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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私立延平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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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班   

聯絡人 
處室 教務處 電話 02-27071478#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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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班：107 年 5 月 28 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通過 

 

 

 

 

 

 

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等級名稱 群別名稱 科系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8 400 8 400 8 400 24 1200 

合計 8 400 8 400 8 400 24 1200 

 

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8 50 

合計 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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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本校以以「培養具關鍵能力、國際視野、多元創新與人文關懷的延平人」為願景。 

為培育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的二十一世紀優質公民，本校由「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提升教師專業素養」、「建構安全友善校園」、「調整學校基本架構」、「繼續落實內控

制度」及「倡導博雅校園文化」等面向著手，積極推動「提升專業，活化教學」、「宏觀視

野，拓展未來」、「多元活動，潛能開發」、「生涯探索，深度學習」等校務工作，讓延平

的教育得以符應社會潮流、呼應時代特色，與社會相輔相成，在屬於我們的位置上持續輝煌

創辦人的辦學初衷。在教學上藉由完善齊全的教學規劃，開設符合十二年國教的校訂必修課

程、選修課程及彈性學習教學內容，並且精益求精運用未來學的專業，膽大而悉心地琢磨，

以可能的未來（possible future）、可見的未來（probable future）、及可欲的未來（preferable 

future）三個向度落實前瞻工作，發揮全人教育功能，引導學生從多元選擇進路中發揮潛能，

適性揚才，培養出關鍵能力、國際視野、多元創新與人文關懷的未來「優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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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 

 

 

本校以培育「培養具關鍵能力、國際視野、多元創新與人文關懷的延平人」為目標，故以此

為發想，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素養與學校教師的專業規劃，透過「主動探索」與

「多元學習」、「宏觀視野」與「國際關懷」、「團隊合作」與「博雅兼備」、「創新思

考」與「終身學習」等八個面向分別實踐延平人的「關鍵能力」、「國際視野」、「人文關

懷」、「多元創新」等四個願景，期許讓學生在優質的環境中成長茁壯成為理想中的延平

人。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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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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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12 月 22 校務委員會議訂定 

103 年 05 月 12 日課發會修訂 

105 年 10 月 3 日課發會修訂 

107 年 6 月 11 日配合新課綱重新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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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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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目標： 

(一)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結構、實施模式與可行辦法。 

(二)探討實施學校本位課程時，可能遭遇的問題與解決策略。 

(三)建立教師發展、設計教學新課程的知能，增進教師專業自主能力。 

(四)發展學校共同願景，建立學習型學校的組織，實現教育改革的理想。 

三、工作職責： 

(一)充分考量學校條件、家長期望、學生需求、社區特性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發展

學校本位課程，審慎規劃全校總體課程計畫。 

(二)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將全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送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備查。 

(三)研商各學習領域之學習時數及彈性學習時數。 

(四)研究設計課程與教學的評鑑。 

(五)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 

(六)協助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之發展，協調各學習領域課程無法議決之事項。 

(七)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四、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與職掌：本委員會設委員三十八人，均為無給職。(委員名單如

附圖) 

(一)召集人：校長。 

(二)學校行政人員：由教務主任、圖書館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外語中心主任、教學

組長、註冊組長、研發組長、設備組長、社團活動組長擔任之，共計 10 人；並由教務主任

兼任執行秘書。 

(三)領域/科目教師：由各領域/科目代表擔任之，其中國文科代表 3 人、英文科代表 3 人、數

學科代表 3 人、自然科代表 5 人、社會科代表 4 人、藝能科代表 3 人、國防科代表 1 人、特

教領域代表 1 人，共計 23 人。 

(四)教師會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 1 人擔任之。 

(五)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 1 人擔任之。 

(六)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1 人擔任之。 

(七)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 1 人擔任之。 

五、本會組織下設「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課程小組」，小組負責人為教學組長，組員為生涯發

展教育承辦人及各領域召集人。本小組負責生涯發展教育議題及課程之推動與融入教學。 

六、本會各領域委員代表之任期為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當年之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

一日止) 

七、本會定期召開會議，以三月、五月、十月、十二月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唯得視事實需要

召開臨時會議，或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研討。 

八、本會開會時，須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若超過二分之一且未達三分之二同意則呈請主任委員裁決之。 

九、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由校長公告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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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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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特色說明 

一、規劃適性的課程計畫，並設計「以學生為主體，針對值得學習的主題進行深入性研究，

以其對此主題獲得更深更廣瞭解的教學活動。」 

二、加深加廣選修規劃：學校積極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學生於高二開始

適性分組，雖然各科內容均有部分刪減，但為使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理解更有系統性，學校亦

於高二開始開設各科加深加廣選修；再者，分組後的學生應該以專長為導向，不只學得廣，

也要能學得更深入，是以開設較多時數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一)一類學群開設較多的語文領域及社會領域課程，但配合學校特色發展，因此亦開設科技

領域課程。 

(二)二類學群開設較多的數學領域及自然領域課程，除配合學校特色發展，開設科技領域課

程之外，亦開設藝術領域課程，陶冶學生性情。 

(三)三類學群開課狀況類似二類學群，單在自然領域增加更多的生物選修課程，是以專長訓

練為目的。 

三、彈性學習時間規劃：學校對於性學習時間安排有自主學習、專題講座、多元競賽及閱讀

課程。 

(一)學生自主學習：安排於高一上及下學期各 9 節，期望盡早引導學生能自己規劃學習及生

活歷程。 

(二)專題講座：安排於高一及高二，讓學生能涉獵課堂上未教授的知識。 

(三)多元競賽：安排於高一及高二，藉由競賽過程培養學生團體合作能力，並豐富學生的學

習歷程。 

(四)閱讀：最後安排選手培訓時間，讓各領域競賽選手能有充分時間做訓練，且不致於影響

課業，但畢竟選手人數相對較少，是以安排其他學生進行閱讀課程，以培養閱讀及素養導向

能力。基於此安排，期望能讓學生均得以適性發展，並能豐富學習歷程。 

 

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一、普通班 

班別：普通班（班群 A）：一類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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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分組：高二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 B (4) (4)     
適性分組：高二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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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2 2 2 0     6 
  

  

公民與社會 2 2 0 2     6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0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A。 

物理跨化學 

化學 0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

程 B。 

化學跨物理跨生物 

生物 2 0 0 0     2 
  

  

地球科學 0 2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1 1 1 1 4 
  

  

美術 1 1 1 1 0 0 4 
  

  

藝術生活 0 0 0 0 1 1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0 0 1 1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2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1 1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8 28 23 21 12 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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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3 3 2 2 14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2 2 3 3 16 
  

  

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8 26 17 11 148 
  

  

校訂必

修 

專題探究 英語會話 1 1 0 0 0 0 2   

跨領域/科目

專題 

跟 TED 學表

達 
0 0 0 0 0 2 2   

議題式國際教

育 
0 0 1 1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1 1 0 2 6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1 1 0 0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2 0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8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0 0 0 3 0 0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0 0 0 0 3 0 3   

空間資訊科技 0 0 0 3 0 0 3   

社會環境議題 0 0 0 0 0 3 3   

現代社會與經

濟 
0 0 0 0 3 0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0 0 0 0 0 3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0 0 0 0 0 2 2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0 0 2 0 0 0 2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0 0 2 0 0 0 2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0 0 (1) 0 0 0 0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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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1) (1) 0 0 0   

健康與體育領

域 
運動與健康 0 0 0 0 (1) (1) 0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級日語 0 (1) 0 0 0 0 0   

專題探究 

進階化學(實) 0 0 (1) 0 0 0 0   

進階生物 0 0 0 (1) 0 0 0   

進階數學 0 0 (1) 0 0 0 0   

微觀生物學 0 0 0 0 (1) (1) 0   

懂化學，保安

全-時事中的

化學 

(1) 1 (1) (1) (1) (1) 1   

細說程式-P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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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窮『紙』盡 0 0 0 0 (1) (1) 0   

Space School 

太空科技模擬 
0 0 0 (1) 0 0 0   

一起讀判決

(法律文書之

讀與寫) 

0 0 0 (1) 0 0 0   

巨觀生物學 0 0 0 0 (1) (1) 0   

基礎數學競賽

教程 
0 (1) 0 0 0 0 0   

從 Google Eart

h 看世界 
0 0 (1) 0 0 0 0   

半導體物理概

論 
0 0 0 0 (1) (1) 0   

進階化學(直) 0 0 (1) 0 0 0 0   

進階物理 0 0 0 (1) 0 0 0   

數學無所不在 (1) (1) 1 (1) (1) (1) 1   

通識性課程 

21 世紀現代

公民素養之

「人權面面

觀」 

(1) (1) (1) (1) (1) 1 1   

財經視野講座 0 0 0 (1) 0 0 0   

戲曲藝術、文

化與欣賞 
0 0 0 0 (1) (1) 0   

聲情化語學經

典 
0 0 0 0 (1) (1) 0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1) (1) (1) (1) (1) (1) 0   

PowerPoint 簡

報設計認證 
(1) (1) (1) (1) (1) 1 1   

Word 文書處

理認證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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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與現代生

活 
0 0 0 0 (1) (1)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動手 FUN 科

學 
(1) (1) (1) 1 (1) (1) 1   

律出動感及健

康 
(1) (1) (1) (1) 1 (1) 1   

幻想成真：3

D 建模與列印 
0 0 0 (1) 0 0 0   

動手做，做中

學 
(1) (1) (1) (1) 1 (1) 1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大安二三事 1 (1) (1) (1) (1) (1) 1   

自然而然 (1) (1) (1) (1) (1) (1) 0   

大學預修課程 

心理學世界探

索 
(1) (1) (1) (1) 1 (1) 1   

初階簡報技巧 (1) (1) (1) (1) (1) (1) 0   

跨領域/科目

統整 

數學與文學的

四手聯彈 
0 0 (1) 0 0 0 0   

叫我馬拉拉：

一馬當先，改

變世界的女孩 

0 (1) 0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6 8 18 22 56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班別：普通班（班群 B）：二類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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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分組：高二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 B (4) (4)     
適性分組：高二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2 2 2 0     6 
  

  

公民與社會 2 2 0 2     6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0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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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A。 

物理跨化學 

化學 0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

程 B。 

化學跨物理跨生物 

生物 2 0 0 0     2 
  

  

地球科學 0 2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1 1 1 1 4 
  

  

美術 1 1 1 1 0 0 4 
  

  

藝術生活 0 0 0 0 1 1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0 0 1 1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2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1 1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8 28 23 21 12 6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3 3 2 2 14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2 2 3 3 16 
  

  

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8 26 17 11 148 
  

  

專題探究 英語會話 1 1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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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跟 TED 學表

達 
0 0 0 0 0 2 2   

議題式國際教

育 
0 0 1 1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1 1 0 2 6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2 0 0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2 0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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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0 0 (1) 0 0 0 0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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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0 0 2 0 2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0 0 1 1 0 0 2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0 2 2   

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 
0 0 0 0 0 2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運動與健康 0 0 (1) (1) 0 0 0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級日語 0 (1) 0 0 0 0 0   

專題探究 

一起讀判決

(法律文書之

讀與寫) 

0 0 0 (1) 0 0 0   

細說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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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生物 0 0 0 (1) 0 0 0   

進階化學(實) 0 0 (1) 0 0 0 0   

進階數學 0 0 (1) 0 0 0 0   

微觀生物學 0 0 0 0 (1) (1) 0   

數學無所不在 (1) (1) 1 (1) (1) (1) 1   

無窮『紙』盡 0 0 0 0 (1) (1) 0   

從 Google 

Earth 看世界 
0 0 (1) 0 0 0 0   

基礎數學競賽

教程 
0 (1) 0 0 0 0 0   

巨觀生物學 0 0 0 0 (1) (1) 0   

半導體物理概

論 
0 0 0 0 (1) (1) 0   

Space School 

太空科技模擬 
0 0 0 (1) 0 0 0   

懂化學，保安

全-時事中的

化學 

(1) 1 (1) (1) (1) (1) 1   

進階物理 0 0 0 (1) 0 0 0   

進階化學(直) 0 0 (1) 0 0 0 0   

通識性課程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1) (1) (1) (1) (1) (1) 0   

PowerPoint 簡

報設計認證 
(1) (1) (1) (1) (1) (1) 0   

Word 文書處

理認證 
(1) (1) (1) (1) (1) (1) 0   

財經視野講座 0 0 0 (1) 0 0 0   

數學與現代生

活 
0 0 0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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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藝術、文

化與欣賞 
0 0 0 0 (1) (1) 0   

聲情化語學經

典 
0 0 0 0 (1) (1) 0   

21 世紀現代

公民素養之

「人權面面

觀」 

(1) (1) (1) (1) 1 (1) 1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幻想成真：

3D 建模與列

印 

0 0 0 (1) 0 0 0   

律出動感及健

康 
(1) (1) (1) (1) (1) (1) 0   

動手做，做中

學 
(1) (1) (1) (1) (1) (1) 0   

動手 FUN 科

學 
(1) (1) (1) 1 (1) (1) 1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大安二三事 1 (1) (1) (1) (1) (1) 1   

自然而然 (1) (1) (1) (1) (1) (1) 0   

大學預修課程 

心理學世界探

索 
(1) (1) (1) (1) (1) (1) 0   

初階簡報技巧 (1) (1) (1) (1) 1 (1) 1   

跨領域/科目

統整 

叫我馬拉拉：

一馬當先，改

變世界的女孩 

0 (1) 0 0 0 0 0   

數學與文學的

四手聯彈 
0 0 (1)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6 8 18 22 56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班別：普通班（班群 C）：三類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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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分組：高二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 B (4) (4)     
適性分組：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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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2 2 2 0     6 
  

  

公民與社會 2 2 0 2     6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0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A。 

物理跨化學 

化學 0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

科學探究與實作課

程 B。 

化學跨物理跨生物 

生物 2 0 0 0     2 
  

  

地球科學 0 2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1 1 1 1 4 
  

  

美術 1 1 1 1 0 0 4 
  

  

藝術生活 0 0 0 0 1 1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0 0 1 1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2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1 1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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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學分數小計 28 28 23 21 12 6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3 3 2 2 14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2 2 3 3 16 
  

  

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8 26 17 11 148 
  

  

校訂必

修 

專題探究 英語會話 1 1 0 0 0 0 2   

跨領域/科目

專題 

跟 TED 學表

達 
0 0 0 0 0 2 2   

議題式國際教

育 
0 0 1 1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1 1 0 2 6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2 0 0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2 0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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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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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0 0 0 0 1 1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0 0 0 0 0 2 2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0 0 1 1 0 0 2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0 0 2 0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0 0 0 2 2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2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0 0 (1) 0 0 0 0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1) (1) 0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0 0 (2) 0 0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0 0 0 0 0 (2) 0   

進階程式設計 0 0 (1) (1) 0 0 0   

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 
0 0 0 0 0 (2) 0   

健康與體育領

域 
運動與健康 0 0 0 0 (1) (1) 0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級日語 0 (1) 0 0 0 0 0   

專題探究 

Space School 

太空科技模擬 
0 0 0 (1) 0 0 0   

一起讀判決

(法律文書之

讀與寫) 

0 0 0 (1) 0 0 0   

半導體物理概

論 
0 0 0 0 (1) (1) 0   

巨觀生物學 0 0 0 0 (1) (1) 0   

基礎數學競賽

教程 
0 (1) 0 0 0 0 0   

從 Google 

Earth 看世界 
0 0 (1) 0 0 0 0   

細說程式-

Python 
0 0 0 0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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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紙』盡 0 0 0 0 (1) (1) 0   

進階化學(直) 0 0 (1) 0 0 0 0   

進階化學(實) 0 0 (1) 0 0 0 0   

進階生物 0 0 0 (1) 0 0 0   

進階物理 0 0 0 (1) 0 0 0   

進階數學 0 0 (1) 0 0 0 0   

微觀生物學 0 0 0 0 (1) (1) 0   

懂化學，保安

全-時事中的

化學 

(1) 1 (1) (1) (1) (1) 1   

數學無所不在 (1) (1) 1 (1) (1) (1) 1   

通識性課程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1) (1) (1) (1) (1) (1) 0   

21 世紀現代

公民素養之

「人權面面

觀」 

(1) (1) (1) (1) 1 (1) 1   

PowerPoint 簡

報設計認證 
(1) (1) (1) (1) (1) (1) 0   

Word 文書處

理認證 
(1) (1) (1) (1) (1) (1) 0   

財經視野講座 0 0 0 (1) 0 0 0   

數學與現代生

活 
0 0 0 0 (1) (1) 0   

戲曲藝術、文

化與欣賞 
0 0 0 0 (1) (1) 0   

聲情化語學經

典 
0 0 0 0 (1) (1)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幻想成真：

3D 建模與列

印 

0 0 0 (1) 0 0 0   

律出動感及健

康 
(1) (1) (1) (1) (1) (1) 0   

動手做，做中

學 
(1) (1) (1) (1) (1) (1) 0   

動手 FUN 科

學 
(1) (1) (1) 1 (1) (1) 1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大安二三事 1 (1) (1) (1) (1) (1) 1   

自然而然 (1) (1) (1) (1) (1) (1) 0   

大學預修課程 

心理學世界探

索 
(1) (1) (1) (1) (1) (1) 0   

初階簡報技巧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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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科目

統整 

叫我馬拉拉：

一馬當先，改

變世界的女孩 

0 (1) 0 0 0 0 0   

數學與文學的

四手聯彈 
0 0 (1)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6 8 18 22 56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 

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一、探究與實作課程 

(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A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科目： 物理、化學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使學生在生活中探究科學。 

2.利用科學方法去探究問題。 

3.結合探究、動手自己做，論證與報告撰寫和分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彈力四射 1 -觀察不同製

程的彈力球  

1.觀察現象:觸摸感覺彈力球的材質，測

試彈性。 

2.提出問題:以物理觀點和化學觀點來嘗

試對這些彈力球做分類，並陳述自己的

分類依據。  

第二週 
彈力四射 2 -嘗試自製彈

力球(無硼砂)  

1.蒐集資料:上網和查閱書籍。 

2.試用已學過的學科知識去印證製備方

法。  

第三週 
彈力四射 3 -自製彈力球

(無硼砂)  

1.規劃與研究:購買材料與設計實驗步

驟。 

2.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實驗並製成彈力

球。 

3.以同樣等量的材料脫水後製成的彈力

球，測量其質量。  

第四週 
彈力四射 4 -試定義彈力

球的彈性  

1.觀察現象:往不同方向丟丟看，觀察各

種拋體運動。 



22 

2.形成問題:用相同方式丟球的時候，每

位同學的球反彈程度不同。 

3.設計實驗:如何將彈力球的反彈程度量

化測量並呈現。  

第五週 彈力四射 5 -彈彈看  

1.在同樣高度的條件下，測定彈力球連

續兩次的反彈高度。 

2.分析反彈高度跟彈力球成份(脫水程

度)的關係。  

第六週 彈力四射 6 -表達與分享  

1.製作實驗影片並上台報告。 

2.傾聽別組的報告並提出建議。 

3.反思探究成果的應用性，並提出改善

方案。  

第七週 
彈力四射 7 -嘗試自製彈

力球(有硼砂)  

1.蒐集資料:上網和查閱書籍。 

2.試用已學過的學科知識去印證製備方

法。  

第八週 
彈力四射 8 -自製彈力球

(有硼砂)  

1.規劃與研究:購買材料與設計實驗步

驟，並注意硼砂對人體的影響，找出降

低危險性的製程。 

2.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實驗並製成彈力球

數個。 

3.以同樣等量的材料脫水後製成的彈力

球，測量其質量。  

第九週 彈力四射 9 -彈彈看  

1.觀察現象:往不同方向丟丟看，觀察各

種拋體運動。 

2.形成問題:用相同方式丟球的時候，每

位同學的球反彈程度不同。 

3.設計實驗:如何將彈力球的反彈程度量

化測量並 

呈現。  

第十週 
彈力四射 10 -試定義彈

力球的彈性  

1.在同樣高度的條件下，測定彈力球連

續兩次的反彈高度。 

2.分析反彈高度跟彈力球成份(脫水程

度)的關係。  

第十一週 
彈力四射 11 -表達與分

享  

1.製作實驗影片並上台報告。 

2.傾聽別組的報告並提出建議。 

3.反思探究成果的應用性，並提出改善

方案。  

第十二週 
彈力四射 12 -嘗試自製

超強彈力球  

1.蒐集資訊並討論如何增強有硼砂的彈

力球的彈性。 

2.設計改良彈力球的實驗步驟。  

第十三週 
彈力四射 13 -自製超強

彈力球  

1.購買改良彈力球所需的材料。 

2.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實驗並製成超強彈

力球。 

3.測量改良後的彈力球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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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彈力四射 14 -我們來彈

彈看  

1.觀察現象:往不同方向丟丟看，觀察各

種拋體運動。 

2.形成問題:用相同方式丟球的時候，每

位同學的球反彈程度不同。 

3.設計實驗:如何將彈力球的反彈程度量

化測量並 

呈現。  

第十五週 
彈力四射 15 -試定義彈

力球的彈性  

1.在同樣高度的條件下，測定彈力球連

續兩次的反彈高度。 

2.分析反彈高度跟彈力球成份的關係。  

第十六週 
彈力四射 16 -論證與建

模  

1.分析三種彈力球的反彈數據。 

2.解釋三種彈力球的彈性與材質的關

係。 

3.以學到的學科知識分組討論並嘗試提

出解釋。  

第十七週 
彈力四射 17 -表達與分

享  

1.製作實驗影片並上台報告。 

2.傾聽別組的報告並提出建議。 

3.反思探究成果的應用性，並提出改善

方案。  

第十八週 
彈力四射 18 -評價與省

思  

1.購買坊間彈力球半成品。 

2.製作並測試彈性。 

3.與自製彈力球做對照比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自製彈力球的影片、書面報告、自製成品評鑑、上台報告  

對應學群： 數理化、地球環境、大眾傳播  

備註： 

預期效益： 

以物理與化學觀點探索研究彈力球背後的科學原理，建構數種不同方法自製彈

力球，繼以物理觀點測量能量散失百分比，引導學生定義恢復係數，並以科學

方法探討如何改善製作方法，最後上台分享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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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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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使學生在生活中探究科學。 

2. 利用科學方法去探究問題。 

3. 結合探究、動手自己做，論證與報告撰寫和分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膠體世界 1 -觀察膠體  

1.觀察現象：日常生活中，各種膠體溶

液的現象與應用。 

2.提出問題：什麼是膠體溶液？形成膠

體溶液的條件是什麼？ 

 

第二週 
膠體世界 2 -設計實驗判

斷是否為膠體  

1.探究問題：如何設計實驗，探討不同

膠體溶液的性質。 

2.規劃與研究：討論實驗設計並進行實

驗，收集實驗結果。  

第三週 
膠體世界 3 -陳述探究成

果與分析成敗原因  

1.解釋與推理：整理實驗數據後做出比

較表與圖表，依據實驗結果解釋原因並

提出最佳實驗方法。 

2.表達與分享：各組上台分享並說明成

功或失敗的原因。  

第四週 
膠體世界 4 -設計實驗量

測折射率  

1.觀察現象：觀察光線在膠體溶液中的

路徑。 

2.規劃與研究：討論實驗設計，如何測

定光的折射率。  

第五週 膠體世界 5 -實驗操作  
1.實際操作：操作並記錄實驗結果，分

析數據。  

第六週 
膠體世界 6 -分享經驗與

討論  

1.解釋與推理：整理實驗數據後做出比

較表與圖表，依據實驗結果解釋原因並

提出最佳實驗方法。 

2.表達與分享：各組上台分享並說明成

功或失敗的原因。  

第七週 
膠體世界 7 -觀察各種起

士  

1.觀察現象：觀察生活中不同種類的起

士(可去超市拍照或自己帶起司來校) 。 

2.蒐集資料：上網找不同種類的起司。  

第八週 膠體世界 8 -分類起士  

1.觀察並研究網路與書籍對起司分類的

依據。 

2.各組討論並規劃如何分類起士。 

3.各組實際分類起士。 

4.分組上台分享「分類起士」的依據並

共同評價分類的合理性。  

第九週 
膠體世界 9 -以化學方法

建構自製起士的實驗  

1.蒐集資料：研究網路與書籍-如何自製

成功的起士。 

2.以化學原理規劃自製起士的實驗步驟

與操作設備。 

3.各組討論並訂定出最適宜的自製起士

的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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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膠體世界 10-自製起士實

作化學篇  

1.應用與組裝合適的實驗器材。 

2.正確且安全操作實驗設備。 

3.設計適當的實驗紀錄格式並詳實記

錄。 

4.拍攝自製起士過程。 

5.設計不同的操縱變因以找出最佳化條

件。  

第十一週 

膠體世界 11 -自製起士

實作經驗分享與討論化

學篇  

1.利用簡報搭配影片與照片，上台完整

匯報實驗過程與探究心得。 

2.分組品嘗不同小組的自製起司，並討

論評分方式。 

3.仔細聆聽各組報告，並提出具體建

議。 

4.分組討論各組成敗原因，並總結出最

佳化條件。  

第十二週 
膠體世界 12 -外接電場

對起士可能造成的影響  

1.蒐集資料：電場、電位、導電能力的

測量。 

2.解釋與推理：起士可能發生的變化。  

第十三週 膠體世界 13 -實驗操作  
1.實際操作：操作並記錄實驗結果，分

析數據。  

第十四週 
膠體世界 14 -分享經驗

與討論  

1.解釋與推理：整理實驗數據後做出比

較圖表，依據實驗結果解釋原因。 

2.表達與分享：各組上台分享。  

第十五週 
膠體世界 15 -以生物方

法建構自製起士的實驗  

1.蒐集資料：研究網路與書籍-如何自製

成功的起士。 

2.以生物原理規劃自製起士的實驗步驟

操作設備。 

3.各組討論並訂定出最適宜的自製起士

的實驗步驟。  

第十六週 
膠體世界 16-自製起士實

作生物篇  

1.應用與組裝合適的實驗器材。 

2.正確且安全操作實驗設備。 

3.設計適當的實驗紀錄格式並詳實記

錄。 

4.拍攝自製起士過程。 

5.設計不同的操縱變因以找出最佳化條

件。  

第十七週 

膠體世界 17 -自製起士

實作經驗分享與討論生

物篇  

1.利用簡報搭配影片與照片，上台完整

匯報實驗過程與探究心得。 

2.分組品嘗不同小組的自製起司，並討

論評分方式。 

3.仔細聆聽各組報告，並提出具體建

議。 

4.分組討論各組成敗原因，並總結出最

佳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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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膠體世界 18 -總論  

1.合作與討論:評估同學探究的過程，合

理的提出疑問，找出各組最佳改善方

案。 

2.評價與省思:反思探究程果的應用性與

其商業限制。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自製起司的影片、書面報告、自製成品評鑑、上台分享  

對應學群： 數理化、生命科學、社會心理  

備註： 

預期效益： 

以生物、化學、物理觀點探索研究食品科學，建構自製起司的方式再實作，繼

以科學方法探討如何改善製作方法，最後上台分享並反思。  

  

(二)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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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瞭解我國政黨差異與選舉制度 

2. 培養分析政黨型態、選舉制度、及選民行為的能力 

3. 具備獨立思考與批判反省精神，並關心我國政治與公共事務 

4. 能夠應用所學於實際的政治與民主生活，進行公民實踐 

5. 能夠善用多種策略蒐集、分析並運用公民與社會生活相關資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說明課程計畫、作業、分組。  

第二週 

發現與界定問題：何謂

無政黨傾向的「游移選

民」？其所占百分比可

能為多少？  

說明政黨政治為民主政治的常態，而選

民在投票行為中也可能會出現支持特定

政黨的模式。 

小組討論：怎樣的投票行為可歸類為有

特定政黨傾向，反之則無。 

 

第三週 

發現與界定問題：「游

移選民」能否影響選舉

結果？  

閱讀媒體相關報導。 

小組討論：「游移選民」（或媒體所謂

「中間選民」）影響最終選舉結果的可

能性。  



27 

第四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蒐集

過去選舉資料  

查詢中選會選舉資料庫，蒐集自 2008

年以來歷屆選舉數據資料，依中央與地

方不同選舉制度進行分類。資料包含總

統選舉、縣市長選舉、立法委員選舉

等。  

第五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觀察

過去選舉資料  

根據資料，觀察各政黨在不同選區的版

圖變動概況。  

第六週 

分析與詮釋資料：從選

舉資料中分析各地區固

定政黨傾向的「基本

盤」及無政黨傾向的

「游移選民」之比例  

評估各政黨版圖變動情形，分析政黨在

各個選區之「基本盤」比例，並推測

「游移選民」所佔比例。基本盤之分析

依歷屆選舉中選區內特定政黨得票率變

動情形，判斷該政黨最低的得票率代表

政黨死忠支持者比例（即鐵票）。  

第七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調查

周遭親友的政黨傾向  

設計問題，利用問卷調查法或訪談法了

解調查對象中無政黨傾向者的比例。  

第八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調查

周遭親友的政黨傾向  
整理問卷調查結果。  

第九週 
分析與詮釋資料：分析

調查結果內容  

根據調查結果，分析受訪者中無政黨傾

向者的比例與過去資料間的關聯性。  

第十週 

選舉策略操作電影賞

析：危機女王(Our Brand 

Is Crisis)  

播放電影，並分析電影情節內容。  

第十一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訪談

曾參選的獨立參選人  

擬定訪談大綱並選擇訪談對象。利用半

結構式訪談，訪問曾參選的獨立參選

人。  

第十二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訪談

曾參選的獨立參選人  
整理訪談結果。  

第十三週 
分析與詮釋資料：整理

訪談結果內容  

根據訪談結果，分享受訪者獨立參選的

原因、想法，以及其政見。並分析其政

見對於無政黨傾向者來說，有什麼影響

投票決定的因素。  

第十四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兩大

黨選舉策略與政見  

蒐集兩大黨總統候選人的政見，並依不

同政見面向整理資料，例如經濟、文

化、環境政見等。  

第十五週 
觀察與蒐集資料：兩大

黨選舉策略與政見  

整理並歸納兩大黨提出的政策立場中，

能否吸引游移選民。  

第十六週 
分析與詮釋資料：兩大

黨選舉策略與政見  

以「中間選民理論」分析在兩黨提出的

政見下，無特定政黨傾向的選民會有怎

樣的投票行為。 

分享自己對政黨政治的看法，並分析政

黨在選舉中如何影響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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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總結與反思：無政黨傾

向者是否能夠影響選舉

結果  

反思無政黨傾向者是否能夠影響選舉結

果？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無政黨傾向者的

投票行為？  

第十八週 

總結與反思：無政黨傾

向者是否能夠影響選舉

結果  

課程回饋與總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參與（50%） 

2. 選舉研究專題探究報告（5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文史哲、教育  

備註： 
預期效益： 

透過主動探索對社會議題有更多認識。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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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一、了解地理學研究方法與流程。 

二、認識地理學方法的應用層面。 

三、地理方法的議題實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的研究法：研究流

程(1)  

地理研究的分類、發掘問題的方法、蒐

集和解析資料的技能。  

第二週 
地理的研究法：研究流

程(2)  

地理研究的分類、發掘問題的方法、蒐

集和解析資料的技能。  

第三週 
地理的研究法：研究流

程(3)  

地理研究的分類、發掘問題的方法、蒐

集和解析資料的技能。  

第四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探究

與實作(1)  

1. 從學校周邊環境發掘有意義的地理問

題。 

2. 問題解決策略的設計思考。 

3. 蒐集、分析、解釋資料的方法。 

4. 聚焦所選擇的地理議題，蒐集資料、

解釋資料。  

第五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探究

與實作(2)  

1. 從學校周邊環境發掘有意義的地理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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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題解決策略的設計思考。 

3. 蒐集、分析、解釋資料的方法。 

4. 聚焦所選擇的地理議題，蒐集資料、

解釋資料。  

第六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探究

與實作(3)  

1. 從學校周邊環境發掘有意義的地理問

題。 

2. 問題解決策略的設計思考。 

3. 蒐集、分析、解釋資料的方法。 

4. 聚焦所選擇的地理議題，蒐集資料、

解釋資料。  

第七週 
都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

的變遷(Ma-V-3)  

1. 利用互動式地圖網站(Web2.0)，探討

臺北市都市內部結構與地價分布。 

2. 實際訪查學校周邊的街道家具與公園

綠地分布。 

3. 期中成果：完成學校周邊環境觀察地

圖。  

第八週 
都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

的變遷(Ma-V-3)  

1. 利用互動式地圖網站(Web2.0)，探討

臺北市都市內部結構與地價分布。 

2. 實際訪查學校周邊的街道家具與公園

綠地分布。 

3. 期中成果：完成學校周邊環境觀察地

圖。  

第九週 
都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

的變遷(Ma-V-3)  

1. 利用互動式地圖網站(Web2.0)，探討

臺北市都市內部結構與地價分布。 

2. 實際訪查學校周邊的街道家具與公園

綠地分布。 

3. 期中成果：完成學校周邊環境觀察地

圖。  

第十週 
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

發展(地 Md-Ⅴ-2)  

1. 蒐集雙北週邊的地方觀光資源，包含

自然地景、觀光工廠、休閒農業等地點

資料。 

2. 將上述結果利用 Google Earth 製作主

題地圖。  

第十一週 
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

發展(地 Md-Ⅴ-2)  

1. 蒐集雙北週邊的地方觀光資源，包含

自然地景、觀光工廠、休閒農業等地點

資料。 

2. 將上述結果利用 Google Earth 製作主

題地圖。  

第十二週 地理實察路線討論  

1. 延伸 10-11 週累積的研究成果，分組

規劃地理實察活動並進行實察路線設

計。 

2. 將規劃成果進行初步分享與檢討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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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地理實察準備工作  

1. 延伸 10-11 週累積的研究成果，分組

規劃地理實察活動並進行實察路線設

計。 

2. 將規劃成果進行初步分享與檢討修

正。  

第十四週 地理實察  

1. 將第 13 週設計的實察路線，分組進

行地理實察活動。 

2. 將實察活動進行記錄，製作海報並上

台分享。  

第十五週 各組期末報告發表(1)  期末報告：各組發表與小組互評。  

第十六週 各組期末報告發表(2)  期末報告：各組發表與小組互評。  

第十七週 各組期末報告發表(3)  期末報告：各組發表與小組互評。  

第十八週 各組期末報告發表(4)  期末報告：報告總結、反思與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率與上課態度(20%)、口頭報告(30%)、環境觀察地圖(25%)、地理實察海報 

(25%)。  

對應學群：  

備註： 

預期效益： 

學生了解地理學研究方法與技能，並能培養對生活環境的關懷及具備思考問題

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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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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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供學生對戰後台灣政治體制特性、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之觀念 

2.鼓勵學生認識、理解過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們所面對的困境、挑戰與選擇 

3.期許學生關心公共議題，思考護衛台灣民主體制的途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概要說明  

1.講解課程進度、課程進行方式、評分

標準、分組報告及作業安排等 

2.說明圖書館資源運用及網路資料搜尋

方式 

3.介紹常用史學資料庫 

4.學生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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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課程概要說明  

1.講解課程進度、課程進行方式、評分

標準、分組報告及作業安排等 

2.說明圖書館資源運用及網路資料搜尋

方式 

3.介紹常用史學資料庫 

4.學生分組  

第三週 歷史學研究方法  

1.討論歷史如何建構？歷史如何影響我

們的生活？ 

2.說明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及歷史解

釋如何形成？ 

3.學習什麼是史料？哪些東西可以作為

史料？ 

4.說明史料解讀的基本原則 

5.各組抽題，準備相關資料，簡單說明

其資料性質  

第四週 歷史學研究方法  

1.討論歷史如何建構？歷史如何影響我

們的生活？ 

2.說明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及歷史解

釋如何形成？ 

3.學習什麼是史料？哪些東西可以作為

史料？ 

4.說明史料解讀的基本原則 

5.各組抽題，準備相關資料，簡單說明

其資料性質  

第五週 白色恐怖與台灣社會  

1.說明東亞情勢、戰後台灣社會狀況 

2.討論戰後中國政府為何會認為台灣人

民被「奴化」？台灣人民又如何看待此

一指控？  

第六週 白色恐怖與台灣社會  

1.討論戒嚴時期怎樣的人會成為政治

犯？ 

2.1950 年代為何會有許多冤、錯、假案 

3.史料閱讀：「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

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臺灣監獄

島」、「白色恐怖受難者文集第一、二

輯」  

第七週 實地參訪  

參觀景美人權園區 

(1)留意園區內的建築、場景、擺設、用

具及標語等等，拍照後加上文字說明其

用途或故事。 

(2)專心聆聽導覽員講解的故事，選擇其

中一個故事，用自己的話記錄下來，並

寫下對故事的感想或參訪的心得  

第八週 
其他國家的白色恐怖事

件  

各組自行選擇白色恐怖相關影片，分組

報告。(影片需事前與老師討論) 

*參考影片名單：「晚安，祝你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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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night, and, good luck)、「好萊塢的

黑名單」、「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

天」、「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第九週 分組討論  

1.發現問題：討論 1950 年代何以發生白

色恐怖事件？ 

2.分組討論報告的主題、大綱、準備採

用的資料  

第十週 分組討論  

1.發現問題：討論 1950 年代何以發生白

色恐怖事件？ 

2.分組討論報告的主題、大綱、準備採

用的資料  

第十一週 轉型正義與民主化  

1.比較民主體制、威權體制、極權體制

之差別，說明台灣威權體制的特性 

2.威權時期，政黨如何利用國家資源？

由校園、媒體等處控制、滲透人民生活  

第十二週 轉型正義與民主化  

1.說明 1970 年代末期以來形成之反對運

動，其訴求與行動。 

2.如果身處 1970 年代的臺灣，你認為還

有什麼方法，可以要求民主改革？  

第十三週 討論與修訂  分組活動：討論內容與修訂報告內容  

第十四週 討論與修訂  
分組活動：跟老師討論修訂完成的主題

與內容大要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  
1.各組發表與老師講評 

2.參考老師建議，修訂報告完成後繳交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  
1.各組發表與老師講評 

2.參考老師建議，修訂報告完成後繳交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1.各組發表與老師講評 

2.參考老師建議，修訂報告完成後繳交  

第十八週 課程總結  

1.課程總結 

2.繳交小組論文 

3.繳交個人心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習態度與課堂參與 30% 

2.個人心得與討論學習單 20% 

3.小組書面報告 50%  

對應學群：  

備註： 

預期效益： 

1.引導學生思考文獻背後的歷史意義，從而培養對史事有初步的分析批判能力 

2.透過書面報告之撰寫，培養學生歷史資料文獻蒐集解讀之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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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深學生對戰後台灣政治體制特性、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之觀念 

4.學生認識、理解過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們所面對的困境、挑戰與選擇 

5.鼓勵學生關心公共議題，思考護衛台灣民主體制的途徑  

  

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會話  

英文名稱： Conversa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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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一、透過每週經由聽力練習、逐步口譯練習、課堂上的問題與討論，培養英語

聽說讀寫及英至中翻譯能力，精進自我英文實力。 二、學生能透過課間翻譯

與問題討論活動，以及上台英文口頭報告，培養運用語言符號與溝通表達能

力。 三、學生能藉由教師所提問之內容，增進對世界的理解，培養關心國際

事務之心。 四、透過討論以及上台報告，學生能培養與人互動能力與團隊合

作之精神。 五、學生能透過課間一系列的問答，訓練並培養批判性思考能

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nit 1: Introduction  

Activity: Name switch: First ask students to 

list random words such as adjectives and 

food. Then assign different questions to each 

number. Ex: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beautiful apple”.Have students 

mingle with each other and switching papers 

so they are saying different answers. The 

purpose is to break the ice and perk 

students’ interest with silly answers.  

