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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校願景 

   本校自民國 87年創校時就有別於其他市立學校，是全國第一所以不穿制服、

鼓勵學生多元呈現為目標之教改學校，並以「注重學生全人發展、鼓勵關懷社會、

落實校園民主、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教學方法重啟發、理解與實際體驗、鼓勵主

動學習」為學校教育發展目標，期使透過專業自主的優質師資培育出多元才能之

建功人，並持續以學校願景「培育多元才能建功人活力建功‧海闊天空」開展

深耕，並根據學生們的畢業進路分析與學習需求，發展出以團隊合作、問題解決、

創造力、行動力及批判思考等五大核心素養為主軸之課程，期許建功的孩子們透

過學習，能適應現在生活並具備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貳、 學生圖像 

    以「培育多元才能建功人−活力建功‧海闊天空」的學校願景開展深耕，

並根據學生們的畢業進路分析與學習需求，發展出以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

造力、行動力及批判思考等五大核心素養為主軸之課程，期許建功的孩子們透

過學習，能適應現在生活並具備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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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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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各領域年度課程安排 

一、 語文領域國語文科課程地圖 

 

 

 

 

 

 

 

 

 

 

 

 

 

 

備註：國語文(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部定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至少須 24 學分 

 
二、 語文領域英語文科課程地圖 
 

 

 

 

 

 

 

 

 

 

 

 

 

 

備註：英語文部定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或加第二外國語文，至少須 2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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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學科課程地圖 
 
 
 
 
 
 
 
 
 
 
 
 
 
 
 
 
四、 社會領域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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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然領域課程地圖 
 
 
 
 
 
 
 
 
 
 
 
 
 
 
 
 

 
六、 藝術領域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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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地圖 
 
 
 
 
 
 
 
 
 
 
 
八、 科技領域課程地圖 
 
 
 
 
 
 
 
 
 
九、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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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地圖 

 

 

 

 

 

 

伍、 校訂課程介紹 

一、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有品人生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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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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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行動力、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素養與能力：  
(1)培養學生省思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培養團隊合作、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3)培養關懷群我、服務社會的能力  
(4)培養利他、尊重生命的精神  
(5)內化品格、感恩與回饋的態度  
2.增加社群交流：  
(1)於校內成立品格課程設計社群，增進教師間的教學交流  
(2)辦理社群研習活動，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3)引進校外資源，藉由活動參與，開闊學生視野並提升學生溝通、協調能力

及國際移動力  
3.服務力：  
(1)藉由課程設計，透過討論、分想、培養學生具有規劃服務計畫的能力  
(2)辦理幹部訓練，提升班級幹部、社團幹部服務規劃能力  
(3)服務學習從校內走入社區，培養學生關懷社會並有具體改善作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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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二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三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四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五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六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七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八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九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十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十一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十二週 品格核心價值  
依照學校的 12 項核心價值，討論各項

的行為準則，並完成討論單，並依照此

準則為行為依據。  

第十三週 障礙體驗活動  
藉由視覺障礙體驗、聽覺障礙體驗、學

習障礙體驗，培養學生有愛無礙的同理

心與態度。  

第十四週 障礙體驗活動  
藉由視覺障礙體驗、聽覺障礙體驗、學

習障礙體驗，培養學生有愛無礙的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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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態度。  

第十五週 障礙體驗活動  
藉由視覺障礙體驗、聽覺障礙體驗、學

習障礙體驗，培養學生有愛無礙的同理

心與態度。  

第十六週 生活實驗室  

討論班級行為問題，反思個人對於 12
項核心價值行為準則的達成度，讚美有

達成的行為，也提出個人具體應改進的

作為。  

第十七週 生活實驗室  

討論班級行為問題，反思個人對於 12
項核心價值行為準則的達成度，讚美有

達成的行為，也提出個人具體應改進的

作為。  

第十八週 生活實驗室  

討論班級行為問題，反思個人對於 12
項核心價值行為準則的達成度，讚美有

達成的行為，也提出個人具體應改進的

作為。  

學習評量： 

形成性評量：  
1.發現問題：關懷校內、外的問題需求。  
2.提案：各組提案討論問題點，就班級能力所及，歸納可全班一起解決的問題

點。  
3.規劃：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點提出解決計畫與目的，並提出詳細流程。  
總結性評量：  
1.執行：根據規劃執行，並記錄過程，且因地制宜隨時改進。  
2.反思：根據執行結果，討論是否與目的相符，並從過程中省思可改進的地方

以及令人感動的地方。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法政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有品人生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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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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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行動力、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素養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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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養學生省思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培養團隊合作、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3)培養關懷群我、服務社會的能力  
(4)培養利他、尊重生命的精神  
(5)內化品格、感恩與回饋的態度  
2.增加社群交流：  
(1)於校內成立品格課程設計社群，增進教師間的教學交流  
(2)辦理社群研習活動，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3)引進校外資源，藉由活動參與，開闊學生視野並提升學生溝通、協調能力

及國際移動力  
3.服務力：  
(1)藉由課程設計，透過討論、分想、培養學生具有規劃服務計畫的能力  
(2)辦理幹部訓練，提升班級幹部、社團幹部服務規劃能力  
(3)服務學習從校內走入社區，培養學生關懷社會並有具體改善作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服務學習  

討論服務學習的意義，並發現校內、外

可提供服務的問題點，提出計畫、目

的、流程。並於服務後，反思對服務的

意義是否有更深刻的體驗與看法。  

第二週 服務學習  

討論服務學習的意義，並發現校內、外

可提供服務的問題點，提出計畫、目

的、流程。並於服務後，反思對服務的

意義是否有更深刻的體驗與看法。  

第三週 服務學習  

討論服務學習的意義，並發現校內、外

可提供服務的問題點，提出計畫、目

的、流程。並於服務後，反思對服務的

意義是否有更深刻的體驗與看法。  

第四週 服務學習  

討論服務學習的意義，並發現校內、外

可提供服務的問題點，提出計畫、目

的、流程。並於服務後，反思對服務的

意義是否有更深刻的體驗與看法。  

第五週 服務學習  

討論服務學習的意義，並發現校內、外

可提供服務的問題點，提出計畫、目

的、流程。並於服務後，反思對服務的

意義是否有更深刻的體驗與看法。  

第六週 服務學習  

討論服務學習的意義，並發現校內、外

可提供服務的問題點，提出計畫、目

的、流程。並於服務後，反思對服務的

意義是否有更深刻的體驗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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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感恩與回饋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八週 感恩與回饋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九週 感恩與回饋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週 感恩與回饋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一週 感恩與回饋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二週 感恩與回饋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三週 品格影片欣賞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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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四週 品格影片欣賞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五週 品格影片欣賞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六週 品格影片欣賞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七週 品格影片欣賞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第十八週 品格影片欣賞  

