數

1.多條件計數COUNTIFS函數 
 2.多條件平均AVERAGEIFS函數 

 3.佔有率Countif、Count函數 
 4.排名次RANK函數

六 邏輯與條件函數

1.其一符合Or函數 
 2.同時符合And函數 

 3.簡單IF函數 
 4.巢狀IF

七 索引與查閱函數 搜尋資料VLOOKUP函數

八 文字函數
1.處理『複姓』 

 2.抓取文字Left_Right_Mid

九 函數整合應用

1.透過REPLACE函數進行個資加密 
 2.透過IF、MID函數取出性別 

 3.檢查『身份編號』 
 4.動態清單-以郵遞區號為例

十 期中測驗 表單設計與回應資料的整理分析

十一 樞紐分析表

1.樞紐分析表_基礎觀念 
2.樞紐分析表_日期群組 
3.樞紐分析表_多組統計結果

十二 資料驗證與下拉選單 Google資料驗證_下拉選單

十三 google統計圖表製作 記帳表後的圖表、不能貼到Word或ppt的處理

十四 敘述統計資料分析 平均數、變異數、標準差、相關係數、迴歸直線

十五 財務函數 EXCEL財務函數─貸款計算及各期本金及利息計算

十六 複習與綜合應用 網路教學資源分析與探討

十七 複習與綜合應用 綜合作品練習

十八 期末考 期末檢定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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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英文名稱： The Discussion of Math Entrance Exams (Book V-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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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養觀察規律、演算、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分布與統計 離散型隨機變數、期望值、變異數

二 分布與統計 離散型隨機變數、期望值、變異數

三 分布與統計 獨立性、伯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四 分布與統計 二項分布與幾何分布的性質與參數、二項分布與幾何分布的應用

五 數列的極限 數列極限、數列極限的運算性質

六 數列的極限 夾擠定理、重連續複利認識e

七 數列的極限 無窮等比級數、循環小數、符號

八 函數 圖形的對稱性、奇偶性，凹凸性、合成函數、反函數演算及圖形

九 函數的極限
極限的運算性質、連續性、絕對值函數與分段定義函數、介值定

理、夾擠定理

十 微分
導數與導函數的定義切線與導數、微分基本公式及係數積和加減

性質、微分乘法律、除法律、連鎖律。

十一 微分
高階導數、萊布尼茲符號、函數的單調性與凹凸性判定、高次多

項函數的圖形。

十二 微分 一次估計、極值、基本的最佳化問題。

十三 積分 黎曼和與定積分的連結、多項式函數的反導函數與不定積分。。

十四 積分 定積分在面積、位移、總變化量的意涵、微積分基本定理。

十五 積分
連續函數值的平均、圓的面積、球的體積、切片積分法、旋轉體

體積。。

十六 複數 虛根、複數平面

十七 複數 極式、棣美弗等式、單位方根

十八 二次曲線 圓錐曲線發展史、類型

十九 二次曲線 拋物線定義與性質

二十 二次曲線 橢圓定義與性質

二十一 二次曲線 雙曲線定義與性質

二十二 期末考週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讀解下

英文名稱： History Reading (VI)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生能正確掌握史料關鍵字及正確解讀文意以提高答題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印度古典時代 婆羅門教、種姓制度

二 印度古典時代 佛教、印度教

三 中古至當代印度的變遷 錫克教、伊斯蘭教入印

四 中古至當代印度的變遷 英國入印、不合作運動、印巴分治

五 宗教與伊斯蘭世界 古蘭經、聖訓

六 宗教與伊斯蘭世界 伊斯蘭世界的擴張、阿拉伯文學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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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段考 段考

八 近現代伊斯蘭世界的發展 伊斯蘭世界與歐洲、以阿對立

九 近現代伊斯蘭世界的發展 伊斯蘭現代化、聖戰與恐怖主義

十 近代以前的非洲 十六世紀前的非洲重要政權與對外商貿

十一 近代以前的非洲 十六世紀前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傳布

十二 從殖民地到獨立建國 西方對非洲的侵略與殖民、獨立建國運動

十三 從殖民地到獨立建國 獨立後的政局、非洲文化的轉變

十四 期中考 期中考

十五 殖民統治下的中、南美洲 殖民統治、殖民經濟

十六 殖民統治下的中、南美洲 天主教的傳布中、南美洲的族群與社會階層

十七 近現代中、南美洲的發展 英美介入中南美洲、獨立運動

十八 近現代中、南美洲的發展 抗美浪潮、印第安文化的轉變

十九 世界史考題解析 模擬試題演練與解析

二十 世界史考題解析 模擬試題演練與解析

二十一 期末考 期末考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英文名稱： Logical Thinking and Reasoning (II)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為提升學生對於物理學習興趣，協助降低學習挫折，培養物理正確觀念。 