第二週 Unit 1: Introduction  

Activity: Name switch: First ask students to 

list random words such as adjectives and 

food. Then assign different questions to each 

number. Ex: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beautiful apple”.Have students 

mingle with each other and switching papers 

so they are saying different answ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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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is to break the ice and perk 

students’ interest with silly answers.  

第三週 Unit 1: Introduction  

Activity: Getting to know you bingo: Create 

a bingo grid worksheet with Yes/No 

questions such as, “Do you play mobile 

games?”,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etc. The questions should have a 

high probability of a “Yes” answer. Have 

students mingle with others to by asking 

questions and trying to get at least 2 bingo 

lines. When a student says “yes” only, 

ask them for their name and write it in the 

box.  

第四週 Unit 1: Introduction  

Activity: Getting to know you bingo: Create 

a bingo grid worksheet with Yes/No 

questions such as, “Do you play mobile 

games?”,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etc. The questions should have a 

high probability of a “Yes” answer. Have 

students mingle with others to by asking 

questions and trying to get at least 2 bingo 

lines. When a student says “yes” only, 

ask them for their name and write it in the 

box.  

第五週 Unit 1: Introduction  

Oral Test 1: Self introduction: Students must 

introduce themselves in front of the class for 

a minute or 90 seconds. They can choose 

what they want to say or use the topics in the 

bingo paper as reference. Ex: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If they do, they 

can spend some time going into detail about 

their siblings.  

第六週 Unit 2: Personality  

Worksheet: Horoscopes: Teach the students 

the names of the 12 constellation star signs 

and the perso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m. 

Discuss whether they believe the worksheet 

is right or wrong.  

第七週 Unit 2: Personality  

Worksheet: Horoscopes: Teach the students 

the names of the 12 constellation star signs 

and the perso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m. 

Discuss whether they believe the worksheet 

is right or wrong.  

第八週 Unit 2: Personality  

Activity: Guessing game: Have students 

prepare adjectives that describe their 

personality. Students take turn tell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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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 class has to 

guess which star sign the student is.  

第九週 Unit 2: Personality  

Activity: Pictionary: after students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personality words, 

draw pictures on the board or use emoticons 

to have students describe facial expressions.  

第十週 Unit 2: Personality  

Focus: get students into the habit of speaking 

English.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第十一週 Unit 3: Nationalities  

Activity: Say “Hello! How are you?” 

Briefly go through different ways to say 

hello in different languages. Ex: “Hola! 

Como estas?”, “Salut comment 

allezvous?”Assign each student with a 

different phrase and country. Students 

mingle and say their phrase to others. 

Students have to try to remember what 

country their classmates are from.  

第十二週 Unit 3: Nationalities  

Activity: Say “Hello! How are you?” 

Briefly go through different ways to say 

hello in different languages. Ex: “Hola! 

Como estas?”, “Salut comment 

allezvous?”Assign each student with a 

different phrase and country. Students 

mingle and say their phrase to others. 

Students have to try to remember what 

country their classmates are from.  

第十三週 Unit 3: Nationalities  

Worksheet: Famous attractions: Prepare 

pictures of famous attractions in the world 

and place them around the room. Label each 

picture with a country. Give students a 

worksheet with information about famous 

locations. Students must walk around the 

classroom looking at pictures and match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 country.  

第十四週 Unit 4: Family  

Worksheet: Family tree: Prepare a worksheet 

of a family tree with missing words. 

Introduce new vocabulary words with the 

class to fill in the tree.  

第十五週 Unit 4: Family  

Activity: Who is this family member: 

Quickly have students prepare a few 

questions about family. Ex: “Who is your 

mother’s, sister’s, daughter?” Collect 

the questions and do a quick gam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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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students into teams and see who can 

guess the family member first.  

第十六週 Unit 4: Family  

Oral Test 2: Students must speak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get graded for their speaking. 

The speaker must speak loudly and fluently 

with right intonations. The speech must be 

memorized and last for the given amount of 

time (60-90 seconds.) Students can choose 

between 2 topics: My family or a foreign 

country.  

第十七週 Unit 4: Family  

Focus: students must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ir family in detail including their 

personalities. Teach students the different 

customs of other cultures.  

第十八週 Unit 5: Housing  

Worksheet: provide a worksheet for students 

to draw the floor plan of their home. The 

worksheet should include questions about 

their homes for pair work discussions. Ex: 

“What’s your favorite spot at home?”, 

“If you can change something about your 

home, what will it be?” Activity: Finding a 

roommate: students create a short checklist 

of their living habits and interests. Mingle 

with each other to find people who are 

similar to be their ideal roommate.  

第十九週 Unit 6: Jobs  

Activity: List game: Put students in groups 

of 3 or 4. Announce a specific category such 

as: “jobs that are done outside” or “jobs 

with a lot of speaking.” Groups have to 

quickly list an X amount of those jobs and 

show the teacher. The teams to do it faster 

will get more points. Worksheet: Survey: 

General questions about jobs. Ex: “Do you 

prefer long hours and more money or short 

hours and less money?” or “What are 

some jobs that might not be useful in the 

future?” Students mingle with each other to 

discuss the answers and write down their 

classmates’ ideas.  

第二十週 Unit 6: Jobs  

Oral Test 3: Students must speak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get graded for their speaking. 

The speaker must speak loudly and fluently 

with right intonations. The speech must be 

memorized and last for the given amount of 

time (60-90 seconds.) Students can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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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2 topics: My home or my future 

job. Focus: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talk about their homes and how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Students 

share ideas about what their jobs will be in 

the future to help them prepare as soon as 

possible by setting goals early.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一、平時口語對答表現 二、作業繳交 三、期中及複習試 四、上台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生命科學、地球環境、外語、教育、遊憩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會話  

英文名稱： Conversa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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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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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一、透過每週經由聽力練習、逐步口譯練習、課堂上的問題與討論，培養英語

聽說讀寫及英至中翻譯能力，精進自我英文實力。 二、學生能透過課間翻譯

與問題討論活動，以及上台英文口頭報告，培養運用語言符號與溝通表達能

力。 三、學生能藉由教師所提問之內容，增進對世界的理解，培養關心國際

事務之心。 四、透過討論以及上台報告，學生能培養與人互動能力與團隊合

作之精神。 五、學生能透過課間一系列的問答，訓練並培養批判性思考能

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nit 7: Accessories  

Activity: Show and tell: Have students bring 

in a meaningful piece of accessory they own. 

Have students mingle with their classmates 

and use page 65 as a worksheet to talk about 

their accessory.  

第二週 Unit 8: Travel  

Worksheet: Lost at sea: Provide a worksheet 

with a list of daily essential or survival items 

such as: toothbrush, rope, paper, pen, map, 

compass etc. Tell the students to imagine 

that they are stuck and lost on a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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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and they are allowed to take 10 items, 

what would they take and why? Students can 

work in pairs to discuss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is not.  

第三週 Unit 8: Travel  

Worksheet: Lost at sea: Provide a worksheet 

with a list of daily essential or survival items 

such as: toothbrush, rope, paper, pen, map, 

compass etc. Tell the students to imagine 

that they are stuck and lost on a remote 

island and they are allowed to take 10 items, 

what would they take and why? Students can 

work in pairs to discuss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is not.  

第四週 Unit 8: Travel  

Activity: At the airport: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from the unit and create open ended 

dialogues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Have 

students work in pairs to continue or finished 

the dialogue. The topic should be based on 

activities in an airport.  

第五週 Unit 8: Travel  

Activity: At the airport: Use the vocabulary 

words from the unit and create open ended 

dialogues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Have 

students work in pairs to continue or finished 

the dialogue. The topic should be based on 

activities in an airport.  

第六週 Unit 8: Travel  

Oral Test 1: Students must speak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get graded for their speaking. 

The speaker must speak loudly and fluently 

with right intonations. The speech must be 

memorized and last for the given amount of 

time (60-90 seconds.) Students can choose 

between 2 topics: Show and tell or My travel 

experience.  

第七週 Unit 8: Travel  

Focus: strengthen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English to describe items of sentimental 

value. Encourage them to tell a story about 

their precious items. Increase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at airports.  

第八週 Unit 9: Food  

Activity: Pictionary: After teaching 

adjectives in the textbook describing food, 

draw pictures of food on the board and 

students have to guess not only the food 

drawn but must also be able to use 

vocabulary words to describ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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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Unit 9: Food  

Activity: Food messenger: Pair students up 

and have one be the writer and the other the 

messenger. The messenger will go ask 

random classmates food questions such as: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or 

“Where is your favorite food from?” 

After getting the answer, the messenger will 

report it to the writer and the writer will 

write it down. After an X amount of 

answers, switch roles.  

第十週 Unit 10: Schedules  

Activity: provide different versions of a 

certain month on the calendar.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calendar have different 

occupied dates. Students are given a list of 

activities that needs to be done with a friend. 

Have students search for classmates to match 

free dates to complete the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Unit 10: Schedules  

Activity ex: a dinner, a party, a funeral, a 

camping trip. A short dialogu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students to practice.  

第十二週 Unit 10: Schedules  

Worksheet: The teacher’s schedule: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worksheet of a blank 

calendar. Listen to the teacher talk about his 

monthly plan and fill in as many dates as 

they can on the calendar. Remind students to 

use abbreviations and write as little as 

possible because the task is to get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第十三週 Unit 10: Schedules  

Oral Test 2: Students must speak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get graded for their speaking. 

The speaker must speak loudly and fluently 

with right intonations. The speech must be 

memorized and last for the given amount of 

time (60-90 seconds.) Students can choose 

between 2 topics: My favorite food or my 

imaginary schedule.  

第十四週 Unit 10: Schedules  

Focus: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be able to 

state their favorite kinds of food but be able 

to describe them in detail. Students learn 

responsibility by planning their own 

schedule.  

第十五週 Unit 11: Weather  

Worksheet: Weather and Clothes: Provide a 

worksheet for students to match certain 

clothes to different weather/temperature.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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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hich they prefer and also name 

countries that fit their preference.  

第十六週 Unit 12: Lifestyle  

Worksheet: City vs. Countryside: Provide a 

worksheet listing different living conditions 

such as: no traffic, better air, noisy, etc. 

Students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he 

conditions describe a city life or countryside 

life.  

第十七週 Unit 12: Lifestyle  

Activity: For homework have students draw 

a picture of the kind of life they prefer, city 

or countryside. In class, students walk 

around looking at their classmates’ 

pictures. They must take down some notes 

about their classmates’ pictures describing 

what they see. Wrap up the activity by 

having students briefly tell the class about 

their picture.  

第十八週 Unit 12: Lifestyle  

Activity: For homework have students draw 

a picture of the kind of life they prefer, city 

or countryside. In class, students walk 

around looking at their classmates’ 

pictures. They must take down some notes 

about their classmates’ pictures describing 

what they see. Wrap up the activity by 

having students briefly tell the class about 

their picture.  

第十九週 Unit 12: Lifestyle  

Oral test 3: Students must speak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get graded for their speaking. 

The speaker must speak loudly and fluently 

with right intonations. The speech must be 

memorized and last for the given amount of 

time (60-90 seconds.) Students can choose 

between 2 topics: my favorite weather or 

city vs countryside.  

第二十週 Unit 12: Lifestyle  

Focus: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their preferred living condition in detail 

including weather, temperature, clothes, city 

vs countryside, and reasons for their 

preference.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一、平時口語對答表現 二、作業繳交 三、期中及複習試 四、上台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生命科學、地球環境、外語、教育、遊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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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跟 TED 學表達  

英文名稱： Presentation from TED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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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培養認知理解與批判思考能力，進而增進語文表

達能力。 

2、 善用學習方法，厚植思辨根基，發展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3、 擴展學習間，關切社會重大議題，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拓國際視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導論  
(1)說明本課程實施方式(2)介紹 TED 大

會及相關網路資訊平台  

第二週 熱情具有傳染力  

以〈Kiran Sethi：教導孩子如何發揮影

響力〉、〈Cameron Russell：外表並非

一切〉為例 

【作業：什麼能讓你感動？往內心深處

挖掘，找出你和講題間獨特而有意義的

連結，第七周確立你所感興趣的主

題。】  

第三週 善用肢體語言展開對話  

以〈Ernesto Sirolli: Want to help someone? 

Shut up and listen!〉為例 

【搭配學習單】  

第四週 30 秒練習  分析並模仿一位 TED 講者的肢體語言  

第五週 自信姿勢帶來成功  
〈Amy Cuddy：姿勢決定你是誰〉 

【搭配學習單】  

第六週 60 秒分組練習  分享一則關於自己的故事  

第七週 分組報告  檢核分組報告主題  

第八週 
大腦喜歡幽默，但不要

刻意說笑  

以〈洪蘭：腦科學揭露女人思考的秘

密〉、〈Bryan Stevenson：我們需要談

談不正義〉為例  

第九週 掌握說故事和提問技巧  
〈Colin Stokes：電影是如何教導男子氣

概〉、〈柯文哲：生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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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主軸，舉例佐證—─試解析〈呂世

浩：學歷史的大用〉【搭配學習單】  

第十週 分組報告  (科普自然：如腦科學、AI 人工智慧)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  (時代脈動：如臉書、人才流動)  

第十二週 分組報告  (生活感悟：如海廢、飲食文化)  

第十三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人文思辨：如難民、街友、

性別印象、無人駕駛車的道德問題)  

第十四週 議題探討  人文思辨議題探討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教育學習：如睡眠與學習關

係、理解與背誦孰優)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哲學勵志：如你如何定義你自己、不

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奇聞軼事：如電實驗證明植物能算數)  

第十八週 結論  結論與統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習單：30% 

2.個人 / 分組報告：40% 

3.上課表現及參與度：30%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議題式國際教育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Issue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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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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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一、充實社會科學教學歷程，提升學生專業認知。  

二、活化社會科學教育，結合現實社會情境。  

三、發展國際教育，培養學生寬廣之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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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本校多元學習發展，培養學生各項綜合能力。  

五、培養學生蒐集資料、整理學習成果之能力，增益個人學習歷程檔案建置。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環境議題 1.還一個乾淨

的地球 ─空氣污染之防

治 2.創造能源奇蹟 ─ 再

生能源的發展 3.我們的

海洋怎麼了 ─海洋垃圾

與油汙 4.地球之肺生病

了 ─談熱帶雨林之破壞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二週 

環境議題 1.還一個乾淨

的地球 ─空氣污染之防

治 2.創造能源奇蹟 ─ 再

生能源的發展 3.我們的

海洋怎麼了 ─海洋垃圾

與油汙 4.地球之肺生病

了 ─談熱帶雨林之破壞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三週 

環境議題 1.還一個乾淨

的地球 ─空氣污染之防

治 2.創造能源奇蹟 ─ 再

生能源的發展 3.我們的

海洋怎麼了 ─海洋垃圾

與油汙 4.地球之肺生病

了 ─談熱帶雨林之破壞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四週 

環境議題 1.還一個乾淨

的地球 ─空氣污染之防

治 2.創造能源奇蹟 ─ 再

生能源的發展 3.我們的

海洋怎麼了 ─海洋垃圾

與油汙 4.地球之肺生病

了 ─談熱帶雨林之破壞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五週 

環境議題 1.還一個乾淨

的地球 ─空氣污染之防

治 2.創造能源奇蹟 ─ 再

生能源的發展 3.我們的

海洋怎麼了 ─海洋垃圾

與油汙 4.地球之肺生病

了 ─談熱帶雨林之破壞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六週 

環境議題 1.還一個乾淨

的地球 ─空氣污染之防

治 2.創造能源奇蹟 ─ 再

生能源的發展 3.我們的

海洋怎麼了 ─海洋垃圾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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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油汙 4.地球之肺生病

了 ─談熱帶雨林之破壞  

第七週 活動 A  

智慧電網與能源儲存的規劃大師 

1.想一想，如何規劃個人與家庭空間的

電力系統，以達最具效率及節能  

之成效。 

2.同學分享自己的規劃，予現場同學投

票選擇之。  

第八週 

文化與族群議題 1.耶路

撒冷是誰的？ ─談以巴

的愛恨情仇 2.我們的事

自己決定 ─談各地區獨

立公投 3.為什麼我們不

能待在這裡 ─談北京的

低端人口 4.你們搶了我

們的經濟飯碗 ─談東南

亞的排華問題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九週 

文化與族群議題 1.耶路

撒冷是誰的？ ─談以巴

的愛恨情仇 2.我們的事

自己決定 ─談各地區獨

立公投 3.為什麼我們不

能待在這裡 ─談北京的

低端人口 4.你們搶了我

們的經濟飯碗 ─談東南

亞的排華問題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週 

文化與族群議題 1.耶路

撒冷是誰的？ ─談以巴

的愛恨情仇 2.我們的事

自己決定 ─談各地區獨

立公投 3.為什麼我們不

能待在這裡 ─談北京的

低端人口 4.你們搶了我

們的經濟飯碗 ─談東南

亞的排華問題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一週 

文化與族群議題 1.耶路

撒冷是誰的？ ─談以巴

的愛恨情仇 2.我們的事

自己決定 ─談各地區獨

立公投 3.為什麼我們不

能待在這裡 ─談北京的

低端人口 4.你們搶了我

們的經濟飯碗 ─談東南

亞的排華問題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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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文化與族群議題 1.耶路

撒冷是誰的？ ─談以巴

的愛恨情仇 2.我們的事

自己決定 ─談各地區獨

立公投 3.為什麼我們不

能待在這裡 ─談北京的

低端人口 4.你們搶了我

們的經濟飯碗 ─談東南

亞的排華問題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三週 

文化與族群議題 1.耶路

撒冷是誰的？ ─談以巴

的愛恨情仇 2.我們的事

自己決定 ─談各地區獨

立公投 3.為什麼我們不

能待在這裡 ─談北京的

低端人口 4.你們搶了我

們的經濟飯碗 ─談東南

亞的排華問題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四週 活動 B  

我們來辦一場獨立公投 

1.將部分同學分為議題的正反兩方。 

2.正反兩方各自表述宣傳。 

3.進行公投以得取結果。  

第十五週 

經濟與金融議題 1.一路

向南 ─台灣的新南向政

策 2.我想要多一點休息 

─談勞動基準法與一例

一休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六週 

經濟與金融議題 1.一路

向南 ─台灣的新南向政

策 2.我想要多一點休息 

─談勞動基準法與一例

一休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七週 

經濟與金融議題 1.一路

向南 ─台灣的新南向政

策 2.我想要多一點休息 

─談勞動基準法與一例

一休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八週 

經濟與金融議題 1.一路

向南 ─台灣的新南向政

策 2.我想要多一點休息 

─談勞動基準法與一例

一休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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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分組討論：30% 

2.上臺報告：40% 

3.學生票選：30%  

對應學群： 資訊、大眾傳播、文史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議題式國際教育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Issue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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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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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一、充實社會科學教學歷程，提升學生專業認知。  

二、活化社會科學教育，結合現實社會情境。  

三、發展國際教育，培養學生寬廣之國際觀。  

四、提升本校多元學習發展，培養學生各項綜合能力。  

五、培養學生蒐集資料、整理學習成果之能力，增益個人學習歷程檔案建置。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經濟與金融議題 1.一路

向南 ─台灣的新南向政

策 2.我想要多一點休息 

─談勞動基準法與一例

一休 3.一袋錢買一個麵

包 ─談委內瑞拉的通貨

膨脹 4.美國人的錢和我

們有關嗎？ ─談美元走

勢與全球經濟影響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二週 

經濟與金融議題 1.一路

向南 ─台灣的新南向政

策 2.我想要多一點休息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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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勞動基準法與一例

一休 3.一袋錢買一個麵

包 ─談委內瑞拉的通貨

膨脹 4.美國人的錢和我

們有關嗎？ ─談美元走

勢與全球經濟影響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三週 

經濟與金融議題 1.一路

向南 ─台灣的新南向政

策 2.我想要多一點休息 

─談勞動基準法與一例

一休 3.一袋錢買一個麵

包 ─談委內瑞拉的通貨

膨脹 4.美國人的錢和我

們有關嗎？ ─談美元走

勢與全球經濟影響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四週 活動 C  

勞動議題公聽會 

1.選定同學分別擔任公聽會中的不同 角

色及利益團體、民眾。 

2.各角色準備資料陳述立場，以召開 公

聽會。 

3.整理記錄公聽會歷程與意見表達。  

第五週 

新興科技議題 1.以後不

用帶錢幣上街了 ─談貨

幣歷史與行動支付發展 

2.我們要被機器人取代了

嗎？ ─談機械化與自動

化革命 3.資料愈多，決

策愈精準 ─談大數據在

社會領域的應用 (EX：

地理資訊系統) 4. FinTech

創新大賽 ─金融科技對

未來生活的影響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六週 

新興科技議題 1.以後不

用帶錢幣上街了 ─談貨

幣歷史與行動支付發展 

2.我們要被機器人取代了

嗎？ ─談機械化與自動

化革命 3.資料愈多，決

策愈精準 ─談大數據在

社會領域的應用 (EX：

地理資訊系統) 4. FinTech

創新大賽 ─金融科技對

未來生活的影響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七週 
新興科技議題 1.以後不

用帶錢幣上街了 ─談貨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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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歷史與行動支付發展 

2.我們要被機器人取代了

嗎？ ─談機械化與自動

化革命 3.資料愈多，決

策愈精準 ─談大數據在

社會領域的應用 (EX：

地理資訊系統) 4. FinTech

創新大賽 ─金融科技對

未來生活的影響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八週 

新興科技議題 1.以後不

用帶錢幣上街了 ─談貨

幣歷史與行動支付發展 

2.我們要被機器人取代了

嗎？ ─談機械化與自動

化革命 3.資料愈多，決

策愈精準 ─談大數據在

社會領域的應用 (EX：

地理資訊系統) 4. FinTech

創新大賽 ─金融科技對

未來生活的影響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九週 

新興科技議題 1.以後不

用帶錢幣上街了 ─談貨

幣歷史與行動支付發展 

2.我們要被機器人取代了

嗎？ ─談機械化與自動

化革命 3.資料愈多，決

策愈精準 ─談大數據在

社會領域的應用 (EX：

地理資訊系統) 4. FinTech

創新大賽 ─金融科技對

未來生活的影響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週 

新興科技議題 1.以後不

用帶錢幣上街了 ─談貨

幣歷史與行動支付發展 

2.我們要被機器人取代了

嗎？ ─談機械化與自動

化革命 3.資料愈多，決

策愈精準 ─談大數據在

社會領域的應用 (EX：

地理資訊系統) 4. FinTech

創新大賽 ─金融科技對

未來生活的影響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一週 活動 D  

簡易 GIS 操作課程 

1.GIS 地理資訊系統的使用介面介紹。 

2.實際執行 GIS 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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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 GIS 地理資訊系統與大數據的 關

聯性。  

第十二週 

政治議題 1.離開是好還

是壞？ ─談英國脫歐的

歷程 2.巴拿馬和我們斷

交了 ─談台灣的外交情

勢 3.兩岸未來會怎麼

走？ ─談兩岸情勢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4.南北

韓吵完了沒？ ─談朝鮮

半島的複雜情勢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三週 

政治議題 1.離開是好還

是壞？ ─談英國脫歐的

歷程 2.巴拿馬和我們斷

交了 ─談台灣的外交情

勢 3.兩岸未來會怎麼

走？ ─談兩岸情勢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4.南北

韓吵完了沒？ ─談朝鮮

半島的複雜情勢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四週 

政治議題 1.離開是好還

是壞？ ─談英國脫歐的

歷程 2.巴拿馬和我們斷

交了 ─談台灣的外交情

勢 3.兩岸未來會怎麼

走？ ─談兩岸情勢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4.南北

韓吵完了沒？ ─談朝鮮

半島的複雜情勢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五週 

政治議題 1.離開是好還

是壞？ ─談英國脫歐的

歷程 2.巴拿馬和我們斷

交了 ─談台灣的外交情

勢 3.兩岸未來會怎麼

走？ ─談兩岸情勢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4.南北

韓吵完了沒？ ─談朝鮮

半島的複雜情勢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六週 

政治議題 1.離開是好還

是壞？ ─談英國脫歐的

歷程 2.巴拿馬和我們斷

交了 ─談台灣的外交情

勢 3.兩岸未來會怎麼

走？ ─談兩岸情勢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4.南北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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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吵完了沒？ ─談朝鮮

半島的複雜情勢  

第十七週 

政治議題 1.離開是好還

是壞？ ─談英國脫歐的

歷程 2.巴拿馬和我們斷

交了 ─談台灣的外交情

勢 3.兩岸未來會怎麼

走？ ─談兩岸情勢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4.南北

韓吵完了沒？ ─談朝鮮

半島的複雜情勢  

1.議題內容知能之講述。 

2.現實世界案例之分享與探討。 

3.課程技能之教授。 

4.指導學生蒐集相關資料之方式與技

巧。 

5.引領課堂活動的進行。  

第十八週 活動 E  

兩岸歷史與現代人物辯論大會 

1.選定影響兩岸關係的歷史與現代人

物。 

2.針對兩岸關係設立辯論主題。 

3.進行議題辯論並評定結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分組討論：30% 

2.上臺報告：40% 

3.學生票選：30%  

對應學群： 資訊、大眾傳播、文史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21 世紀現代公民素養之「人權面面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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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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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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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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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培養分析與理解能力。 2、培養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 3、培養團隊合作能

力。 4、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5、具備多元包容能力。 6、建立主動關懷社

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從公民的角度談人權—世界人權導讀

（公）  

第二週 概論  
從歷史的角度談人權─歷史中的人權演

進（歷）  

第三週 概論  
從地理的角度談人權—探訪世界的角落

（地）  

第四週 分組  分組、期末報告規則說明（歷）  

第五週 賞析  金恩博士演講稿賞析（英）  

第六週 宣誓  學生人權宣言宣誓（英）  

第七週 檢核  期末報告進度檢核（公）  

第八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性別與種族人權）

（地）  

第九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一週 討論  學習單討論及引導（地）  

第十二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三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八週 統整  結論與統整（公）  

第十九週 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影片賞析學習單 2、期末分組報告 3、個人蒐集期刊、論文摘要報告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外語、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21 世紀現代公民素養之「人權面面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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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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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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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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培養分析與理解能力。 2、培養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 3、培養團隊合作能

力。 4、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5、具備多元包容能力。 6、建立主動關懷社

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從公民的角度談人權—世界人權導讀

（公）  

第二週 概論  
從歷史的角度談人權─歷史中的人權演

進（歷）  

第三週 概論  
從地理的角度談人權—探訪世界的角落

（地）  

第四週 分組  分組、期末報告規則說明（歷）  

第五週 賞析  金恩博士演講稿賞析（英）  

第六週 宣誓  學生人權宣言宣誓（英）  

第七週 檢核  期末報告進度檢核（公）  

第八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性別與種族人權）

（地）  

第九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一週 討論  學習單討論及引導（地）  

第十二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三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八週 統整  結論與統整（公）  

第十九週 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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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課堂影片賞析學習單 2、期末分組報告 3、個人蒐集期刊、論文摘要報告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外語、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21 世紀現代公民素養之「人權面面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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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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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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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培養分析與理解能力。 2、培養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 3、培養團隊合作能

力。 4、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5、具備多元包容能力。 6、建立主動關懷社

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從公民的角度談人權—世界人權導讀

（公）  

第二週 概論  
從歷史的角度談人權─歷史中的人權演

進（歷）  

第三週 概論  
從地理的角度談人權—探訪世界的角落

（地）  

第四週 分組  分組、期末報告規則說明（歷）  

第五週 賞析  金恩博士演講稿賞析（英）  

第六週 宣誓  學生人權宣言宣誓（英）  

第七週 檢核  期末報告進度檢核（公）  

第八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性別與種族人權）

（地）  

第九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一週 討論  學習單討論及引導（地）  

第十二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三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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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八週 統整  結論與統整（公）  

第十九週 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影片賞析學習單 2、期末分組報告 3、個人蒐集期刊、論文摘要報告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外語、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21 世紀現代公民素養之「人權面面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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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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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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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培養分析與理解能力。 2、培養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 3、培養團隊合作能

力。 4、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5、具備多元包容能力。 6、建立主動關懷社

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從公民的角度談人權—世界人權導讀

（公）  

第二週 概論  
從歷史的角度談人權─歷史中的人權演

進（歷）  

第三週 概論  
從地理的角度談人權—探訪世界的角落

（地）  

第四週 分組  分組、期末報告規則說明（歷）  

第五週 賞析  金恩博士演講稿賞析（英）  

第六週 宣誓  學生人權宣言宣誓（英）  

第七週 檢核  期末報告進度檢核（公）  

第八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性別與種族人權）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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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一週 討論  學習單討論及引導（地）  

第十二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三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八週 統整  結論與統整（公）  

第十九週 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影片賞析學習單 2、期末分組報告 3、個人蒐集期刊、論文摘要報告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外語、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21 世紀現代公民素養之「人權面面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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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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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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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培養分析與理解能力。 2、培養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 3、培養團隊合作能

力。 4、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5、具備多元包容能力。 6、建立主動關懷社

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從公民的角度談人權—世界人權導讀

（公）  

第二週 概論  
從歷史的角度談人權─歷史中的人權演

進（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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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概論  
從地理的角度談人權—探訪世界的角落

（地）  

第四週 分組  分組、期末報告規則說明（歷）  

第五週 賞析  金恩博士演講稿賞析（英）  

第六週 宣誓  學生人權宣言宣誓（英）  

第七週 檢核  期末報告進度檢核（公）  

第八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性別與種族人權）

（地）  

第九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一週 討論  學習單討論及引導（地）  

第十二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三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八週 統整  結論與統整（公）  

第十九週 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影片賞析學習單 2、期末分組報告 3、個人蒐集期刊、論文摘要報告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外語、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21 世紀現代公民素養之「人權面面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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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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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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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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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培養分析與理解能力。 2、培養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 3、培養團隊合作能

力。 4、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5、具備多元包容能力。 6、建立主動關懷社

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從公民的角度談人權—世界人權導讀

（公）  

第二週 概論  
從歷史的角度談人權─歷史中的人權演

進（歷）  

第三週 概論  
從地理的角度談人權—探訪世界的角落

（地）  

第四週 分組  分組、期末報告規則說明（歷）  

第五週 賞析  金恩博士演講稿賞析（英）  

第六週 宣誓  學生人權宣言宣誓（英）  

第七週 檢核  期末報告進度檢核（公）  

第八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性別與種族人權）

（地）  

第九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週 影片賞析  影片欣賞—姊妹（地）  

第十一週 討論  學習單討論及引導（地）  

第十二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三週 小說賞析  小說選讀（英）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歷）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公）  