結合校慶月，請學生分享生活中令人深

刻的品格故事，培養賞識並感恩的心。

班級辦理感恩活動，對關懷的人表達感

謝。並配合校慶活動，行善回饋給需要

協助的社群，培養學生正面、樂觀、利

他的態度。  

學習評量： 

形成性評量：  
1.發現問題：關懷校內、外的問題需求。  
2.提案：各組提案討論問題點，就班級能力所及，歸納可全班一起解決的問題

點。  
3.規劃：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點提出解決計畫與目的，並提出詳細流程。  
總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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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根據規劃執行，並記錄過程，且因地制宜隨時改進。  
2.反思：根據執行結果，討論是否與目的相符，並從過程中省思可改進的地方

以及令人感動的地方。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法政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世界大解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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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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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行動力、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創造學習討論、學習聆聽的氛圍，培養學生透過後設認知進行對話的能力。  
2.社會生活議題，培養學生系統思考的能力。  
3.指定團體協作專題目標，培養學生協作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公:南向到新南向  說明南向與新南向差異  

第二週 公:政策內容及其影響  說明政策有何影響  

第三週 公:移工民族誌  東南亞移工的故事  

第四週 公:新移民家族尋根  家族尋根(外婆橋計畫及家族書寫)  

第五週 公:新移民家族尋根  家族尋根(外婆橋計畫及家族書寫)  

第六週 公:參訪與講座  燦爛時光書店  

第七週 
歷:十六世紀荷蘭漢人的

競逐  
地理大發現後的歐洲國家佈局  

第八週 歷:鄭和下西洋  亞洲的強國民潮對東南亞的經營  

第九週 
歷: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

情形  
華人移民在當地的適應發展,到成為當

地的經濟菁英  

第十週 歷:十九世紀美日的競逐  新帝國主義的挑戰  

第十一週 歷:歷史與生活旅遊  
介紹當地具有歷史風情的建築、文化與

美食  

第十二週 歷:歷史與生活旅遊  
介紹當地具有歷史風情的建築、文化與

美食  

第十三週 地:認識東協經濟體  
東協起源,發展演變,與其他經濟板塊的

關係  

第十四週 地:介紹東協語言及宗教 了解一國之語言及宗教特色可對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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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迅速認識,也是外來者最容易融入當地

生活的方式  

第十五週 地:東協主要經濟產業  
經濟產業看各國之人口、GDP、平均國

民所得、薪資結構….  

第十六週 地:「導讀東協」  
藉「導讀東協」一書,引導學生共讀,對
東協多面向了解  

第十七週 地:認識「亞細安」社群  
藉由台灣人在東協的工作經歷,分享其

中的甘苦談—東協工作筆記  

第十八週 地:認識「亞細安」社群  
藉由台灣人在東協的工作經歷,分享其

中的甘苦談—東協工作筆記  

學習評量： 上課參與、分組討論與報告、課堂作業、學期作業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建築設計、法政、管理、財經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講做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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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科學閱讀的能力甚至科學閱讀的習慣  
2.能對有興趣的主題深入研究，從蒐集資料到融會貫通，進而能講述其內容  
3.能運用科技媒體與軟體，培養表達與溝通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相見歡與課程介紹  
自我介紹、分組，TED 的影片觀賞與

說明(「中學生突破挑戰」Breakthrough 
Junior Challenge)  

第二週 科普閱讀  科普文章的閱讀討論與分享  

第三週 科普閱讀  科普文章的閱讀討論與分享  

第四週 科普閱讀  科普文章的閱讀討論與分享  

第五週 科普閱讀  科普文章的閱讀討論與分享  

第六週 科普閱讀  科普文章的閱讀討論與分享  

第七週 工具介紹  介紹繪圖軟體與影像處理軟體  

第八週 工具介紹  介紹繪圖軟體與影像處理軟體  

第九週 研究主題與架構  各組繳交主題架構說明並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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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研究主題與架構  各組繳交主題架構說明並上台發表  

第十一週 實作  
蒐集資料，決定講述方式與影片拍攝方

式  

第十二週 實作  
蒐集資料，決定講述方式與影片拍攝方

式  

第十三週 進度檢驗  繳交腳本及分鏡鏡頭  

第十四週 進度檢驗  繳交腳本及分鏡鏡頭  

第十五週 實作  拍攝 TED 影片  

第十六週 實作  拍攝 TED 影片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各組展示製作的 TED 影片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各組展示製作的 TED 影片  

學習評量： 科普閱讀分享、上台發表、TED 影片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博客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造力、行動力、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創造學習討論氛圍，培養學生對話能力  
2.欣賞與理解多元文化面貌  
3.增進英文字彙量與強化語感  
4.應用閱讀技巧理解文意，深厚基本閱讀素養  
5.指定小組閱讀任務，培養協同合作與問題解決力  
6.藉由讀本創作，養成學生獨立閱讀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繪」「話」人生  

議題繪本討論: 由 Craw Boy 等不同主

題之英文繪本帶入議題討論與口語表

達。  
單元評量: 說書人(Book Trailer)影片製

作  

第二週 「繪」「話」人生  
議題繪本討論: 由 Craw Boy 等不同主

題之英文繪本帶入議題討論與口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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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單元評量: 說書人(Book Trailer)影片製

作  

第三週 「繪」「話」人生  

議題繪本討論: 由 Craw Boy 等不同主

題之英文繪本帶入議題討論與口語表

達。  
單元評量: 說書人(Book Trailer)影片製

作  

第四週 「繪」「話」人生  

議題繪本討論: 由 Craw Boy 等不同主

題之英文繪本帶入議題討論與口語表

達。  
單元評量: 說書人(Book Trailer)影片製

作  

第五週 「繪」「話」人生  

議題繪本討論: 由 Craw Boy 等不同主

題之英文繪本帶入議題討論與口語表

達。  
單元評量: 說書人(Book Trailer)影片製

作  

第六週 「悅」讀奇蹟  

長篇小說閱讀:閱讀 Wonder(奇蹟男

孩)，引導學生利用閱讀策略增進文本

理解，並進而對類似主題進行延伸閱

讀、討論與探索，達到”text to 
text”、 ”text to self”及”text to world”的
目標。  
單元評量: 小組討論學習單、Reading 
Journal  

第七週 「悅」讀奇蹟  

長篇小說閱讀:閱讀 Wonder(奇蹟男

孩)，引導學生利用閱讀策略增進文本

理解，並進而對類似主題進行延伸閱

讀、討論與探索，達到”text to 
text”、 ”text to self”及”text to world”的
目標。  
單元評量: 小組討論學習單、Reading 
Journal  

第八週 「悅」讀奇蹟  

長篇小說閱讀:閱讀 Wonder(奇蹟男

孩)，引導學生利用閱讀策略增進文本

理解，並進而對類似主題進行延伸閱

讀、討論與探索，達到”text to 
text”、 ”text to self”及”text to worl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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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單元評量: 小組討論學習單、Reading 
Journal  