 1.能理解基本物理問題 2.能學習正確科學知識 3.能培養基本科學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電流 基本問題運算、節點與迴路、克希荷夫定律問題。

二 電流 基本問題運算、節點與迴路、克希荷夫定律問題。

三 電流 基本問題運算、節點與迴路、克希荷夫定律問題。

四 電流磁效應 Biot-Savart 定律問題、帶電粒子在磁場中受力問題。

五 電流磁效應 Biot-Savart 定律問題、帶電粒子在磁場中受力問題。

六 電流磁效應 Biot-Savart 定律問題、帶電粒子在磁場中受力問題。

七 電流磁效應 Biot-Savart 定律問題、帶電粒子在磁場中受力問題。

八 電磁感應 法拉第定律、磁通量計算、冷次定律與方向判定。

九 電磁感應 法拉第定律、磁通量計算、冷次定律與方向判定。

十 電磁感應 法拉第定律、磁通量計算、冷次定律與方向判定。

十一 電磁感應 法拉第定律、磁通量計算、冷次定律與方向判定。

十二 電磁感應 法拉第定律、磁通量計算、冷次定律與方向判定。

十三 電磁感應 法拉第定律、磁通量計算、冷次定律與方向判定。

十四 電磁感應 法拉第定律、磁通量計算、冷次定律與方向判定。

十五 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實驗的結果與意義。

十六 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實驗的結果與意義。

十七 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實驗的結果與意義。

十八 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實驗的結果與意義。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備註： 高三彈性學習-全學期授課課程與其餘課程(見選課規劃流程所表列之課程)進行跨班選修，一學期選修2門課(合計2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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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

 

 

 

 

 

 

 

 
體育班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田徑(一上)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Track and Field (I)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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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M5
規劃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3人文素養, H5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田)了解競技運動目標 (田)理解競技運動精神涵養

二 (田)田徑規則 (田)了解項目規則

三 (田)馬克操 (田)提升協調跑步姿勢

四 (田)爆發力訓練 (田)提升爆發力

五 (田)核心肌群訓練 (田)強化肌力

六 (田)加強基本體能 (田)穩固各項技術

七 (田)加強基本體能 (田)穩固基本動做

八 (田)加強心肺能力 (田)提升有氧強度

九 (田)加強心肺能力 (田)提升有氧強度

十 (田)體能測驗 (田)檢視訓練效果

十一 (田)加強技術能力 (田)強化專項技術

十二 (田)加強速耐強度 (田)提升專項體能

十三 (田)加強速耐強度 (田)提升專項體能

十四 (田)模擬比賽 (田)強化技術提升臨場反應

十五 (田)短距離跑 (田)短距離跑

十六 (田)各項技術分析 (田)理解動作流程

十七 (田)金字塔重量訓練 (田)強化爆發力

十八 (田)協調性循環訓練 (田)提升心肺

十九 (田)技術分解訓練 (田)有效技術應用

二十 (田)技術分解訓練 (田)有效技術應用

二十一 (田)技術分解訓練 (田)有效技術應用

二十二 (田)測驗 (田)檢視訓練效果

學習評量： (1)二次測驗成績(第十、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訓練日誌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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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口頭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足球(一上)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Soccer (I)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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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M5
規劃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3人文素養, H5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足)了解競技運動目標 (足)理解競技運動精神涵養