第十八週 統整  結論與統整（公）  

第十九週 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影片賞析學習單 2、期末分組報告 3、個人蒐集期刊、論文摘要報告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外語、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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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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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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工具基本應用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工具基本應用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工具基本應用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工具基本應用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數位影像編修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第六週 數位影像編修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第七週 數位影像編修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數位影像編修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繪圖進階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繪圖進階設計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繪圖進階設計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繪圖進階設計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三週 設計應用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設計應用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第十五週 設計應用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設計應用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管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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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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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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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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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工具基本應用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工具基本應用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工具基本應用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工具基本應用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數位影像編修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第六週 數位影像編修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第七週 數位影像編修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數位影像編修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繪圖進階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繪圖進階設計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繪圖進階設計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繪圖進階設計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三週 設計應用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設計應用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第十五週 設計應用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設計應用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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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Skill of PhotoImpact  

授課年段：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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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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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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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檔案處理 

2. 填充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二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百寶箱應用 

2. 元件設定(位置/大小/形狀) 

3. 實作練習  

第三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標準選取工具使用 

2. 剪裁應用 

3. 擴大底框 

4. 實作練習  

第四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扭曲特效 

2. 增加亮度應用 

3. 文字工具箱 

4. 實作練習  

第五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煙火特效應用 

2. 文字路徑特效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六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淡出功能使用 

2. 線性漸層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七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物件影像縮小 

2. 文字特效 

3. 實作練習  

第八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九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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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十一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去背及複製處理 

2. 魔術棒使用 

3. 再製基底底影像  

第十二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色相與彩度使用技巧 

2. 物件合併 

3. 影像合成  

第十三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雙色背景處理 

2. 智慧型曲線調整 

3. 圖層處理技巧  

第十四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變型工具使用 

2. 亮度與對比調整 

3. 陰影設定  

第十五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文字框線設定 

2. 基底影像再製  

第十六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用增強工具使用 

2. 色彩調整 

3. 圖庫應用  

第十七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仿製畫筆使用 

2. 等尺寸合成功能應用 

3. 資料庫使用  

第十八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物件繪圖橡皮擦工具 

2. 裁切工具 

3. 擷取物件  

第十九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機實作：50% 

2.測驗：50% 

3.TQC 認證：自由參加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Skill of PhotoImpact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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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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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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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檔案處理 

2. 填充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二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百寶箱應用 

2. 元件設定(位置/大小/形狀) 

3. 實作練習  

第三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標準選取工具使用 

2. 剪裁應用 

3. 擴大底框 

4. 實作練習  

第四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扭曲特效 

2. 增加亮度應用 

3. 文字工具箱 

4. 實作練習  

第五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煙火特效應用 

2. 文字路徑特效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六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淡出功能使用 

2. 線性漸層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七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物件影像縮小 

2. 文字特效 

3. 實作練習  

第八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九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十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十一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去背及複製處理 

2. 魔術棒使用 

3. 再製基底底影像  

第十二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色相與彩度使用技巧 

2. 物件合併 

3. 影像合成  

第十三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雙色背景處理 

2. 智慧型曲線調整 

3. 圖層處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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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變型工具使用 

2. 亮度與對比調整 

3. 陰影設定  

第十五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文字框線設定 

2. 基底影像再製  

第十六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用增強工具使用 

2. 色彩調整 

3. 圖庫應用  

第十七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仿製畫筆使用 

2. 等尺寸合成功能應用 

3. 資料庫使用  

第十八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物件繪圖橡皮擦工具 

2. 裁切工具 

3. 擷取物件  

第十九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機實作：50% 

2.測驗：50% 

3.TQC 認證：自由參加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Skill of PhotoImpact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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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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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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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檔案處理 

2. 填充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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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百寶箱應用 

2. 元件設定(位置/大小/形狀) 

3. 實作練習  

第三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標準選取工具使用 

2. 剪裁應用 

3. 擴大底框 

4. 實作練習  

第四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扭曲特效 

2. 增加亮度應用 

3. 文字工具箱 

4. 實作練習  

第五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煙火特效應用 

2. 文字路徑特效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六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淡出功能使用 

2. 線性漸層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七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物件影像縮小 

2. 文字特效 

3. 實作練習  

第八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九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十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十一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去背及複製處理 

2. 魔術棒使用 

3. 再製基底底影像  

第十二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色相與彩度使用技巧 

2. 物件合併 

3. 影像合成  

第十三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雙色背景處理 

2. 智慧型曲線調整 

3. 圖層處理技巧  

第十四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變型工具使用 

2. 亮度與對比調整 

3. 陰影設定  

第十五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文字框線設定 

2. 基底影像再製  

第十六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用增強工具使用 

2. 色彩調整 

3. 圖庫應用  

第十七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仿製畫筆使用 

2. 等尺寸合成功能應用 

3. 資料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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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物件繪圖橡皮擦工具 

2. 裁切工具 

3. 擷取物件  

第十九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機實作：50% 

2.測驗：50% 

3.TQC 認證：自由參加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hotoImpact 影像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Skill of PhotoImpact  

授課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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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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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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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檔案處理 

2. 填充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二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百寶箱應用 

2. 元件設定(位置/大小/形狀) 

3. 實作練習  

第三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標準選取工具使用 

2. 剪裁應用 

3. 擴大底框 

4. 實作練習  

第四週 工具基本應用  

1. 扭曲特效 

2. 增加亮度應用 

3. 文字工具箱 

4.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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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煙火特效應用 

2. 文字路徑特效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六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淡出功能使用 

2. 線性漸層工具使用 

3. 實作練習  

第七週 數位影像編修  

1. 物件影像縮小 

2. 文字特效 

3. 實作練習  

第八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九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十週 數位影像編修  綜合應用練習  

第十一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去背及複製處理 

2. 魔術棒使用 

3. 再製基底底影像  

第十二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色相與彩度使用技巧 

2. 物件合併 

3. 影像合成  

第十三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雙色背景處理 

2. 智慧型曲線調整 

3. 圖層處理技巧  

第十四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變型工具使用 

2. 亮度與對比調整 

3. 陰影設定  

第十五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文字框線設定 

2. 基底影像再製  

第十六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影像用增強工具使用 

2. 色彩調整 

3. 圖庫應用  

第十七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仿製畫筆使用 

2. 等尺寸合成功能應用 

3. 資料庫使用  

第十八週 繪圖進階設計  

1. 物件繪圖橡皮擦工具 

2. 裁切工具 

3. 擷取物件  

第十九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週 繪圖進階設計  綜合應用練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機實作：50% 

2.測驗：50% 

3.TQC 認證：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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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owerPoint 簡報設計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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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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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第六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第七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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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第十五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大眾傳播、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owerPoint 簡報設計認證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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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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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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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第七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三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第十五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大眾傳播、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owerPoint 簡報設計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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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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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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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第六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第七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三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第十五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大眾傳播、管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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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owerPoint 簡報設計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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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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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第六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第七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三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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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大眾傳播、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owerPoint 簡報設計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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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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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第六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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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三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第十五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大眾傳播、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owerPoint 簡報設計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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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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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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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第二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06 教學 題庫 108 教學  

第三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題庫 110 教學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四週 
建立簡報素材及放映處

理  
第一類題庫總複習  

第五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第六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06 教學 題庫 208 教學  

第七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題庫 210 教學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八週 
編輯與美化簡報及自訂

放映  
第二類題庫總複習  

第九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第十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06 教學 題庫 308 教學  

第十一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題庫 310 教學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二週 
簡報母片設計與應用技

能  
第三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三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第十四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06 教學 題庫 408 教學  

第十五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題庫 410 教學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六週 軟體的整合處理  第四類題庫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大眾傳播、管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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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Space School 太空科技模擬  

英文名稱： Space School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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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宏觀視

野」、「世界接軌」  

學習目標： 

1、能以科技實作的過程中將自然與科學領域課綱所學的知識點應用與呈現  

2、能應用科技軟體，學會科技的實作模擬與創造 (123D design)  

3、培養學生學習將問題與專案，有邏輯性的分析，有效的資料找尋並得到解

決 方法  

4、利用分組專題討論與作品發表，檢視學生綜合能力成果的展現。  

5、透過 FLIPCODE 平台學習程式語言的基礎概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火箭發射台的初步構想  

1. 針對通常會用什麼材質搭建 (哪種金

屬材質 最適合 )  

2. 通常火箭發射的時候會有那些事情同

時發生  

3. 火箭發射的降溫水柱 + 喷設燃料的衝

力大  

概是多少 ?  

4. Design Thinking 教學 (AEIOU 法則共

同套用)  

第二週 

火箭發射台的初步構想 

II [創意發想 + 資料搜 

尋]  

1. XMIND 資料收斂與整理  

2. 找到自己擅長的資料下手執行與規劃  

第三週 
Prototype 找尋與測試 [實

驗模擬]  

1. 在完整規劃前可以做 prototype 做一些

基本 測試  

2. 這邊用無人機搭載冰棒棍的橋樑做一

個力學架構模擬  

第四週 

MVP 產品構想 [自製成

果 + 產品開 發的財務測

算]  

1. 透過 prototype 的測試經驗，發想

MVP 產品 的製作方式  

2. 學習 GOOGLE SHEET 掌握基本金流  

3. 開始繼續找尋後續的製作方式 (材

料、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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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尋求市場專家分析 

[CALL OUT 時間 + 產品

的擬真圖呈現]  

1. 想想看自己周邊的專家可以怎麼做詢

問  

2. 學習基本的 3D 繪圖，盡可能將自己

的相法 呈現  

第六週 

產品簡報製作 [確認問題 

+ 要解決 的問題方法 + 

確認 財務]  

1. 產品成果展現，構思呈現的順序 [3W 

呈現 法則]  

2. 如何將整體的產品可行性做一個完整

表達  

第七週 
產品呈現 [台上呈現簡報

時間!]  

產品呈現  

[台上呈現簡報時間!]  

第八週 
太空環境的分析 [創意發

想 + 資料搜 尋]  

1. 通常太空環境要靠什麼充電  

2. 太空環境會有那些極端狀況需要防範  

第九週 

1. 通常太空環境要靠什

麼充電 2. 太空環境會有

那些極端狀況需要防範  

1. 焊接實作的體驗  

2. 更加了解電路原理的驅動  

第十週 

MVP 產品構想 [自製方

法找尋 + 產 品開發的財

務測算]  

1. 透過基礎電路知識，找尋可執行方案  

2. 電路模擬軟體介紹  

3. 3D 繪圖進階培訓  

第十一週 
尋求市場專家分析 & 產

品簡報製作 [綜合分析]  

1. 財務規劃  

2. 產品呈現的方法  

第十二週 
產品呈現 [台上呈現簡報

時間!]  

產品呈現  

[台上呈現簡報時間!]  

第十三週 

太空垃圾目前的類別 分

析 [創意發想 + 資料搜 

尋]  

1. 資料收斂關於太空垃圾的相關資訊  

2. 大小，體積，金屬，非金屬...等資訊

判別  

第十四週 
太空垃圾集結器的呈 現 

[prototype 呈現]  

1. 集結的方法與結構設計發想 & 呈現  

2. 測試集結的效果 (如何模擬太空中的

垃圾懸 浮感 ? )  

第十五週 
太空垃圾集結器的呈 現 

II [MVP 產品模擬]  

1. 學員自製 + Q&A (老師在旁做專業輔

助)  

第十六週 
產品呈現準備 [3D 繪圖 

+ 電路 + 產品簡報]  

1. 學員自製 + Q&A (老師在旁做專業輔

助)  

第十七週 
產品呈現準備 II [3D 繪

圖 + 電路 + 產品簡報]  

1. 學員自製 + Q&A (老師在旁做專業輔

助)  

第十八週 
產品呈現 (校際比賽) [台

上呈現簡報時間]  

產品呈現 (校際比賽)  

[台上呈現簡報時間]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作業評量：實際專案完成程度。(20%)  

2.軟體評量：課堂中的軟體分析專案檢視。(20%)  

3.綜合評量：每個專題，小組呈現的專題解決方法與成果發表。(60%)  



77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管理、財經  

備註： 

預期效益： 

學員可以因為此課程，增加未來人生必備的素養能力與技能能力。  

了解一個專案完整的完成需要哪些細節的執行與構思。  

了解一個完美的團隊需要如何的做到搭配與溝通。  

了解現在的網路世代可以怎麼透過自學得到更多資源。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Word 文書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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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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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題庫 106

教學  

第二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8 教學 題庫 110 教學  

第三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題庫 206

教學  

第四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8 教學 題庫 210 教學  

第五週 文字與段落編輯處理  題庫一、二大類總複習  

第六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題庫 306

教學  

第七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8 教學 題庫 310 教學  

第八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題庫 406

教學  

第九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8 教學 題庫 410 教學  

第十週 表格與圖文處理  題庫三、四類總複習  

第十一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2 教學 題庫 504 教學 題庫 506

教學  

第十二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8 教學 題庫 510 教學  

第十三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2 教學 題庫 604 教學 題庫 606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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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8 教學 題庫 610 教學  

第十五週 
長篇文章與合併列印應

用  
題庫五、六類總複習  

第十六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一、二、三題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四、五題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Word 文書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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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題庫 106

教學  

第二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8 教學 題庫 110 教學  

第三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題庫 206

教學  

第四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8 教學 題庫 210 教學  

第五週 文字與段落編輯處理  題庫一、二大類總複習  

第六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題庫 306

教學  

第七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8 教學 題庫 310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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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題庫 406

教學  

第九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8 教學 題庫 410 教學  

第十週 表格與圖文處理  題庫三、四類總複習  

第十一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2 教學 題庫 504 教學 題庫 506

教學  

第十二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8 教學 題庫 510 教學  

第十三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2 教學 題庫 604 教學 題庫 606

教學  

第十四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8 教學 題庫 610 教學  

第十五週 
長篇文章與合併列印應

用  
題庫五、六類總複習  

第十六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一、二、三題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四、五題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Word 文書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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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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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題庫 106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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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8 教學 題庫 110 教學  

第三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題庫 206

教學  

第四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8 教學 題庫 210 教學  

第五週 文字與段落編輯處理  題庫一、二大類總複習  

第六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題庫 306

教學  

第七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8 教學 題庫 310 教學  

第八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題庫 406

教學  

第九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8 教學 題庫 410 教學  

第十週 表格與圖文處理  題庫三、四類總複習  

第十一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2 教學 題庫 504 教學 題庫 506

教學  

第十二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8 教學 題庫 510 教學  

第十三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2 教學 題庫 604 教學 題庫 606

教學  

第十四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8 教學 題庫 610 教學  

第十五週 
長篇文章與合併列印應

用  
題庫五、六類總複習  

第十六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一、二、三題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四、五題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Word 文書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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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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題庫 106

教學  

第二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8 教學 題庫 110 教學  

第三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題庫 206

教學  

第四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8 教學 題庫 210 教學  

第五週 文字與段落編輯處理  題庫一、二大類總複習  

第六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題庫 306

教學  

第七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8 教學 題庫 310 教學  

第八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題庫 406

教學  

第九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8 教學 題庫 410 教學  

第十週 表格與圖文處理  題庫三、四類總複習  

第十一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2 教學 題庫 504 教學 題庫 506

教學  

第十二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8 教學 題庫 510 教學  

第十三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2 教學 題庫 604 教學 題庫 606

教學  

第十四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8 教學 題庫 610 教學  

第十五週 
長篇文章與合併列印應

用  
題庫五、六類總複習  

第十六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一、二、三題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四、五題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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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Word 文書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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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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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題庫 106

教學  

第二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8 教學 題庫 110 教學  

第三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題庫 206

教學  

第四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8 教學 題庫 210 教學  

第五週 文字與段落編輯處理  題庫一、二大類總複習  

第六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題庫 306

教學  

第七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8 教學 題庫 310 教學  

第八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題庫 406

教學  

第九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8 教學 題庫 410 教學  

第十週 表格與圖文處理  題庫三、四類總複習  

第十一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2 教學 題庫 504 教學 題庫 506

教學  

第十二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8 教學 題庫 510 教學  

第十三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2 教學 題庫 604 教學 題庫 606

教學  

第十四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8 教學 題庫 610 教學  

第十五週 
長篇文章與合併列印應

用  
題庫五、六類總複習  

第十六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一、二、三題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四、五題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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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Word 文書處理認證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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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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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推動資訊能力整體提升，以建構完整的技能檢定前導計畫帶動學習，達成資訊

化目標。創立以「訓考用合一」推動資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2 教學 題庫 104 教學 題庫 106

教學  

第二週 基本操作與文字處理  題庫 108 教學 題庫 110 教學  

第三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2 教學 題庫 204 教學 題庫 206

教學  

第四週 基本的段落編輯  題庫 208 教學 題庫 210 教學  

第五週 文字與段落編輯處理  題庫一、二大類總複習  

第六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2 教學 題庫 304 教學 題庫 306

教學  

第七週 表格設計  題庫 308 教學 題庫 310 教學  

第八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2 教學 題庫 404 教學 題庫 406

教學  

第九週 圖文處理  題庫 408 教學 題庫 410 教學  

第十週 表格與圖文處理  題庫三、四類總複習  

第十一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2 教學 題庫 504 教學 題庫 506

教學  

第十二週 長篇文章處理  題庫 508 教學 題庫 510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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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2 教學 題庫 604 教學 題庫 606

教學  

第十四週 合併列印應用  題庫 608 教學 題庫 610 教學  

第十五週 
長篇文章與合併列印應

用  
題庫五、六類總複習  

第十六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一、二、三題總複習  

第十七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各類題庫第四、五題總複習  

第十八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十九週 認證題庫總複習  全範圍總複習  

第二十週 TQC 技能認證  TQC 技能認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測驗、TQC 認證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起讀判決(法律文書之讀與寫)  

英文名稱： Reading a Written Judgement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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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建立學生對日常生活法律概念的認識，建立對法律工作實務的瞭解。 

2. 強化法律實作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培養社會關懷 

3. 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法治觀念，能將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藉以保障自身

權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分組  

第二週 訴訟上文書  民、刑事訴訟實務上使用之書狀介紹  

第三週 實務上常用之法律文書  存證信函簡介  

第四週 實務上常用之法律文書  支付命令簡介  

第五週 訴訟主體(法院)  法院組織、人員及職權  

第六週 訴訟程序  訴訟程序恆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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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訴訟程序  
訴訟進行─獨任制、合議制；準備程

序、辯論程序  

第八週 訴訟程序  訴訟終結─判決主文與判決理由  

第九週 電影欣賞  電影欣賞  

第十週 電影欣賞  分組討論及分享  

第十一週 憲法判決導讀  校園「特別權力關係」重新定位  

第十二週 憲法判決導讀  憲法判決析評  

第十三週 民事判決導讀  特別侵權行為與衡平責任  

第十四週 民事判決導讀  民事判決析評  

第十五週 刑事判決導讀  
毀謗與真實惡意原則─兼論毀謗應否除

罪化之爭議  

第十六週 刑事判決導讀  刑事判決析評  

第十七週 綜合演練  存證信函(支付命令)實務練習  

第十八週 綜合演練  存證信函(支付命令)實務練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課態度（占 20%） 

2.課堂報告及評量 (占 30%) 

3.期末實作（占 50%）  

對應學群： 教育, 法政, 管理  

備註： 

育期效益： 

1. 建立學生對日常生活法律概念的認識，建立對法律工作實務的瞭解。 

2. 強化法律實作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培養社會關懷 

3. 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法治觀念，能將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藉以保障自身

權益。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安二三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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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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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公園：休閒的概念  
1. 現代公園的緣起 2. 都會公園介紹：

中央 海德、上野  

第二週 
日治時期籌畫的公園 

（1932－1945）  
1. 十七座公園介紹 2. 曾經的七號公園  

第三週 
光復初期的大安公園 

（1949－1980）  
1. 眷村與國際學舍 2. 荒蕪的都市之瘤  

第四週 
籌建爭議與公園誕生 

（1980－1994）  
1. 曾經是體育館用地 2. 宗教風波  

第五週 
地理學觀點在生活中的

運用  

1.從地理學的觀點來認識大安森林公園

的空間位置優勢 2.學習分析公園對居民

的需求與影響 3.最後從此市政建設來了

解都市計劃的重要性。  

第六週 
地圖是生活中的重要工

具  

1.借用森林公園一例，來學習如何正確

的使用與繪製地圖 2.並且充分體會地圖

在生活中結合 3C 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週 
地理實察是生活中的實

踐者  

1.透過地理實察，落實學生對鄉土的認

同與關懷 2.進一步體會生活就是需要透

過實察來實踐，生活才有意義。  

第八週 
空間規劃是創造綠能城

市的新思維  

1.借由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利用，來了

解空間規畫（也就是都市計畫）的必要

性與前瞻性 2.進而創造綠能都市，追求

永續發展。  

第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週 
人與生物共存 的都市公

園  

1. 大安森林公園都在台北自然生態體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 2. 世界公園在都市生

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週 都市之肺  
1. 大安森林公園的植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植物群集 3. 熱島效應  

第十二週 生物多樣性  

1. 大安森林公園的動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動物群集 3. 常見的都市動物與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  

第十三週 生物復育  

1. 世界瀕危物種的介紹 2. 如何復育生

物 3. 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 4. 大安

森林公園-鳳頭蒼鷹復育  

第十四週 
介紹大安森林公園藝文

活動  

2015 臺北藝穗節 2016 台北燈節 2016 台

北爵士樂節 2016 捷客爆米花電影節 

2016 森林音樂節 2017 五月天回歸演唱

會  

第十五週 詩經與大安森林公園  
1.介紹古典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詩經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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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散文

分享  

1.介紹現代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現代文學篇章 3.周邊文藝公

園與現代文學  

第十七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新詩

創作：大自然的十四行

詩(分組)  

1.介紹十四行詩 2.以同學實察大安森林

公園所得靈感，分組共同創作 3.分享同

學們的創作 (擇優投稿延平雙月刊)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查報告、心得分享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安二三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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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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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公園：休閒的概念  
1. 現代公園的緣起 2. 都會公園介紹：

中央 海德、上野  

第二週 
日治時期籌畫的公園 

（1932－1945）  
1. 十七座公園介紹 2. 曾經的七號公園  

第三週 
光復初期的大安公園 

（1949－1980）  
1. 眷村與國際學舍 2. 荒蕪的都市之瘤  

第四週 
籌建爭議與公園誕生 

（1980－1994）  
1. 曾經是體育館用地 2. 宗教風波  

第五週 
地理學觀點在生活中的

運用  

1.從地理學的觀點來認識大安森林公園

的空間位置優勢 2.學習分析公園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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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與影響 3.最後從此市政建設來了

解都市計劃的重要性。  

第六週 
地圖是生活中的重要工

具  

1.借用森林公園一例，來學習如何正確

的使用與繪製地圖 2.並且充分體會地圖

在生活中結合 3C 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週 
地理實察是生活中的實

踐者  

1.透過地理實察，落實學生對鄉土的認

同與關懷 2.進一步體會生活就是需要透

過實察來實踐，生活才有意義。  

第八週 
空間規劃是創造綠能城

市的新思維  

1.借由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利用，來了

解空間規畫（也就是都市計畫）的必要

性與前瞻性 2.進而創造綠能都市，追求

永續發展。  

第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週 
人與生物共存 的都市公

園  

1. 大安森林公園都在台北自然生態體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 2. 世界公園在都市生

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週 都市之肺  
1. 大安森林公園的植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植物群集 3. 熱島效應  

第十二週 生物多樣性  

1. 大安森林公園的動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動物群集 3. 常見的都市動物與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  

第十三週 生物復育  

1. 世界瀕危物種的介紹 2. 如何復育生

物 3. 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 4. 大安

森林公園-鳳頭蒼鷹復育  

第十四週 
介紹大安森林公園藝文

活動  

2015 臺北藝穗節 2016 台北燈節 2016 台

北爵士樂節 2016 捷客爆米花電影節 

2016 森林音樂節 2017 五月天回歸演唱

會  

第十五週 詩經與大安森林公園  
1.介紹古典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詩經篇章  

第十六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散文

分享  

1.介紹現代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現代文學篇章 3.周邊文藝公

園與現代文學  

第十七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新詩

創作：大自然的十四行

詩(分組)  

1.介紹十四行詩 2.以同學實察大安森林

公園所得靈感，分組共同創作 3.分享同

學們的創作 (擇優投稿延平雙月刊)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查報告、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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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安二三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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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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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公園：休閒的概念  
1. 現代公園的緣起 2. 都會公園介紹：

中央 海德、上野  

第二週 
日治時期籌畫的公園 

（1932－1945）  
1. 十七座公園介紹 2. 曾經的七號公園  

第三週 
光復初期的大安公園 

（1949－1980）  
1. 眷村與國際學舍 2. 荒蕪的都市之瘤  

第四週 
籌建爭議與公園誕生 

（1980－1994）  
1. 曾經是體育館用地 2. 宗教風波  

第五週 
地理學觀點在生活中的

運用  

1.從地理學的觀點來認識大安森林公園

的空間位置優勢 2.學習分析公園對居民

的需求與影響 3.最後從此市政建設來了

解都市計劃的重要性。  

第六週 
地圖是生活中的重要工

具  

1.借用森林公園一例，來學習如何正確

的使用與繪製地圖 2.並且充分體會地圖

在生活中結合 3C 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週 
地理實察是生活中的實

踐者  

1.透過地理實察，落實學生對鄉土的認

同與關懷 2.進一步體會生活就是需要透

過實察來實踐，生活才有意義。  

第八週 
空間規劃是創造綠能城

市的新思維  

1.借由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利用，來了

解空間規畫（也就是都市計畫）的必要

性與前瞻性 2.進而創造綠能都市，追求

永續發展。  

第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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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人與生物共存 的都市公

園  

1. 大安森林公園都在台北自然生態體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 2. 世界公園在都市生

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週 都市之肺  
1. 大安森林公園的植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植物群集 3. 熱島效應  

第十二週 生物多樣性  

1. 大安森林公園的動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動物群集 3. 常見的都市動物與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  

第十三週 生物復育  

1. 世界瀕危物種的介紹 2. 如何復育生

物 3. 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 4. 大安

森林公園-鳳頭蒼鷹復育  

第十四週 
介紹大安森林公園藝文

活動  

2015 臺北藝穗節 2016 台北燈節 2016 台

北爵士樂節 2016 捷客爆米花電影節 

2016 森林音樂節 2017 五月天回歸演唱

會  

第十五週 詩經與大安森林公園  
1.介紹古典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詩經篇章  

第十六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散文

分享  

1.介紹現代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現代文學篇章 3.周邊文藝公

園與現代文學  

第十七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新詩

創作：大自然的十四行

詩(分組)  

1.介紹十四行詩 2.以同學實察大安森林

公園所得靈感，分組共同創作 3.分享同

學們的創作 (擇優投稿延平雙月刊)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查報告、心得分享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安二三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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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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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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公園：休閒的概念  
1. 現代公園的緣起 2. 都會公園介紹：

中央 海德、上野  

第二週 
日治時期籌畫的公園 

（1932－1945）  
1. 十七座公園介紹 2. 曾經的七號公園  

第三週 
光復初期的大安公園 

（1949－1980）  
1. 眷村與國際學舍 2. 荒蕪的都市之瘤  

第四週 
籌建爭議與公園誕生 

（1980－1994）  
1. 曾經是體育館用地 2. 宗教風波  

第五週 
地理學觀點在生活中的

運用  

1.從地理學的觀點來認識大安森林公園

的空間位置優勢 2.學習分析公園對居民

的需求與影響 3.最後從此市政建設來了

解都市計劃的重要性。  

第六週 
地圖是生活中的重要工

具  

1.借用森林公園一例，來學習如何正確

的使用與繪製地圖 2.並且充分體會地圖

在生活中結合 3C 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週 
地理實察是生活中的實

踐者  

1.透過地理實察，落實學生對鄉土的認

同與關懷 2.進一步體會生活就是需要透

過實察來實踐，生活才有意義。  

第八週 
空間規劃是創造綠能城

市的新思維  

1.借由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利用，來了

解空間規畫（也就是都市計畫）的必要

性與前瞻性 2.進而創造綠能都市，追求

永續發展。  

第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週 
人與生物共存 的都市公

園  

1. 大安森林公園都在台北自然生態體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 2. 世界公園在都市生

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週 都市之肺  
1. 大安森林公園的植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植物群集 3. 熱島效應  

第十二週 生物多樣性  

1. 大安森林公園的動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動物群集 3. 常見的都市動物與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  

第十三週 生物復育  

1. 世界瀕危物種的介紹 2. 如何復育生

物 3. 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 4. 大安

森林公園-鳳頭蒼鷹復育  

第十四週 
介紹大安森林公園藝文

活動  

2015 臺北藝穗節 2016 台北燈節 2016 台

北爵士樂節 2016 捷客爆米花電影節 

2016 森林音樂節 2017 五月天回歸演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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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詩經與大安森林公園  
1.介紹古典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詩經篇章  

第十六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散文

分享  

1.介紹現代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現代文學篇章 3.周邊文藝公

園與現代文學  

第十七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新詩

創作：大自然的十四行

詩(分組)  

1.介紹十四行詩 2.以同學實察大安森林

公園所得靈感，分組共同創作 3.分享同

學們的創作 (擇優投稿延平雙月刊)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查報告、心得分享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安二三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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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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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公園：休閒的概念  
1. 現代公園的緣起 2. 都會公園介紹：

中央 海德、上野  

第二週 
日治時期籌畫的公園 

（1932－1945）  
1. 十七座公園介紹 2. 曾經的七號公園  

第三週 
光復初期的大安公園 

（1949－1980）  
1. 眷村與國際學舍 2. 荒蕪的都市之瘤  

第四週 
籌建爭議與公園誕生 

（1980－1994）  
1. 曾經是體育館用地 2. 宗教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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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地理學觀點在生活中的

運用  

1.從地理學的觀點來認識大安森林公園

的空間位置優勢 2.學習分析公園對居民

的需求與影響 3.最後從此市政建設來了

解都市計劃的重要性。  

第六週 
地圖是生活中的重要工

具  

1.借用森林公園一例，來學習如何正確

的使用與繪製地圖 2.並且充分體會地圖

在生活中結合 3C 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週 
地理實察是生活中的實

踐者  

1.透過地理實察，落實學生對鄉土的認

同與關懷 2.進一步體會生活就是需要透

過實察來實踐，生活才有意義。  

第八週 
空間規劃是創造綠能城

市的新思維  

1.借由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利用，來了

解空間規畫（也就是都市計畫）的必要

性與前瞻性 2.進而創造綠能都市，追求

永續發展。  

第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週 
人與生物共存 的都市公

園  

1. 大安森林公園都在台北自然生態體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 2. 世界公園在都市生

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週 都市之肺  
1. 大安森林公園的植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植物群集 3. 熱島效應  

第十二週 生物多樣性  

1. 大安森林公園的動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動物群集 3. 常見的都市動物與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  

第十三週 生物復育  

1. 世界瀕危物種的介紹 2. 如何復育生

物 3. 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 4. 大安

森林公園-鳳頭蒼鷹復育  

第十四週 
介紹大安森林公園藝文

活動  

2015 臺北藝穗節 2016 台北燈節 2016 台

北爵士樂節 2016 捷客爆米花電影節 

2016 森林音樂節 2017 五月天回歸演唱

會  

第十五週 詩經與大安森林公園  
1.介紹古典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詩經篇章  

第十六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散文

分享  

1.介紹現代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現代文學篇章 3.周邊文藝公

園與現代文學  

第十七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新詩

創作：大自然的十四行

詩(分組)  

1.介紹十四行詩 2.以同學實察大安森林

公園所得靈感，分組共同創作 3.分享同

學們的創作 (擇優投稿延平雙月刊)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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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查報告、心得分享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安二三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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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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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公園：休閒的概念  
1. 現代公園的緣起 2. 都會公園介紹：

中央 海德、上野  

第二週 
日治時期籌畫的公園 

（1932－1945）  
1. 十七座公園介紹 2. 曾經的七號公園  

第三週 
光復初期的大安公園 

（1949－1980）  
1. 眷村與國際學舍 2. 荒蕪的都市之瘤  

第四週 
籌建爭議與公園誕生 

（1980－1994）  
1. 曾經是體育館用地 2. 宗教風波  

第五週 
地理學觀點在生活中的

運用  

1.從地理學的觀點來認識大安森林公園

的空間位置優勢 2.學習分析公園對居民

的需求與影響 3.最後從此市政建設來了

解都市計劃的重要性。  

第六週 
地圖是生活中的重要工

具  

1.借用森林公園一例，來學習如何正確

的使用與繪製地圖 2.並且充分體會地圖

在生活中結合 3C 科技所扮演的角色。  

第七週 
地理實察是生活中的實

踐者  

1.透過地理實察，落實學生對鄉土的認

同與關懷 2.進一步體會生活就是需要透

過實察來實踐，生活才有意義。  

第八週 
空間規劃是創造綠能城

市的新思維  

1.借由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利用，來了

解空間規畫（也就是都市計畫）的必要

性與前瞻性 2.進而創造綠能都市，追求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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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週 
人與生物共存 的都市公

園  

1. 大安森林公園都在台北自然生態體系

中所扮演的角色 2. 世界公園在都市生

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一週 都市之肺  
1. 大安森林公園的植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植物群集 3. 熱島效應  

第十二週 生物多樣性  

1. 大安森林公園的動物群集 2. 都市公

園的動物群集 3. 常見的都市動物與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  

第十三週 生物復育  

1. 世界瀕危物種的介紹 2. 如何復育生

物 3. 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復育 4. 大安

森林公園-鳳頭蒼鷹復育  

第十四週 
介紹大安森林公園藝文

活動  

2015 臺北藝穗節 2016 台北燈節 2016 台

北爵士樂節 2016 捷客爆米花電影節 

2016 森林音樂節 2017 五月天回歸演唱

會  

第十五週 詩經與大安森林公園  
1.介紹古典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詩經篇章  

第十六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散文

分享  

1.介紹現代文學 2.大安森林公園常見動

植物與相關現代文學篇章 3.周邊文藝公

園與現代文學  

第十七週 

書寫大安森林公園 新詩

創作：大自然的十四行

詩(分組)  

1.介紹十四行詩 2.以同學實察大安森林

公園所得靈感，分組共同創作 3.分享同

學們的創作 (擇優投稿延平雙月刊)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查報告、心得分享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幻想成真：3D 建模與列印  

英文名稱： 3D Printing  

授課年段：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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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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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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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了解空間立體概念及 3D 模型建模流程。 

2.學會 3D 模型建模軟體使用。 

3.學會各種 3D 模型檔案類型的關聯與轉換。 

4.學會 3D 切片軟體之參數設定與 3D 模型品質控制。 

5.學會操作 3D 印表機並將 3D 模型輸出實物成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立體空間概念  
介紹基礎立體空間觀念及各視角平行投