第九週 「悅」讀奇蹟  

長篇小說閱讀:閱讀 Wonder(奇蹟男

孩)，引導學生利用閱讀策略增進文本

理解，並進而對類似主題進行延伸閱

讀、討論與探索，達到”text to 
text”、 ”text to self”及”text to world”的
目標。  
單元評量: 小組討論學習單、Reading 
Journal  

第十週 「悅」讀奇蹟  

長篇小說閱讀:閱讀 Wonder(奇蹟男

孩)，引導學生利用閱讀策略增進文本

理解，並進而對類似主題進行延伸閱

讀、討論與探索，達到”text to 
text”、 ”text to self”及”text to world”的
目標。  
單元評量: 小組討論學習單、Reading 
Journal  

第十一週 讀本創作  

學生分組實做:由書林年度書單中自選

主題與書籍，利用閱讀策略進行小組閱

讀、文本理解、角色分析、主題討論，

進而製成附插圖之短篇讀本。  

第十二週 讀本創作  

學生分組實做:由書林年度書單中自選

主題與書籍，利用閱讀策略進行小組閱

讀、文本理解、角色分析、主題討論，

進而製成附插圖之短篇讀本。  

第十三週 讀本創作  

學生分組實做:由書林年度書單中自選

主題與書籍，利用閱讀策略進行小組閱

讀、文本理解、角色分析、主題討論，

進而製成附插圖之短篇讀本。  

第十四週 讀本創作  

學生分組實做:由書林年度書單中自選

主題與書籍，利用閱讀策略進行小組閱

讀、文本理解、角色分析、主題討論，

進而製成附插圖之短篇讀本。  

第十五週 讀本創作  

學生分組實做:由書林年度書單中自選

主題與書籍，利用閱讀策略進行小組閱

讀、文本理解、角色分析、主題討論，

進而製成附插圖之短篇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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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  1. Oral Presentation 2. 靜態成果展出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1. Oral Presentation 2. 靜態成果展出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1. Oral Presentation 2. 靜態成果展出  

學習評量： 
1.說書人: book trailer  
2. 繪本(讀本)創作  
3.期末成發  

對應學群： 藝術、社會心理、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教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書香滿園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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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創造力、行動力、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透過閱讀策略的訓練提升建功人語文表達能力及人文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閱讀策略介紹說明  

1.了解自己的閱讀習慣以及正確的閱讀

習慣  
2.了解閱讀的策略  
3.能夠做摘要及寫大意  

第二週 閱讀策略介紹說明  

1.了解自己的閱讀習慣以及正確的閱讀

習慣  
2.了解閱讀的策略  
3.能夠做摘要及寫大意  

第三週 閱讀策略介紹說明  

1.了解自己的閱讀習慣以及正確的閱讀

習慣  
2.了解閱讀的策略  
3.能夠做摘要及寫大意  

第四週 
閱讀筆記策略:筆記達人

成功術  

1.了解做筆記的重要性――簡單習慣，

抓到人生最關鍵的重點。  
2.破除關於做筆記的迷思。  
3.學習做筆記的各種技巧。  
4.筆記術的實際演練。  

第五週 閱讀筆記策略:筆記達人 1.了解做筆記的重要性――簡單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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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術  抓到人生最關鍵的重點。  
2.破除關於做筆記的迷思。  
3.學習做筆記的各種技巧。  
4.筆記術的實際演練。  

第六週 
閱讀筆記策略:筆記達人

成功術  

1.了解做筆記的重要性――簡單習慣，

抓到人生最關鍵的重點。  
2.破除關於做筆記的迷思。  
3.學習做筆記的各種技巧。  
4.筆記術的實際演練。  

第七週 閱讀連結策略:五感體驗  
帶領學生體驗五感，閱讀五感佳作，並

且指導感官書寫  

第八週 閱讀連結策略:五感體驗  
帶領學生體驗五感，閱讀五感佳作，並

且指導感官書寫  

第九週 閱讀連結策略:五感體驗  
帶領學生體驗五感，閱讀五感佳作，並

且指導感官書寫  

第十週 
閱讀輔助工具:生活中的

字音字形  
了解生活中容易誤讀誤寫的字其正確用

法  

第十一週 
閱讀輔助工具:生活中的

字音字形  
了解生活中容易誤讀誤寫的字其正確用

法  

第十二週 
閱讀輔助工具:生活中的

字音字形  
了解生活中容易誤讀誤寫的字其正確用

法  

第十三週 
閱讀有聲策略：新詩美

讀與創作  

1.深入閱讀好的新詩作品。  
2.了解新詩朗誦的特點。  
3.實際演練新詩朗誦的技巧，達到學習

的效果。  
4.學習團結合作的精神。  

第十四週 
閱讀有聲策略：新詩美

讀與創作  

1.深入閱讀好的新詩作品。  
2.了解新詩朗誦的特點。  
3.實際演練新詩朗誦的技巧，達到學習

的效果。  
4.學習團結合作的精神。  

第十五週 
閱讀有聲策略：新詩美

讀與創作  

1.深入閱讀好的新詩作品。  
2.了解新詩朗誦的特點。  
3.實際演練新詩朗誦的技巧，達到學習

的效果。  
4.學習團結合作的精神。  

第十六週 
閱讀摘要策略:科普世界

任我遊  

1.認識科普閱讀  
2.從本章安排的閱讀、摘要寫作、上臺

報告的步驟，了解如何深入閱讀科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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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與典籍  
3.增加閱讀科普的興趣  

第十七週 
閱讀摘要策略:科普世界

任我遊  

1.認識科普閱讀  
2.從本章安排的閱讀、摘要寫作、上臺

報告的步驟，了解如何深入閱讀科學文

獻與典籍  
3.增加閱讀科普的興趣  

第十八週 
閱讀摘要策略:科普世界

任我遊  

1.認識科普閱讀  
2.從本章安排的閱讀、摘要寫作、上臺

報告的步驟，了解如何深入閱讀科學文

獻與典籍  
3.增加閱讀科普的興趣  

學習評量： 學習單、上台發表、成果展現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藝術、法政、管理、財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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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探究  

跨科目： 物理、化學  

師資來源： 跨科專題  

學習目標： 

本課程依據學生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題材，融合跨科概念中的物質與能量，

開發具特色的探究與實作課程，A 課程是以駐波共振、暖暖包為兩大主題發

展，讓學生學習程序性知識，學生的學習目標有下列 4 項：  
1.能根據已知學知識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假設想法，進而以創新的科學探索方

式得到成果。  
2.能辨明多個的自變項或應並計劃適當次數測試、合理地預測活動的可能結果

和失敗原因。  
3.能合理運用思考、製作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有效整理資訊與數

據。  
4.能利用口語、文字與圖案、模型等，呈現探究之過程發或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一)發現問題  