二 (足)了解基本戰術應用 (足) 了解陣型

三 (足)兩人小組戰術 (足)提升基本傳球配合

四 (足)三人小組戰術 (足)學會與隊友搭配

五 (足)三人小組戰術 (足)孰悉搭配技術戰術

六 (足)四人小組配合 (足)孰悉搭配技術戰術

七 (足)五人小組配和 (足)孰悉搭配技術戰術

八 (足)六人小組對抗 (足)融入攻防實做

九 (足)六人小組對抗 (足)融入攻防實做

十 (足)分組比賽測試 (足)檢視學習內容

十一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中路突破

十二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中路突破

十三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中路突破

十四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邊路攻擊

十五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邊路攻擊

十六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半場隊形演練

十七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半場隊形演練

十八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半場隊形演練

十九 (足)後防衛隊型演練 (足)防守戰術應用

二十 (足)後防衛隊型演練 (足)防守戰術應用

二十一 (足)全場隊形演練 (足)融入守門員與防守者

二十二 (足)分組比賽 (足)檢視團隊戰術合作配合

學習評量：

(1)二次測驗成績(第十、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訓練日誌佔 25%。 

 (3)口頭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田徑(一下)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Track and Field (II)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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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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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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5規劃力, 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3探索力, S4實作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
懷), H1同理心, H4感恩心, H5文化涵養, H8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田)了解年度競技運動目標 (田)理解競技運動精神涵養

二 (田)田徑規則 (田) 專項規則應用

三 (田)馬克操 (田)提升協調跑步姿勢

四 (田)爆發力訓練 (田)提升爆發力

五 (田)核心肌群訓練 (田)強化

六 (田)加強基本體能 (田)穩固各項技術

七 (田)加強基本體能 (田)穩固基本動做

八 (田)加強心肺能力 (田)提升有氧強度

九 (田)加強心肺能力 (田)提升有氧強度

十 (田)體能測驗 (田)檢視訓練效果

十一 (田)加強技術能力 (田)強化專項技術

十二 (田)加強速耐強度 (田)提升專項體能

十三 (田)加強速耐強度 (田)提升專項體能

十四 (田)模擬比賽 (田)強化技術提升臨場反應

十五 (田)各項技術分析 (田)理解動作流程

十六 (田)循環訓練 (田)提升基本體能

十七 (田)金字塔重量訓練 (田)強化爆發力

十八 (田)協調性循環訓練 (田)提升心肺

十九 (田)技術分解訓練 (田)有效技術應用

二十 (田)技術分解訓練 (田)有效技術應用

二十一 (田)技術分解訓練 (田)有效技術應用

二十二 (田)測驗 (田)檢視訓練效果

學習評量：

(1)二次測驗成績(第十、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作業成績佔 25%。 

 (3)上台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足球(一下)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Soccer (II)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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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5規劃力, 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3探索力, S4實作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
懷), H1同理心, H4感恩心, H5文化涵養, H8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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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足)了解年度競技運動目標 (足)理解競技運動精神涵養

二 (足)了解基本戰術應用 (足) 陣型

三 (足)兩人小組戰術 (足)提升基本傳球配合

四 (足)三人小組戰術 (足)學會與隊友搭配

五 (足)三人小組戰術 (足)孰悉搭配技術戰術

六 (足)四人小組配合 (足)孰悉搭配技術戰術

七 (足)五人小組配和 (足)孰悉搭配技術戰術

八 (足)六人小組對抗 (足)融入攻防實做

九 (足)六人小組對抗 (足)融入攻防實做

十 (足)分組比賽測試 (足)檢視學習內容

十一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中路突破

十二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中路突破

十三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中路突破

十四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邊路攻擊

十五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邊路攻擊

十六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半場隊形演練

十七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半場隊形演練

十八 (足)中場、前鋒小組配合 (足)半場隊形演練

十九 (足)後防衛隊型演練 (足)防守戰術應用

二十 (足)後防衛隊型演練 (足)防守戰術應用

二十一 (足)全場隊形演練 (足)融入守門員與防守者

二十二 (足)分組比賽 (足)檢視團隊戰術合作配合

學習評量：

(1)二次測驗成績(第十、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作業成績佔 25%。 

 (3)上台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田徑(二上)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Track and Field (III)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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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4表達力, M5規劃力, M6實
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3人文素養, H4感恩
心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田) YO-YO-TEST (田)檢視選手體能

二 (田) 基本體能檢測 (田)爆發力、肌力、敏捷反應速度

三 (田)速度訓練 (田)提升爆發力

四 (田)撐竿跳高 (田)提升基本技術

五 (田)撐竿跳高 (田)提升基本技術

六 (田)短距離跑 (田)穩固跑步技術

七 (田)短距離跑 (田)穩固跑步技術

八 (田)接力跑 (田)提升有氧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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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田)接力跑 (田)提升有氧強度