影視圖判讀。  

第二週 3D 建模與列印  
3D 模型建置之邏輯與設計流程介紹；

加法製造與減法製造概念解說；  

第三週 線上 3D 世界任我行  

註冊 3D 建模軟體教學，基礎介面及操

作模式介紹。視角的變換操控，學會快

速鍵遨遊於虛擬 3D 世界中。  

第四週 
個人化 QR 鑰匙圈製作

(一)  
基礎形狀繪製教學，2D 與 3D 的轉換。  

第五週 
個人化 QR 鑰匙圈製作

(二)  
移動、旋轉與陣列(位移複製)的概念。  

第六週 
個人化 QR 鑰匙圈製作

(三)  
3D 建模、測試修正。  

第七週 3D 模型切片轉檔  
3D 模型與列印機檔案格式說明，轉檔

與切片軟體操作示範。  

第八週 3D 列印輸出  
合併檔案完成切片後進行 3D 輸出作

業。  

第九週 自選主題創作  創意發想、手繪草圖、討論定稿。  

第十週 自選主題創作  3D 建模  

第十一週 自選主題創作  3D 建模  

第十二週 自選主題創作  3D 建模  

第十三週 自選主題創作  3D 建模  

第十四週 3D 物件輸出  
公差檢查、3D 圖檔轉換、切片；3D 物

件輸出。  

第十五週 3D 物件輸出  
零件組合、測試、修正；3D 物件輸

出。  

第十六週 主題作品分享  作品觀摩、技術研討。  

第十七週 學習歷程製作  
學習歷程報告製作。(心得撰寫、簡報

製作)。  

第十八週 學習歷程報告  學習歷程心得分享。  

第十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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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實機操作及 3D 列印作品 60% 

2.學習歷程報告 20% 

3.心得分享 2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藝術  

備註： 

預期效益： 

1.藉由平面與立體的轉換過程，培養學生立體幾何概念與空間轉換能力。 

2.並於 3D 列印設定過程學習力學、支撐、邏輯思維，進而開發學生潛能、激

發創意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世界探索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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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認識心理學的理論及應用。 2、 提升生活中的覺察能力。 3、 培養研究與

分享能力。 4、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5、 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6、 具備多元

包容能力。 7、 建立主動關懷社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變態心理學  導論(附件一)  

第二週 變態心理學  ADHD(附件二)  

第三週 變態心理學  憂鬱症(附件三)  

第四週 變態心理學  焦慮症(附件四)  

第五週 人格心理學  佛洛伊德、潛意識及防衛機轉(附件五)  

第六週 人格心理學  著名心理學家及理論(附件六)  

第七週 人格心理學  特質論及衡鑑(附件七)  

第八週 人格心理學  人和情境的爭論(附件八)  

第九週 人格心理學  生活中常見的人格類型(附件九)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一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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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I  

第十三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附件十一)  

第十四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I  

第十五週 廣告心理學  
從眾心理、自我實現及月暈效應(附件

十二)  

第十六週 廣告心理學  社會模仿、投契關係及權威認同  

第十七週 廣告心理學  幽默感及親切感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單 2、 分組報告 3、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世界探索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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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認識心理學的理論及應用。 2、 提升生活中的覺察能力。 3、 培養研究與

分享能力。 4、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5、 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6、 具備多元

包容能力。 7、 建立主動關懷社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變態心理學  導論(附件一)  

第二週 變態心理學  ADHD(附件二)  

第三週 變態心理學  憂鬱症(附件三)  

第四週 變態心理學  焦慮症(附件四)  

第五週 人格心理學  佛洛伊德、潛意識及防衛機轉(附件五)  

第六週 人格心理學  著名心理學家及理論(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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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人格心理學  特質論及衡鑑(附件七)  

第八週 人格心理學  人和情境的爭論(附件八)  

第九週 人格心理學  生活中常見的人格類型(附件九)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一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附件十)  

第十二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I  

第十三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附件十一)  

第十四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I  

第十五週 廣告心理學  
從眾心理、自我實現及月暈效應(附件

十二)  

第十六週 廣告心理學  社會模仿、投契關係及權威認同  

第十七週 廣告心理學  幽默感及親切感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單 2、 分組報告 3、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世界探索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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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認識心理學的理論及應用。 2、 提升生活中的覺察能力。 3、 培養研究與

分享能力。 4、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5、 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6、 具備多元

包容能力。 7、 建立主動關懷社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變態心理學  導論(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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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變態心理學  ADHD(附件二)  

第三週 變態心理學  憂鬱症(附件三)  

第四週 變態心理學  焦慮症(附件四)  

第五週 人格心理學  佛洛伊德、潛意識及防衛機轉(附件五)  

第六週 人格心理學  著名心理學家及理論(附件六)  

第七週 人格心理學  特質論及衡鑑(附件七)  

第八週 人格心理學  人和情境的爭論(附件八)  

第九週 人格心理學  生活中常見的人格類型(附件九)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一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附件十)  

第十二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I  

第十三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附件十一)  

第十四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I  

第十五週 廣告心理學  
從眾心理、自我實現及月暈效應(附件

十二)  

第十六週 廣告心理學  社會模仿、投契關係及權威認同  

第十七週 廣告心理學  幽默感及親切感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單 2、 分組報告 3、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世界探索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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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認識心理學的理論及應用。 2、 提升生活中的覺察能力。 3、 培養研究與

分享能力。 4、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5、 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6、 具備多元

包容能力。 7、 建立主動關懷社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變態心理學  導論(附件一)  

第二週 變態心理學  ADHD(附件二)  

第三週 變態心理學  憂鬱症(附件三)  

第四週 變態心理學  焦慮症(附件四)  

第五週 人格心理學  佛洛伊德、潛意識及防衛機轉(附件五)  

第六週 人格心理學  著名心理學家及理論(附件六)  

第七週 人格心理學  特質論及衡鑑(附件七)  

第八週 人格心理學  人和情境的爭論(附件八)  

第九週 人格心理學  生活中常見的人格類型(附件九)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一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附件十)  

第十二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I  

第十三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附件十一)  

第十四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I  

第十五週 廣告心理學  
從眾心理、自我實現及月暈效應(附件

十二)  

第十六週 廣告心理學  社會模仿、投契關係及權威認同  

第十七週 廣告心理學  幽默感及親切感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單 2、 分組報告 3、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世界探索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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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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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認識心理學的理論及應用。 2、 提升生活中的覺察能力。 3、 培養研究與

分享能力。 4、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5、 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6、 具備多元

包容能力。 7、 建立主動關懷社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變態心理學  導論(附件一)  

第二週 變態心理學  ADHD(附件二)  

第三週 變態心理學  憂鬱症(附件三)  

第四週 變態心理學  焦慮症(附件四)  

第五週 人格心理學  佛洛伊德、潛意識及防衛機轉(附件五)  

第六週 人格心理學  著名心理學家及理論(附件六)  

第七週 人格心理學  特質論及衡鑑(附件七)  

第八週 人格心理學  人和情境的爭論(附件八)  

第九週 人格心理學  生活中常見的人格類型(附件九)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一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附件十)  

第十二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I  

第十三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附件十一)  

第十四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I  

第十五週 廣告心理學  
從眾心理、自我實現及月暈效應(附件

十二)  

第十六週 廣告心理學  社會模仿、投契關係及權威認同  

第十七週 廣告心理學  幽默感及親切感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單 2、 分組報告 3、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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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理學世界探索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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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認識心理學的理論及應用。 2、 提升生活中的覺察能力。 3、 培養研究與

分享能力。 4、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5、 培養跨領域認知能力。 6、 具備多元

包容能力。 7、 建立主動關懷社會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變態心理學  導論(附件一)  

第二週 變態心理學  ADHD(附件二)  

第三週 變態心理學  憂鬱症(附件三)  

第四週 變態心理學  焦慮症(附件四)  

第五週 人格心理學  佛洛伊德、潛意識及防衛機轉(附件五)  

第六週 人格心理學  著名心理學家及理論(附件六)  

第七週 人格心理學  特質論及衡鑑(附件七)  

第八週 人格心理學  人和情境的爭論(附件八)  

第九週 人格心理學  生活中常見的人格類型(附件九)  

第十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一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附件十)  

第十二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知覺 II  

第十三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附件十一)  

第十四週 社會心理學  社會影響 II  

第十五週 廣告心理學  
從眾心理、自我實現及月暈效應(附件

十二)  

第十六週 廣告心理學  社會模仿、投契關係及權威認同  

第十七週 廣告心理學  幽默感及親切感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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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單 2、 分組報告 3、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半導體物理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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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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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世界接軌」  

學習目標： 對半導體的特性與製作技術有完整的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緒論  

1.半導體材料與我們的生活 

2.半導體的基本特性 

3.常見的半導體材料 

4.晶體結構與半導體 

 

第二週 能帶與能隙  半導體的能帶、能隙與其應用  

第三週 導電機制  
1.本質半導體 

2.半導體導電機制  

第四週 參雜  
1.施體與 N 型半導體 

2.受體與 P 型辦導體  

第五週 二極體  
二極體：結構、電壓電流曲線、整流功

能  

第六週 電晶體 1  
雙極性電晶體：構造與基本特性、常見

的操作模式  

第七週 電晶體 2  
雙極性電晶體：電壓電流特性曲線與應

用  

第八週 電晶體 3  場效電晶體：構造、特性與工作原理  

第九週 電晶體 4  場效電晶體：特性曲線與應用  

第十週 半導體製成導論  半導體製成：上游至下游的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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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製成環境-真空  真空概述與設備  

第十二週 長晶(技術)1  
矽晶體、砷化鎵晶體成長、晶體成長技

術  

第十三週 長晶(技術)2  
氣相沉積設備 CVD 與 PVD 薄膜製程設

備簡介  

第十四週 氧化與擴散  氧化、擴散製程與設備簡介  

第十五週 蝕刻  蝕刻蝕刻製程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六週 微影  微影製程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七週 植入  植入製程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八週 清洗  (溼式)清洗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課筆記之條理性與完整性：50% 

2.指定資料蒐集與判讀：50%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預期效益：讓學生認識半導體製作技術以做為將來選科系與工作之重要參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半導體物理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Semiconductor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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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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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世界接軌」  

學習目標： 對半導體的特性與製作技術有完整的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緒論  

1.半導體材料與我們的生活 

2.半導體的基本特性 

3.常見的半導體材料 

4.晶體結構與半導體 

 

第二週 能帶與能隙  半導體的能帶、能隙與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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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導電機制  
1.本質半導體 

2.半導體導電機制  

第四週 參雜  
1.施體與 N 型半導體 

2.受體與 P 型辦導體  

第五週 二極體  
二極體：結構、電壓電流曲線、整流功

能  

第六週 電晶體 1  
雙極性電晶體：構造與基本特性、常見

的操作模式  

第七週 電晶體 2  
雙極性電晶體：電壓電流特性曲線與應

用  

第八週 電晶體 3  場效電晶體：構造、特性與工作原理  

第九週 電晶體 4  場效電晶體：特性曲線與應用  

第十週 半導體製成導論  半導體製成：上游至下游的製作流程  

第十一週 製成環境-真空  真空概述與設備  

第十二週 長晶(技術)1  
矽晶體、砷化鎵晶體成長、晶體成長技

術  

第十三週 長晶(技術)2  
氣相沉積設備 CVD 與 PVD 薄膜製程設

備簡介  

第十四週 氧化與擴散  氧化、擴散製程與設備簡介  

第十五週 蝕刻  蝕刻蝕刻製程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六週 微影  微影製程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七週 植入  植入製程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八週 清洗  (溼式)清洗技術與設備簡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課筆記之條理性與完整性：50% 

2.指定資料蒐集與判讀：50%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預期效益：讓學生認識半導體製作技術以做為將來選科系與工作之重要參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叫我馬拉拉：一馬當先，改變世界的女孩  

英文名稱： I am Malala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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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宏觀視

野」、「世界接軌」、「自我實現」、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 培養閱讀一般議題、訊息或情境多元、語句略為複雜英文的能力 

2. 培養分析與理解能力 

3. 培養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 

4.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5. 建立主動關懷國際議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小說閱讀 學習單

1: Prologue  

歷史上的巴基斯坦 

Prologue 

Part One: Before the Taliban  

1. As Free as a Bird 

2. Dreams  

第二週 概論+小說閱讀  

地理上的巴基斯坦 

3. A Magic Pencil 

4. A Warning From God  

第三週 
概論+小說閱讀 學習單

2: Part One  

巴基斯坦的現況:政治、經濟與社會 

5. The First Direct Threat 

Part Two: A Shadow over Our Valley 

6.Radio Mullah  

第四週 小說閱讀  

小說閱讀：塔利班在斯瓦特山谷 

7. The Taliban in Swat 

8. No One Is Safe  

第五週 
小說閱讀 學習單 3: Part 

Two  

小說閱讀：恐怖主義 

9. Candy from the Sky 

10. 2008: What Terrorism Feels Like  

第六週 小說閱讀  

小說閱讀：一次演說的機會 

Part Three: Finding My Voice 

11. A Chance to Speak 

12. A Schoolgirl’s Diary  

第七週 小說閱讀  

小說閱讀：班級解散了 

13. Class Dismissed 

14. Secret School  

第八週 小說閱讀  

小說閱讀：和平在哪裡 

15. Peace? 

16. Displaced  

第九週 小說閱讀+報告檢核  
小說閱讀：誠懇的請求 

報告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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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ome 

18. A Humble Request and a Strange Peace  

第十週 
小說閱讀 學習單 4: Part 

Three  

小說閱讀：死亡的威脅 

19. Good News at Last 

Part Four: Targeted 

20. A Death Threat against Me  

第十一週 小說閱讀  

小說閱讀：預兆 

21. The Promise of Spring 

22. Omens  

第十二週 
小說閱讀 學習單 5: Part 

Four  

小說閱讀：新的生活 

23. A Day like Any Other 

Part Five: A New Life, Far from Home 

24. A Place Called Birmingham  

第十三週 小說閱讀  

小說閱讀：問題與解答 

25. Problems, Solutions 

26. A hundred Questions  

第十四週 小說閱讀+報告  

分組報告 

27. Passing the Hours 

28. We Are All Here Now  

第十五週 小說閱讀+報告  

分組報告 

29. Filling IN the Blanks 

30. Messag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第十六週 小說閱讀+報告  

分組報告 

31. A Bittersweet Day 

32. Miracles  

第十七週 小說閱讀+報告  

分組報告 

33. This New Place 

34. The One Thing We All Know  

第十八週 
小說閱讀+報告 學習單

6: Part Five+ Epilogue  

分組報告+心得分享 

35. Anniversary 

Epilogue: One Girl Among Many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Reader’s Journal：學習單 40% 

Prologue; 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Part Four; Part Five+Epilogue  

2. Oral Presentation by Group：分組報告 60% 

a. Taliban and Pakistan: Its Purpose and Influence  

b. Friendship as Shown in the Reading 

c. The Change of Woman’s Role in Pakistan  

d. The Development of Malala Yousafzai : Based on the Time Line of Important Events 

e. The Mala Fund: Its Role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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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外語、文史哲、教育、法政  

備註： 

預期效益： 

1. 透過分組報告培養收集資料及分析資料的能力，並與組員互助合作。 

2. 透過科目統整，引導學生作觀念的整合。 

3. 建立人文關懷精神，對任何淪為少數的人，找出行動的方向。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巨觀生物學  

英文名稱： Macroscopic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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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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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世界接軌」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生物知識，以及理解與應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遺傳  
孟德爾遺傳學：絕對顯性、半顯性、等

顯性  

第二週 遺傳  摩根遺傳學：性聯遺傳、連鎖與互換  

第三週 遺傳  遺傳疾病：基因突變、染色體異常  

第四週 遺傳  多基因遺傳：量的遺傳  

第五週 遺傳  
微演化：基因漂變、族群遺傳、哈溫定

律  

第六週 遺傳  
巨演化：遺傳變異、生殖隔離、種化作

用  

第七週 演化  
演化的證據：化石、解剖、胚胎、分

子、地理  

第八週 演化  生物多樣性：同源共祖、趨異演化  

第九週 演化  
六界分類：真細菌、古細菌、原生生

物、真菌、植物、動物  

第十週 植物  
植物的演化：蘚苔、蕨類、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第十一週 植物  
植物激素：生長素、吉貝素、細胞分裂

素、離層素、乙烯  

第十二週 植物  
植物感應：向性、傾性、綠化、萌芽、

開花  

第十三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1：消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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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2：呼吸、排泄  

第十五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3：神經、感官  

第十六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4：內分泌、生殖  

第十七週 生態  
生態系：物種的生態地位、群集、種間

關係、能量塔  

第十八週 生態  生態議題：全球暖化、環境保育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50% 

2.分組報告：5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巨觀生物學  

英文名稱： Macroscopic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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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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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世界接軌」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生物知識，以及理解與應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遺傳  
孟德爾遺傳學：絕對顯性、半顯性、等

顯性  

第二週 遺傳  摩根遺傳學：性聯遺傳、連鎖與互換  

第三週 遺傳  遺傳疾病：基因突變、染色體異常  

第四週 遺傳  多基因遺傳：量的遺傳  

第五週 遺傳  
微演化：基因漂變、族群遺傳、哈溫定

律  

第六週 遺傳  
巨演化：遺傳變異、生殖隔離、種化作

用  

第七週 演化  
演化的證據：化石、解剖、胚胎、分

子、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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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演化  生物多樣性：同源共祖、趨異演化  

第九週 演化  
六界分類：真細菌、古細菌、原生生

物、真菌、植物、動物  

第十週 植物  
植物的演化：蘚苔、蕨類、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第十一週 植物  
植物激素：生長素、吉貝素、細胞分裂

素、離層素、乙烯  

第十二週 植物  
植物感應：向性、傾性、綠化、萌芽、

開花  

第十三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1：消化、循環  

第十四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2：呼吸、排泄  

第十五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3：神經、感官  

第十六週 動物  動物器官的演化 4：內分泌、生殖  

第十七週 生態  
生態系：物種的生態地位、群集、種間

關係、能量塔  

第十八週 生態  生態議題：全球暖化、環境保育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50% 

2.分組報告：5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而然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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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不僅行醫如其他行業，若要順利執行工作，需要充足的專業知

識、處事能力與努力不懈與科學精神的態度。 2. 讓學生認識半導體基本元件

及電路，由簡入深引入生活中常用的物理元件。 3. 提升學生對天然災害的警



112 

覺、對防災的重視與了解。 4. 能反思自己對環境的影響，擁有正確的環保觀

念。 5. 面臨食品謠言時，能有完備知識遠離危險或將傷害降到最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  睡不好～會影響血糖  

第二週 生物  為什麼有人吃不胖我一吃就胖  

第三週 生物  
為何體育課有人汗流浹背有人一滴汗也

沒有呢？  

第四週 生物  天天背好多書～肩膀好痛  

第五週 生物  同學看起來好累～樣貌反映健康狀況  

第六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二極體  

第七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二極體實驗  

第八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PNP 電晶體  

第九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PNP 電晶體實驗  

第十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NPN 電晶體  

第十一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NPN 電晶體實驗  

第十二週 化學  新疆域「數值模擬」  

第十三週 化學  介紹生活中的「晶球」  

第十四週 化學  滲透作用  

第十五週 化學  滲透壓  

第十六週 化學  逆滲透  

第十七週 化學  自調柳橙晶球飲料  

第十八週 化學  自做芒果優格蛋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驗操作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而然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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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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不僅行醫如其他行業，若要順利執行工作，需要充足的專業知

識、處事能力與努力不懈與科學精神的態度。 2. 讓學生認識半導體基本元件

及電路，由簡入深引入生活中常用的物理元件。 3. 提升學生對天然災害的警

覺、對防災的重視與了解。 4. 能反思自己對環境的影響，擁有正確的環保觀

念。 5. 面臨食品謠言時，能有完備知識遠離危險或將傷害降到最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  睡不好～會影響血糖  

第二週 生物  為什麼有人吃不胖我一吃就胖  

第三週 生物  
為何體育課有人汗流浹背有人一滴汗也

沒有呢？  

第四週 生物  天天背好多書～肩膀好痛  

第五週 生物  同學看起來好累～樣貌反映健康狀況  

第六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二極體  

第七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二極體實驗  

第八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PNP 電晶體  

第九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PNP 電晶體實驗  

第十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NPN 電晶體  

第十一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NPN 電晶體實驗  

第十二週 化學  新疆域「數值模擬」  

第十三週 化學  介紹生活中的「晶球」  

第十四週 化學  滲透作用  

第十五週 化學  滲透壓  

第十六週 化學  逆滲透  

第十七週 化學  自調柳橙晶球飲料  

第十八週 化學  自做芒果優格蛋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驗操作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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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而然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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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不僅行醫如其他行業，若要順利執行工作，需要充足的專業知

識、處事能力與努力不懈與科學精神的態度。 2. 讓學生認識半導體基本元件

及電路，由簡入深引入生活中常用的物理元件。 3. 提升學生對天然災害的警

覺、對防災的重視與了解。 4. 能反思自己對環境的影響，擁有正確的環保觀

念。 5. 面臨食品謠言時，能有完備知識遠離危險或將傷害降到最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  睡不好～會影響血糖  

第二週 生物  為什麼有人吃不胖我一吃就胖  

第三週 生物  
為何體育課有人汗流浹背有人一滴汗也

沒有呢？  

第四週 生物  天天背好多書～肩膀好痛  

第五週 生物  同學看起來好累～樣貌反映健康狀況  

第六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二極體  

第七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二極體實驗  

第八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PNP 電晶體  

第九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PNP 電晶體實驗  

第十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NPN 電晶體  

第十一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NPN 電晶體實驗  

第十二週 化學  新疆域「數值模擬」  

第十三週 化學  介紹生活中的「晶球」  

第十四週 化學  滲透作用  

第十五週 化學  滲透壓  

第十六週 化學  逆滲透  

第十七週 化學  自調柳橙晶球飲料  

第十八週 化學  自做芒果優格蛋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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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驗操作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而然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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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不僅行醫如其他行業，若要順利執行工作，需要充足的專業知

識、處事能力與努力不懈與科學精神的態度。 2. 讓學生認識半導體基本元件

及電路，由簡入深引入生活中常用的物理元件。 3. 提升學生對天然災害的警

覺、對防災的重視與了解。 4. 能反思自己對環境的影響，擁有正確的環保觀

念。 5. 面臨食品謠言時，能有完備知識遠離危險或將傷害降到最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  睡不好～會影響血糖  

第二週 生物  為什麼有人吃不胖我一吃就胖  

第三週 生物  
為何體育課有人汗流浹背有人一滴汗也

沒有呢？  

第四週 生物  天天背好多書～肩膀好痛  

第五週 生物  同學看起來好累～樣貌反映健康狀況  

第六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二極體  

第七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二極體實驗  

第八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PNP 電晶體  

第九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PNP 電晶體實驗  

第十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NPN 電晶體  

第十一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NPN 電晶體實驗  

第十二週 化學  新疆域「數值模擬」  

第十三週 化學  介紹生活中的「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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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化學  滲透作用  

第十五週 化學  滲透壓  

第十六週 化學  逆滲透  

第十七週 化學  自調柳橙晶球飲料  

第十八週 化學  自做芒果優格蛋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驗操作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而然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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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不僅行醫如其他行業，若要順利執行工作，需要充足的專業知

識、處事能力與努力不懈與科學精神的態度。 2. 讓學生認識半導體基本元件

及電路，由簡入深引入生活中常用的物理元件。 3. 提升學生對天然災害的警

覺、對防災的重視與了解。 4. 能反思自己對環境的影響，擁有正確的環保觀

念。 5. 面臨食品謠言時，能有完備知識遠離危險或將傷害降到最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  睡不好～會影響血糖  

第二週 生物  為什麼有人吃不胖我一吃就胖  

第三週 生物  
為何體育課有人汗流浹背有人一滴汗也

沒有呢？  

第四週 生物  天天背好多書～肩膀好痛  

第五週 生物  同學看起來好累～樣貌反映健康狀況  

第六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二極體  

第七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二極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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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PNP 電晶體  

第九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PNP 電晶體實驗  

第十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NPN 電晶體  

第十一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NPN 電晶體實驗  

第十二週 化學  新疆域「數值模擬」  

第十三週 化學  介紹生活中的「晶球」  

第十四週 化學  滲透作用  

第十五週 化學  滲透壓  

第十六週 化學  逆滲透  

第十七週 化學  自調柳橙晶球飲料  

第十八週 化學  自做芒果優格蛋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驗操作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而然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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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不僅行醫如其他行業，若要順利執行工作，需要充足的專業知

識、處事能力與努力不懈與科學精神的態度。 2. 讓學生認識半導體基本元件

及電路，由簡入深引入生活中常用的物理元件。 3. 提升學生對天然災害的警

覺、對防災的重視與了解。 4. 能反思自己對環境的影響，擁有正確的環保觀

念。 5. 面臨食品謠言時，能有完備知識遠離危險或將傷害降到最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  睡不好～會影響血糖  

第二週 生物  為什麼有人吃不胖我一吃就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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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生物  
為何體育課有人汗流浹背有人一滴汗也

沒有呢？  

第四週 生物  天天背好多書～肩膀好痛  

第五週 生物  同學看起來好累～樣貌反映健康狀況  

第六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二極體  

第七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二極體實驗  

第八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PNP 電晶體  

第九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PNP 電晶體實驗  

第十週 物理  半導體-介紹 NPN 電晶體  

第十一週 物理  半導體實作-NPN 電晶體實驗  

第十二週 化學  新疆域「數值模擬」  

第十三週 化學  介紹生活中的「晶球」  

第十四週 化學  滲透作用  

第十五週 化學  滲透壓  

第十六週 化學  逆滲透  

第十七週 化學  自調柳橙晶球飲料  

第十八週 化學  自做芒果優格蛋  

第十九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討論、實驗操作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級日語  

英文名稱： Elementary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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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宏觀視野」、「世界接軌」、「自我實

現」、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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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精熟日文五十音及高頻實用字彙 

2.建立時態觀念並熟習各詞類變化 

3.活學文法句型並活用於日常會話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十音入門  
認識日文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清音

之發音與筆順  

第二週 五十音進階  
認識濁音、半濁音、抝音、撥音、長

音、促音  

第三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一課  
人稱代名詞、各種稱謂、職業身份、基

本問候語  

第四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二課  
指示代名詞、物品名詞、肯/否定基本

句型  

第五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三課  
場所地點名詞、詢問/回答所在場所之

句型  

第六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四課  
數字、時間、星期、時間副詞、動詞入

門  

第七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五課  來去動詞、交通工具、日期  

第八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六課  動作動詞、三餐食物、休閒活動  

第九週 期中測驗  複習並檢核前八週的學習內容  

第十週 
檢討期中考並進入第七

課  

(1)檢討期中測驗考卷(2)大家的日本語

第七課 生活用品(文具、餐具)名詞  

第十一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七課  
動作動詞、家族稱謂、拜訪/待客實用

會話  

第十二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八課  
形容詞(い形、な形)及其字詞搭配接續

用法  

第十三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九課  
狀態動詞、形容詞(い形、な形)、程度

副詞  

第十四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十課  存在(有無)動詞、方位名詞  

第十五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十一課  
量詞、數量詞用法及音變、詢問/回答

數量之句型  

第十六週 大家的日本語第十二課  形容詞(い形、な形)、天氣、節日慶典  

第十七週 總複習  
期末考前複習：回顧教材、統整補充、

習題習寫講解  

第十八週 期末測驗  複習並檢核全學期的學習內容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期中考：30% 

2.期末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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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時作業、隨堂測驗：20% 

4.學習態度、課堂參與度：2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  

備註： 

預期效益： 

1.能看懂日文漢字及平/片假名，在生活中或旅遊中增加對於周遭事物的認知 

2.循序漸進累積字彙量與文法知識，習得讀寫與聽講能力，為日後參加日語檢

定建立基礎 

3.培養學習第二外語的興趣，促進自我精進的動機 

4.從語言認識外國，增進國際觀與文化欣賞之涵養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簡報技巧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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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認識演說基本技巧 2.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4. 訓練視覺輔

具之運用能力 5. 培養簡報分析能力與創造力 6. 具備多面向鑑賞與批判包容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課程內容及教材介紹，學生分組。  

第二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  

第三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2)  

第四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分組預

期成效討論  

第五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1  

第六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2  

第七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概論  

第八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流程與評分標準介紹  

第九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  

第十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團體討

論  

第十一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1  

第十二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2  

第十三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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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4  

第十五週 上台報告  上台報告  

第十六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七週 課堂測驗  課堂測驗  

第十八週 口語模仿大賽  口語模仿大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團體作業(附件二) 2. 個人報告(附件三)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簡報技巧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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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認識演說基本技巧 2.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4. 訓練視覺輔

具之運用能力 5. 培養簡報分析能力與創造力 6. 具備多面向鑑賞與批判包容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課程內容及教材介紹，學生分組。  

第二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  

第三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2)  

第四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分組預

期成效討論  

第五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1  

第六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2  

第七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概論  

第八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流程與評分標準介紹  

第九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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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團體討

論  

第十一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1  

第十二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2  

第十三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3  

第十四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4  

第十五週 上台報告  上台報告  

第十六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七週 課堂測驗  課堂測驗  

第十八週 口語模仿大賽  口語模仿大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團體作業(附件二) 2. 個人報告(附件三)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簡報技巧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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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認識演說基本技巧 2.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4. 訓練視覺輔

具之運用能力 5. 培養簡報分析能力與創造力 6. 具備多面向鑑賞與批判包容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課程內容及教材介紹，學生分組。  

第二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  

第三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2)  

第四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分組預

期成效討論  

第五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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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2  

第七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概論  

第八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流程與評分標準介紹  

第九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  

第十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團體討

論  

第十一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1  

第十二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2  

第十三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3  

第十四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4  

第十五週 上台報告  上台報告  

第十六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七週 課堂測驗  課堂測驗  

第十八週 口語模仿大賽  口語模仿大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團體作業(附件二) 2. 個人報告(附件三)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簡報技巧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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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認識演說基本技巧 2.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4. 訓練視覺輔

具之運用能力 5. 培養簡報分析能力與創造力 6. 具備多面向鑑賞與批判包容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課程內容及教材介紹，學生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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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  

第三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2)  

第四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分組預

期成效討論  

第五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1  

第六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2  

第七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概論  

第八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流程與評分標準介紹  

第九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  

第十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團體討

論  

第十一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1  

第十二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2  

第十三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3  

第十四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4  

第十五週 上台報告  上台報告  

第十六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七週 課堂測驗  課堂測驗  

第十八週 口語模仿大賽  口語模仿大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團體作業(附件二) 2. 個人報告(附件三)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簡報技巧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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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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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認識演說基本技巧 2.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4. 訓練視覺輔

具之運用能力 5. 培養簡報分析能力與創造力 6. 具備多面向鑑賞與批判包容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課程內容及教材介紹，學生分組。  

第二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  

第三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2)  

第四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分組預

期成效討論  

第五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1  

第六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2  

第七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概論  

第八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流程與評分標準介紹  

第九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  

第十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團體討

論  

第十一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1  

第十二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2  

第十三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3  

第十四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4  

第十五週 上台報告  上台報告  

第十六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七週 課堂測驗  課堂測驗  

第十八週 口語模仿大賽  口語模仿大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團體作業(附件二) 2. 個人報告(附件三)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簡報技巧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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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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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 認識演說基本技巧 2.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4. 訓練視覺輔

具之運用能力 5. 培養簡報分析能力與創造力 6. 具備多面向鑑賞與批判包容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概論  課程內容及教材介紹，學生分組。  

第二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  

第三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2)  

第四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分組預

期成效討論  

第五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1  

第六週 口語模仿  口語模仿分組實作 2  

第七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概論  

第八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流程與評分標準介紹  

第九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  

第十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之牛刀小試與團體討

論  

第十一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1  

第十二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2  

第十三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3  

第十四週 演講技巧  演講技巧分組實作 4  

第十五週 上台報告  上台報告  

第十六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七週 課堂測驗  課堂測驗  

第十八週 口語模仿大賽  口語模仿大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團體作業(附件二) 2. 個人報告(附件三)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管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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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律出動感及健康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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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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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能透過健康教育與運動訓練的相關課程，提升身心健全發展素質（U-A1） 2.

藉由音樂與舞蹈歷史、節奏與肢體律動課程，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

賞的能力，透過美學涵養，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U-B3） 3.能藉由成果發

表，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與行動（U-C2）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健康體適能身體評估  

內容：說明體適能重要性，及促進健康

生活品質的方法。 學習單：檢測體

重、體脂、血壓等變化和意義。  

第二週 運動營養  
內容：介紹運動前中後所需營養素的飲

食方法。 活動：家庭飲食桌遊(分組)  

第三週 運動傷害和包紮運用  

內容：介紹運動時常發生運動傷害類型

和立即處理方法。 活動：包紮和肌貼

方法(分組)  

第四週 認識人體肌肉  

內容：介紹人體各大肌群肌肉(含上

肢、核心及下肢)，並了解各肌肉收縮

及伸展的運動方式。 學習單：人體肌

肉名稱與位置。  

第五週 音樂與舞蹈歷史  

內容：配合 PPT 介紹舞蹈音樂的起源與

發展。 活動：分組工作分配，選出各

組組長  

第六週 節奏與肢體律動  

內容：介紹不同節奏與節拍的曲子，並

帶領同學如何尋找拍點。 活動：配合

不同的曲目來帶動肢體延展，並分組討

論找到適合自己組別的曲目。  

第七週 認識訓練器材  

內容：介紹懸吊訓練器 TRX、藥球，及

各訓練動作使用方法。 活動：使用懸

吊訓練器 TRX、藥球操作練習(分組)  

第八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

施(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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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

組)  

第十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一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二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

實施(分組)  

第十三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

(分組)  

第十四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五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六週 
音樂與肢體舞蹈創作編

排  

內容：藉由 PPT 與影片的介紹，如何編

排動作舞蹈。 活動：分組討論編排動

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分組討論與練

習  

內容：分組做成果發表創作編排。 實

作：分組做成果發表討論與練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內容：學生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學

生各組發表，教師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實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律出動感及健康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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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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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能透過健康教育與運動訓練的相關課程，提升身心健全發展素質（U-A1） 2.

藉由音樂與舞蹈歷史、節奏與肢體律動課程，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

賞的能力，透過美學涵養，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U-B3） 3.能藉由成果發

表，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與行動（U-C2）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健康體適能身體評估  

內容：說明體適能重要性，及促進健康

生活品質的方法。 學習單：檢測體

重、體脂、血壓等變化和意義。  

第二週 運動營養  
內容：介紹運動前中後所需營養素的飲

食方法。 活動：家庭飲食桌遊(分組)  

第三週 運動傷害和包紮運用  

內容：介紹運動時常發生運動傷害類型

和立即處理方法。 活動：包紮和肌貼

方法(分組)  

第四週 認識人體肌肉  

內容：介紹人體各大肌群肌肉(含上

肢、核心及下肢)，並了解各肌肉收縮

及伸展的運動方式。 學習單：人體肌

肉名稱與位置。  

第五週 音樂與舞蹈歷史  

內容：配合 PPT 介紹舞蹈音樂的起源與

發展。 活動：分組工作分配，選出各

組組長  

第六週 節奏與肢體律動  

內容：介紹不同節奏與節拍的曲子，並

帶領同學如何尋找拍點。 活動：配合

不同的曲目來帶動肢體延展，並分組討

論找到適合自己組別的曲目。  

第七週 認識訓練器材  

內容：介紹懸吊訓練器 TRX、藥球，及

各訓練動作使用方法。 活動：使用懸

吊訓練器 TRX、藥球操作練習(分組)  

第八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

施(分組)  

第九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

組)  

第十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一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二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

實施(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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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

(分組)  

第十四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五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六週 
音樂與肢體舞蹈創作編

排  

內容：藉由 PPT 與影片的介紹，如何編

排動作舞蹈。 活動：分組討論編排動

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分組討論與練

習  

內容：分組做成果發表創作編排。 實

作：分組做成果發表討論與練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內容：學生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學

生各組發表，教師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實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律出動感及健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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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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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能透過健康教育與運動訓練的相關課程，提升身心健全發展素質（U-A1） 2.