【跨科概念】物質與能量  
1.與學生問與答自然界的駐波與共振現

象。  
2.老師示範「橡皮筋駐波」實驗。利用

直流馬達、熱熔膠條、鋼尺、多條橡皮

筋，做成橡皮筋波形觀測器。可藉由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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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帶動熱熔膠條使橡皮筋震動後形成駐

波。再示範「鋁棒敲擊發聲」演示，讓

學生觀察現象變化。  
3.討論異同點。學習如何以科學方式說

明觀察結果。  

第二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二)發現問題  

1.利用網路與媒體蒐集駐波相關資訊，

了解形成駐波與共振的原理。並延伸整

理生活中的駐波與共振現象。  
2.引導學生分享由閱讀的科學文本，獲

取的資訊或結論。  

第三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三)發現問題  

1.學生藉由觀察「鋁棒敲擊發聲實驗」

及「橡皮筋駐波波形」，根據自己所學

的科學知識，分組討論有那些因素可能

影響橡皮筋波腹數目? (至少提出二〜三

個問題)。每組選定一個有興趣的問題

進行探究。  
2.依選定探究的問題，提出想法及假

設。  

第四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四)規劃與研究  

討論影響橡皮筋振動狀況的因素? 例
如:如何增加駐波波腹數? 改變橡皮筋

的條件 (材質、拉力、圈長、粗細、長

度…)會如何？改變熱熔膠條的條件(有
無熱熔膠條、插洞位置、長短粗細….)
會如何? 改變馬達放置在剛尺位置會如

何?合理推測可能的結果。  

第五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五)規劃與研究  

1.依據所提出的問題找出控制變因、操

縱變因及應變變因，計劃適當的方法、

材料、與流程。擬定研究計畫(列明實

驗步驟、注意事項)。  
2.每組上台分享實驗設計與流程，同學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評估自

己與他人探究過程的合理性，提供建議

與反思，每組 5 分鐘。  

第六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六)規劃與研究  

學生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將實驗結果

加以記錄，並針對實驗結果整理、換算

數據。  

第七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七)論證與建模  

1.將實驗結果以表格方式呈現並進行統

計，最後以 Excel 作圖(折線圖或長條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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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整理後的圖表，了解資料數據(橡
皮筋受力大小、粗細長短、熱熔膠條與

駐波數等關係)所含的意義，推測背後

的因果關係。  

第八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八)論證與建模  

1.依據實驗數據所呈現之證據，進行小

組討論並提出論點解釋。  
2.由結果建立合理模型來描述所觀察的

現象。  

第九週 
駐波共振-橡皮筋駐波探

究(九)表達與分享  

1.以 1 頁海報形式呈現成果，每組作 6
分鐘報告。海報需說明探究的問題、實

驗步驟、論點等，完整呈現整個探究過

程及成果。並闡述自己的組別 遇到的

困難與如何克服。  
2.後一組對前一組之報告提出 3 分鐘回

饋與建議。報告組別給予回應與省思。  
3.修正後各組繳交一份書面報告。  

第十週 暖暖包(一)發現問題  

1.學生透過觀察市售不同廠牌、款式之

暖暖包，比較不同廠牌暖暖包保溫效

果，學習如何以科學書寫方式紀錄觀察

結果。  
2.利用網路搜集相關資訊，了解一次性

暖暖包及可重複使用的暖暖袋成分有何

不同，並了解其升溫原理。  

第十一週 暖暖包(二)發現問題  

1.學生透過暖暖瓶升溫實驗及上述觀

察，分組討論暖暖包的作用機制(至少

提出三個問題)。每組選定一個有興趣

的問題進行探究。  
2.依選定探究的問題，提出想法及假

設。  

第十二週 暖暖包(三)規劃與研究  

1.討論不同的條件(外包裝材質)或成份

(鐵粉、食鹽、活性碳、蛭石)對溫度的

影響，並分析影響溫度高低的成因。  
2.列出(外包裝材質或內容物成份)操縱

變因、應變變因及控制變因，規劃實驗

步驟並組裝適合的裝置。  

第十三週 暖暖包(四)規劃與研究  

1.每組上台分享實驗設計與流程，同學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評估自

己與他人探究過程的合理性，提供建議

與反思，每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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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有系統地以定

性或定量資料數據方式進行實驗數據收

集。  

第十四週 暖暖包(五)論證與建模  
將實驗結果以表格方式呈現並進行統

計，最後以 Excel 作圖(折線圖或長條

圖)。  

第十五週 暖暖包(六)論證與建模  
根據整理後的圖表，了解資料數據(溫
度、總質量、不同成份等)蘊含的意

義，推測背後的因果關係。  

第十六週 暖暖包(七)論證與建模  

1.依據實驗數據所呈現之證據，進行小

組討論並提出論點解釋。  
2.由探究結果建立合理模型來描述所觀

察的現象。  

第十七週 暖暖包(八)表達與分享  

以一張 A0 海報上台發表，海報需說明

探究的問題、實驗步驟、論點等，完整

呈現整個探究過程及成果，每組作 8 分

鐘報告。  

第十八週 暖暖包(九)表達與分享  

1.下一組對上一組提出回饋與建議(3 分

鐘)，上台報告組別提出回應與省思(3
分鐘)。  
2.修正後繳交一份書面報告(以實驗架構

為重點)。  

學習評量： 
形成性評量(70%)：上課態度 10%、課堂參與 20%、小組合作 20%、分組研討

報告 20%  
總結性評量(30%)：素養評量試題施測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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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探究  

跨科目： 生物、地球科學  

師資來源： 跨科專題  

學習目標： 

本課程依據學生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題材，融合跨科概念中科學與生活、資

源與永續性，開發具特色的探究與實作課程，B 課程是以生活中的發酵及地球

發燒了兩大主題發展，讓學生學習程序性知識，學生的學習目標有下列 4
項：  
1.能從日常經驗、科學議題、自然環境及網路媒體中，汲取資訊進行觀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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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有意義的問題與假設，根據假說設計實驗進行探究。  
2.合理運用思考，製作圖表，有效整理實驗數據。  
3.利用口語、文字與圖案等，呈現探究過程與成果。  
4.培養團隊合作能力，學習領導溝通，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活中的發酵(一)：發現