十 (田)接力跑 (田)提升有氧強度

十一 (田)中距離跑 (田)提升無氧能力

十二 (田)中距離跑 (田)提升無氧能力

十三 (田)長距離跑 (田)提升有氧耐力

十四 (田)長距離跑 (田)提升有氧耐力

十五 (田)基本體能檢測 (田)檢視體能

十六 (田)基本體能檢測 (田)檢視體能

十七 (田)模擬比賽 (田)模擬賽況

十八 (田)模擬比賽 (田)模擬比賽

十九 (田)模擬比賽 (田)模擬比賽

二十 (田)賽後技術分析 (田)檢討賽況

二十一 (田)模擬比賽 (田)模擬賽況

二十二 (田)分組比賽技術分析 (田)檢視訓練效果、了解技術優缺點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一、十六、、廿二週)各佔 25%，共 75%。 
 (2)訓練日誌佔 15%。 

 (3)口頭報告佔 10%。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足球(二上)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Soccer (III)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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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4表達力, M5規劃力, M6實
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3人文素養, H4感恩
心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足) YO-YO-TEST (足)檢視選手體能

二 (足) 基本體能檢測 (足)爆發力、肌力、敏捷反應速度

三 (足)速度訓練 (足)提升爆發力

四 (足)敏捷訓練 (足)提升基本技術

五 (足)傳控球 (足)提升基本技術

六 (足)兩人傳控球 (足)提升傳球技術

七 (足)三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傳球技術

八 (足)三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傳球技術

九 (足)四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技術

十 (足)四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技術

十一 (足)五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技術

十二 (足)五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技術

十三 (足)五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技術

十四 (足)五人小組配合 (足)提升技術

十五 (足)基本體能檢測 (足)檢視體能

十六 (足)基本體能檢測 (足)檢視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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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足)模擬比賽 (足)12碼

十八 (足)模擬比賽 (足)定位球

十九 (足)模擬比賽 (足)模擬比賽

二十 (足)賽後技術分析 (足)檢討賽況

二十一 (足)模擬比賽 (足)12碼

二十二 (足)分組比賽技術分析 (足)檢視訓練效果、了解技術優缺點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一、十六、、廿二週)各佔 25%，共 75%。 
 (2)訓練日誌佔 15%。 

 (3)口頭報告佔 10%。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田徑(二下)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Track and Field (IV)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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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M6
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3探索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同理
心, H5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田)裁判規則 (田)提升專項知識

二 (田)影片賞析 (田)了解各項技術動做特點

三 (田)分組報告、實作 (田)各專項分享

四 (田)重量訓練 (田) 加強肌耐力

五 (田)重量訓練 (田)加強肌耐力

六 (田)技術分解訓練 (田)投擲訓練

七 (田) 爬坡與衝刺 (田)中山公園

八 (田)增強式訓練 (田)重訓75~85%

九 (田)雪橇 (田)負荷70%

十 (田)速度能力技術 (田)強化技術動作

十一 (田)速度能力技術 (田)強化技術動作

十二 (田)起跑訓練 (田)強化動作技能

十三 (田)起跑訓練 (田)強化動作技能

十四 (田) 速耐力訓練 (田)斜坡、長慢跑、階梯訓練

十五 (田) 複習基本動作 (田)維持訓練狀態

十六 (田)測驗 (田)檢視訓練效果

十七 (田)賽後技術分析 (田)分析各專項技術

十八 (田)增強式訓練 (田)提升爆發力

十九 (田)繩梯訓練 (田)提升速度

二十 (田)模擬比賽 (田)心理強化

二十一 (田)模擬比賽 (田)心理強化

二十二 (田)測驗 (田)檢視訓練效果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十六、、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作業成績佔 25%。 

 (3)上台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教育,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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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足球(二下)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Soccer (IV)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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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表達力, M6
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3探索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同理
心, H5文化涵養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足)裁判規則 (足)提升專項知識