藉由音樂與舞蹈歷史、節奏與肢體律動課程，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

賞的能力，透過美學涵養，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U-B3） 3.能藉由成果發

表，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與行動（U-C2）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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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健康體適能身體評估  

內容：說明體適能重要性，及促進健康

生活品質的方法。 學習單：檢測體

重、體脂、血壓等變化和意義。  

第二週 運動營養  
內容：介紹運動前中後所需營養素的飲

食方法。 活動：家庭飲食桌遊(分組)  

第三週 運動傷害和包紮運用  

內容：介紹運動時常發生運動傷害類型

和立即處理方法。 活動：包紮和肌貼

方法(分組)  

第四週 認識人體肌肉  

內容：介紹人體各大肌群肌肉(含上

肢、核心及下肢)，並了解各肌肉收縮

及伸展的運動方式。 學習單：人體肌

肉名稱與位置。  

第五週 音樂與舞蹈歷史  

內容：配合 PPT 介紹舞蹈音樂的起源與

發展。 活動：分組工作分配，選出各

組組長  

第六週 節奏與肢體律動  

內容：介紹不同節奏與節拍的曲子，並

帶領同學如何尋找拍點。 活動：配合

不同的曲目來帶動肢體延展，並分組討

論找到適合自己組別的曲目。  

第七週 認識訓練器材  

內容：介紹懸吊訓練器 TRX、藥球，及

各訓練動作使用方法。 活動：使用懸

吊訓練器 TRX、藥球操作練習(分組)  

第八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

施(分組)  

第九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

組)  

第十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一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二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

實施(分組)  

第十三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

(分組)  

第十四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五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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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音樂與肢體舞蹈創作編

排  

內容：藉由 PPT 與影片的介紹，如何編

排動作舞蹈。 活動：分組討論編排動

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分組討論與練

習  

內容：分組做成果發表創作編排。 實

作：分組做成果發表討論與練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內容：學生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學

生各組發表，教師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實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律出動感及健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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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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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能透過健康教育與運動訓練的相關課程，提升身心健全發展素質（U-A1） 2.

藉由音樂與舞蹈歷史、節奏與肢體律動課程，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

賞的能力，透過美學涵養，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U-B3） 3.能藉由成果發

表，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與行動（U-C2）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健康體適能身體評估  

內容：說明體適能重要性，及促進健康

生活品質的方法。 學習單：檢測體

重、體脂、血壓等變化和意義。  

第二週 運動營養  
內容：介紹運動前中後所需營養素的飲

食方法。 活動：家庭飲食桌遊(分組)  

第三週 運動傷害和包紮運用  

內容：介紹運動時常發生運動傷害類型

和立即處理方法。 活動：包紮和肌貼

方法(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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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認識人體肌肉  

內容：介紹人體各大肌群肌肉(含上

肢、核心及下肢)，並了解各肌肉收縮

及伸展的運動方式。 學習單：人體肌

肉名稱與位置。  

第五週 音樂與舞蹈歷史  

內容：配合 PPT 介紹舞蹈音樂的起源與

發展。 活動：分組工作分配，選出各

組組長  

第六週 節奏與肢體律動  

內容：介紹不同節奏與節拍的曲子，並

帶領同學如何尋找拍點。 活動：配合

不同的曲目來帶動肢體延展，並分組討

論找到適合自己組別的曲目。  

第七週 認識訓練器材  

內容：介紹懸吊訓練器 TRX、藥球，及

各訓練動作使用方法。 活動：使用懸

吊訓練器 TRX、藥球操作練習(分組)  

第八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

施(分組)  

第九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

組)  

第十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一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二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

實施(分組)  

第十三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

(分組)  

第十四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五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六週 
音樂與肢體舞蹈創作編

排  

內容：藉由 PPT 與影片的介紹，如何編

排動作舞蹈。 活動：分組討論編排動

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分組討論與練

習  

內容：分組做成果發表創作編排。 實

作：分組做成果發表討論與練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內容：學生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學

生各組發表，教師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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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實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律出動感及健康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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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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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能透過健康教育與運動訓練的相關課程，提升身心健全發展素質（U-A1） 2.

藉由音樂與舞蹈歷史、節奏與肢體律動課程，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

賞的能力，透過美學涵養，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U-B3） 3.能藉由成果發

表，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與行動（U-C2）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健康體適能身體評估  

內容：說明體適能重要性，及促進健康

生活品質的方法。 學習單：檢測體

重、體脂、血壓等變化和意義。  

第二週 運動營養  
內容：介紹運動前中後所需營養素的飲

食方法。 活動：家庭飲食桌遊(分組)  

第三週 運動傷害和包紮運用  

內容：介紹運動時常發生運動傷害類型

和立即處理方法。 活動：包紮和肌貼

方法(分組)  

第四週 認識人體肌肉  

內容：介紹人體各大肌群肌肉(含上

肢、核心及下肢)，並了解各肌肉收縮

及伸展的運動方式。 學習單：人體肌

肉名稱與位置。  

第五週 音樂與舞蹈歷史  

內容：配合 PPT 介紹舞蹈音樂的起源與

發展。 活動：分組工作分配，選出各

組組長  

第六週 節奏與肢體律動  
內容：介紹不同節奏與節拍的曲子，並

帶領同學如何尋找拍點。 活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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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曲目來帶動肢體延展，並分組討

論找到適合自己組別的曲目。  

第七週 認識訓練器材  

內容：介紹懸吊訓練器 TRX、藥球，及

各訓練動作使用方法。 活動：使用懸

吊訓練器 TRX、藥球操作練習(分組)  

第八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

施(分組)  

第九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

組)  

第十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一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二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

實施(分組)  

第十三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

(分組)  

第十四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五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六週 
音樂與肢體舞蹈創作編

排  

內容：藉由 PPT 與影片的介紹，如何編

排動作舞蹈。 活動：分組討論編排動

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分組討論與練

習  

內容：分組做成果發表創作編排。 實

作：分組做成果發表討論與練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內容：學生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學

生各組發表，教師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實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律出動感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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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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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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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能透過健康教育與運動訓練的相關課程，提升身心健全發展素質（U-A1） 2.

藉由音樂與舞蹈歷史、節奏與肢體律動課程，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與鑑

賞的能力，透過美學涵養，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U-B3） 3.能藉由成果發

表，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與行動（U-C2）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健康體適能身體評估  

內容：說明體適能重要性，及促進健康

生活品質的方法。 學習單：檢測體

重、體脂、血壓等變化和意義。  

第二週 運動營養  
內容：介紹運動前中後所需營養素的飲

食方法。 活動：家庭飲食桌遊(分組)  

第三週 運動傷害和包紮運用  

內容：介紹運動時常發生運動傷害類型

和立即處理方法。 活動：包紮和肌貼

方法(分組)  

第四週 認識人體肌肉  

內容：介紹人體各大肌群肌肉(含上

肢、核心及下肢)，並了解各肌肉收縮

及伸展的運動方式。 學習單：人體肌

肉名稱與位置。  

第五週 音樂與舞蹈歷史  

內容：配合 PPT 介紹舞蹈音樂的起源與

發展。 活動：分組工作分配，選出各

組組長  

第六週 節奏與肢體律動  

內容：介紹不同節奏與節拍的曲子，並

帶領同學如何尋找拍點。 活動：配合

不同的曲目來帶動肢體延展，並分組討

論找到適合自己組別的曲目。  

第七週 認識訓練器材  

內容：介紹懸吊訓練器 TRX、藥球，及

各訓練動作使用方法。 活動：使用懸

吊訓練器 TRX、藥球操作練習(分組)  

第八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

施(分組)  

第九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

組)  



137 

第十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一週 肌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二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上肢、下肢動

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

實施(分組)  

第十三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懸吊訓練器 TRX，核心動作練

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

(分組)  

第十四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上肢、下肢動作練習。 

實作：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五週 肌耐力訓練實施  
內容：藥球，核心動作練習。 實作：

肌耐力動作組數訓練實施(分組)  

第十六週 
音樂與肢體舞蹈創作編

排  

內容：藉由 PPT 與影片的介紹，如何編

排動作舞蹈。 活動：分組討論編排動

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分組討論與練

習  

內容：分組做成果發表創作編排。 實

作：分組做成果發表討論與練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內容：學生各組成果展示。 實作：學

生各組發表，教師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分組實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大眾傳播、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財經視野講座  

英文名稱： Finance and Economics Section  

授課年段：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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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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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宏觀視野」、

「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瞭解財經各領域之內涵。 

2.培養學生對財經領域的興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全球政經環境  歐美政經環境介紹  

第二週 全球政經環境  大陸政經環境介紹  

第三週 全球政經環境  臺灣政經環境介紹  

第四週 全球政經環境  歐洲、美洲、亞洲政經環境比較  

第五週 
AI 與區塊鏈對經濟的影

響  
探討 AI 與區塊鏈對歐美經濟的影響  

第六週 
AI 與區塊鏈對經濟的影

響  
探討 AI 與區塊鏈對大陸經濟的影響  

第七週 
AI 與區塊鏈對經濟的影

響  
探討 AI 與區塊鏈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第八週 
AI 與區塊鏈對經濟的影

響  
分組討論與分享  

第九週 中國經濟與兩岸經貿  探討中國經濟與兩岸經貿之關連  

第十週 中國經濟與兩岸經貿  比較近二十年兩岸經濟的變遷  

第十一週 中國經濟與兩岸經貿  探討大陸經濟開放後對兩岸經貿的影響  

第十二週 中國經濟與兩岸經貿  分組討論與分享  

第十三週 台灣金融產業  介紹台灣金融產業  

第十四週 台灣金融產業  介紹大陸金融產業  

第十五週 台灣金融產業  比較大陸與臺灣金融產業的差異  

第十六週 創業與創投  何謂創業？何謂創投？  

第十七週 創業與創投  比較近二十年臺灣創業文化的變遷  

第十八週 創業與創投  比較近二十年臺灣創投文化的變遷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習態度、課堂參與度 50% 

2.心得報告：50％  

對應學群： 管理, 財經  

備註： 

預期效益： 

1.學生能確實瞭解各財經領域之內涵。 

2.學生對財經領域相關內容能有高度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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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 FUN 科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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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的科學能力。 2.培養學生動手做的能力。 3.培養學生使用

科學儀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三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四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五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六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七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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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八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九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三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四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五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六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七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八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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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第十九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報告、實驗競賽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 FUN 科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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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的科學能力。 2.培養學生動手做的能力。 3.培養學生使用

科學儀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142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三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四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五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六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七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八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九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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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四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五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六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七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八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九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報告、實驗競賽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 FUN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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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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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的科學能力。 2.培養學生動手做的能力。 3.培養學生使用

科學儀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三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四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五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六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七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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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八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九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三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四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五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六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七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八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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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第十九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報告、實驗競賽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 FUN 科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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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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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的科學能力。 2.培養學生動手做的能力。 3.培養學生使用

科學儀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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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四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五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六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七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八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九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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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四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五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六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七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八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九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報告、實驗競賽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 FUN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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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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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的科學能力。 2.培養學生動手做的能力。 3.培養學生使用

科學儀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三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四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五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六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七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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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八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九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三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四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五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六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七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八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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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第十九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報告、實驗競賽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 FUN 科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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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在生活中的科學能力。 2.培養學生動手做的能力。 3.培養學生使用

科學儀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第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核生

物界  

1.認識乳酸菌及藍綠菌(如：螺旋藻、髮

菜) 2.了解原核生物的細胞大小尺度。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物。 4.了解乳

酸、藍綠菌在生活中食物生產上的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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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四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原生生

物界  

1.認識顯微鏡下的原生生物。 2.認識常

見的藻類：如：石蓴(綠藻類)、海帶(褐

藻類)、石花菜(紅藻類)、紫菜(紅藻類) 

3.認識藻類與植物的差異 4.了解海邊鄉

鎮常見的甜食-石花凍的做法  

第五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六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菌物界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真菌種類。 2.了解

真菌適合在潮溼溫暖的環境 3.了解真菌

的構造特徵，如：大多有菌絲，會利用

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第七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八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植物界  

1.了解植物的特徵。 2.了解四大類植物

的相同及相異點 3.認識食物中常見的植

物。 4.由食材分辨雙子葉、單子葉植物

的構造。 5.由水果構造了解子房如何形

成果實，及胚珠的卵是否受精的影響為

何  

第九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動物界

之軟體動物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軟體動物種 2.了解

軟體動物的共同特徵 3.了解軟體動物常

見的類別及其特殊的構造  

第十一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第十二週 

五界食物的介紹-跑臺體

驗活動及五界食物的比

較  

1.了解跑臺挑戰的趣味性及技巧。 2.分

辨五界生物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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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四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一)：游標尺、螺旋測微

儀  

1.游標尺、螺旋測微儀的使用，如何判

讀測量結果。 2.彈簧秤、電子秤的使

用，注意誤差來源。  

第十五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六週 

認識器材及使用原理

(二)：彈簧秤、橡皮筋串

並聯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七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八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十九週 

活動Ａ： 紙黏土密度測

量 (游標尺、電子秤使

用) 活動Ｂ： 製作可成

功浮起的紙黏土空船 活

動Ｃ： 練習用排水法得

知 紙黏土空船的排水體

積  

1.從橡皮筋的串並聯狀況，連結到彈簧

的虎克定律。 2.動手做出可測量浮力大

小的紙黏土船。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報告、實驗競賽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做，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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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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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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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從生活中出發，讓學生瞭解生活經驗中處處可見的物理現象，讓學生從不排

斥到瞭解物理，瞭解科學。 2.讓學生重視實做，自我觀察與歸納，而瞭解及自

我發現物理的基本原則，引起學生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的興趣。 3.藉由動

手做及學習單，培養學生觀察與思考的習慣。 4.建立核心素養，著重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分組合作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更完

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基本電路  認識電子零件  

第二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LED、電容器  

第三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串並聯、繼電器、

反向器  

第四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黑暗中自己會亮的

燈、追隨影子跑的車  

第五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遇到黑影就轉彎的車

子、熱了就會跑的車  

第六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動閃避障礙的車子、紅

外線小常識  

第七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走黑路線的車子  

第八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遇障礙物就會轉彎的車  

第九週 聲音感應  
聲音的感應-拍拍手就會亮的燈、拍拍

手就會轉彎的車  

第十週 聲音感應  
反複動作-自動亮滅的燈、自動反複動

作的車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  趣味創意花招  

第十二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基本數位邏輯  

第十三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會閃避坑洞及障礙  

第十四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黑暗中有人就會亮的燈  

第十五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直線運動  

第十六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平面運動  

第十七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相對運動  

第十八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功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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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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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做，做中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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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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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從生活中出發，讓學生瞭解生活經驗中處處可見的物理現象，讓學生從不排

斥到瞭解物理，瞭解科學。 2.讓學生重視實做，自我觀察與歸納，而瞭解及自

我發現物理的基本原則，引起學生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的興趣。 3.藉由動

手做及學習單，培養學生觀察與思考的習慣。 4.建立核心素養，著重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分組合作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更完

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基本電路  認識電子零件  

第二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LED、電容器  

第三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串並聯、繼電器、

反向器  

第四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黑暗中自己會亮的

燈、追隨影子跑的車  

第五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遇到黑影就轉彎的車

子、熱了就會跑的車  

第六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動閃避障礙的車子、紅

外線小常識  

第七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走黑路線的車子  

第八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遇障礙物就會轉彎的車  

第九週 聲音感應  
聲音的感應-拍拍手就會亮的燈、拍拍

手就會轉彎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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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聲音感應  
反複動作-自動亮滅的燈、自動反複動

作的車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  趣味創意花招  

第十二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基本數位邏輯  

第十三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會閃避坑洞及障礙  

第十四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黑暗中有人就會亮的燈  

第十五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直線運動  

第十六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平面運動  

第十七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相對運動  

第十八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功與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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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做，做中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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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從生活中出發，讓學生瞭解生活經驗中處處可見的物理現象，讓學生從不排

斥到瞭解物理，瞭解科學。 2.讓學生重視實做，自我觀察與歸納，而瞭解及自

我發現物理的基本原則，引起學生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的興趣。 3.藉由動

手做及學習單，培養學生觀察與思考的習慣。 4.建立核心素養，著重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分組合作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更完

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基本電路  認識電子零件  

第二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LED、電容器  



157 

第三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串並聯、繼電器、

反向器  

第四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黑暗中自己會亮的

燈、追隨影子跑的車  

第五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遇到黑影就轉彎的車

子、熱了就會跑的車  

第六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動閃避障礙的車子、紅

外線小常識  

第七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走黑路線的車子  

第八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遇障礙物就會轉彎的車  

第九週 聲音感應  
聲音的感應-拍拍手就會亮的燈、拍拍

手就會轉彎的車  

第十週 聲音感應  
反複動作-自動亮滅的燈、自動反複動

作的車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  趣味創意花招  

第十二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基本數位邏輯  

第十三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會閃避坑洞及障礙  

第十四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黑暗中有人就會亮的燈  

第十五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直線運動  

第十六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平面運動  

第十七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相對運動  

第十八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功與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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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做，做中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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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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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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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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從生活中出發，讓學生瞭解生活經驗中處處可見的物理現象，讓學生從不排

斥到瞭解物理，瞭解科學。 2.讓學生重視實做，自我觀察與歸納，而瞭解及自

我發現物理的基本原則，引起學生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的興趣。 3.藉由動

手做及學習單，培養學生觀察與思考的習慣。 4.建立核心素養，著重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分組合作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更完

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基本電路  認識電子零件  

第二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LED、電容器  

第三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串並聯、繼電器、

反向器  

第四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黑暗中自己會亮的

燈、追隨影子跑的車  

第五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遇到黑影就轉彎的車

子、熱了就會跑的車  

第六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動閃避障礙的車子、紅

外線小常識  

第七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走黑路線的車子  

第八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遇障礙物就會轉彎的車  

第九週 聲音感應  
聲音的感應-拍拍手就會亮的燈、拍拍

手就會轉彎的車  

第十週 聲音感應  
反複動作-自動亮滅的燈、自動反複動

作的車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  趣味創意花招  

第十二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基本數位邏輯  

第十三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會閃避坑洞及障礙  

第十四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黑暗中有人就會亮的燈  

第十五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直線運動  

第十六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平面運動  

第十七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相對運動  

第十八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功與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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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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做，做中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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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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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從生活中出發，讓學生瞭解生活經驗中處處可見的物理現象，讓學生從不排

斥到瞭解物理，瞭解科學。 2.讓學生重視實做，自我觀察與歸納，而瞭解及自

我發現物理的基本原則，引起學生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的興趣。 3.藉由動

手做及學習單，培養學生觀察與思考的習慣。 4.建立核心素養，著重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分組合作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更完

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基本電路  認識電子零件  

第二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LED、電容器  

第三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串並聯、繼電器、

反向器  

第四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黑暗中自己會亮的

燈、追隨影子跑的車  

第五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遇到黑影就轉彎的車

子、熱了就會跑的車  

第六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動閃避障礙的車子、紅

外線小常識  

第七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走黑路線的車子  

第八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遇障礙物就會轉彎的車  

第九週 聲音感應  
聲音的感應-拍拍手就會亮的燈、拍拍

手就會轉彎的車  

第十週 聲音感應  
反複動作-自動亮滅的燈、自動反複動

作的車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  趣味創意花招  

第十二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基本數位邏輯  

第十三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會閃避坑洞及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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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黑暗中有人就會亮的燈  

第十五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直線運動  

第十六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平面運動  

第十七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相對運動  

第十八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功與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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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做，做中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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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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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學習目標： 

1.從生活中出發，讓學生瞭解生活經驗中處處可見的物理現象，讓學生從不排

斥到瞭解物理，瞭解科學。 2.讓學生重視實做，自我觀察與歸納，而瞭解及自

我發現物理的基本原則，引起學生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的興趣。 3.藉由動

手做及學習單，培養學生觀察與思考的習慣。 4.建立核心素養，著重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分組合作把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更完

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基本電路  認識電子零件  

第二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LED、電容器  

第三週 認識基本電路  
電路基本實驗-電阻串並聯、繼電器、

反向器  

第四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黑暗中自己會亮的

燈、追隨影子跑的車  

第五週 光影控制  
有趣的光影控制-遇到黑影就轉彎的車

子、熱了就會跑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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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動閃避障礙的車子、紅

外線小常識  

第七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自走黑路線的車子  

第八週 紅外線感應  紅外線感應-遇障礙物就會轉彎的車  

第九週 聲音感應  
聲音的感應-拍拍手就會亮的燈、拍拍

手就會轉彎的車  

第十週 聲音感應  
反複動作-自動亮滅的燈、自動反複動

作的車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  趣味創意花招  

第十二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基本數位邏輯  

第十三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會閃避坑洞及障礙  

第十四週 認識進階電路  進階課程-黑暗中有人就會亮的燈  

第十五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直線運動  

第十六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平面運動  

第十七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相對運動  

第十八週 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功與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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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數學競賽教程  

英文名稱： Basic of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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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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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  

學習目標： 
1.對於所學的數學知識能有整合應用的能力 

2.對於數學問題能有思考解決分析的能力 



162 

3.從分組討論中，能互相激盪想法，增加數學表達能力與團體合作 

4.從主題教學中，體驗數學的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基礎幾何  

課程目標說明、【數學咖啡館】討論模

式介紹 

【單元一】基礎幾何  

第二週 基礎幾何  【單元一】題目分組討論  

第三週 邏輯、集合  
【單元二】邏輯、集合 

【活動：愛因斯坦謎】  

第四週 邏輯、集合  【單元二】題目分組討論  

第五週 計數原理  
【單元三】計數原理（一筆畫、路徑問

題等）  

第六週 計數原理  【單元三】題目分組討論  

第七週 數列與級數  
【單元四】數列（等差、等比、費式、

特殊數列）  

第八週 數列與級數  【單元四】題目分組討論  

第九週 遞迴數列  【單元五】遞迴數列  

第十週 遞迴數列  【單元五】題目分組討論  

第十一週 題目錦集  題目解析影片拍攝示範  

第十二週 題目錦集  題目解析影片拍攝示範  

第十三週 二次函數  【單元六】二次函數與方程式  

第十四週 二次不等式  【單元七】二次不等式  

第十五週 
二次函數、方程式與不

等式  
【單元六、七】題目分組討論  

第十六週 分組競賽  分組競賽  

第十七週 分組競賽後心得分享  分組競賽後心得分享  

第十八週 課程統整與回顧  學習檔案評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高一數學加深加廣 

2. 每人需拍攝一回題目解析影片作為學期作業 

3. 學習檔案評量 

4. 學期分數佔比： 

(1)課堂表現 20% 

(2)分組競賽 20% 

(3)影片拍攝 40% 

(4)學期檔案評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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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1.由期末解題影片拍攝，讓學生累積數學題目解說影片，呈現於網路平台，作

為本校數學磨課師教材。 

2.對數學問題能有效思考解決分析 

3.加深學習高一階段外的數學知識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從 Google Earth 看世界  

英文名稱： Google Earth to World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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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 能對 Google Earth 有基本認識 

2. 能操作 Google Earth 基本功能 

3. 能對知名的互動式地圖網站有基本了解並操作 

4. 能利用 Google Earth 製作出主題地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第二週 
Google Earth 基本功能操

作  
Google Earth 基本功能操作  

第三週 
Google Earth 基本功能操

作  
Google Earth 街景  

第四週 
Google Earth 基本功能操

作  
Google Earth 基礎功能  

第五週 
Google Earth 基本功能操

作  
Google Earth 圖層  

第六週 
Google Earth 基本功能操

作  
Google Earth 操作 check point  

第七週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 

3D 不動產實價查詢服務&台灣百年歷史

地圖  

第八週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HeyWhatsThat 

Sea Level Rise、世界時即風場  

第九週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CIA kmlfactbook  

第十週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MAKOCI 地理資

訊雲端服務平台、gete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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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Gapminder  

第十二週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  互動式主題地圖探索：check point  

第十三週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疊圖、面的數

化  

第十四週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延平校園立體

地圖製作  

第十五週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延平周邊主題

地圖製作~地標放置與飛覽  

第十六週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  
Google Earth 進階功能：新增模型、高

度剖面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課態度、小組討論與回答問題（占 30%） 

2.個人課堂作業 (占 40%) 

3.小組期末報告（占 30%）  

對應學群： 資訊、建築、工程設計  

備註： 

預期效益： 

1. 能運用資訊工具分析(Google Earth.互動式地圖)解決生活及學術上的問題。 

2. 能藉由 Google Earth 及互動式地圖網站增進推論及空間思考能力。 

3. 能團體合作腦力激盪合作解決問題。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細說程式-Python  

英文名稱： Python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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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 瞭解 Python 程式語言的結構、特性及開發方式 

2. 邏輯思考能力訓練 

3. zerojudge 解題系統操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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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開發環境介紹、開始第

一支程式  

安裝 Anaconda 內建 Spyder 做為 Python

的開發環境，並開始實作基礎程式  

第二週 變數、資料型別介紹  
變數的建立、命名規則及命令操作、資

料型別轉換、範例操作  

第三週 運算式介紹  
算術、比較、邏輯、複合運算子介紹、

範例操作  

第四週 判斷式介紹-1  程式流程控制、範例操作、解題  

第五週 判斷式介紹-2  程式流程控制、範例操作、解題  

第六週 迴圈-1  
程式結構迴圈 for、while、函數、範例

操作、解題  

第七週 迴圈-2  
程式結構迴圈 for、while、函數、範例

操作、解題  

第八週 串列-1  
串列(List)宣告、元素存取、範例操作、

解題  

第九週 串列-2  
串列搜尋、排序、tuple、範例操作、解

題  

第十週 第一次上機考  第一次上機考  

第十一週 字典-1 應用  
建立、取值、維護字典應用、範例操

作、解題  

第十二週 自訂函式應用  
自訂函式應用、參數預設值、變數有效

範圍、範例操作、解題  

第十三週 數值函式應用-1  
數值函式整理、指數、商數、餘數、四

捨五入應用、範例操作、解題  

第十四週 數值函式應用-2  
數值函式整理、指數、商數、餘數、四

捨五入應用、範例操作、解題  

第十五週 字串函式應用  
字串排版、搜尋及取代、範例操作、解

題  

第十六週 亂數套件函式應用  
import 套件、函數整理、範例操作、解

題  

第十七週 總複習-實例演練  實例演練  

第十八週 第二次上機考  第二次上機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實作：50% 

2.課堂表現：10% 

3.上機考：40%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教育  

備註： 
預期效益：透過程式語法學習及解題練習，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能力及程式設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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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細說程式-Python  

英文名稱： Pytho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 瞭解 Python 程式語言的結構、特性及開發方式 

2. 邏輯思考能力訓練 

3. zerojudge 解題系統操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開發環境介紹、開始第

一支程式  

安裝 Anaconda 內建 Spyder 做為 Python

的開發環境，並開始實作基礎程式  

第二週 變數、資料型別介紹  
變數的建立、命名規則及命令操作、資

料型別轉換、範例操作  

第三週 運算式介紹  
算術、比較、邏輯、複合運算子介紹、

範例操作  

第四週 判斷式介紹-1  程式流程控制、範例操作、解題  

第五週 判斷式介紹-2  程式流程控制、範例操作、解題  

第六週 迴圈-1  
程式結構迴圈 for、while、函數、範例

操作、解題  

第七週 迴圈-2  
程式結構迴圈 for、while、函數、範例

操作、解題  

第八週 串列-1  
串列(List)宣告、元素存取、範例操作、

解題  

第九週 串列-2  
串列搜尋、排序、tuple、範例操作、解

題  

第十週 第一次上機考  第一次上機考  

第十一週 字典-1 應用  
建立、取值、維護字典應用、範例操

作、解題  

第十二週 自訂函式應用  
自訂函式應用、參數預設值、變數有效

範圍、範例操作、解題  

第十三週 數值函式應用-1  
數值函式整理、指數、商數、餘數、四

捨五入應用、範例操作、解題  

第十四週 數值函式應用-2  
數值函式整理、指數、商數、餘數、四

捨五入應用、範例操作、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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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字串函式應用  
字串排版、搜尋及取代、範例操作、解

題  

第十六週 亂數套件函式應用  
import 套件、函數整理、範例操作、解

題  

第十七週 總複習-實例演練  實例演練  

第十八週 第二次上機考  第二次上機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實作：50% 

2.課堂表現：10% 

3.上機考：40%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教育  

備註： 
預期效益：透過程式語法學習及解題練習，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能力及程式設計

能力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無窮『紙』盡  

英文名稱： Paper is End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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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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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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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 從生活中經驗、藝術來學習數學。 

2. 結合生活活動與創作，讓學生實作，建構一個數學的新學習。 

3. 藉由專題報告，學習資料收集、整理，口說練習。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眼見為憑？  

1. 消失的小精靈 

2. 巧克力多一塊 

3. 數學專題-斜率  

第二週 眼見為憑？  

1. 消失的小精靈 

2. 巧克力多一塊 

3. 數學專題-斜率  

第三週 黑白摺學  

1. 桌遊-黑白摺學 

2. 紙鶴 

3. 數學專題-塗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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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黑白摺學  

1. 桌遊-黑白摺學 

2. 紙鶴 

3. 數學專題-塗色問題  

第五週 POP-UP  

1. POP-UP 原理 

2. 烏斯比帶 

3. 錯圖  

第六週 POP-UP  

1. POP-UP 原理 

2. 烏斯比帶 

3. 錯圖  

第七週 摺紙密碼  

1. 影片欣賞：公視-摺紙密碼 

2. 三浦摺疊-戰鬥陀螺 

3. 魔術盒  

第八週 摺紙密碼  

1. 影片欣賞：公視-摺紙密碼 

2. 三浦摺疊-戰鬥陀螺 

3. 魔術盒  

第九週 多面體  

1. 人生多面體 

2. 索瑪立方塊 

3. 桌遊-三視圖 

4. 數學專題-柏拉圖多面體  

第十週 多面體  

1. 人生多面體 

2. 索瑪立方塊 

3. 桌遊-三視圖 

4. 數學專題-柏拉圖多面體  

第十一週 紙飛機  
1. 紙飛機 

2. 數學專題-三等分角  

第十二週 紙飛機  
1. 紙飛機 

2. 數學專題-三等分角  

第十三週 包絡線  

1. 橢圓、雙曲線 

2. 笛卡兒情書 

3. 數學專題-極座標  

第十四週 包絡線  

1. 橢圓、雙曲線 

2. 笛卡兒情書 

3. 數學專題-極座標  

第十五週 大自然的數學  
1. 費氏數列 

2. 數學專題-遞迴關係  

第十六週 大自然的數學  
1. 費氏數列 

2. 數學專題-遞迴關係  

第十七週 幾何鑲嵌  
1. 方塊綿羊 

2. 鑲嵌摺紙  

第十八週 幾何鑲嵌  
1. 方塊綿羊 

2. 鑲嵌摺紙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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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檔案（50%）：每堂課的作業、學習單、實作作品。 

2. 個人專題報告（25%）。 

3. 學習態度（25%）。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生物資源、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預期效益： 

希望能從生活中的經驗、藝術，讓學生學習到數學之美，而不是單單只有計算

進而對數學學習更有興趣。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無窮『紙』盡  

英文名稱： Paper is End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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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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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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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 從生活中經驗、藝術來學習數學。 

2. 結合生活活動與創作，讓學生實作，建構一個數學的新學習。 

3. 藉由專題報告，學習資料收集、整理，口說練習。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眼見為憑？  

1. 消失的小精靈 

2. 巧克力多一塊 

3. 數學專題-斜率  

第二週 眼見為憑？  

1. 消失的小精靈 

2. 巧克力多一塊 

3. 數學專題-斜率  

第三週 黑白摺學  

1. 桌遊-黑白摺學 

2. 紙鶴 

3. 數學專題-塗色問題  

第四週 黑白摺學  

1. 桌遊-黑白摺學 

2. 紙鶴 

3. 數學專題-塗色問題  

第五週 POP-UP  

1. POP-UP 原理 

2. 烏斯比帶 

3. 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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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POP-UP  

1. POP-UP 原理 

2. 烏斯比帶 

3. 錯圖  

第七週 摺紙密碼  

1. 影片欣賞：公視-摺紙密碼 

2. 三浦摺疊-戰鬥陀螺 

3. 魔術盒  

第八週 摺紙密碼  

1. 影片欣賞：公視-摺紙密碼 

2. 三浦摺疊-戰鬥陀螺 

3. 魔術盒  

第九週 多面體  

1. 人生多面體 

2. 索瑪立方塊 

3. 桌遊-三視圖 

4. 數學專題-柏拉圖多面體  

第十週 多面體  

1. 人生多面體 

2. 索瑪立方塊 

3. 桌遊-三視圖 

4. 數學專題-柏拉圖多面體  

第十一週 紙飛機  
1. 紙飛機 

2. 數學專題-三等分角  

第十二週 紙飛機  
1. 紙飛機 

2. 數學專題-三等分角  

第十三週 包絡線  

1. 橢圓、雙曲線 

2. 笛卡兒情書 

3. 數學專題-極座標  

第十四週 包絡線  

1. 橢圓、雙曲線 

2. 笛卡兒情書 

3. 數學專題-極座標  

第十五週 大自然的數學  
1. 費氏數列 

2. 數學專題-遞迴關係  

第十六週 大自然的數學  
1. 費氏數列 

2. 數學專題-遞迴關係  

第十七週 幾何鑲嵌  
1. 方塊綿羊 

2. 鑲嵌摺紙  

第十八週 幾何鑲嵌  
1. 方塊綿羊 

2. 鑲嵌摺紙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檔案（50%）：每堂課的作業、學習單、實作作品。 

2. 個人專題報告（25%）。 

3. 學習態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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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生物資源、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預期效益： 

希望能從生活中的經驗、藝術，讓學生學習到數學之美，而不是單單只有計算

進而對數學學習更有興趣。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化學(直)  

英文名稱： Advanced Chemistry (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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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自我實