問題  

1.學生分組討論生活中有哪些熟悉的發

酵食品，並決定要研究的主題。  
2.課後訪談會製作該發酵食品的親人或

長輩，並學習相關製作方法。  

第二週 
生活中的發酵(二)：發現

問題  

1.利用圖書館或網路資源，搜集相關主

題的資料。  
2.討論主題的的可行性。（衡量製作時

間、製作器材或材料是否易於取得）  
3.先利用一般居家能取得之器材 ，嘗

試前人的經驗，實際嘗試做該主題食

品，並討論試作結果。  
4.利用觀察主題相關微生物，了解其相

關特性。  

第三週 
生活中的發酵(三)：發現

問題  

1.各組先行討論主題研究方向。  
2.各組以三分鐘時間，簡述主題方向。

其餘組別，填寫回饋單，對於研究主題

提問或是給予建議。  
3.依選定探究的問題，提出想法及假

設。  

第四週 
生活中的發酵(四)：規劃

與研究  

1.討論不同的條件或材料對主題發酵食

品的影響，並分析影響的成因。  
2.擬定實驗計畫，決定所需的材料及實

驗器材。  

第五週 
生活中的發酵(五)：規劃

與研究  

1.依搜集到相關微生物的資料，加以培

養。  
2.依照試作結果，調整或修改實驗方法

步驟。  

第六週 
生活中的發酵(六)：規劃

與研究  

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有系統地以定性

或定量資料數據方式進行實驗數據收

集。  

第七週 
生活中的發酵(七)：論證

與建模  

1.將實驗結果以表格方式呈現並進行統

計。  
2.實際發酵食品狀況，以拍照方式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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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生活中的發酵(八)：論證

與建模  

1.根據整理後的圖表，了解資料數據蘊

含的意義，推測發酵作用的因果關係。  
2.依據實驗數據所呈現之證據，進行小

組討論並提出論點解釋。  
3.利用實作結論，討論發酵作用創新應

用的可能性（例如：吹泡泡的酵母罐、

水族箱中的 CO2 瓶等等），並將討論結

果，放入成果報告。  

第九週 
生活中的發酵(九)：表達

與分享  

1.地球真的發燒了嗎？與學生問與答如

何探究自然界的溫度變化？  
2.引導學生由閱讀的科學文本，獲取有

關溫度測量的方法與可能產生誤差的原

因。  

第十週 
地球發燒了(一)：發現問

題  

1.地球真的發燒了嗎？與學生問與答如

何探究自然界的溫度變化？  
2.引導學生由閱讀的科學文本，獲取有

關溫度測量的方法與可能產生誤差的原

因。  

第十一週 
地球發燒了(二)：發現問

題  

1.分析實際觀測資料找到造成溫度變化

的原因  
2.學生討論造成地球溫度變化的可能原

因。  

第十二週 
地球發燒了(三)：發現問

題  

1.依據學生提出造成地球溫度變化的可

能原因，提出變因與條件。  
2.每組選定一個有興趣的原因進行探

究。  

第十三週 
地球發燒了(四)：規劃與

研究  

1.學生能針對溫度變化問題提出控制變

因、操縱變因及應變變因，計劃適當的

方法、材料、與流程。擬定研究計畫

(列明實驗步驟、注意事項)。  
2.使用可取得的設備與儀器來探究溫度

變化問題。  
3.每組上台分享實驗設計與流程，同學

能傾聽並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評估自

己與他人探究過程的合理性，提供建議

與反思，每組 5 分鐘。  

第十四週 
地球發燒了(五)：規劃與

研究  

1.學生能利用自己設計的實驗收集定量

或定性的資料數據。  
2.學生能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將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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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加以記錄，並針對實驗結果整理、

換算數據。  

第十五週 
地球發燒了(六)：論證與

建模  

1.將實驗結果以表格方式呈現並進行統

計，最後以 Excel 作圖(折線圖或長條

圖)。  
2.根據整理後的圖表，了解資料數據(溫
度、二氧化碳含量、地表覆蓋反照率

等)蘊含的意義，推測背後的因果關

係。  
3.依據實驗數據所呈現之證據，進行小

組討論並提出論點解釋。  
4.能依據實驗流程與數據反思探究成果

的應用性限制性與改進之處。  

第十六週 
地球發燒了(七)：論證與

建模  

1.為了因應因應節能減碳提出的再生能

源進行探討。  
2.針對不同再生能源分組討論以及台灣

的現實地理與社會環境下可能會遇到的

問題，分析其優缺點。  

第十七週 
地球發燒了(八)：表達與

分享  

1.各組利用口語文字圖像等發表各組所

研究的再生能源。  
2.由探究結果建議台灣地區可能使用的

再生能源以及使用該再生能源可能發生

的問題與困境。  

第十八週 
地球發燒了(九)：表達與

分享  

1.下一組對上一組提出回饋與建議(1 分

鐘)，上台報告組別提出回應與省思(1
分鐘)。  
2.修正後繳交一份完整的書面報告。  

學習評量： 
形成性評量(70%)：上課態度 10%、課堂參與 20%、小組合作 20%、分組研討

報告 20%  
總結性評量(30%)：素養評量試題施測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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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學生研究興趣，培養學生體察週遭環境、發現問題、蒐集分析資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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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實 驗、歸納演譯、撰寫報告等分析研究的能力。  
一、培養學生對服務學習與回饋的態度和熱情。  
二、具備資料收集、分析與整理的技能。  
三、具備條理分明、口齒清晰等報告發表的技能。  
四、撰寫報告與簡報所需資料呈現與溝通等能力。  
五、促成學生多元學習，同時達到培養多種關鍵能力的目的。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說明本學期課程計畫與進度、並告知本

學期課程進行的方式、計分方式及注意

事項。介紹自己、認識夥伴、分組。社

會議題搜索介紹、訂定分組報告排序與

時間  

第二週 
觀察現象,發掘問題蒐集,
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方法  

國內時事議題、國際局勢與概況分享，

媒體資料判讀應用  
1.介紹期末報告的撰寫格式與架構  
2.分析說明研究主題之訂定。  
3.報告之前言及動機、目的與流程的撰

寫格式與方法。  
4.如何提出結論與建議等。  

第三週 議題剖析練習（一）  

如何從時事延伸議題討論範疇？  
【教師引導】精純思考、對話與反思  
【時事蒐集】各小組蒐集國內外時事議

題並進行報紙新聞摘要與評述  
【議題探討短評】各組繳交一篇  

第四週 議題剖析練習（二）  

如何從時事延伸議題討論範疇？  
【教師引導】  
【時事交流】各小組互相討論彼此的時

事議題  
，選擇除了自己組別以外的小組進行了

解，並提出問題與評論  
【議題探討短評】繳交一篇  

第五週 議題剖析練習（三）  

如何從時事延伸議題討論範疇？  
【教師引導】關於前兩次摘要、評述與

心得的建議  
【深入議題討論】結合自己組別的摘要

論述與其他組別給予的問題與評論總和

聚焦製作心智圖  
【議題探討短評】繳交各小組的心智圖  

第六週 期中爬梳  各組 以 PPT 說明，並繳交期末研究議

27



題之主題、主題之架構、大綱、報告之

前言及動機、目的與時程  

第七週 議題剖析練習（四）  

如何從時事延伸議題討論範疇？  
【教師引導】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  
【深入議題研究】各組就自已的主題提