二 (足)影片賞析 (足)了解各項技術動做特點

三 (足)分組報告、實作 (足)各專項分享

四 (足)前鋒移位攻擊 (足)提升專項能力

五 (足)前鋒移位攻擊 (足)提升專項能力

六 (足)中場移位攻擊 (足)提升專項能力

七 (足)中場移位攻擊 (足)提升專項能力

八 (足)後衛攻擊傳導 (足)提升專項能力

九 (足)後衛攻擊傳導 (足)提升專項能力

十 (足)中前場攻擊配合 (足)提升專項能力

十一 (足)中前場攻擊配合 (足)提升專項能力

十二 (足)中前場攻擊配合 (足)提升專項能力

十三 (足)中後場攻擊配合 (足)提升專項能力

十四 (足)中後場攻擊配合 (足)提升專項能力

十五 (足)中後場攻擊配合 (足)提升專項能力

十六 (足)分組比賽 (足)檢視訓練效果

十七 (足)賽後技術分析 (足)分析各專項技術

十八 (足)增強式訓練 (足)提升爆發力

十九 (足)繩梯訓練 (足)提升速度

二十 (足)模擬比賽 (足)12碼

二十一 (足)模擬比賽 (足)心理強化

二十二 (足)分組比賽 (足)檢視團隊戰術合作配合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十六、、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作業成績佔 25%。 

 (3)上台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田徑(三上)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Track and Field (V)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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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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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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4表達力, M5規
劃力, 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同理
心, H2社區關懷, H8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田)馬克操 (田)提升技術能力

二 (田)繩梯訓練 (田)提升速度

三 (田)速度與爆發力訓練 (田)重量訓練70﹪~80﹪

四 (田)重量訓練70﹪~80﹪ (田)重量訓練70﹪~80﹪

五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著重在速度練習及個人專門性技術練習。

六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著重在速度練習及個人專門性技術練習。

七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著重在速度練習及個人專門性技術練習。

八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著重在速度練習及個人專門性技術練習。

九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著重在速度練習及個人專門性技術練習。

十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著重在速度練習及個人專門性技術練習

十一 (田)進階技術調整及比賽摸擬。 (田)著重在速度訓練及個人專門技術練習。

十二 (田)分組比賽 (田)檢視訓練成效

十三 (田)技術性輔助運動 (田)斜坡、長慢跑、階梯訓練

十四 (田)技術性輔助運動、斜坡、長慢跑、階梯訓練 (田)斜坡、長慢跑、階梯訓練。

十五 (田)技術性輔助運動。 (田)重量訓練60﹪~70﹪

十六 (田)肌力訓練 (田)補強核心肌群

十七 (田)肌力訓練 (田)補強核心肌群

十八 (田)協調柔軟性培養 (田)滾筒按摩放鬆

十九 (田)協調柔軟性培養 (田)滾筒按摩放鬆

二十 (田)進階技術調整及比賽摸擬。 (田)提升臨場反應

二十一 (田)進階技術調整及比賽摸擬 (田)提升技術表現

二十二 (田)分組比賽 (田)檢視訓練效果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十二、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訓練日誌佔 25%。 

 (3)口頭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足球(三上)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Soccer (V)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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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1洞察力,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4表達力, M5規
劃力, 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懷), H1同理
心, H2社區關懷, H8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足)基本動作 (足)提升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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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足)1VS1防守 (足)提升個人防守能力

三 (足)2VS1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四 (足)2VS2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五 (足)3VS3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六 (足)4VS3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七 (足)4VS4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八 (足)5VS5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九 (足)6VS6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十 (足)6VS6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十一 (足)6VS6防守 (足)提升防守能力

十二 (足)分組比賽 (足)12碼

十三 (足)前場壓迫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十四 (足)中場區域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十五 (足)中場區域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十六 (足)中前場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十七 (足)後場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十八 (足)後場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十九 (足)中後場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二十 (足)中後場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二十一 (足)中後場防守 (足)提升團隊防守能力

二十二 (足)分組比賽 (足)12碼檢視團隊防守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十二、廿二週)各佔 30%，共 60%。 
 (2)訓練日誌佔 25%。 

 (3)口頭報告佔 15%。

對應學群： 資訊,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田徑(三下)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Track and Field (VI)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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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B6創新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5規劃力, 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
懷), H1同理心, H8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田)YO-YO-TEST (田)檢測體能

二 (田)基本體能檢測 (田)檢測體能

三 (田) 鉛球 (田)提升技術

四 (田) 鐵餅 (田)提升技術

五 (田) 鏈球 (田)技術模擬

六 (田) 鏈球 (田)提升技術

七 (田)三級跳遠 (田)提升技術

八 (田)跨欄 (田)提升技術

九 (田) 間歇跑 (田)提升無氧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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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田) 野跑 (田)12KM