現」、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提升對化學重要主題的思考力。 

2.利用解決問題以融會貫通不同化學主題的關連性。 

3.以實作實驗解決常見的進階化學課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深研「溶液」  

1. 濃度的深入研究。 

2. 溶解度的深入研究。 

3. 濃度與溶解度的實戰訓練。  

第二週 
實驗實作 1：配置已知濃

度的溶液  

1.嘗試分析實驗操作考，並運算所需藥

品劑量。 

2.進入化學實驗室，以吸量管、安全吸

球、容量瓶實際操作配製藥品過程。  

第三週 深研「理想溶液」1  

1. 拉午耳定律的深入研究。 

2. 依數性質（沸點上升、凝固點下降、

蒸氣壓下降量、滲透壓）的深入研究。  

第四週 深研「理想溶液」2  
1. 理想溶液的實戰訓練。 

2. 理想溶液與真實溶液的深入比較。  

第五週 深研「理想氣體」1  
1. 理想氣體的深入研究。 

2. 理想氣體方程式的深入研究。  

第六週 深研「理想氣體」2  
1. 理想氣體的實戰訓練。 

2. 理想氣體與真實氣體的深入比較。  

第七週 深研「氧化還原」1  

1. 氧化還原的深入研究。 

2. 氧化劑與還原劑的深入研究。 

3. 氧化還原滴定的深入研究。 

4. 氧化還原的實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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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深研「氧化還原」2  

1. 電池的深入研究。 

2. 諾貝爾專題探討：鋰離子電池。 

3. 電解的深入研究。  

第九週 
實驗實作 2：口服維生素

C 之定量  

1.嘗試分析實驗操作考，並計算所需藥

品劑量。 

2.進入化學實驗室，以氧化還原滴定方

法，定量口服維生素 C 之含量。  

第十週 實驗實作 3：藍瓶實驗  

1. 分析指考考題：藍瓶實驗。 

2. 進入化學實驗室，實際操作「藍瓶實

驗」。 

3. 反思與分享藍瓶實驗。  

第十一週 深研「反應速率」1  
1. 影響反應速率變因的深入研究。 

2. 速率定律式的深入研究。  

第十二週 深研「反應速率」2  
1. 以數學方法分析速率定律式。 

2. 反應速率的實戰訓練。  

第十三週 深研「沉澱分析」  
1. 沉澱表的深入研究。 

2. 沉澱分析的實戰訓練。  

第十四週 
實驗實作：陽離子定性

分析  

1.嘗試分析實驗操作考，並設計實驗步

驟。 

2.進入化學實驗室，以沉澱分析去一一

分離陽離子。  

第十五週 深研「反應熱」1  
1. 標準反應熱的深入研究。 

2. 赫氏定律的深入研究。  

第十六週 深研「反應熱」2  

1.何謂「錯合反應」。 

2.「錯合反應」對沉澱表的影響。 

3 反應熱的實戰訓練。  

第十七週 深研「晶格」1  

1.化學鍵的深入研究。 

2.金屬晶格的深入介紹。 

3.離子晶體的深入介紹。  

第十八週 深研「晶格」2  
1. 深入「晶格」的實戰訓練。 

2. 嘗試以晶格模型分析晶格。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台分享：20% 

2.紙筆測驗：20% 

3.實驗操作考：30% 

4.實驗報告：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預期效益： 

提升對不同化學主題的思考力、並實作進階的化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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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化學(實)  

英文名稱： Advanced Chemistry (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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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化學知識，以及理解與應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分離方法  1.萃取原理與操作--咖啡因的萃取  

第二週 物質分離方法  1.離子沉澱分析&分離  

第三週 物質分離方法  1.再結晶法分離物質  

第四週 分子結構與晶體模型  1.離子晶體結構探討  

第五週 分子結構與晶體模型  
1.金屬晶體結構探討 2.C60 分子結構探

討  

第六週 氣體逸散與擴散  1.氣體逸散與原理 2.格銳目定律推導  

第七週 氣體逸散與擴散  1.氣體擴散與實驗  

第八週 反應速率  1.阿瑞尼士經驗式  

第九週 反應速率  1.反應級數 2.半生期  

第十週 綠色化學  1.減毒 2.減量  

第十一週 綠色化學  1.減塑 2.替代物  

第十二週 化學平衡  1.選擇性沉澱  

第十三週 化學平衡  1.複平衡  

第十四週 化學平衡  1.標準電動勢與化學平衡常數  

第十五週 酸鹼滴定  

1.酸鹼滴定原理與滴定曲線 

2.間接反滴定 

3.電位滴定法  

第十六週 學習心得分享  1.應用化學書面報告 2.上台報告(ppt)  

第十七週 學習心得分享  1.應用化學書面報告 2.上台報告(ppt)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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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課學習單：10% 

2.回家作業：20% 

3.學習心得與筆記整理：20% 

4.期末書面報告：20% 

5.期末上台報告：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預期效益： 

1.學生有能力能延伸學習、閱讀加深化學學科內容。 

2.學生能將基礎學科學習內容融會貫通，整合所學並應用於解析相關問題。 

3.學生能自主規劃並終身學習。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生物  

英文名稱： Advanced Biolog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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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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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宏觀視野」、「世界接軌」、「自我實

現」、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夠熟知科學儀器的操作與應用 

2. 學生能理解科學方法的步驟 

3. 學生能具備觀察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4. 了解全球科學界的發展與世界接軌 

5. 學生能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生物科學 

6. 學生能習得查詢資料的方法並主動學習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顯微鏡操作（一）  

1. 生物繪圖技巧 

2. 光學顯微鏡原理、拍攝、操作技巧 

3. 玻片標本製作  

第二週 顯微鏡操作（二）  
1. 顯微測微器的原理 

2. 量測樣本尺度  

第三週 顯微鏡操作（三）  
1. 觀察動物組織並繪圖 

2. 量測組織尺度  

第四週 顯微鏡操作（四）  
1 觀察植物組織並繪圖 

2 量測組織尺度  

第五週 生物技術（一）  
1. 微量滴管的操作 

2. 菌液的序列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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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養菌盤 

4. 革蘭式染色法  

第六週 生物技術（二）  ＣＲＩＳＰＲ  

第七週 微生物免疫學  

1. 世界流行性疾病-病毒篇:茲卡病毒、

非洲豬瘟、愛滋病。 

2. 世界流行性疾病-細菌篇  

第八週 科學方法（一）  科學觀察與提問  

第九週 科學方法（二）  
1. 科學探究與設計 

2. 學會搜尋論文與期刊  

第十週 科學方法（三）  科學探究的數據處理  

第十一週 科學方法（四）  科學論文的寫作格式  

第十二週 
期刊賞析（一）細胞領

域  

1. 知名期刊論文導讀 

2. 閱讀期刊了解科學家如何應用科學方

法  

第十三週 
期刊賞析（二）動物生

理領域  

1. 知名期刊論文導讀 

2. 閱讀期刊了解科學家如何應用科學方

法  

第十四週 
期刊賞析（三）植物生

理領域  

1. 知名期刊論文導讀 

2. 閱讀期刊了解科學家如何應用科學方

法  

第十五週 
期刊賞析（四）分子生

物領域  

1. 知名期刊論文導讀 

2. 閱讀期刊了解科學家如何應用科學方

法  

第十六週 專題演講  分組報告自選論文的摘要  

第十七週 專題演講  分組報告自選論文的摘要  

第十八週 諾貝爾大小事（二）  了解近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  

第十九週 諾貝爾大小事（三）  了解近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習單(PDF)：40% 

2.分組報告(PPT)：6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外語  

備註： 

預期效益： 

1.有能力搜尋資料，並從中判斷資料正確性。 

2.了解科學方法的科學精神。 

3.學會並熟悉科學儀器的操作。 

4.學會並熟悉實驗圖表的繪製。 

4.有能力依實驗數據製作相關圖表與數據。 

5.有能力完成論文之書面報告，並上台發表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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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物理  

英文名稱： Advanced Physic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  

學習目標： 更深入學習物理力學範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質點運動學與牛頓力學

定律-1  

介紹描述物體運動的物理量、平面極座

標描述二維運動  

第二週 
質點運動學與牛頓力學

定律-2  
等速率圓周運動、簡諧運動  

第三週 
質點運動學與牛頓力學

定律-3  
相對運動、靜力平衡  

第四週 
質點運動學與牛頓力學

定律-4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假力  

第五週 功與能-1  功與能、力學能  

第六週 轉動與滾動-1  角動量與轉動慣量  

第七週 轉動與滾動-2  純滾動問題  

第八週 動量與衝量-1  動量衝量定義  

第九週 動量與衝量-2  動量守恆定律  

第十週 動量與衝量-3  完全彈性碰撞  

第十一週 動量與衝量-4  非彈性碰撞與完全非彈性碰撞  

第十二週 可變質量系統-1  可變質量系統介紹  

第十三週 可變質量系統-2  火箭問題  

第十四週 可變質量系統-3  水桶問題  

第十五週 可變質量系統-4  運砂帶問題  

第十六週 萬有引力定律-1  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第十七週 萬有引力定律-2  克卜勒三大運動定律  

第十八週 萬有引力定律-3  綜合問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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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上課態度：40% 

2.紙筆測驗：60%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  

備註： 
預期效益： 

更深入理解物理力學範圍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數學  

英文名稱： Advanced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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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自我實

現」、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從之前的知識，進而學習更深入的理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論（1）  同餘(mod)  

第二週 數論（2）  一次不定方程  

第三週 數論（3）  絕對值方程式  

第四週 數論（4）  不等式  

第五週 遞迴數列及級數（1）  遞迴方法（1）  

第六週 遞迴數列及級數（2）  遞迴方法（2）  

第七週 遞迴數列及級數（3）  Sigma 求和  

第八週 遞迴數列及級數（4）  無窮級數  

第九週 三角函數與矩陣（1）  三角函數的極值  

第十週 三角函數與矩陣（2）  反三角函數  

第十一週 三角函數與矩陣（3）  複數的極式  

第十二週 三角函數與矩陣（3）  複數的極式  

第十三週 三角函數與矩陣（5）  轉移矩陣  

第十四週 三角函數與矩陣（6）  矩陣的線性變換  

第十五週 線性規劃（1）  二元不等式解的區域（1）  

第十六週 線性規劃（2）  二元不等式解的區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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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線性規劃（3）  線性規劃（1）  

第十八週 線性規劃（4）  線性規劃（2）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檔案（50%）：每堂課的作業。 

2. 測驗（25%）。 

3. 學習態度（25%）。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預期效益： 

藉由上課內容學習更多的數學知識，及測驗來檢驗學習成果。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觀生物學  

英文名稱： Microscopic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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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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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世界接軌」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生物知識，以及理解與應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細胞  生命的起源：有機演化、生源論  

第二週 細胞  

細胞的組成：無機物(水、礦物質)、有

機物(醣類、蛋白質、  

脂質、核酸、維生素) 

 

第三週 細胞  
細胞的基本構造：細胞核、細胞質、細

胞膜  

第四週 細胞  細胞的衍生構造：細胞壁、鞭毛、纖毛  

第五週 細胞  

粒線體與呼吸作用：糖解作用、克氏循

環、有氧呼吸、無氧呼  

吸、發酵作用(酒精發酵、乳酸發酵)  

第六週 細胞  葉綠體與光合作用：光反應、碳反應  

第七週 細胞  
C3、C4、CAM 植物的能量代謝：固碳

與碳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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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細胞  
細胞分裂～有絲分裂：前期、中期、後

期、末期  

第九週 細胞  
細胞分裂～減數分裂：第一次減數分

裂、第二次減數分裂  

第十週 細胞  

植物生活史：蘚苔、蕨類、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的世代交替  

(孢子體世代與配子體世代)  

第十一週 細胞  動物的生殖：配子形成、受精作用  

第十二週 細胞  
細胞分化與胚胎發育：桑葚胚、原腸

胚、神經胚、分娩  

第十三週 基因  
分子生物學發展史：華生與克立克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  

第十四週 基因  
DNA 複製：赫爾雪與蔡斯證實半保留

型 DNA 複製  

第十五週 基因  轉錄作用：依 DNA 模板而合成 RNA  

第十六週 基因  轉譯作用：依 RNA 模板而合成蛋白質  

第十七週 基因  
基因表現的調節：轉錄、轉錄後修飾、

轉譯、轉譯後修飾  

第十八週 基因  
近代生物科技：基因工程、桃莉羊、

DNA 聚合酶連鎖反應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50% 

2.分組報告：5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觀生物學  

英文名稱： Microscopic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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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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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視野」、「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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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生物知識，以及理解與應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細胞  生命的起源：有機演化、生源論  

第二週 細胞  

細胞的組成：無機物(水、礦物質)、有

機物(醣類、蛋白質、  

脂質、核酸、維生素) 

 

第三週 細胞  
細胞的基本構造：細胞核、細胞質、細

胞膜  

第四週 細胞  細胞的衍生構造：細胞壁、鞭毛、纖毛  

第五週 細胞  

粒線體與呼吸作用：糖解作用、克氏循

環、有氧呼吸、無氧呼  

吸、發酵作用(酒精發酵、乳酸發酵)  

第六週 細胞  葉綠體與光合作用：光反應、碳反應  

第七週 細胞  
C3、C4、CAM 植物的能量代謝：固碳

與碳反應  

第八週 細胞  
細胞分裂～有絲分裂：前期、中期、後

期、末期  

第九週 細胞  
細胞分裂～減數分裂：第一次減數分

裂、第二次減數分裂  

第十週 細胞  

植物生活史：蘚苔、蕨類、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的世代交替  

(孢子體世代與配子體世代)  

第十一週 細胞  動物的生殖：配子形成、受精作用  

第十二週 細胞  
細胞分化與胚胎發育：桑葚胚、原腸

胚、神經胚、分娩  

第十三週 基因  
分子生物學發展史：華生與克立克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  

第十四週 基因  
DNA 複製：赫爾雪與蔡斯證實半保留

型 DNA 複製  

第十五週 基因  轉錄作用：依 DNA 模板而合成 RNA  

第十六週 基因  轉譯作用：依 RNA 模板而合成蛋白質  

第十七週 基因  
基因表現的調節：轉錄、轉錄後修飾、

轉譯、轉譯後修飾  

第十八週 基因  
近代生物科技：基因工程、桃莉羊、

DNA 聚合酶連鎖反應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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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50% 

2.分組報告：5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無所不在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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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 藉由分組玩桌遊及操作型遊戲，培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

溝通等各項能力，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激發學生對數學活動的熱情。 

2、 藉由數學電影、演講、影片欣賞，介紹數學史及數學家故事，使學生能欣

賞數學的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3、 藉由分組閱讀

報告數學科普書籍或文章，強化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增加學生在日常生活應

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素養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自我介紹、課程簡介、說明評量方式 

(2)閱讀報告說明及分組討論  

第二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一)  

第三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二)  

第四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一)  

第五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二)  

第六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一)  

第七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二)  

第八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一)-電影「魔球」  

第九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二)-電影「魔球」  

第十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三)-電影「魔球」  

第十一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一)  

第十二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二)  

第十三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一) 「透過大數據看見

數學」 講者：楊振華教授(中央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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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二) 1.「What’s so sexy 

about math？」 講者：Cédric Villani(2010

菲爾茲獎得主) 2.皮克斯「動畫電影背

後的數學」 講者： Tony Derose (皮克斯

動畫工程師)  

第十五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3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六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4~6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七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7~9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八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0~11 組)、老師講評、聆聽

心得記錄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生個人/分組行為評量 2.課堂參與 3.學習單 4.上臺報告 5.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無所不在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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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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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 藉由分組玩桌遊及操作型遊戲，培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

溝通等各項能力，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激發學生對數學活動的熱情。 

2、 藉由數學電影、演講、影片欣賞，介紹數學史及數學家故事，使學生能欣

賞數學的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3、 藉由分組閱讀

報告數學科普書籍或文章，強化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增加學生在日常生活應

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素養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自我介紹、課程簡介、說明評量方式 

(2)閱讀報告說明及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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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一)  

第三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二)  

第四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一)  

第五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二)  

第六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一)  

第七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二)  

第八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一)-電影「魔球」  

第九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二)-電影「魔球」  

第十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三)-電影「魔球」  

第十一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一)  

第十二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二)  

第十三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一) 「透過大數據看見

數學」 講者：楊振華教授(中央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  

第十四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二) 1.「What’s so sexy 

about math？」 講者：Cédric Villani(2010

菲爾茲獎得主) 2.皮克斯「動畫電影背

後的數學」 講者： Tony Derose (皮克斯

動畫工程師)  

第十五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3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六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4~6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七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7~9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八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0~11 組)、老師講評、聆聽

心得記錄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生個人/分組行為評量 2.課堂參與 3.學習單 4.上臺報告 5.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無所不在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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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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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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 藉由分組玩桌遊及操作型遊戲，培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

溝通等各項能力，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激發學生對數學活動的熱情。 

2、 藉由數學電影、演講、影片欣賞，介紹數學史及數學家故事，使學生能欣

賞數學的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3、 藉由分組閱讀

報告數學科普書籍或文章，強化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增加學生在日常生活應

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素養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自我介紹、課程簡介、說明評量方式 

(2)閱讀報告說明及分組討論  

第二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一)  

第三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二)  

第四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一)  

第五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二)  

第六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一)  

第七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二)  

第八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一)-電影「魔球」  

第九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二)-電影「魔球」  

第十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三)-電影「魔球」  

第十一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一)  

第十二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二)  

第十三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一) 「透過大數據看見

數學」 講者：楊振華教授(中央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  

第十四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二) 1.「What’s so sexy 

about math？」 講者：Cédric Villani(2010

菲爾茲獎得主) 2.皮克斯「動畫電影背

後的數學」 講者： Tony Derose (皮克斯

動畫工程師)  

第十五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3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六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4~6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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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7~9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八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0~11 組)、老師講評、聆聽

心得記錄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生個人/分組行為評量 2.課堂參與 3.學習單 4.上臺報告 5.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無所不在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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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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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 藉由分組玩桌遊及操作型遊戲，培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

溝通等各項能力，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激發學生對數學活動的熱情。 

2、 藉由數學電影、演講、影片欣賞，介紹數學史及數學家故事，使學生能欣

賞數學的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3、 藉由分組閱讀

報告數學科普書籍或文章，強化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增加學生在日常生活應

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素養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自我介紹、課程簡介、說明評量方式 

(2)閱讀報告說明及分組討論  

第二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一)  

第三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二)  

第四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一)  

第五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二)  

第六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一)  

第七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二)  

第八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一)-電影「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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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二)-電影「魔球」  

第十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三)-電影「魔球」  

第十一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一)  

第十二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二)  

第十三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一) 「透過大數據看見

數學」 講者：楊振華教授(中央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  

第十四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二) 1.「What’s so sexy 

about math？」 講者：Cédric Villani(2010

菲爾茲獎得主) 2.皮克斯「動畫電影背

後的數學」 講者： Tony Derose (皮克斯

動畫工程師)  

第十五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3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六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4~6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七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7~9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八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0~11 組)、老師講評、聆聽

心得記錄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生個人/分組行為評量 2.課堂參與 3.學習單 4.上臺報告 5.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無所不在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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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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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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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藉由分組玩桌遊及操作型遊戲，培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

溝通等各項能力，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激發學生對數學活動的熱情。 

2、 藉由數學電影、演講、影片欣賞，介紹數學史及數學家故事，使學生能欣

賞數學的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3、 藉由分組閱讀

報告數學科普書籍或文章，強化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增加學生在日常生活應

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素養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自我介紹、課程簡介、說明評量方式 

(2)閱讀報告說明及分組討論  

第二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一)  

第三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二)  

第四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一)  

第五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二)  

第六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一)  

第七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二)  

第八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一)-電影「魔球」  

第九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二)-電影「魔球」  

第十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三)-電影「魔球」  

第十一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一)  

第十二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二)  

第十三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一) 「透過大數據看見

數學」 講者：楊振華教授(中央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  

第十四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二) 1.「What’s so sexy 

about math？」 講者：Cédric Villani(2010

菲爾茲獎得主) 2.皮克斯「動畫電影背

後的數學」 講者： Tony Derose (皮克斯

動畫工程師)  

第十五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3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六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4~6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七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7~9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八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0~11 組)、老師講評、聆聽

心得記錄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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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學生個人/分組行為評量 2.課堂參與 3.學習單 4.上臺報告 5.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無所不在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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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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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博雅兼備」, 「創新思考」、「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1、 藉由分組玩桌遊及操作型遊戲，培養學生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及

溝通等各項能力，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激發學生對數學活動的熱情。 

2、 藉由數學電影、演講、影片欣賞，介紹數學史及數學家故事，使學生能欣

賞數學的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3、 藉由分組閱讀

報告數學科普書籍或文章，強化學生製作簡報的能力，增加學生在日常生活應

用與學習其他學科所需的數學素養與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自我介紹、課程簡介、說明評量方式 

(2)閱讀報告說明及分組討論  

第二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一)  

第三週 分組遊戲  河內塔的遞迴關係(二)  

第四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一)  

第五週 分組遊戲  桌遊---演化論(二)  

第六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一)  

第七週 分組遊戲  三角函數撲克牌(二)  

第八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一)-電影「魔球」  

第九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二)-電影「魔球」  

第十週 電影欣賞  電影中看見數學(三)-電影「魔球」  

第十一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一)  

第十二週 分組閱讀報告製作  分組討論、製作簡報(二)  

第十三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一) 「透過大數據看見

數學」 講者：楊振華教授(中央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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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數學演講  

影片中看見數學(二) 1.「What’s so sexy 

about math？」 講者：Cédric Villani(2010

菲爾茲獎得主) 2.皮克斯「動畫電影背

後的數學」 講者： Tony Derose (皮克斯

動畫工程師)  

第十五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3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六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4~6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七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7~9 組)、老師講評、聆聽心

得記錄  

第十八週 分組閱讀報告 發表  
分組報告(10~11 組)、老師講評、聆聽

心得記錄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學生個人/分組行為評量 2.課堂參與 3.學習單 4.上臺報告 5.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與文學的四手聯彈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and Literatur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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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  

學習目標： 1.學習詩文創作 2.了解數學概念與意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文學與數學(一)  與數學相關的詩文賞析  

第二週 文學與數學(二)  與數學相關的詩文賞析  

第三週 新詩寫作  說明新詩寫作技巧與方法  

第四週 詩句創作  如何寫一句詩  

第五週 數學概念(一)  以學生熟知簡單的數學概念融入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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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實作、練習  寫一句數學詩並與同學分享  

第七週 新詩創作  如何構思寫一首新詩  

第八週 數學概念(二)  以數學概念為素材做新詩創作  

第九週 實作、練習  寫一首融入數學意涵的新詩  

第十週 分享創作  賞析  

第十一週 分享創作  賞析  

第十二週 數學概念(三)  複習數學概念-代數  

第十三週 數學概念(四)  複習數學概念-幾何  

第十四週 數學概念整合  挑選適用的數學概念構思  

第十五週 實作、練習  寫一篇融入數學意涵的散文  

第十六週 分享創作  賞析  

第十七週 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  

第十八週 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詩文創作：60% 

2.成果報告：40%  

對應學群： 數理化、藝術、文史哲  

備註： 
預期效益： 

了解數學概念與意涵與詩文創作的技巧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與現代生活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and Modern Life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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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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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 從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習慣、方法，認識當中隱含的數學邏輯。 

2. 認識每個單元相關的數學家，從數學史的角度認識數學的發展。 

3. 結合生活中真實案例、活動與創作，讓學生實作或進行遊戲活動，推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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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學的刻板印象。 

4. 藉由電影與實作遊戲，讓學生更生動地接觸數學的橫向延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邏輯與思維  

以高一下數學〈簡單邏輯〉為基礎，認

識基本電腦運作方式。 

【實作】介紹典型的邏輯問題—愛因斯

坦謎，分組挑戰！  

第二週 邏輯與思維  

以高一下數學〈簡單邏輯〉為基礎，認

識基本電腦運作方式。 

【實作】介紹典型的邏輯問題—愛因斯

坦謎，分組挑戰！  

第三週 人工智慧漫談  

認識人工智慧的簡要發展，並介紹計算

機科學之父—圖靈，及其相關貢獻。 

【影片】模仿遊戲  

第四週 人工智慧漫談  

認識人工智慧的簡要發展，並介紹計算

機科學之父—圖靈，及其相關貢獻。 

【影片】模仿遊戲  

第五週 歷史的教訓  

從著名軍事事件，延伸至現代公民議

題，認識密碼學與數學（質數）與生活

的關係。 

【影片】第四公民（簡要版）或 

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5 集：《頭號嫌

犯》  

第六週 歷史的教訓  

從著名軍事事件，延伸至現代公民議

題，認識密碼學與數學（質數）與生活

的關係。 

【影片】第四公民（簡要版）或 

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5 集：《頭號嫌

犯》  

第七週 大家來解密  

【實作】介紹常見的加密方式，分組討

論各組的加密方式，再由他組解密，最

後依解密成果決勝！  

第八週 一定穩操勝算？  

由簡單的破解遊戲引入，對照零和與非

零和遊戲，進而引入賽局理論的發展起

源，認識賽局理論之父—納許。【影

片】美麗境界  

第九週 囚徒困境  

介紹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與膽小鬼博

弈。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0 集：

《髒彈疑雲》  

第十週 囚徒困境  

介紹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與膽小鬼博

弈。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0 集：

《髒彈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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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信任的演化  

【實作】讓學生分組玩遊戲—信任的演

化，認識「合作」、「信任」、「出

賣」等賽局理論議題。  

第十二週 機率論的誕生  

以高一下數學〈古典機率、二項式〉為

基礎，認識數學史中的博弈文化，著名

的賭金分配、遺產分配問題，以及數學

家巴斯卡。  

第十三週 機率論的誕生  

以高一下數學〈古典機率、二項式〉為

基礎，認識數學史中的博弈文化，著名

的賭金分配、遺產分配問題，以及數學

家巴斯卡。  

第十四週 貝式分析  

以高一下數學〈條件機率、貝式定理〉

為基礎，以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恐怖攻

擊、乳癌檢驗、急難搜救等，延伸介紹

貝氏分析的概念與實例。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3 集：

《劫獄行動》  

第十五週 貝式分析  

以高一下數學〈條件機率、貝式定理〉

為基礎，以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恐怖攻

擊、乳癌檢驗、急難搜救等，延伸介紹

貝氏分析的概念與實例。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3 集：

《劫獄行動》  

第十六週 貝式分析  

以高一下數學〈條件機率、貝式定理〉

為基礎，以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恐怖攻

擊、乳癌檢驗、急難搜救等，延伸介紹

貝氏分析的概念與實例。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3 集：

《劫獄行動》  

第十七週 數據科學的時代  

【個人小報告分享】大數據與生活 

【教師分享】棒球統計學 

【影片】《魔球》或是 

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1 集：《危險機

密》  

第十八週 一起出遊吧！  

認識基本拓樸與數學家歐拉，並沿用至

一筆畫問題，進而延伸到生活實例。 

【實作】一筆畫手繪大師：分組挑戰一

筆畫創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193 

學習評量： 

1. 學習檔案評量（20%）：每堂課的資料、作業單、討論單、小組成果等，請

一併整理完全，並加入個人作業，期末一併以檔案成果評量。 

2. 線上問卷式評量（50%）：每個單元都有一次的問卷評量，以課堂上的概念

為主設計對應問題，問題以單選、複選為主，施測方式將由線上問卷系統

surveycake，以亂數呈現問題，每次問卷佔 7%~8%，暫定共 7 次。 

3. 個人報告（20%）：大數據專題報告 

4. 學習態度（10%）：出席、準時、秩序、座位維護。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藝術  

備註： 

預期效益： 

希望學生能將對數學擺脫解題與考試的眼光，以解決生活問題的眼光看待之，

並能欣賞數學家與數學工作者在各領域的角色與貢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與現代生活  

英文名稱： Mathematics and Modern Life  

授課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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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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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 從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習慣、方法，認識當中隱含的數學邏輯。 

2. 認識每個單元相關的數學家，從數學史的角度認識數學的發展。 

3. 結合生活中真實案例、活動與創作，讓學生實作或進行遊戲活動，推翻學生

對數學的刻板印象。 

4. 藉由電影與實作遊戲，讓學生更生動地接觸數學的橫向延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邏輯與思維  

以高一下數學〈簡單邏輯〉為基礎，認

識基本電腦運作方式。 

【實作】介紹典型的邏輯問題—愛因斯

坦謎，分組挑戰！  

第二週 邏輯與思維  

以高一下數學〈簡單邏輯〉為基礎，認

識基本電腦運作方式。 

【實作】介紹典型的邏輯問題—愛因斯

坦謎，分組挑戰！  

第三週 人工智慧漫談  

認識人工智慧的簡要發展，並介紹計算

機科學之父—圖靈，及其相關貢獻。 

【影片】模仿遊戲  

第四週 人工智慧漫談  

認識人工智慧的簡要發展，並介紹計算

機科學之父—圖靈，及其相關貢獻。 

【影片】模仿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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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歷史的教訓  

從著名軍事事件，延伸至現代公民議

題，認識密碼學與數學（質數）與生活

的關係。 

【影片】第四公民（簡要版）或 

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5 集：《頭號嫌

犯》  

第六週 歷史的教訓  

從著名軍事事件，延伸至現代公民議

題，認識密碼學與數學（質數）與生活

的關係。 

【影片】第四公民（簡要版）或 

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5 集：《頭號嫌

犯》  

第七週 大家來解密  

【實作】介紹常見的加密方式，分組討

論各組的加密方式，再由他組解密，最

後依解密成果決勝！  

第八週 一定穩操勝算？  

由簡單的破解遊戲引入，對照零和與非

零和遊戲，進而引入賽局理論的發展起

源，認識賽局理論之父—納許。【影

片】美麗境界  

第九週 囚徒困境  

介紹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與膽小鬼博

弈。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0 集：

《髒彈疑雲》  

第十週 囚徒困境  

介紹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與膽小鬼博

弈。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0 集：

《髒彈疑雲》  

第十一週 信任的演化  

【實作】讓學生分組玩遊戲—信任的演

化，認識「合作」、「信任」、「出

賣」等賽局理論議題。  

第十二週 機率論的誕生  

以高一下數學〈古典機率、二項式〉為

基礎，認識數學史中的博弈文化，著名

的賭金分配、遺產分配問題，以及數學

家巴斯卡。  

第十三週 機率論的誕生  

以高一下數學〈古典機率、二項式〉為

基礎，認識數學史中的博弈文化，著名

的賭金分配、遺產分配問題，以及數學

家巴斯卡。  

第十四週 貝式分析  

以高一下數學〈條件機率、貝式定理〉

為基礎，以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恐怖攻

擊、乳癌檢驗、急難搜救等，延伸介紹

貝氏分析的概念與實例。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3 集：

《劫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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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貝式分析  

以高一下數學〈條件機率、貝式定理〉

為基礎，以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恐怖攻

擊、乳癌檢驗、急難搜救等，延伸介紹

貝氏分析的概念與實例。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3 集：

《劫獄行動》  

第十六週 貝式分析  

以高一下數學〈條件機率、貝式定理〉

為基礎，以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恐怖攻

擊、乳癌檢驗、急難搜救等，延伸介紹

貝氏分析的概念與實例。 

【影片】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3 集：

《劫獄行動》  

第十七週 數據科學的時代  

【個人小報告分享】大數據與生活 

【教師分享】棒球統計學 

【影片】《魔球》或是 

數字搜查線第一季第 11 集：《危險機

密》  

第十八週 一起出遊吧！  

認識基本拓樸與數學家歐拉，並沿用至

一筆畫問題，進而延伸到生活實例。 

【實作】一筆畫手繪大師：分組挑戰一

筆畫創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檔案評量（20%）：每堂課的資料、作業單、討論單、小組成果等，請

一併整理完全，並加入個人作業，期末一併以檔案成果評量。 

2. 線上問卷式評量（50%）：每個單元都有一次的問卷評量，以課堂上的概念

為主設計對應問題，問題以單選、複選為主，施測方式將由線上問卷系統

surveycake，以亂數呈現問題，每次問卷佔 7%~8%，暫定共 7 次。 

3. 個人報告（20%）：大數據專題報告 

4. 學習態度（10%）：出席、準時、秩序、座位維護。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藝術  

備註： 

預期效益： 

希望學生能將對數學擺脫解題與考試的眼光，以解決生活問題的眼光看待之，

並能欣賞數學家與數學工作者在各領域的角色與貢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懂化學，保安全-時事中的化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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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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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針對高一學生，介紹生活中與化學相關的新聞事件，引起學習動機，從中剖

析化學原理，帶領學生瞭解相關的化學基礎知識。 2. 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周遭

環境，並結合生活經驗中的化學知識，使之在災害發生時，因具有完備知識而

將傷害降到最低。 3. 以影片賞析、示範實驗及個人或分組的相關活動討論深

化同學的科學素養與環保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八仙塵爆  

第二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粉塵爆實驗  

第三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乾冰爆炸  

第四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液態氮爆炸  

第五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殺蟲劑爆炸  

第六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急凍冰沙-認識液態氮實驗  

第七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高雄氣爆  

第八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鯨爆  

第九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電石燈  

第十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製作茶包天燈  

第十一週 火災  火災-格蘭菲塔大火  

第十二週 火災  火災-天津大火  

第十三週 火災  火災-泰豐輪胎大火  

第十四週 火災  火災-加州森林大火  

第十五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1  

第十六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2  

第十七週 地球  地球-海洋汙染  

第十八週 地球  地球-3C 垃圾問題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教育  

備註：  



197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懂化學，保安全-時事中的化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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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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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針對高一學生，介紹生活中與化學相關的新聞事件，引起學習動機，從中剖

析化學原理，帶領學生瞭解相關的化學基礎知識。 2. 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周遭

環境，並結合生活經驗中的化學知識，使之在災害發生時，因具有完備知識而

將傷害降到最低。 3. 以影片賞析、示範實驗及個人或分組的相關活動討論深

化同學的科學素養與環保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八仙塵爆  

第二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粉塵爆實驗  

第三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乾冰爆炸  

第四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液態氮爆炸  

第五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殺蟲劑爆炸  

第六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急凍冰沙-認識液態氮實驗  

第七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高雄氣爆  

第八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鯨爆  

第九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電石燈  

第十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製作茶包天燈  

第十一週 火災  火災-格蘭菲塔大火  

第十二週 火災  火災-天津大火  

第十三週 火災  火災-泰豐輪胎大火  

第十四週 火災  火災-加州森林大火  

第十五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1  

第十六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2  

第十七週 地球  地球-海洋汙染  

第十八週 地球  地球-3C 垃圾問題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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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懂化學，保安全-時事中的化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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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針對高一學生，介紹生活中與化學相關的新聞事件，引起學習動機，從中剖

析化學原理，帶領學生瞭解相關的化學基礎知識。 2. 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周遭

環境，並結合生活經驗中的化學知識，使之在災害發生時，因具有完備知識而

將傷害降到最低。 3. 以影片賞析、示範實驗及個人或分組的相關活動討論深

化同學的科學素養與環保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八仙塵爆  

第二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粉塵爆實驗  

第三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乾冰爆炸  

第四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液態氮爆炸  

第五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殺蟲劑爆炸  

第六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急凍冰沙-認識液態氮實驗  

第七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高雄氣爆  

第八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鯨爆  

第九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電石燈  

第十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製作茶包天燈  

第十一週 火災  火災-格蘭菲塔大火  

第十二週 火災  火災-天津大火  

第十三週 火災  火災-泰豐輪胎大火  

第十四週 火災  火災-加州森林大火  

第十五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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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2  