出可能的研究方法，擬定可行的問卷或

訪談問題  
【小組作業】繳交擬定的問卷或訪談問

題  

第八週 議題剖析練習（五）  

如何從時事延伸議題討論範疇？  
【教師引導】就各組上周完成的問卷或

訪談內容進行修改調整建議  
【深入議題討論】各組依照教師給予的

建議進行修改與潤飾  
【小組作業】繳交修改完成後的問卷  

第九週 
分組活動(一) 調查研究 
研究時程規劃  

【調查研究】討論議題與時事發現的問

題如何實際地進行調查研究  
【小組作業】繳交如何進行研究報告  

第十週 分組活動(二) 訪談研究  

整理資料與問題  
參與整個活動方案的組員間的互動及與

他組間的互動  
訪談技巧的學習與練習  
運用 PPT 聯結影音照片，設計 Q and 
A 的歷練學習，增進學生口語表達的

能力  

第十一週 分組活動(三)  

分析資料  
參考書目的意義與編寫  
老師疑難指導  
運用 PPT 聯結影音照片，設計 Q and 
A 的歷練學習，可以增進學生口語表

達的能力  

第十二週 
小組專題製作研究計畫

撰寫題要  

須包含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3~5 個關鍵字、  
文獻探討(前人研究回顧、重要概念或

理論分析)  

第十三週 
小組專題製作學術研究

或專業實踐  

研究規劃的報告統整(對象、方法、工

具、主要運用資料、保密性或倫理考量

等)  
研究設計、資料分析、研究倫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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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小組專題製作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論與建議  
學生報告能力的培養：瞭解各組學生資

料蒐集的成果與問題，現場交流與修

正，小組籌備時間  

第十五週 第 1-2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六週 第 3-4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七週 第 5-6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八週 優異成果發表  
優秀組別將邀請本校老師聆聽發表,需
製作邀請海報  

學習評量： 書面資料 40%,簡報資料 40%,提問 10%,同學評分 1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法政、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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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知目標: (一)認識文學及藝術作品中歷史地理的脈絡啟承  
(二)認識家鄉地方產業的發展  
2.技能目標:藉由報告的呈現,培養學生資料蒐集整理的能力及口語表達的技能  
3.情意目標:培養學生熱愛鄉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的研究方法(上)  觀察現象,發掘問題  

第二週 地理的研究方法(下)  蒐集,整理,解析資料,解決問題  

第三週 文史藝術類(一)  文學作品中地理歷史的文化背景  

第四週 觀光與休閒類(一)  
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發展,以新竹縣

產業為例，如:柿餅,東方美人茶….  

第五週 文史藝術類(二)  藝術作品中地理歷史的文化背景  

第六週 觀光與休閒類(二)  
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發展,以新竹市

產業為例，如:玻璃藝術,新竹槓丸….  

第七週 文史藝術類(三)  建築作品中地理歷史的文化背景  

第八週 觀光與休閒類( 三)  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發展,以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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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為例，如:大湖草莓,三義木雕,苑裡

藺草  

第九週 分組活動(一)  
組員確認,研究題目公告,蒐集整理資料,
老師指導  

第十週 分組活動(二)  整理資料,老師疑難指導  

第十一週 分組活動(三)  分析資料,老師疑難指導  

第十二週 第 1-2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三週 第 3-4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四週 第 5-6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五週 第 7-8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六週 第 9-10 組發表  
每組報告 15 分鐘,同學提問 5 分鐘,需附

簡報電子檔,老師講評每組 5 分鐘  

第十七週 海報呈現(一)  
優秀組別將邀請本校老師聆聽發表,需
製作邀請海報  

第十八週 海報呈現(二)  
優秀組別將邀請本校老師聆聽發表,需
製作邀請海報  

學習評量： 書面資料 40%,簡報資料 40%,提問 10%,同學評分 1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文史哲、教育、法政、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一、初探歷史的本質  
(一) 歷史是什麼(認識歷史)？  
1.歷史的本質-歷史記憶、圖像還是?  
二、歷史資料(史料)是什麼?  
(一)從地上史料到地下史料。  
三、史前時代的歷史發想。  
(一) 神話傳說只是故事嗎?  
四、歷史的建構-誰的歷史？！  
(一)誰在書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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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者閱讀時受到的思考影響。  
五、假如你是一位歷史研究者可以怎麼做?  
(一)科技力量所產生的另一種歷史觀察-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的應用。  
(二)專題製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主題一: 認識歷史 1.課
程介紹 (１)歷史是什麼?  

1.課程介紹  
(1)講解本學期上課內容大綱內容及欲

完成目標。  
(2).說明本科性質及學生將會遇到的挑

戰  
2.學習活動 1  
寫「對歷史想像」的學習單  
(備註:  
1.班級經營:學生的相互認識  
2.課程期程說明  
3.專題(大報告)製作  

第二週 

主題二：歷史是什麼? 1.
歷史是-過去與未來的對

話？ 2.歷史是人類生活

的倒影？  

1 動機引起:  
歷史是什麼。  
2.資料導讀：  
(1)歷史的建構-從選擇到解釋  

第三週 

主題三：上窮碧落下黃

泉-動手動腳找資料 (1)
歷史資料的種類？ 神話

傳說、官方正史、圖

畫、小說、民間歌謠、

歷史遺跡 ….。  

1.介紹史料種類：  
(1)學習活動 2  
學生實作：  
用神話來看人類起源的歷史  
2.請學生找出世界任一個國家的開國神

話並製作報告  
(1)上台報告所找到各國的神話  
(2)請各組學生分析其他組所找到的神

話與自己所研究的主題有多少相似點  
(備註: 1. 請學生先分組,每兩人一台 IＰ
ＡＤ學習使用)  

第四週 

主題三：上窮碧落下黃

泉-動手動腳找資料 1.學
生實作： 用神話來看人

類起源的歷史  

1.學習活動 2-1  
-二個思考點  
(1)請學生報告這些相似點的相互關係  
(2)地與人的關係-引導學生思考地理環

境的改變如何影響史前時代人類對於歷

史的建構。  
(備註: 請各組繳交專題報告(大報告)題
目(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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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主題三之一：神話是故

事還是歷史？ 1. 神話

與歷史的差異-思與辨

(一) (１)當司馬遷遇到徐

旭生從史記的三皇、五

帝本紀到遠古傳說之間

的關係  

1.資料導讀：  
(1)黃帝到底有沒有打蚩尤？  
(2)大禹是條蟲嗎？  

第六週 

主題三之一：神話是故

事還是歷史？ 2.神話與

歷史的差異-思與辨(二) 
(1) 荷馬史詩-邁諾安文

明到邁錫尼文明  

1.資料導讀：  
(1)真的有海上女妖賽蓮及牛頭怪米諾

斯嗎-。  
從《伊里亞德》到《奧德賽》?  