十一 (田)法特雷特訓練 (田)中山公園

十二 (田)起跑訓練 (田)強化專項技術

十三 (田)起跑訓練 (田)強化專項技術

十四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提升專項技術

十五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提升專項技術

十六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 (田)提升專項技術

十七 (田)加強速度練習及爆發力 (田)重量訓練80﹪~90﹪

十八 (田)加強速度練習及爆發力 (田)重量訓練80﹪~90﹪

十九 (田)技術訓練 (田)著重專項技能

二十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及比賽摸擬 (田)強化臨場反應

二十一 (田)專門性技術練習及比賽摸擬 (田)強化臨場反應

二十二 (田)測驗 (田)檢視訓練效果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一、二、廿二週)各佔 25%，共 75%。 
 (2)訓練日誌佔 15%。 

 (3)口頭報告佔 10%。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運動戰術應用-足球(三下)

英文名稱： Special Sports Tactics Application-Soccer (VI)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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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Brilliance(多元展能), B2分析力, B3反省力, B4追求力, B5思辨力, B6創新力, Mobility(全球行動力), M1主動力, M3理性討論, M4
表達力, M5規劃力, M6實踐力, Science(科學探究), S1理解力, S2研究力, S4實作力, S5觀察力, S6歸納應用, Humanities(人文關
懷), H1同理心, H8民主雅量

學習目標：

1.如何將專項運動戰術妥善運用團隊合作
 2.專項戰術如何實際運用競賽場上

 3.學會團隊合作榮譽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足)YO-YO-TEST (足)檢測體能

二 (足)基本體能檢測 (足)檢測體能

三 (足)4VS4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四 (足)4VS4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五 (足)5VS4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六 (足)5VS4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七 (足)5VS5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八 (足)5VS5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九 (足)分組比賽 (足) 著重團隊攻守平衡

十 (足)6VS6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十一 (足)6VS6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十二 (足)6VS6攻防 (足)融入守門員

十三 (足)前場隊型演練 (足)融入守門員

十四 (足)前場隊型演練 (足)融入守門員

十五 (足)全場隊型演練 (足)融入守門員

十六 (足)全場隊型演練 (足)融入守門員

十七 (足)全場隊型演練 (足)融入守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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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足)定位球戰術 (足)暗號配合

十九 (足)定位球戰術 (足)暗號配合

二十 (足)定位球戰術 (足)暗號配合

二十一 (足)模擬比賽 (足)強化全隊技術配合

二十二 (足)分組比賽 (足)檢視團隊攻守戰術合作

學習評量：

(1)三次測驗成績(第一、二、廿二週)各佔 25%，共 75%。 
 (2)訓練日誌佔 15%。 

 (3)口頭報告佔 10%。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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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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活動時數 18 18 18 18 18 14

社團活動時數 12 12 12 12 12 12

週會或講座時數 6 6 6 6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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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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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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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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自習群       3 (1) 18 3 (1) 18        

體能訓練群       3 (1) 18 3 (1) 18        

靜態自習群       3 (1) 18 3 (1) 18        

升學準備             9 1 18 9 1 18  

實驗群       3 (1) 18 3 (1) 18        

自主學習 10 1 18 10 1 18 9 1 18 9 1 18        

查找資料群       3 1 18 3 1 18        

選手培訓

足球(二)    1 1 18              

足球(三)       1 1 18           

足球(四)          1 2 18        

足球(五)             1 1 18     

足球(六)                1 3 18  

田徑(一) 1 2 18                 

田徑(二)    1 1 18              

田徑(三)       1 1 18           

田徑(四)          1 2 18        

田徑(五)             1 1 18     

田徑(六)                1 3 18  

足球(一) 1 2 18                 
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搶救國文大作戰3       10 (1) 18           

充實/增廣進階生物下                9 (1) 18  

充實/增廣簡報即戰力       10 (1) 18           

充實/增廣進階生物上             10 (1) 18     

充實/增廣英文全致勝(二下)          10 (1) 18        

充實/增廣英文全致勝(二上)       10 (1) 18           

充實/增廣大考英文練習充實             10 (1) 18     

充實/增廣大考英文衝刺補強                9 (1) 18  

充實/增廣地球科學素養試題探討研究(二)       10 (1) 18           

充實/增廣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下                9 (1) 18  