第十七週 地球  地球-海洋汙染  

第十八週 地球  地球-3C 垃圾問題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懂化學，保安全-時事中的化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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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針對高一學生，介紹生活中與化學相關的新聞事件，引起學習動機，從中剖

析化學原理，帶領學生瞭解相關的化學基礎知識。 2. 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周遭

環境，並結合生活經驗中的化學知識，使之在災害發生時，因具有完備知識而

將傷害降到最低。 3. 以影片賞析、示範實驗及個人或分組的相關活動討論深

化同學的科學素養與環保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八仙塵爆  

第二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粉塵爆實驗  

第三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乾冰爆炸  

第四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液態氮爆炸  

第五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殺蟲劑爆炸  

第六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急凍冰沙-認識液態氮實驗  

第七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高雄氣爆  

第八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鯨爆  

第九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電石燈  

第十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製作茶包天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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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火災  火災-格蘭菲塔大火  

第十二週 火災  火災-天津大火  

第十三週 火災  火災-泰豐輪胎大火  

第十四週 火災  火災-加州森林大火  

第十五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1  

第十六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2  

第十七週 地球  地球-海洋汙染  

第十八週 地球  地球-3C 垃圾問題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懂化學，保安全-時事中的化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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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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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針對高一學生，介紹生活中與化學相關的新聞事件，引起學習動機，從中剖

析化學原理，帶領學生瞭解相關的化學基礎知識。 2. 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周遭

環境，並結合生活經驗中的化學知識，使之在災害發生時，因具有完備知識而

將傷害降到最低。 3. 以影片賞析、示範實驗及個人或分組的相關活動討論深

化同學的科學素養與環保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八仙塵爆  

第二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粉塵爆實驗  

第三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乾冰爆炸  

第四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液態氮爆炸  

第五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殺蟲劑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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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急凍冰沙-認識液態氮實驗  

第七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高雄氣爆  

第八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鯨爆  

第九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電石燈  

第十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製作茶包天燈  

第十一週 火災  火災-格蘭菲塔大火  

第十二週 火災  火災-天津大火  

第十三週 火災  火災-泰豐輪胎大火  

第十四週 火災  火災-加州森林大火  

第十五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1  

第十六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2  

第十七週 地球  地球-海洋汙染  

第十八週 地球  地球-3C 垃圾問題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懂化學，保安全-時事中的化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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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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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 「宏觀視野」、「國際關懷」  

學習目標： 

1. 針對高一學生，介紹生活中與化學相關的新聞事件，引起學習動機，從中剖

析化學原理，帶領學生瞭解相關的化學基礎知識。 2. 讓學生進一步認識周遭

環境，並結合生活經驗中的化學知識，使之在災害發生時，因具有完備知識而

將傷害降到最低。 3. 以影片賞析、示範實驗及個人或分組的相關活動討論深

化同學的科學素養與環保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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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八仙塵爆  

第二週 粉塵爆炸  粉塵爆炸-粉塵爆實驗  

第三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乾冰爆炸  

第四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液態氮爆炸  

第五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殺蟲劑爆炸  

第六週 物理氣爆  物理氣爆-急凍冰沙-認識液態氮實驗  

第七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高雄氣爆  

第八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鯨爆  

第九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電石燈  

第十週 化學氣爆  化學氣爆-製作茶包天燈  

第十一週 火災  火災-格蘭菲塔大火  

第十二週 火災  火災-天津大火  

第十三週 火災  火災-泰豐輪胎大火  

第十四週 火災  火災-加州森林大火  

第十五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1  

第十六週 火災  火災-製作環保天燈 Part.2  

第十七週 地球  地球-海洋汙染  

第十八週 地球  地球-3C 垃圾問題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實驗操作、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戲曲藝術、文化與欣賞  

英文名稱： Enjoy Traditional Operas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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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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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自我實現」、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戲曲是中華文化最深層且複合式之體現，亦是文學與藝術發展至極致的里程

碑。自古至今，不論在皇族貴冑、文人雅士、亦或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中，處處

可見戲曲藝術滲透之脈絡，與吾人物質乃至於精神文明打成一片，只是隨時遞

嬗，今日大眾早已習焉而不察。本課程之教學目標在於 

1. 帶領學生認識傳統戲曲，增進人文涵養。 

2. 培養藝術鑑賞的正確態度，擴充作為文化創客的能力資產。 

3. 提升國學素養。 

4. 增進美感認知及生活品味。 

5. 提供藝術參與及實作機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戲曲形成（一）  
中、西方戲劇文化有何不同。 

※課堂報告分組及確認主題  

第二週 戲曲形成（二）  戲曲是怎麼產生的  

第三週 戲曲形成（三）  何謂南戲與北劇  

第四週 戲曲形成（三）  何謂南戲與北劇  

第五週 戲曲類型（一）  崑曲介紹（結合影片欣賞）  

第六週 戲曲類型（二）  京劇介紹（結合影片欣賞）  

第七週 戲曲類型（三）  歌仔戲介紹（結合影片欣賞）  

第八週 曲唱活動（一）  
傳統樂譜介紹及工尺譜辨析 

※實作：簡譜改寫為工尺譜練習  

第九週 專題演講  

舞台經驗分享： 

邀請國光劇團青年演員蒞校演講及示

範。  

第十週 戲曲表演（一）  服裝與化妝  

第十一週 戲曲表演（二）  演唱與科範  

第十二週 戲曲表演（三）  戲班與演出場地  

第十三週 分組報告（一）  
戲曲與文學（詩歌、小說、民間傳說） 

※課堂報告第一及第二組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二）  
戲曲儀式與習俗 

※課堂報告第三及第四組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三）  

戲曲與流行文化（流行歌曲、電視、電

影） 

※課堂報告第五及第六組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四）  
傳統戲曲的現代樣貌 

※課堂報告第七及第八組  

第十七週 曲唱活動（二）  期末唱曲活動  

第十八週 曲唱活動（二）  期末唱曲活動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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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程參與度（學習單與課堂表現），30%。 

2. 分組報告，40%。 

3. 兩次實作活動（改寫樂譜及演唱），30%。  

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  

備註： 

預期效益： 

1. 培養學生藝術美感，體會藝術與社會、歷史、文化、生活之間的互動關係。 

2. 提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並實際參與表演。 

3. 增進學生人文及國學素養，深化文創實力。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戲曲藝術、文化與欣賞  

英文名稱： Enjoy Traditional Operas  

授課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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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自我實現」、終身學習」  

學習目標： 

戲曲是中華文化最深層且複合式之體現，亦是文學與藝術發展至極致的里程

碑。自古至今，不論在皇族貴冑、文人雅士、亦或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中，處處

可見戲曲藝術滲透之脈絡，與吾人物質乃至於精神文明打成一片，只是隨時遞

嬗，今日大眾早已習焉而不察。本課程之教學目標在於 

1. 帶領學生認識傳統戲曲，增進人文涵養。 

2. 培養藝術鑑賞的正確態度，擴充作為文化創客的能力資產。 

3. 提升國學素養。 

4. 增進美感認知及生活品味。 

5. 提供藝術參與及實作機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戲曲形成（一）  
中、西方戲劇文化有何不同。 

※課堂報告分組及確認主題  

第二週 戲曲形成（二）  戲曲是怎麼產生的  

第三週 戲曲形成（三）  何謂南戲與北劇  

第四週 戲曲形成（三）  何謂南戲與北劇  

第五週 戲曲類型（一）  崑曲介紹（結合影片欣賞）  

第六週 戲曲類型（二）  京劇介紹（結合影片欣賞）  

第七週 戲曲類型（三）  歌仔戲介紹（結合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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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曲唱活動（一）  
傳統樂譜介紹及工尺譜辨析 

※實作：簡譜改寫為工尺譜練習  

第九週 專題演講  

舞台經驗分享： 

邀請國光劇團青年演員蒞校演講及示

範。  

第十週 戲曲表演（一）  服裝與化妝  

第十一週 戲曲表演（二）  演唱與科範  

第十二週 戲曲表演（三）  戲班與演出場地  

第十三週 分組報告（一）  
戲曲與文學（詩歌、小說、民間傳說） 

※課堂報告第一及第二組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二）  
戲曲儀式與習俗 

※課堂報告第三及第四組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三）  

戲曲與流行文化（流行歌曲、電視、電

影） 

※課堂報告第五及第六組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四）  
傳統戲曲的現代樣貌 

※課堂報告第七及第八組  

第十七週 曲唱活動（二）  期末唱曲活動  

第十八週 曲唱活動（二）  期末唱曲活動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程參與度（學習單與課堂表現），30%。 

2. 分組報告，40%。 

3. 兩次實作活動（改寫樂譜及演唱），30%。  

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  

備註： 

預期效益： 

1. 培養學生藝術美感，體會藝術與社會、歷史、文化、生活之間的互動關係。 

2. 提昇學生藝術鑑賞能力，並實際參與表演。 

3. 增進學生人文及國學素養，深化文創實力。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聲情化語學經典  

英文名稱： Enjoy Radio Drama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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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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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能認識並精讀至少一部經典文學作品。 

2.能發揮創意，適度改編原著，錄製一部廣播劇作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分組及課程說明，選小老師。 

※一組 6-7 人，共 7-8 組。  

第二週 確定報告主題  

1.決定報告作品及作家。 

2.抽籤決定報告週。 

3.繳交分工表。  

第三週 認識廣播劇(一)  暖身活動：聲情訓練(個人發表)。  

第四週 認識廣播劇(二)  團隊合作：劇本朗讀練習(團體發表)。  

第五週 作品導讀：第 1-2 組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1-2 組。 

※評 分：口條、台風 25% 

講義製作 25% 

(報告組負責設計及印製全班講義) 

PPT 製作 25% 

團隊合作 25% 

※報告內容：作家介紹 

文本介紹(以文本介紹為主) 

(包括「選擇原因、內容、內涵、感

想」)  

第六週 作品導讀：第 3-4 組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3-4 組。  

第七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八週 作品導讀：第 5-6 組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5-6 組。  

第九週 
作品導讀：第 7-8 組 老

師講評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7-8 組。  

第十週 影片欣賞 繳交劇本  

白先勇〈一把青〉文本閱讀及影片欣賞 

各組繳交劇本 

※其他電影：城南舊事、蘋果的滋味、

孩子的大玩偶  

第十一週 影片欣賞 劇本檢討  
白先勇〈一把青〉文本閱讀及影片欣賞 

老師講評劇本  

第十二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1-

2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第十三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3-

4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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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五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5-

6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第十六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7-

8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第十七週 優秀作品交流(一)  擇優 2 組換班發表、填寫回饋表。  

第十八週 
優秀作品交流(二) 老師

講評  

擇優 2 組換班發表、填寫回饋表。 

老師講評，並票選最佳作品。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PPT：20% 

2.紙本講義：30% 

3.回饋單：20% 

4.廣播劇錄音檔：30%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聲情化語學經典  

英文名稱： Enjoy Radio Drama  

授課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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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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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精熟活用」、「創新思考」、「主動探索」  

學習目標： 
1.能認識並精讀至少一部經典文學作品。 

2.能發揮創意，適度改編原著，錄製一部廣播劇作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分組及課程說明，選小老師。 

※一組 6-7 人，共 7-8 組。  

第二週 確定報告主題  

1.決定報告作品及作家。 

2.抽籤決定報告週。 

3.繳交分工表。  

第三週 認識廣播劇(一)  暖身活動：聲情訓練(個人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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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認識廣播劇(二)  團隊合作：劇本朗讀練習(團體發表)。  

第五週 作品導讀：第 1-2 組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1-2 組。 

※評 分：口條、台風 25% 

講義製作 25% 

(報告組負責設計及印製全班講義) 

PPT 製作 25% 

團隊合作 25% 

※報告內容：作家介紹 

文本介紹(以文本介紹為主) 

(包括「選擇原因、內容、內涵、感

想」)  

第六週 作品導讀：第 3-4 組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3-4 組。  

第七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八週 作品導讀：第 5-6 組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5-6 組。  

第九週 
作品導讀：第 7-8 組 老

師講評  

文本閱讀時間 10 分，每組 10-15 分鐘報

告，組別 7-8 組。  

第十週 影片欣賞 繳交劇本  

白先勇〈一把青〉文本閱讀及影片欣賞 

各組繳交劇本 

※其他電影：城南舊事、蘋果的滋味、

孩子的大玩偶  

第十一週 影片欣賞 劇本檢討  
白先勇〈一把青〉文本閱讀及影片欣賞 

老師講評劇本  

第十二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1-

2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第十三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3-

4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第十四週 心得分享  心得分享  

第十五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5-

6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第十六週 
廣播劇作品發表： 第 7-

8 組 製作心得分享  

廣播劇時間：6-8 分鐘 

製作心得分享及提問時間：5 分鐘  

第十七週 優秀作品交流(一)  擇優 2 組換班發表、填寫回饋表。  

第十八週 
優秀作品交流(二) 老師

講評  

擇優 2 組換班發表、填寫回饋表。 

老師講評，並票選最佳作品。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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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PPT：20% 

2.紙本講義：30% 

3.回饋單：20% 

4.廣播劇錄音檔：30%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文史哲  

備註：  

  

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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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  

英文名稱： Civics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透過主題的學習，增進公民知識、社會關懷與實踐的能力。 2.以概念和示例

說明環境權、多元文化權、和平權在當代憲法論述中的重要地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元導讀：道德與法律

規範 第一章：道德與社

會規範  

導讀：說明道德與法律在當代社會的重

要性，以及各章間的關係與重要內涵簡

介。 1-1 生活中的社會規範  

第二週 
第一章：道德與社會規

範  

1-2 社會生活中的道德 1-3 道德的變遷

與多元觀  

第三週 
活動 第二章：道德與個

人發展  

．活動和複習：「找尋社會規範」 2-1 

道德議題與衝突  

第四週 
第二章：道德與個人發

展  

2-2 個人道德價值觀的反思 2-3 道德發

展與實踐  

第五週 
活動 第三章：法律基本

理念與架構  

．活動和複習：「漢斯偷藥」 3-1 法律

特質及有限性  

第六週 
第三章：法律基本理念

與架構  

3-2 法治國家的意義 3-3 憲政主義下的

基本法律架構  

第七週 複習   

第八週 
活動 第四章：憲法與人

權  

．活動和複習：「真理愈辯愈明」 4-1 

憲法保障的人權理念與內容  

第九週 第四章：憲法與人權  
4-2 自由權的保障及界限 4-3 平等與差

別待遇  

第十週 
活動 第五章：行政法與

生活  

．活動和複習：「人權地圖」 5-1 行政

法的基本理念  

第十一週 第五章：行政法與生活  5-1 行政法的基本理念 5-2 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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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活動 第六章：民法與生

活  

．活動和複習：「校服規範座談會」 6-

1 民法與私有財產權的保障  

第十三週 第六章：民法與生活  
6-2 交易安全的保障與法律 6-3 婚姻、

家庭制度與法律  

第十四週 複習   

第十五週 
活動 第七章：刑法與生

活  

．活動和複習：「無所不賣」 7-1 刑法

的意義與犯罪構成  

第十六週 第七章：刑法與生活  
7-2 刑罰的目的與類型 7-3 犯罪的追訴

及處罰  

第十七週 
活動 第八章：紛爭解決

機制  

．活動和複習：「刑事法庭觀察」 8-1 

權利救濟制度的觀念 8-2 私法上的權利

救濟制度  

第十八週 第八章：紛爭解決機制  
8-3 公法上的權利救濟制度 8-4 法律專

業人員角色與功能  

第十九週 活動  ．活動和複習：「模擬法庭演練」  

第二十週 複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1. 高一：開設物理、化學、生物三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預定開設物理 2

個班、化學 2 個班、生物 1 個班，但仍依照學生實際選修狀況決定開課科目及

班級數。 2. 高二：因性向分組分成三個類群，是以於第一類群開設歷史、地

理、公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而第二類群及第三類群開設物理、化學、生

物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並依照實際選修狀況開課科目及班級數。 3. 高

三：比照高二方式實施。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  

英文名稱： Civics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介紹經濟學、永續發展的概念；學習經濟學能幫助達成永續發展。 2.說明全

球的生產與消費引發了資源耗竭與汙染跨國界的問題。認識京都議定書的發展

背景與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導讀： 經濟與永續發展 

第一章： 經濟學基本概

念  

導讀：經濟與永續發展 1-1 經濟學簡介 

1-2 經濟制度  

第二週 
第一章： 經濟學基本概

念 第一章活動  
1-3 比較利益 活動和複習  

第三週 第二章： 市場機制  2-1 家戶與廠商的互動 2-2 需求  

第四週 第二章： 市場機制  2-3 供給 2-4 市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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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第二章： 市場機制  2-5 經濟效率 2-6 政府干預  

第六週 第二章活動  活動和複習  

第七週 複習   

第八週 
第三章： 全球化與地球

村  
3-1 國際貿易 3-2 經濟全球化  

第九週 
第三章： 全球化與地球

村 第三章活動  
3-3 地球村與反思 活動和複習  

第十週 
第四章： 永續發展的經

濟課題  
4-1 國民所得 4-2 經濟發展的要素  

第十一週 
第四章： 永續發展的經

濟課題  
4-3 國家競爭力 4-4 永續的經濟發展  

第十二週 第四章活動  活動和複習  

第十三週 複習   

第十四週 第五章： 外部效果  
5-1 外部效果造成的市場失靈 5-2 產生

外部效果的原因  

第十五週 第五章： 外部效果  
5-3 政府的對策 5-4 臺灣的環境與生態

問題  

第十六週 第五章活動  活動和複習  

第十七週 第六章： 公共財與租稅  6-1 公共財 6-2 政府支出  

第十八週 第六章： 公共財與租稅  6-3 政府收入 6-4 政府效能與失靈  

第十九週 第六章活動  活動和複習  

第二十週 複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  

英文名稱： Civics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區分區分社會不公平的各種面向或形式。 2.能了解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發展

的政治經濟脈絡。 3.能了解青少年犯罪的相關法律、保護處分與刑事制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社會階層化  1-1 社會階層化的基本概念  

第二週 第一章： 社會階層化  1-2 社會階層化的面向  

第三週 第二章： 社會流動  2-1 社會流動的基本概念  

第四週 第二章： 社會流動  2-2 臺灣的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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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第三章： 社會安全制度  3-1 社會安全制度的意義  

第六週 第三章： 社會安全制度  
3-2 臺灣的社會福利制度 3-3 臺灣的社

會保險制度  

第七週 複習   

第八週 
第四章： 勞動的意義與

參與  
4-1 勞動的意義 4-2 市場性勞動  

第九週 
第四章： 勞動的意義與

參與  
4-3 家務勞動  

第十週 
第五章： 憲法與釋憲制

度  
5-1 釋憲制度 5-2 我國的釋憲制度  

第十一週 
第五章： 憲法與釋憲制

度  
5-3 釋憲對人權及社會正義之保障  

第十二週 
第六章： 私法自治的民

法  
6-1 契約自由原則與重要契約類型  

第十三週 
第六章： 私法自治的民

法  

6-2 侵權行為與法律 6-3 社會變遷與民

法原則的修正  

第十四週 複習   

第十五週 
第六章： 私法自治的民

法  
6-4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第十六週 
第七章： 現代刑法新趨

勢  
7-1 青少年犯罪  

第十七週 
第七章： 現代刑法新趨

勢  

7-2 家庭暴力與性自主 7-3 刑法的規範

作用與極限  

第十八週 
第八章： 防止政府權力

濫用的行政法  
8-1 社會秩序維護與正當程序  

第十九週 
第八章： 防止政府權力

濫用的行政法  

8-2 行政行為違法或不當的救濟 8-3 國

家賠償與補償  

第二十週 複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  

英文名稱： Civic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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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何謂國際關係，及其演進與發展。 2.能了解自由民主、人權的重要

性。 3.能了解兩岸間的貿易關係與概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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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第一章民意、媒體與政

治  

1-1 民意的概念 1-2 民意的特性與面向 

2-1 輿論與意見領袖 2-2 民意匯集與民

意調查  

第二週 
第一章民意、媒體與政

治 課後活動  

3-1 媒體對民意的引導作用 3-2 媒體報

導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課後活動 報導比

一比  

第三週 
第二章國際關係與和平

安全  

1-1 國際關係的形成、演進與特點 1-2 

國際政治結盟 2-1 意識型態所產生的衝

突 2-2 經濟與資源所產生的衝突 2-3 異

文明之間所產生的衝突  

第四週 
第二章國際關係與和平

安全  

3-1 人權保護與國際和平 3-2 軍備裁減

與世界安全 課後活動 聯合國的功能與

使命  

第五週 
第三章世界主要政治意

識型態  

1-1 意識型態的意義 1-2 意識型態的影

響 2-1 自由主義 2-2 保守主義 3-1 社會

主義的興起 3-2 社會主義的流派與目的  

第六週 
第三章 世界主要政治意

識型態 課後活動  

4-1 法西斯主義 4-2 無政府主義 4-3 第三

條路 4-4 基本教義派 4-5 生態主義 課後

活動 政黨屬性  

第七週 複習   

第八週 第四章中國政治與經濟  

1-1 黨國體制 1-2 中央政治制度 1-3 地方

政治制度 2-1 基本人權與自由民主 2-2 

基層民主與政治轉型  

第九週 
第四章中國政治與經濟 

課後活動  

3-1 改革前後的經濟制度及政策比較 3-2 

晚近的發展及問題 課後活動 中國製造  

第十週 第五章臺海兩岸之經貿  

1-1 兩岸經貿政策 1-2 我國的進出口 1-3

中國大陸的進出口 1-4 兩岸貿易 2-1 我

國的外資 2-2 中國大陸的外資 2-3 兩岸

投資  

第十一週 
第五章臺海兩岸之經貿 

課後活動  

3-1 經濟因素 3-2 非經濟因素 課後活動 

兩岸經貿議題特派小組  

第十二週 第六章貨幣與銀行  
1-1 貨幣的演進 1-2 貨幣的功能 2-1 何謂

借貸市場 2-2 民間借貸 2-3 商業銀行  

第十三週 
第六章貨幣與銀行 課後

活動  

3-1 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銀行 3-2 中央銀

行是銀行的銀行 3-3 中央銀行是執行貨

幣與總體金融政策的銀行 課後活動 認

識標會  

第十四週 複習   

第十五週 第七章股票與股票市場  

1-1 股票與股票市場 1-2 股價 1-3 股價指

數 2-1 報酬 2-2 風險 2-3 報酬與風險的

關係  

第十六週 
第七章股票與股票市場 

課後活動  

3-1 股市的非理性行為 3-2 股價泡沫所

帶來的影響 課後活動 百元紙鈔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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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第八章物價與失業  

1-1 物價指數的意義 1-2 臺灣的物價 2-1 

通貨膨脹的意義 2-2 通貨膨脹的影響 2-

3 通貨緊縮  

第十八週 第八章物價與失業  
3-1 失業的定義 3-2 臺灣的失業 3-3 失業

的問題與解決 課後活動 觀察經濟數據  

第十九週 複習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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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學生了解混合物、元素及化合物的定義，並說明混合物的分離及?化方法 2.

使學生了解溶解度測方法及結晶法的技巧。 3.使學生了解熱化學反應式及反應

熱的意義，並利用反應熱加成性定律做定量的計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物質的組成  1.物質的分類  

第二週 一、物質的組成  1.物質的分類  

第三週 一、物質的組成  實驗一  

第四週 一、物質的組成  實驗一  

第五週 一、物質的組成  2.原子與分子  

第六週 一、物質的組成  2.原子與分子  

第七週 一、物質的組成  3.原子量與分子量  

第八週 一、物質的組成  3.原子量與分子量  

第九週 一、物質的組成  4.溶液  

第十週 一、物質的組成  4.溶液  

第十一週 一、物質的組成  實驗二  

第十二週 一、物質的組成  實驗二  

第十三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1.原子結構  

第十四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1.原子結構  

第十五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2.原子中電子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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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2.原子中電子的排列  

第十七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3.元素性質的規律性  

第十八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3.元素性質的規律性  

第十九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4.元素週期表  

第二十週 
二、原子構造與元素週

期表  
4.元素週期表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1. 高一：開設物理、化學、生物三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預定開設物理 2

個班、化學 2 個班、生物 1 個班，但仍依照學生實際選修狀況決定開課科目及

班級數。 2. 高二：因性向分組分成三個類群，是以於第一類群開設歷史、地

理、公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而第二類群及第三類群開設物理、化學、生

物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並依照實際選修狀況開課科目及班級數。 3. 高

三：比照高二方式實施。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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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學生認識化學反應式的意義，及學習如何平衡化學反應式。 2.使學生了解

熱化學反應式及反應熱的意義，並利用反應熱加成性定律做定量的計算。 3.使

學生了解化學電池的基本原理，並熟習三用電表的使用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三、化學反應  1.化學式  

第二週 三、化學反應  1.化學式  

第三週 三、化學反應  2.化學反應式與平衡  

第四週 三、化學反應  2.化學反應式與平衡  

第五週 三、化學反應  實驗三  

第六週 三、化學反應  實驗三  

第七週 三、化學反應  3.化學計量  

第八週 三、化學反應  3.化學計量  

第九週 三、化學反應  4.化學反應中的能量變化  

第十週 三、化學反應  4.化學反應中的能量變化  

第十一週 四、化學與能源  1.能量與能源的簡介  

第十二週 四、化學與能源  1.能量與能源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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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四、化學與能源  2. 化石燃料  

第十四週 四、化學與能源  2. 化石燃料  

第十五週 四、化學與能源  3. 化學電池  

第十六週 四、化學與能源  3. 化學電池  

第十七週 四、化學與能源  4. 其他能源  

第十八週 四、化學與能源  4. 其他能源  

第十九週 四、化學與能源  實驗四  

第二十週 四、化學與能源  實驗四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使學生了解電解質與非電解質的定義及分類。 2.使學生了解阿瑞尼斯酸鹼理

論內容。 3.使學生了解共價鍵的形成、鍵長、鍵能及共振現象，並能利用路易

斯結構式表示出分子或原子團離子之結構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常見的化學反應  1.化合與分解反應 2.電解質與沉澱反應  

第二週 一、常見的化學反應  2.電解質與沉澱反應  

第三週 一、常見的化學反應  3.酸鹼反應與水的解離  

第四週 一、常見的化學反應  
4.氧化還原反應 示範實驗：常見化學反

應的型態  

第五週 二、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1. 八隅體法則與路易斯結構式  

第六週 二、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2. 離子鍵與離子晶體  

第七週 二、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3. 共價鍵與分子  

第八週 二、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4. 示範實驗：分子在三度空間的模型  

第九週 二、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5. 網狀固體  

第十週 二、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6. 金屬固體  

第十一週 三、有機化合物  1. 飽和烴  

第十二週 三、有機化合物  2. 不飽和烴 3. 芳香烴  

第十三週 三、有機化合物  3. 芳香烴 4. 官能基  

第十四週 複習  三、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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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4. 官能基 5. 生物體中的

重要有機化合物  
三、有機化合物  

第十六週 
6. 生物體中的重要有機

化合物  
 

第十七週 四、化學與化工  
1. 化學﹑化工與社會 2. 化學與永續發

展 3. 化學與先進科技  

第十八週 分組討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使學生了解理想氣體方程式與理想氣體的意義。 2.使學生了解何謂勒沙特列

原理並預測濃度的變化如何影響平衡。 3.使學生了解何謂同離子效應並學習有

關的簡單計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氣體  1.大氣的組成與氣體的通性  

第二週 一、氣體  2.氣體定律  

第三週 一、氣體  3.理想氣體  

第四週 一、氣體  4.分壓 5.氣體的擴散  

第五週 二、化學反應速率  1.反應速率  

第六週 二、化學反應速率  1.反應速率  

第七週 二、化學反應速率  2. 碰撞理論  

第八週 二、化學反應速率  2. 碰撞理論  

第九週 二、化學反應速率  3.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第十週 實驗  實驗一 秒錶反應  

第十一週 實驗  實驗一 秒錶反應  

第十二週 三、化學平衡  1.化學平衡的意義  

第十三週 三、化學平衡  2.平衡常數  

第十四週 三、化學平衡  2.平衡常數  

第十五週 複習   

第十六週 三、化學平衡  3.影響平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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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實驗  

實驗二 平衡常數與勒沙特列原理—平

衡常數的測量 示範實驗 平衡常 數與勒

沙特列原 理—勒沙特列原理  

第十八週 實驗  

實驗二 平衡常數與勒沙特列原理—平

衡常數的測量 示範實驗 平衡常 數與勒

沙特列原 理—勒沙特列原理  

第十九週 三、化學平衡  4. 溶解平衡  

第二十週  實驗三 溶度積的測定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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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了解波耳的氫原子模型與氫原子能階的內容。 2.使學生了解原子軌域

的形狀與能階。 3.使學生了解混成軌域的基本理論，及其與分子形狀之關係。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原子構造  1.氫原子光譜  

第二週 一、原子構造  1.氫原子光譜  

第三週 一、原子構造  2.波耳的氫原子模 型與氫原子能階  

第四週 一、原子構造  2.波耳的氫原子模 型與氫原子能階  

第五週 一、原子構造  3.原子軌域  

第六週 一、原子構造  3.原子軌域  

第七週 一、原子構造  4. 電子組態  

第八週 一、原子構造  4. 電子組態  

第九週 一、原子構造  5. 元素性質的趨勢  

第十週 一、原子構造  5. 元素性質的趨勢  

第十一週 二、化學鍵結  1.金屬鍵與離子鍵  

第十二週 二、化學鍵結  1.金屬鍵與離子鍵  

第十三週 二、化學鍵結  2.共價鍵  

第十四週 二、化學鍵結  2.共價鍵  

第十五週 二、化學鍵結  3.混成軌域  

第十六週 二、化學鍵結  3.混成軌域  

第十七週 二、化學鍵結  4.價殼層電子對互斥理論與分子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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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二、化學鍵結  4.價殼層電子對互斥理論與分子形狀  

第十九週 二、化學鍵結  5.鍵極性與分子極性  

第二十週 二、化學鍵結  6.分子間的作用力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  

英文名稱：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使學生了解元素的性質。 2.使學生了解硬水的性質及其軟化方法。 3.使學生

了解有機化合物的性質。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6-1 非金屬元素  
6-1.1 氫 6-1.2 碳 6-1.3 氧 6-1.4 氮 

6-1.5 氯 6-1.6 矽  

第二週 6-1 非金屬元素  
6-1.1 氫 6-1.2 碳 6-1.3 氧 6-1.4 氮 

6-1.5 氯 6-1.6 矽  

第三週 6-2 主族金屬元素  

6-2.1 鈉及其化合物的性質 6-2.2 鎂及

其化合物的性質 6-2.3 鋁及其化合物

的性質  

第四週 6-2 主族金屬元素  

6-2.1 鈉及其化合物的性質 6-2.2 鎂及

其化合物的性質 6-2.3 鋁及其化合物

的性質  

第五週 6-3 過渡金屬元素  
6-3.1 常見過渡金屬元素的性 質 6-3.2 

配位化合物  

第六週 6-3 過渡金屬元素  
6-3.1 常見過渡金屬元素的性 質 6-3.2 

配位化合物  

第七週 實驗六 示範實驗  
●硬水的檢測及軟化法 ●錯合物的形

成  

第八週 實驗六 示範實驗  
●硬水的檢測及軟化法 ●錯合物的形

成  

第九週 

7-1 有機化合物的組成 7-

2 烷類與環烷 7-3 烯類與

炔類 7-4 芳香烴  

●有機化合物的組成 ●烷類與環烷 ●

烯類與炔類質 ●芳香烴  

第十週 

7-1 有機化合物的組成 7-

2 烷類與環烷 7-3 烯類與

炔類 7-4 芳香烴  

●有機化合物的組成 ●烷類與環烷 ●

烯類與炔類質 ●芳香烴  

第十一週 7-5 有機鹵化物  ●有機鹵化物  

第十二週 7-5 有機鹵化物  ●有機鹵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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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7-6 醇類、醚類與酚類  ●醇類、醚類與酚類  

第十四週 7-6 醇類、醚類與酚類  ●醇類、醚類與酚類  

第十五週 7-7 醛類與酮類  ●醛類與酮類  

第十六週 7-7 醛類與酮類  ●醛類與酮類  

第十七週 7-7 醛類與酮類  ●醛類與酮類  

第十八週 7-7 醛類與酮類  ●醛類與酮類  

第十九週 
7-8 羧酸與酯類 7-9 胺類

與醯胺類  
●羧酸與酯類 ●胺類與醯胺類  

第二十週 
7-8 羧酸與酯類 7-9 胺類

與醯胺類  
●羧酸與酯類 ●胺類與醯胺類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  

英文名稱：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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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中生物為基礎，加以延伸，並藉由基礎生物課程的學習，使同學獲得生物

學中生態領域的基本概念與知識，奠定生物科學的基礎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生命世界中的交互

作用  
1-1 生命世界的組成  

第二週 
一、生命世界中的交互

作用  
1-2 構成生物體的物質  

第三週 
一、生命世界中的交互

作用  
1-3 元素循環  

第四週 
一、生命世界中的交互

作用  
1-4 能量的流轉  

第五週 
一、生命世界中的交互

作用  
1-5 生物間的互動關係  

第六週 二、個體和族群  2-1 個體與族群的關係  

第七週 二、個體和族群  2-1 個體與族群的關係  

第八週 二、個體和族群  2-2 族群的特徵  

第九週 二、個體和族群  2-2 族群的特徵  

第十週 二、個體和族群  2-3 族群的變化  

第十一週 二、個體和族群  2-3 族群的變化  

第十二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1 生物歧異度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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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1 生物歧異度與重要性  

第十四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2 群集結構  

第十五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2 群集結構  

第十六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3 群集的消長  

第十七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3 群集的消長  

第十八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4 生態系  

第十九週 三、群集和生態系  3-4 生態系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1. 高一：開設物理、化學、生物三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預定開設物理 2

個班、化學 2 個班、生物 1 個班，但仍依照學生實際選修狀況決定開課科目及

班級數。 2. 高二：因性向分組分成三個類群，是以於第一類群開設歷史、地

理、公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而第二類群及第三類群開設物理、化學、生

物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並依照實際選修狀況開課科目及班級數。 3. 高

三：比照高二方式實施。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  

英文名稱：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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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中生物為基礎，加以延伸，並藉由基礎生物課程的學習，使同學獲得生物

學中生態領域的基本概念與知識，奠定生物科學的基礎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1 微生物的世界  

第二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2 陸地上的生物世界  

第三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3 台灣的陸域生態系  

第四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4 淡水中的生物世界  

第五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5 海水中的生物世界  

第六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5 海水中的生物世界  

第七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6 沼澤的生物世界  

第八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6 沼澤的生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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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7 生物的演化  

第十週 
四、生物圈中形形色色

的生物及其生活環境  
4-7 生物的演化  

第十一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1 人類在生態系中地位的演變  

第十二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2 人口問題  

第十三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3 人類對生態環境的衝擊  

第十四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4 環境破壞對人類的影響  

第十五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4 環境破壞對人類的影響  

第十六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5 資源的有效利用  

第十七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5 資源的有效利用  

第十八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6 自然保育  

第十九週 五、人類和生物圈  5-6 自然保育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  

英文名稱： Biolog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深入了解生命的本質與多樣性。 2.探討各種生理現象背後的機制與應用。 3.