第七週 
主題四：歷史的建構 1.
歷史是誰的？（一） (1)
正史與小說  

資料導讀:  
(1)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人物圖像的建

立。  
(備註: 繳交專題(大報告)報告一千字大

綱)  

第八週 
主題四：歷史的建構 1.
歷史是誰的？（二） -
作者的書寫角度  

學習活動 3：  
1.請分組學生找出自己喜歡的人物並予

以研究分析。  
2.請學生比較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在書寫

人物時的差別。  

第九週 
主題四：歷史的建構 歷
史是誰的？（三） -讀
者的思考  

學習活動 3-1:  
1.上台報告。  
2.學生各組互相評析。  
(備註: 繳交歷史是誰的-功課-「人物圖

像」書面報告)  

第十週 
主題四：歷史的建構 歷
史是誰的？（四） -閱
讀時的主觀與客觀  

1.老師回饋:  
歷史書寫的客觀及主觀意識分析  

第十一週 

主題五： 實用的歷史-
歷史就在你身邊 歷史與

科技的完美搭配-台灣百

年歷史地圖的介紹及應

用。  

1.介紹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2.小組小老師進行 IPAD 介面百年歷史

地圖教學橾作。  

第十二週 

主題五： 實用的歷史-
歷史就在你身邊 1.實作:
百年歷史地圖應用-從
1888 年至 1930 年，基

1.請學生分為四組，四組分別分：基

隆、台北、桃園至新竹四個地理區塊。  
2.請學生利用 IPAD 做各時期各地區台

鐵道路位置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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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至新竹台灣鐵路位置

的變化的呈現。  
(備註: 專題(大報告)報告一千字大綱第

二次刪修繳交及繳交參考書目。)  

第十三週 

主題五：實用的歷史-歷
史就在你身邊 1.實作:從
1888 年至 1930 年從基

隆至新竹台灣鐵路位置

的變化的呈現  

1.各組學生找出各時期鐵路地圖後進行

圖檔比對、後製及大圖輸出。  
2.後製完進入四組整合，以呈現鐵路位

置的改變。  

第十四週 

主題五： 實用的歷史-
歷史就在你身邊 1.實作-
從 1888 年至 1930 年從

基隆至新竹台灣鐵路位

置的變化的呈現  

1.成果報告-各組就其尋找地圖到施作與

其他個組合作的過程進行報告。  

第十五週 
主題五: 實作（二）-專
題報告 專題報告初稿提

出  

1.各小組組長提出初稿 PPT 報告。  
(備註: 進入第 15 週，專題報告(大報

告)初稿紙本繳交)  

第十六週 
主題五: 實作（二）-專
題報告 專題報告討論及

意見修改  

歷史解釋怎麼形成-了解不同長度的世

界史觀,會影響不同的世界秩序  

第十七週 
主題五: 實作（二）-專
題報告 專題報告定稿  

1.紙本報告總結及總結內容討論是否需

要再進行刪修  

第十八週 

主題五: 實作（二）-專
題報告 進行專題總結報

告 1 各組上台報告其研

究動機內容及最後結論  

1.進行專題總結報告並請各組對同學的

報告進行提問  

第十九週 
總結-歷史的探究與實做 
課程反思-學生的回饋與

老師的反思  

1.請學生說明在本學期課程進行完畢後,
對於歷史的想像是什麼？  
(備註: 繳交專題報告完整版)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小組合作、報告、測驗等)：40％  
期末報告：60％  

對應學群： 文史哲、教育、法政  

四、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足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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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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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透過足球教學使學生獲得足球運動的基本知識，以培養參與足球運動之興

趣。  
2.增進足球運動技能，提升身體適應能力，作為鍛鍊身體增進健康的目標，發

展良好的運動風氣。  
3.藉由足球運動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及團隊合作能力，促進和諧的人際關係，

建立良好的心理品質和社會適應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球感與協調性練習  
增進學習者對足球基本動作的了解以及

身體協調能力的發展  

第二週 球感與協調性練習  
增進學習者對足球基本動作的了解以及

身體協調能力的發展  

第三週 傳球與停球  
內側、腳背傳球，腳底、內側……停

球，藉由傳接球奠定足球基礎  

第四週 傳球與停球  
內側、腳背傳球，腳底、內側……停

球，藉由傳接球奠定足球基礎  

第五週 挑球  
內側、腳背、大腿、頭頂……等挑球。

增進球感與奠定足球基本功  

第六週 挑球  
內側、腳背、大腿、頭頂……等挑球。

增進球感與奠定足球基本功  

第七週 盤運球  
S 型盤運球折返。利用閃躲障礙樁的方

式進行盤帶動作，並應用閃身及假動作

完成過人，提升控球與過人的能力  

第八週 盤運球  
S 型盤運球折返。利用閃躲障礙樁的方

式進行盤帶動作，並應用閃身及假動作

完成過人，提升控球與過人的能力  

第九週 跑位傳接球  
撞牆式、疊瓦式、直線式、交叉式……
跑位傳球，藉由組合式攻擊戰術之應

用，使培養團隊默契  

第十週 跑位傳接球  
撞牆式、疊瓦式、直線式、交叉式……
跑位傳球，藉由組合式攻擊戰術之應

用，使培養團隊默契  

第十一週 射門  組合式射門、定點射門  

第十二週 射門  組合式射門、定點射門  

第十三週 分組比賽  八人制足球比賽  

第十四週 分組比賽  八人制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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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賽事欣賞與球星介紹  
介紹足球各種賽事，以及各國著名球星

之影片欣賞  

第十六週 賽事欣賞與球星介紹  
介紹足球各種賽事，以及各國著名球星

之影片欣賞  

第十七週 足球規則介紹  介紹足球比賽規則及比賽制度  

第十八週 足球規則介紹  介紹足球比賽規則及比賽制度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與課堂參與 60％  
課堂實作測驗 40％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達英語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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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造力, 行動力,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a fluent, well-organized and comprehensible 
presentation by learning power-point slides skills and techniques of oral 
presentation.  
2.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nalyze a story and develop a new story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a story.  
3.With accumulated presentation experienc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o a 
presentation which meets the audiences’ needs and satisfaction.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Break the ice: 
introduction and greeting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will be 
delivered first. After that, students are 
paired up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They 
introduce each other by pretending to be 
the one he/she gets to know.  

第二週 
Break the ice: 
introduction and greeting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will be 
delivered first. After that, students are 
paired up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They 
introduce each other by pretending to be 
the one he/she gets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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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Break the ice: 
introduction and greeting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will be 
delivered first. After that, students are 
paired up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They 
introduce each other by pretending to be 
the one he/she gets to know.  

第四週 Presentation skills  

Students watch short clips teaching the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in a 
presentation. Then, they choose a topic of 
their own interest to report.  

第五週 Presentation skills  

Students watch short clips teaching the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in a 
presentation. Then, they choose a topic of 
their own interest to report.  

第六週 Presentation skills  

Students watch short clips teaching the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in a 
presentation. Then, they choose a topic of 
their own interest to report.  

第七週 Story analysis  
Students learn to analyze a story with 
“story map.” They obtain what to include 
in a story.  

第八週 Story analysis  
Students learn to analyze a story with 
“story map.” They obtain what to include 
in a story.  