充實/增廣地理專題培訓       10 (1) 18           

充實/增廣數學模擬試題研討上             10 (1) 18     

充實/增廣搶救國文大作戰4          10 (1) 18        

充實/增廣經典名著看世界 9 (1) 18                 

充實/增廣台南景點英文導覽 9 (1) 18 10 (1) 18              

充實/增廣英文全致勝       10 (1) 18 10 (1) 18        

充實/增廣悅讀臺灣       10 (1) 18 10 (1) 18        

充實/增廣數學增廣3       10 (1) 18           

充實/增廣數學增廣4          10 (1) 18        

充實/增廣數學增廣6                9 (2) 18  

充實/增廣歌詞中的文學與想像    10 (1) 18              

充實/增廣數學升學試題研討(第一冊)       10 (1) 18           

補強性 歷史讀解(一上) 9 (1) 18                 

補強性 地球科學總複習             10 (1) 18     

補強性 地理讀解                9 (1) 18  

補強性 搶救國文             10 (1) 18     

補強性 物理中的數學(上)       10 (1) 18           

補強性 邏輯思考與推理上             10 (1) 18     

補強性 邏輯思考與推理下                9 (1) 18  

補強性 物理生活 9 (1) 18 10 (1) 18              

補強性 歷史讀解上             10 1 18     

補強性 歷史讀解下                9 1 18  

補強性 化學問事館(上)       10 1 18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補強性 歷史讀解(一下)    10 (1) 18              

補強性 歷史讀解(二上)       10 (1) 18           

補強性 化說從頭 — 化學基礎觀念演繹班9 1 18 10 1 18              

補強性 數學充實4          10 (1) 18        

補強性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上             10 (1) 18     

補強性 英文全致勝(二上)       10 (1) 18           

補強性 英文全致勝(二下)          10 (1) 18        

補強性 地理升學試題研討             10 (1) 18     

補強性 公民升學試題研討下                9 (1) 18  

補強性 數學充實3       10 (1) 18           

補強性 數光乍現(一) 9 (1) 18                 

補強性 數光乍現(二)    10 (1) 18              

補強性 數光乍現(三)       10 (1) 18           

補強性 搶救國文大作戰3       10 (1) 18           

補強性 搶救國文大作戰4          10 (1) 18        

補強性 化學全方位增能             10 (1) 18 9 (1) 18  

週期性授課
充實/增廣探索教育 9 1 9 9 1 9              

充實/增廣職涯探索 9 1 9 9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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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際球類

競賽
班級比賽  2  2   4 提昇學生運動風氣，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及養成良好運動習慣，加強

班級團隊合作精神。

班際啦啦

隊競賽
班級比賽   1    1 提升學生健康體能、展現青年學生的活力，觀摩舞藝技巧，增進團

隊合作精神。

班際健康

操比賽
班級比賽 1      1 推動校園健身風氣，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及養成良好運動習慣，加強