培養學生的觀察、推理等科學過程技能，以及批判、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細胞與生物體  1-1 生命現象  

第二週 一、細胞與生物體  1-2 細胞的構造  

第三週 一、細胞與生物體  1-3 細胞的生理  

第四週 一、細胞與生物體  1-4 細胞與能量  

第五週 
二、植物的營養器官及

功能  
探討活動 1-1 生物細胞的觀察  

第六週 
二、植物的營養器官及

功能  
2-1 植物的營養構造與功能  

第七週 
二、植物的營養器官及

功能  
2-2 植物的生殖構造與功能  

第八週 
二、植物的營養器官及

功能  
2-2 植物的生殖構造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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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二、植物的營養器官及

功能  
2-3 植物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第十週 
二、植物的營養器官及

功能  
探討活動 2-1、2-2  

第十一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1 循環  

第十二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1 循環  

第十三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2 消化  

第十四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2 消化  

第十五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3 呼吸與排泄  

第十六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4 感應與協調  

第十七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5 防禦  

第十八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3-6 生殖  

第十九週 
三、植物的生殖、生長

和發育  
探討活動 3-1、3-2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  

英文名稱： Biolog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深入了解生命的本質與多樣性。 2.探討各種生理現象背後的機制與應用。 3.

培養學生的觀察、推理等科學過程技能，以及批判、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四、生物的遺傳  4-1 染色體與細胞分裂  

第二週 四、生物的遺傳  4-1 染色體與細胞分裂  

第三週 四、生物的遺傳  4-2 性狀的遺傳  

第四週 四、生物的遺傳  4-2 性狀的遺傳  

第五週 四、生物的遺傳  4-3 遺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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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四、生物的遺傳  4-3 遺傳物質  

第七週 四、生物的遺傳  4-4 基因轉殖技術及其應用  

第八週 四、生物的遺傳  4-4 基因轉殖技術及其應用  

第九週 四、生物的遺傳  探討活動 4-1 4-2  

第十週 五、生物的演化  5-1 生物的演化  

第十一週 五、生物的演化  5-2 生命樹  

第十二週 五、生物的演化  第二次段考  

第十三週 五、生物的演化  5-3 生物多樣性  

第十四週 五、生物的演化  探討活動 5-1  

第十五週 六、生態系  6-1 族群與群集  

第十六週 六、生態系  6-2 生態系  

第十七週 六、生態系  6-3 多樣的生態系  

第十八週 六、生態系  6-4 人類與環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  

英文名稱：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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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子和細胞的階層了解生物體的構造和功能，探討各種生命現象及其原

理。 二、認識現代生命科學知識的進展，欣賞生命科學社群研究活動的成

就，激發探究生命科學的興趣。 三、了解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之間的關係，

培養尊重生命、保育生態和永續發展的理念。 四、培養觀察、溝通、推理、

進行實驗等科學過程技能，發展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發展論

證、思辨的基本技能，培養從事生命科學研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 1 章生物體的基本構

造與功能  

1-1 生物的起源與演化 1-2 細胞的化學

組成  

第二週 
第 1 章生物體的基本構

造與功能  

1-3 真核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1-4 細胞的

特化與分工  

第三週 
第 1 章生物體的基本構

造與功能  
探討活動 1-1、1-2、1-3  

第四週 
第 2 章維持生命現象的

能量  
2-1 能量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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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第 2 章維持生命現象的

能量  
2-2 光合作用 探討活動 2-1  

第六週 
第 2 章維持生命現象的

能量  

2-3 細胞呼吸 2-4 能量的使用與生命的

維持  

第七週 
第 3 章植物體內物質的

運輸  

3-1 水和礦物質的吸收 3-2 水和礦物質

的吸收 3-3 養分運輸  

第八週 
第 4 章 植物的生殖、生

長與發育  
4-1 植物的生殖 4-2 植物的發育  

第九週 
第 4 章 植物的生殖、生

長與發育  
4-3 影響植物生長的因素  

第十週 
第 4 章 植物的生殖、生

長與發育  
4-4 植物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第十一週 
第 4 章 植物的生殖、生

長與發育  
4-4 植物對環境刺激的反應  

第十二週 第 5 章 動物的循環  5-1 循環的類型 5-2 循環系統  

第十三週 第 6 章 動物的循環  5-3 循環系統的功能  

第十四週 第 7 章 動物的循環  探討活動 5-1 探討活動 5-2  

第十五週 
第 6 章 動物的消化與吸

收  
6-1 消化  

第十六週 
第 7 章 動物的消化與吸

收  
6-2 吸收  

第十七週 第 7 章 動物的呼吸  7-1 呼吸構造與呼吸運動  

第十八週 第 7 章 動物的呼吸  7-2 氣體的交換與運輸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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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分子和細胞的階層了解生物體的構造和功能，探討各種生命現象及其原

理。 二、認識現代生命科學知識的進展，欣賞生命科學社群研究活動的成

就，激發探究生命科學的興趣。 三、了解生命科學與人類生活之間的關係，

培養尊重生命、保育生態和永續發展的理念。 四、培養觀察、溝通、推理、

進行實驗等科學過程技能，發展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發展論

證、思辨的基本技能，培養從事生命科學研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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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第 8 章  動物的排泄  8-1 含氮代謝廢物的排除  

第二週 第 8 章  動物的排泄  8-2 排泄作用  

第三週 
第 9 章 動物的神經與內

分泌  
9-1 感覺受器  

第四週 
第 10 章 動物的神經與內

分泌  
9-2 訊息的傳遞  

第五週 
第 11 章 動物的神經與內

分泌  
9-3 激素的功能  

第六週 第 10 章 人體的防禦  10-1 病原體  

第七週 第 10 章 人體的防禦  10-2 免疫系統  

第八週 第 10 章 人體的防禦  10-3 先天免疫  

第九週 第 10 章 人體的防禦  10-4 後天獲得免疫  

第十週 第 11 章 遺傳  11-1 染色體與遺傳  

第十一週 第 11 章 遺傳  11-2 核酸的構造與 DNA 的複製  

第十二週 第 11 章 遺傳  11-3 基因表現與蛋白質合成  

第十三週 第 12 章 演化  12-1 遺傳變異與演化  

第十四週 第 12 章 演化  12-2 物種形成  

第十五週 
第 13 章 生物多樣性與保

育  
13-1 生物多樣性  

第十六週 
第 13 章 生物多樣性與保

育  
13-2 保育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  

英文名稱：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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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了解世界主要區域的地理環境及其區域特徵，包括： 1.世界區域的劃分方

法。 2.世界主要區域發展的地理背景及其所面臨的重要議題。 3.世界主要區域

的人地關係。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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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第 1 章 世界的劃分  

第一節 文化意涵及區域的類型 第二節 

國家發展程度 第三節 結盟分區與全球

經濟板塊  

第二週 第 2 章 東北亞（一）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戰後朝鮮半島

經濟發展  

第三週 第 3 章 東北亞（二）  

第一節 日本經濟發展與產業變遷 第二

節 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與發展優勢 第

三節 東北亞經濟圈  

第四週 第 4 章 東南亞（一）  
第一節 自然環境的特色與影響 第二節 

多元的人文景觀  

第五週 第 5 章 東南亞（二）  
第一節東南亞的經濟發展與區域結盟 

第二節印尼  

第六週 第 6 章 澳洲與紐西蘭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產業發展  

第七週 第 6 章 澳洲與紐西蘭  第三節 多元文化社會  

第八週 第 7 章 南亞  
第一節 自然環境與農業 第二節 人口與

環境問題  

第九週 第 7 章 南亞  第三節 印度社會制度與經濟發展  

第十週 第 8 章 西亞（一）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建構在石油開

發上的經濟  

第十一週 第 9 章 西亞（二）  第一節 伊斯蘭世界 第二節 紛亂的政局  

第十二週 
第 10 章 俄羅斯與獨立國

協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二度轉型政策

與發展難題  

第十三週 第 11 章 歐洲（一）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十四週 第 11 章 歐洲（一）  第二節 文化資產與觀光產業  

第十五週 第 12 章 歐洲（二）  
第一節 結盟的淵源與發展 第二節 區域

差異與解決途徑  

第十六週 第 12 章 歐洲（二）  第三節 東歐區域發展  

第十七週 第 13 章 北美洲（一）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農業生產 第三

節 工礦業與經貿發展  

第十八週 第 14 章 北美洲（二）  第一節 移民組成的國度  

第十九週 第 14 章 北美洲（二）  第二節 都市聚落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1. 高一：開設物理、化學、生物三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預定開設物理 2

個班、化學 2 個班、生物 1 個班，但仍依照學生實際選修狀況決定開課科目及

班級數。 2. 高二：因性向分組分成三個類群，是以於第一類群開設歷史、地

理、公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而第二類群及第三類群開設物理、化學、生

物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並依照實際選修狀況開課科目及班級數。 3. 高

三：比照高二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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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  

英文名稱：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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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了解世界主要區域的地理環境及其區域特徵，包括： 1.世界區域的劃分方

法。 2.世界主要區域發展的地理背景及其所面臨的重要議題。 3.世界主要區域

的人地關係。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 1 章 中南美洲（一）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多元文化的發

展歷程  

第二週 第 2 章 中南美洲（二）  
第一節 殖民地式經濟的特質 第二節 政

治經濟發展的危機與困境  

第三週 第 3 章 非洲（一）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農業發展  

第四週 第 4 章 非洲（二）  
第一節 文化多樣性 第二節 政治與經濟

發展  

第五週 第 4 章 非洲（二）  第三節 人口與環境問題  

第六週 第 5 章 中國的區域概述  
第一節 自然環境 第二節 中國的三大經

濟地帶  

第七週 第 6 章 中國的人口  
第一節 中國的人口發展 第二節 中國人

口發展與政策  

第八週 第 7 章 中國的都市  
第一節 都市發展 第二節 都市個案--北

京市與上海市  

第九週 第 8 章 中國的農業  
第一節 農業發展與變遷 第二節 現代農

業的挑戰與方向  

第十週 第 9 章 中國的工業  
第一節 工業發展及區位變遷 第二節 從

世界工廠到新興市場  

第十一週 第 10 章 中國環境問題  
第一節 三峽大壩工程的環境效應 第二

節 水資源調節  

第十二週 第 10 章 中國環境問題  第三節 西北乾旱區沙漠化治理  

第十三週 
第 11 章 臺灣的位置與環

境特色  

第一節 位置 第二節 自然環境特色 第三

節 水資源的問題與管理 第四節 文化多

元化  

第十四週 
第 12 章 臺灣農業發展與

轉型  

第一節 農業的發展條件與特色 第二節 

農業經營問題與對策  

第十五週 
第 13 章 臺灣工業發展及

貿易  

第一節 工業發展與問題 第二節 工業發

展的問題與展望 第三節 臺灣的國際貿

易  

第十六週 
第 14 章 臺灣的區域特色

與發 展問題  
第一節 臺灣的區域劃分與區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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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第 14 章 臺灣的區域特色

與發 展問題  
第二節 區域差異與均衡發展  

第十八週 第 15 章 鄉土地理研究  
第一節 認識鄉土地理 第二節 研究問題

與方法 第三節 報告撰寫與呈現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  

英文名稱：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了解地理學的研究主題及認識地理知識及技能應用。 2.能認識並運用地圖

本質、要素，進而正確判讀與應用地圖。 3.能了解地理資訊系統，進一步知道

其功能解決地理問題。 4.能了解地形作用及各類地形，進而了解人類活動與地

形變遷、地形災害的關係。 5.能分辨天氣與氣候的差異與認識天氣系統、地表

行星風系、地方風系的特性，及了解氣候分類的意義及全球氣候類型。 6.能了

解水循環及水平衡、水資源的關係，並能認識水資源的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地理議題探索  
第一節 地理觀點 第二節 當前重要的地

理議題 第三節地理議題的研究流程  

第二週 第二章 資源（一）：水  第一節 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第三週 第二章 資源（一）：水  第二節水資源的問題與對策  

第四週 
第三章 資源（二）：糧

食  
第一節 世界糧食問題的形成  

第五週 
第三章 資源（二）：糧

食  
第二節 糧食問題的因應策略  

第六週 
第四章 資源（三）：能

源開發  
第一節 經濟發展及能源消耗  

第七週 
第四章 資源（三）：能

源開發  
第二節 能源消耗與國際政經情勢  

第八週 
第四章 資源（三）：能

源開發  
第三節 替代能源的開發  

第九週 
第五章災害防治

（一）：洪患  

第一節洪患發生的因素 第二節臺灣洪

患的防治與調適  

第十週 
第五章災害防治

（一）：洪患  
第三節洪患防治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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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第六章 災害防治

（二）：崩塌與土石流  

第一節 崩塌、土石流的成因及特徵 第

二節 崩塌及土石流災害防治  

第十二週 
第六章 災害防治

（二）：崩塌與土石流  
第三節 土石流災害的監測與預警  

第十三週 
第七章環境變遷

（一）：全球暖化  
第一節 全球環境變遷  

第十四週 
第七章環境變遷

（一）：全球暖化  
第二節 因應全球暖化的措施  

第十五週 
第八章 環境變遷

（二）：海岸變遷  
第一節 海岸環境的變遷  

第十六週 
第八章 環境變遷

（二）：海岸變遷  
第二節海岸管理與永續發展  

第十七週 
第九章 保育與預防

（一）：地景保育  

第一節 地景欣賞與保育 第二節 生態旅

遊與地質公園  

第十八週 
第九章 保育與預防

（一）：地景保育  
第三節 地景評估與分區  

第十九週 
第十章 保育與預防

（二）：環境與疾病  

第一節 環境與疾病的關係 第二節 疾病

擴散 第三節 GIS 與疫情防治及管理個

案─登革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  

英文名稱：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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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採用地理學研究技能，分析探討重要地理議題。 二、 能採用地理學研

究的觀點，探討全球重要議題。 三、 能了解全球化潮流下的當今世界主要議

題，並能分析其產生原因。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空間規劃－社區  第一節 空間規劃  

第二週 第一章 空間規劃－社區  第二節 社區與社區總體營造  

第三週 第一章 空間規劃－社區  第三節 社區總體營造個案  

第四週 第二章 空間規劃－都市  第一節 都市景觀與都市發展  

第五週 第二章 空間規劃－都市  第二節 都市計畫  

第六週 第二章 空間規劃－都市  第三節 都市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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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第三章 空間規劃－區域

計畫  
第一節 國土規劃體系和區域計畫  

第八週 
第三章 空間規劃－區域

計畫  
第二節 個案–新北市區域計畫  

第九週 第四章 產業國際分工  第一節 國際分工  

第十週 第四章 產業國際分工  第二節 人力的國際流動  

第十一週 第四章 產業國際分工  第三節 人力國際流動的個案  

第十二週 
第五章 資金流動與金融

活動  
第一節 資金與經濟發展  

第十三週 
第五章 資金流動與金融

活動  
第二節 國際資金的動向  

第十四週 
第五章 資金流動與金融

活動  
第三節 外資影響個案  

第十五週 
第六章 全球化及區域結

盟  

第一節 全球化與在地化 第二節 全球化

下的地方發展  

第十六週 
第六章 全球化及區域結

盟  
第三節 區域結盟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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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介紹物理學的基本知識，使學生認識一般物理現象的因果關係和其間所遵

行的規律，增進對物理學的興趣和理解。 二、藉由師生互動及實驗活動，培

養學生良好的科學態度，使其熟悉科學方法，提升學生縝密思考、探索真理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經由日常生活中有關科技應用實例的介紹，使學生體

認物質科學的發展對人類生活和環境的影響及其重要性，啟發學生在科學創造

和應用上的潛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緒論  1-1 物理學簡介  

第二週 一、緒論  1-2 物理量的單位  

第三週 討論及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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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二、物質的組成  2-1 原子與物質的三態  

第五週 二、物質的組成  2-2 原子與原子核的組成  

第六週 討論及複習   

第七週 三、物體的運動  3-1 物體運動的軌跡  

第八週 三、物體的運動  3-2 牛頓運動定律  

第九週 三、物體的運動  3-3 克卜勒行星運動定律  

第十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一週 
四、物質間的基本交互

作用  
4-1 重力──萬有引力定律  

第十二週 
四、物質間的基本交互

作用  
4-2 電力與磁力  

第十三週 
四、物質間的基本交互

作用  
4-3 強力與弱力  

第十四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五週 五、電與磁的統一  5-1 電流的磁效應  

第十六週 五、電與磁的統一  5-2 電磁感應  

第十七週 五、電與磁的統一  5-2 電磁感應  

第十八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1. 2 個班、化學 2 個班、生物 1 個班，但仍依照學生實際選修狀況決定開課科

目及班級數。 2. 高二：因性向分組分成三個類群，是以於第一類群開設歷

史、地理、公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而第二類群及第三類群開設物理、化

學、生物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並依照實際選修狀況開課科目及班級數。 3. 

高三：比照高二方式實施。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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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介紹物理學的基本知識，使學生認識一般物理現象的因果關係和其間所遵

行的規律，增進對物理學的興趣和理解。 二、藉由師生互動及實驗活動，培

養學生良好的科學態度，使其熟悉科學方法，提升學生縝密思考、探索真理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經由日常生活中有關科技應用實例的介紹，使學生體

認物質科學的發展對人類生活和環境的影響及其重要性，啟發學生在科學創造

和應用上的潛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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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六、波  6-1 波速、頻率與波長  

第二週 六、波  6-2 波的特性  

第三週 六、波  6-3 都卜勒效應  

第四週 六、波  6-4 光  

第五週 六、波  6-5 電磁波  

第六週 討論及複習   

第七週 七、能量  7-1 能量的基本形式  

第八週 七、能量  7-2 能量間的轉換與能量守恆  

第九週 七、能量  7-3 核 能  

第十週 七、能量  7-4 能源的有效利用與節約  

第十一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二週 八、量子現象  8-1 光電效應與光子  

第十三週 八、量子現象  8-2 物質波  

第十四週 八、量子現象  8-3 原子光譜  

第十五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六週 九、宇宙學簡介  9-1 星體觀測及哈伯定律  

第十七週 九、宇宙學簡介  9-2 宇宙起源  

第十八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以高一基礎物理為背景，增強學生對物質運動與力之知識，探索物理基本原

理，以增進物理實驗之技能，以奠定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H 直線運動  第一章直線運動  

第二週 CH2 平面運動  2-1 向量的運算  

第三週 CH2 平面運動  2-2 二維空間的位移、速度與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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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CH2 平面運動  2-3 拋體運動  

第五週 CH3 靜力平衡  3-1 力與平移平衡  

第六週 CH3 靜力平衡  3-2 力矩與轉動平衡  

第七週 CH3 靜力平衡  3-3 靜力平衡  

第八週 CH3 靜力平衡  3-4 重心與質心  

第九週 CH4 運動定律  3-5 簡單機械 4-1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第十週 CH4 運動定律  4-2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第十一週 CH4 運動定律  4-3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第十二週 CH4 運動定律  4-4 摩擦力  

第十三週 實驗  實驗  

第十四週 CH5 圓周運動  5-1 等速圓周運動  

第十五週 CH5 圓周運動  5-2 簡諧運動  

第十六週 CH5 圓周運動  5-3 物理量的因次  

第十七週 實驗  實驗  

第十八週 複習及討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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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高中一年級的基礎物理教育，增強學生對物質運動、力與能量之知識，探

索物理基本原理，以增進物理實驗之技能，以奠定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H6 動量  

第二週 6-1 動量與衝量  CH6 動量  

第三週 6-2 質心運動  CH6 動量  

第四週 6-3 動量守恆  CH6 動量  

第五週 6-3 動量守恆  CH6 動量  

第六週 6-4 角動量守恆  討論及複習  

第七週 CH7 萬有引力  7-1 萬有引力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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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CH7 萬有引力  7-2 地球表面的重力與重力加速度  

第九週 CH7 萬有引力  7-3 行星與人造衛星  

第十週 CH8 功  8-1 功與功率  

第十一週 CH8 功  8-2 動能與功能定理  

第十二週 CH8 功  8-3 位能  

第十三週 CH8 功  8-4 力學能守恆  

第十四週 CH8 功  8-5 能量守恆  

第十五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六週 CH9 碰撞  9-1 碰撞與動量守恆率  

第十七週 CH9 碰撞  9-2 彈性碰撞  

第十八週 CH9 碰撞  9-3 非彈性碰撞  

第十九週 討論及複習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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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國中自然與科學領域、高一基礎物理、高二物理教材，加深學生對物理

的認識，引導學生以科學概念思考問題，並培養科學態度。 2. 應用物理在日

常生活現象上的解讀，激發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並使其明瞭物理科學的研究

將引導技術的革新和發明，進而影響人類生活和社會進展。 3. 加強學生面對

學測及升學考試所需實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H1 熱學  1-1 熱容量與比熱  

第二週 CH1 熱學  
1-2 物質的三態變化與潛熱~1-3 焦耳實

驗與熱功當量  

第三週 CH1 熱學  1-4 熱膨脹~1-5 理想氣體方程式  

第四週 CH2 波動  1-6 氣體動力論~2-2 週期波  

第五週 CH2 波動  2-3 繩波的反射與透射~2-5 駐波  

第六週 CH2 波動  
2-6 惠更斯原理~2-7 水波的產生與傳播

現象  

第七週 CH3 聲音  3-1 聲波的傳播~3-3 聲音的共鳴  

第八週 CH4 幾何光學  4-1 反射定律與平面鏡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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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CH4 幾何光學  4-2 球面鏡成像~4-3 折射現象  

第十週 CH4 幾何光學  4-4 全反射  

第十一週 CH4 幾何光學  4-5 薄透鏡  

第十二週 CH5 物理光學  5-1 光波動說的發展~5-2 光的干射現象  

第十三週 CH5 物理光學  5-3 光的單狹縫繞射  

第十四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五週 CH6 電學  6-1 庫侖定律  

第十六週 CH6 電學  6-2 電場與電力線  

第十七週 CH6 電學  6-3 電位能  

第十八週 CH6 電學  6-4 電位與電位差  

第十九週 討論及複習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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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國中自然與科學領域、高一基礎物理及高二物理教材，加強物理?念的

解析，讓學生以科學思考方法解決問題。 2. 加強物理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並使其明瞭基礎科學的多元應用。 3. 培養學生指考應試能力與銜接大學學科

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H7 電流  7-1 電動勢與電流 7-2 電阻與歐姆定律  

第二週 CH7 電流  7-3 簡單電路  

第三週 CH7 電流  7-4 電流的熱效應與電功率  

第四週 CH8 磁場  8-1 磁場與磁力線 8-2 電流的磁效應  

第五週 CH8 磁場  8-3 載流導線的磁場  

第六週 CH8 磁場  8-4 載流導線在磁場中的受力及其應用  

第七週 CH8 磁場  8-5 帶電質點在磁場中的運動及其應用  

第八週 CH9 電磁感應  9-1 電磁感應與冷次定律  

第九週 CH9 電磁感應  9-2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  

第十週 CH9 電磁感應  9-3 發電機與交流電  

第十一週 CH9 電磁感應  9-4 變壓器 9-5 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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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CH10 近代物理  10-1 電子的發現 10-2 X 射線  

第十三週 CH10 近代物理  10-3 量子論  

第十四週 CH10 近代物理  10-4 物質波  

第十五週 CH11 原子結構  11-1 原子結構 11-2 原子核  

第十六週 討論及複習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  

英文名稱：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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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學生建立中國現代史、兩岸發展與世界史的歷史知識，激發學生對歷史的

興趣進而探討歷史問題，進一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的能力與多元文化的世界

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民國初期的歷史  1-1 民初政局與臨時約法  

第二週 一、民國初期的歷史  
1-2 北伐以前的中外關係 1-3 民初的社

會與文化變遷  

第三週 二、日本侵華  
2-1 國家的統一與建設 2-2 日本侵華與

八年抗戰  

第四週 三、八年抗戰  3-1 戰後復員的困難 3-2 國共內戰  

第五週 四、文化大革命  
4-1 中央集權黨國體制的建立 4-2 邁向

共產主義  

第六週 四、文化大革命  4-3 文化大革命與人口問題  

第七週 五、天安門事件  
5-1 鄧小平路線下的政經發展 5-2 六四

天安門事件及後續經濟發展  

第八週 六、兩岸關係  
6-1 外交政策的演變 6-2 臺海兩岸關係

變遷  

第九週 七、西亞古文明  
世界史 7-1 文明誕生的要素 7-2 西亞古

文明  

第十週 七、西亞古文明  7-3 埃及與印度古 文明  

第十一週 八、希臘文明  8-1 希臘文明與希臘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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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八、希臘文明  8-2 羅馬文明的發展  

第十三週 八、希臘文明  8-3 基督教的興起與傳播  

第十四週 八、希臘文明  8-4 拜占庭帝國與中古歐洲  

第十五週 複習/檢討   

第十六週 九、印度文明  
9-1 印度與伊斯蘭文明的發展 9-2 中古

時期東西交流與歐洲變革  

第十七週 十、文藝復興  10-1 鄂圖曼帝國與蒙兀兒帝國  

第十八週 十、文藝復興  10-2 文藝復興  

第十九週 十、文藝復興  10-3 宗教改革  

第二十週 複習/檢討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1. 2 個班、化學 2 個班、生物 1 個班，但仍依照學生實際選修狀況決定開課科

目及班級數。 2. 高二：因性向分組分成三個類群，是以於第一類群開設歷

史、地理、公民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而第二類群及第三類群開設物理、化

學、生物讓學生依自己需求選修，並依照實際選修狀況開課科目及班級數。 3. 

高三：比照高二方式實施。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  

英文名稱：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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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世界史的研讀與探討，培養學生「綜合性的理解」、「創造性的轉化」與

「宏觀的視野」等歷史思維能力，以期讓學生把握各時代演變的趨勢與同時代

中不同區域文化的發展，養成多元文化的世界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歐洲歷史  歐洲國家與海外探險(三)11-1  

第二週 一、歐洲歷史  歐洲國家與海外探險 11-2  

第三週 二、歐洲思想  歐洲思想與政體的變化(四)1-1  

第四週 二、歐洲思想  歐洲思想與政體的變化 1-2  

第五週 三、歐美經濟  歐美政治與經濟的劇變 2-1  

第六週 三、歐美經濟  歐美政治與經濟的劇變 2-2  

第七週 三、歐美經濟  歐美政治與經濟的劇變 2-3  

第八週 三、歐美經濟  歐美政治與經濟的劇變 2-3 2-4  

第九週 四、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與建立民族國家的風潮 3-1  

第十週 四、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與建立民族國家的風潮帝國

主義的競逐 3-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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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五、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4-2 5-1  

第十二週 五、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5-2  

第十三週 六、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間期的國際動亂 6-1  

第十四週 六、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間期的國際動亂第二次世界大戰 6-2 

7-1  

第十五週 六、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7-2  

第十六週 七、冷戰  冷戰的形成與發展 8-1  

第十七週 七、冷戰  冷戰的形成與發展 8-2  

第十八週 七、冷戰  冷戰的形成與發展 8-3  

第十九週 七、冷戰  冷戰的形成與發展 8-4  

第二十週 討論與複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  

英文名稱：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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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中外文明的起源，發展，成就以及面臨的挑戰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篇華夏文明與東亞

文化交流  
1-1 華夏文明的誕生  

第二週 
第一篇華夏文明與東亞

文化交流  
1-2 思想領域的開拓  

第三週 
第二章 秦漢至隋唐的文

明開展  
2-1 學術思想與宗教  

第四週 
第二章 秦漢至隋唐的文

明開展  
2-2 文化發展與中外交流  

第五週 
第三章 唐末至宋代的文

明新貌  
3-1 學術思想與社會生活  

第六週 
第三章 唐末至宋代的文

明新貌  
3-2 科技文明的發展  

第七週 
第四章 元明清時代的文

明蛻變  
4-1 中國帝制晚期的文化變遷  

第八週 
第四章 元明清時代的文

明蛻變  
4-2 近世東亞的國家與文化  

第九週 討論及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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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第五章 近現代的文明挑

戰與契機  
近現代的文明挑戰與契機  

第十一週 第一章西方文明的泉源  1-1 西亞古文明  

第十二週 第一章西方文明的泉源  1-2 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發展  

第十三週 
第二章 基督教與中古歐

洲  
2-1 信仰的時代：中古基督教世界  

第十四週 
第二章 基督教與中古歐

洲  
2-2 基督教會與中古文化  

第十五週 
第三章 古典文明的復興

與創新  
3-1 文藝復興的「新」世界  

第十六週 
第三章 古典文明的復興

與創新  
3-2 破除成見的新時代  

第十七週 第四章 現代思潮  4-1 從浪漫到現代 4-2 意識型態的時代  

第十八週 第四章 現代思潮  
4-3 地表.心靈與宇宙的探索～ 4-4 美國

精神與文化  

第十九週 討論及複習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  

英文名稱：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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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認識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非洲文化和中南美洲文化特色與變遷 2.

連結之前高二世界史所學相關先備知識 3.反思當代文化的衝突進而發展尊重多

元文化的胸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H1 古典印度文化  Ch1-1.1-2 印度古典時代  

第二週 CH2 中古印度文化  Ch2-1.2-2 中古印度至當代的變遷  

第三週 CH3 伊斯蘭文化  Ch3-1.3-2 伊斯蘭世界  

第四週 CH4 近現代伊斯蘭文化  Ch4-1.4-2 近現代伊斯蘭世界的發展  

第五週 CH4 近現代伊斯蘭文化  Ch4-1.4-2 近現代伊斯蘭世界的發展  

第六週 討論及複習   

第七週 CH5 非洲文化  Ch5-1.5-2 近代以前的非洲  

第八週 CH5 非洲文化  Ch5-1.5-2 近代以前的非洲  

第九週 CH6 非洲獨立  Ch6-1.6-2 非洲的獨立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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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CH6 非洲獨立  Ch6-1.6-2 非洲的獨立建國  

第十一週 電影賞析及討論  
非洲文化/電影欣賞：《曼德拉：漫漫

自由路》  

第十二週 CH7 中南美洲  Ch7-1.7-2 殖民統治下的中南美洲  

第十三週 CH7 中南美洲  Ch7-1.7-2 殖民統治下的中南美洲  

第十四週 CH8 近代的中南美洲  Ch8-1.8-2 近現代殖民統治下的中南美洲  

第十五週 CH8 近代的中南美洲  Ch8-1.8-2 近現代殖民統治下的中南美洲  

第十六週 電影賞析及討論  
中南美洲文化/電影欣賞：《革命前夕

的摩托車日記》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 

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社團活動時數 26 26 26 26 12 12 

班級活動時數 18 18 18 18 18 16 

學生自治活動時數 1 1 1 1 1 1 

週會或講座時數 9 9 9 9 5 3 

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類別 內容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自主

學習 
自主學習 8 1 9 8 1 9 8 1 9 8 1 9 8 1 18 8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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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

培訓 

籃球隊、排球隊、

管絃樂團...等(預定

各一班) 

3 1 9 3 1 9 3 1 9 3 1 9             

全學

期授

課 

充實/增廣 歷史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增廣 地理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增廣 生物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增廣 化學 2 1 18 2 1 18 1 1 18 1 1 18 2 1 18 2 1 18 

充實/增廣 公民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增廣 物理 2 1 18 2 1 18 1 1 18 1 1 18 2 1 18 2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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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題

講

座 

全校

(現場

及視

訊) 

3 3 12 12     30 

1.協助學生瞭解各領域專業所需的能力，並適性引

導學生思考生涯規劃，對於選擇組別，以及職涯規

劃提供許多重要的參考資訊。 2.未參加選手培訓的

學生，可選擇參加專題講座活動。 

多

元

競

賽 

年級

(或全

校) 

6 6 6 6     24 

1.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發展學

生多元能力。 2.未參加選手培訓的學生，可選擇參

加多元競賽活動。 

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 

（一）流程圖 

（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6 月(上學期)/12 月

(下學期)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2  8 月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第一學期：10 月 

第二學期：3 月 
學生進行選課  

1.進行分組選課 

2.以電腦選課方式進行 

3.規劃 1.2~1.5 倍選修課程 

4.相關選課流程參閱流程圖 

5.選課諮詢輔導  

4  
第一學期：9 月 

第二學期：2 月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第一學期：6 月 

第二學期：1 月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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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月  檢討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二、選課輔導措施  

(一)發展選課輔導手冊： 

http://www.yphs.tp.edu.tw/course.asp 

(二)生涯探索： 

1.輔導室實施興趣測驗、測驗結果解釋、選組歷程分析及編製選組預選表，協助高一學生完

成適性選組。  

2.導師應依據學生各項性向、興趣、學科能力，本於最佳利益原則與家長進行溝通協助學生

做適性選組，並視學生選組困難程度轉介至輔導室做個別晤談。  

3.本校高一升高二編班，就學生個別性向、興趣、學科能力及個別意向由輔導室進行意願調

查，學生選組意向調查表須經由家長及導師簽署，交由教務處註冊組進行編班作業及公告班

別。 

(三)興趣量表： 

1.購買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出版之「興趣量表」，並由輔導老師至各班施測興趣量表。  

2.由輔導老師利用一節課時間解釋大考中心興趣量表施測結果。  

3.學生依據個別興趣測驗結果與輔導老師及導師討論學習性向。  

4.輔導室將班級結果報告書交由導師參閱。  

(四)課程諮詢教師： 

1.學生適性選修輔導應搭配課程諮詢及生涯輔導；有關課程諮詢部分由課程諮詢教師辦理，

有關生涯輔導部分，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導師協同辦理。  

2.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即統籌規劃、督導選課輔導手冊之編輯，以供學

生選課參考。  

3.學校每學期選課前，召集人、課程諮詢教師及相關處室，針對教師、家長及學生辦理選課

說明會，介紹學校課程地圖、課程內容及課程與未來進路發展之關聯，並說明大學升學進

路。  

4.選課說明會辦理完竣後，針對不同情況及需求之學生，提供其課程諮詢或生涯輔導；說明

如下：  

(1)生涯定向者：提供其必要之課程諮詢。  

(2)生涯未定向、家長期待與學生興趣有落差、學生能力與興趣有落差或二年級（三年級）學

生擬調整原規劃發展之進路者：  

i.先由導師進行瞭解及輔導，必要時，進一步與家長聯繫溝通。  

ii.導師視學生需求向輔導處（室）申請輔導，由專任輔導教師依學生性向、興趣測驗結果，

進行生涯輔導。  

iii.經導師瞭解輔導或專任輔導教師生涯輔導後，續由課程諮詢教師，提供其個別之課程諮

詢。  

5.召集人負責協調編配課程諮詢教師提供諮詢之班級或學生；課程諮詢教師應提供學生可進

行團體或個別諮詢之時段，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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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課程諮詢教師應每學期按時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登載課程諮詢紀錄。  

7.學校已規劃各科教師參加課程諮詢教師的培訓，目前已有三位教師獲得證書。 

(五)其他： 

新生選課日程：開學前兩週(8/17~23)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