班級團隊合作精神。

水彩寫生

比賽
個人報名參賽  4  4  4 12 增進學生對人文藝術之涵養。

班際游泳

比賽
班級比賽 2  2  2  6

提昇學生游泳及水上活動能力，並加強學生水域活動安全知識，強

化學生水上活動自救與救人技能，促進同學身心健康及養成良好運

動習慣，加強班級團隊合作精神。

榕園音樂

會

由對音樂表演有興趣及才華的老

師與學生們自由報名參加遴選後

展演
2  2  2  6

提供具有音樂才藝的學生展現才藝的舞台，藉以提升學生之音樂涵

養。

北中佳中

聯合音樂

會

由本校管樂隊和附近佳里國中管

樂隊合辦聯合音樂會展演
 3  3  3 9

提供在地具有音樂才藝的學子展現才藝的舞台。推動社區民眾欣賞

音樂的興趣，藉以提升社區和諧優雅的音樂氣質，落實音樂教化的

功能。

鹽分地帶

贈書活動

邀請鹽分地帶作家一同分享鹽分

地帶的文學創作
 1  1  1 3 增進在地人對於本地鹽分地帶的了解，並希冀透過贈書活動，讓北

中圖書館成為典藏鹽分地帶文學作品最齊全、最豐富的圖書館。

校慶園遊

會
由各班學生自行籌備  1  1  1 3 展現青年學生統籌及規劃的能力，增進團隊合作精神。

運動會繞

場活動
由各班學生自行設計  1  1  1 3 展現青年學生的活力，增進團隊合作精神。

環境教育

講座

邀請與環境議題相關人士分享環

境議題
2 2 2 2 2 2 12 增進學生對環境覺知、技能、行動及價值觀。

健康促進

講座
邀請相關人士分享健康促進議題 1 1 1 1 1 1 6 建立學生正確的健康觀念，並培養學生健康知識與技能，以期讓學

生達到健康的生活型態。

環保體驗

營

邀請相關人士帶領學生體驗如何

從日常生活中做環保
1 1     2 透過實際體驗動手做等活動，增進學生對環境覺知、技能、行動及

價值觀。

憂鬱自殺

防治課程
請輔導教師入班進行  1  1   2 啟發生命智慧、促進學生熱愛並發展個人獨特的生命。

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
分班群開設  2 1    3 提升性別平等意識、促進實質平等。

職業達人 講座 1 1 1 1 1 1 6 讓學生學習成功經驗、肯定自我價值並找到個人特色與定位。

校友學習

經驗分享
講座 1 1 1 1 1 1 6 讓學生學習成功經驗、肯定自我價值並找到個人特色與定位。

大學校系

簡介
講座 1 1 1 1 1 1 6 促進學生認識自我，強化生涯探索，落實適性發展。

大學參訪 講座 1 1 1 1 1 1 6 促進學生認識自我，強化生涯探索，落實適性發展。

大學多元

入學管道

介紹

分班群開設 2      2 促進學生認識自我，強化生涯探索，落實適性發展。

學習歷程

檔案說明
分班群開設 2      2 促進學生認識自我，強化生涯探索，落實適性發展。

生涯測驗

與解釋
分班群開設 2      2 促進學生認識自我，強化生涯探索，落實適性發展。

預見自己

(生涯探索) 分班群開設 6      6 促進學生認識自我，強化生涯探索，落實適性發展。

家庭教育 分班群開設  2     2 增進家人關係與提升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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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含高一、高二及高三選課(組)流程】
 

（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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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9/06/19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2 109/07/16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一學期：109/08/05

 第二學期：1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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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期：109/08/31
 第二學期：110/02/17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一學期：109/09/07
 第二學期：110/02/24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1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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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rx4Zqy

(二)生涯探索：

本校結合校內外產業及學術資源，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茲將實施期程與內容分述如下： 
1.高一階段： 藉由學校特色課程授課，提升學生對於自我概念與未來職涯發展的認識。 
2.高二階段：結合周邊大專院校學術資源，開設 18 學群對應之選修課程，使學生選擇有興趣的課程，增進其對於大學科系的認識。 
3.高三階段：結合校內外資源，針對學生進行志願選填的個別與班級輔導。 
4.高中三年階段定期實施： 

 (1)由課程諮詢教師協同輔導教師，對於生涯抉擇困擾的學生進行個別諮詢或輔導，藉由討論協助學生進行生涯定向發展。 
 (2)辦理真人圖書館與生涯講座，經由業師到校與學生分享生涯抉擇歷程與執業概況，除了讓學生能夠了解職場，並且讓學生從楷模的經驗中學習

生涯發展所需之技能與態度。

(三)興趣量表：

1.高一階段：於高一上學期實施興趣或性向測驗，並解釋測驗結果，提供學生作為分流的參考。 
 2.高三階段：於高三生涯規劃課程實施興趣測驗，並進行測驗結果說明，提供學生作為未來抉擇科系參考。

(四)課程諮詢教師：

由課程諮詢遴選會議選出課程諮詢教師4位

(五)其他：

1.選課宣導說明：透過課程，帶領學生認識 18 學群並探索興趣，並在整合導師、輔導教師等資源下，辦理選課宣導及說明會，說明選課流程、選
課積分等相關措施。 
2.選修課程簡介：針對開設之選修課程，提供書面簡介，以提供同學家長選課參考。 
3.個人選修制度：每位學生皆可依自己志願選填，以班級數的1.5倍為開設選修課程，使教師人力運用更具彈性。 
4.積分選修制度：採用學生志願序選課方式進行選課，學校考量教室容量教師人力等因素限制，若學生無法完全按照理想志願而以較後志願分發
上課時，將給予學生選課積分做為補償，選課積分可留存於任一學期選課時任意組合使用於選課志願，如此可有效掌握多元選修課程開課狀況，

亦給學生學習如何妥善運用手中資源的機會，為本校特有選課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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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一、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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