第九週 Story analysis  
Students learn to analyze a story with 
“story map.” They obtain what to include 
in a story.  

第十週 Story analysis  
Students learn to analyze a story with 
“story map.” They obtain what to include 
in a story.  

第十一週 Story telling  
With the story map in mind, students can 
create their own coherent stories.  

第十二週 Story telling  
With the story map in mind, students can 
create their own coherent stories.  

第十三週 Story telling  
With the story map in mind, students can 
create their own coherent stories.  

第十四週 Story telling  
With the story map in mind, students can 
create their own coherent stories.  

第十五週 Presentation  
Students will do and present a project 
based on the topic they develop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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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e 
structure mainly includes the topic, the 
theory, the research questio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results, and finally 
conclusions.  

第十六週 Presentation  

Students will do and present a project 
based on the topic they develop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e 
structure mainly includes the topic, the 
theory, the research questio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results, and finally 
conclusions.  

第十七週 Presentation  

Students will do and present a project 
based on the topic they develop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e 
structure mainly includes the topic, the 
theory, the research questio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results, and finally 
conclusions.  

第十八週 Presentation  

Students will do and present a project 
based on the topic they develop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e 
structure mainly includes the topic, the 
theory, the research questio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results, and finally 
conclusions.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 (Regular performances)：40％  
期中考(Midterm)：30%  
期末報告(Final Presentation)：3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大眾傳播, 外語, 管理, 遊憩運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實驗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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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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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造力, 行動力,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一般自然科教學只重視科學概念的建立，卻忽略了「科學方法」與「科學態

度」的培養，然而給孩子「帶得走的能力」遠勝過瑣碎的科學知識的背誦。

在科學實驗的課程中，希望透過實際的實驗操作，讓學生從做中學，學習高

中的化學課程內容，並且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尊重別人意見、有系統性表

達等重要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容器的誤差  
觀察同為 100mL 的燒杯、量筒與容量

瓶，何者的體積最為準確？  

第二週 容器的誤差  
觀察同為 100mL 的燒杯、量筒與容量

瓶，何者的體積最為準確？  

第三週 容器的誤差  
觀察同為 100mL 的燒杯、量筒與容量

瓶，何者的體積最為準確？  

第四週 容器的誤差  
觀察同為 100mL 的燒杯、量筒與容量

瓶，何者的體積最為準確？  

第五週 猜猜我是誰  
學習溶解度規則，並應用溶解度規則，

判斷五個未知的物質  

第六週 猜猜我是誰  
學習溶解度規則，並應用溶解度規則，

判斷五個未知的物質  

第七週 猜猜我是誰  
學習溶解度規則，並應用溶解度規則，

判斷五個未知的物質  

第八週 猜猜我是誰  
學習溶解度規則，並應用溶解度規則，

判斷五個未知的物質  

第九週 酸鹼滴定  
1.學習酸鹼滴定概念  
2.實作：呼氣中二氧化碳的測定  
3.酸鹼滴定曲線繪製  

第十週 酸鹼滴定  
1.學習酸鹼滴定概念  
2.實作：呼氣中二氧化碳的測定  
3.酸鹼滴定曲線繪製  

第十一週 酸鹼滴定  
1.學習酸鹼滴定概念  
2.實作：呼氣中二氧化碳的測定  
3.酸鹼滴定曲線繪製  

第十二週 酸鹼滴定  
1.學習酸鹼滴定概念  
2.實作：呼氣中二氧化碳的測定  
3.酸鹼滴定曲線繪製  

第十三週 氧化還原反應  維生素 C 氧化還原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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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氧化還原反應  維生素 C 氧化還原滴定  

第十五週 氧化還原反應  維生素 C 氧化還原滴定  

第十六週 氧化還原反應  維生素 C 氧化還原滴定  

第十七週 課堂發表  將實驗結果於課堂上發表並討論  

第十八週 課堂發表  將實驗結果於課堂上發表並討論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課堂參與、小組合作、分組研討報告等)：60％  
實作：40％  

對應學群：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文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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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提升學生人文素養。  
2.認識閱讀與寫作的價值。  
3.增加關懷鄉土、放眼國際的胸襟。  
4.多元方式，認識台灣，行遍世界。  
5.發掘青年壯遊感動地圖，形塑青年壯遊文化。  
6.透過壯遊提升個人競爭力，解決問題能力，開闊視野，藉壯遊產生自我改

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壯遊踏查未來計畫

（一）──移動、互動、

運動（融入資訊科教

學）  

教育部國教署鼓勵壯遊計畫、雲門流浪

者計畫  

第二週 
壯遊開眼界──經典旅遊

電影欣賞  
以「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為例  

第三週 
壯遊開眼界──經典旅遊

電影欣賞  
以「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為例  

第四週 壯遊學思達   

第五週 
「壯遊」的價值（一）

空間移動的意義──經典

舒國治的京都散步：〈倘若老來在京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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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作品欣賞一  

第六週 
「壯遊」的價值（二）

離開與回歸── 經典名

家作品欣賞二  
藍白拖（劉哲瑜）  

第七週 
「壯遊」的價值（三）

多元觀點的探索──經典

名家作品欣賞三  

胡錦媛《當代旅行文選》有 19 位作家

（由編輯教師揀擇）、Vicky & Pinky 單
車環球夢  

第八週 簡介走讀   
第九週 走讀新竹一  校外教學  

第十週 走讀新竹二  校外教學  

第十一週 旅遊文學札記  課堂寫作  

第十二週 
微旅行之三摺頁製作說

明與實作  
 

第十三週 旅遊作家專題講座  商請圖書館辦理  

第十四週 紀念品展示與故事分享  紀念品旅遊故事接龍  

第十五週 臺灣地名探尋   

第十六週 
壯遊踏查未來計畫

（二）──移動、互動、

運動  
含發表  

第十七週 
壯遊踏查未來計畫

（二）──移動、互動、

運動  
含發表  

第十八週 期末課程檢核與回饋  開書考  

學習評量： 
出席與上課態度(60％) 指定作業報告(20％)  
上台分享報告(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藝術,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遊憩運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馬來西亞語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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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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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可以聽、唸單字  
2.認識馬來西亞的文化  
3.了解在台新住民社會  
4.人文教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馬來語簡報  
運用 power point 做深入簡出的講義。

組織大綱，搭配肢體語言、提問、說

明、總結等等  

第二週 馬來語簡報  
運用 power point 做深入簡出的講義。

組織大綱，搭配肢體語言、提問、說

明、總結等等  

第三週 馬來語簡報  
運用 power point 做深入簡出的講義。

組織大綱，搭配肢體語言、提問、說

明、總結等等  

第四週 
馬來西亞/新加坡電影賞

析  
從看電影中了解跨文化的差異，並學會

尊重和欣賞彼此間的不同  

第五週 
馬來西亞/新加坡電影賞

析  
從看電影中了解跨文化的差異，並學會

尊重和欣賞彼此間的不同  

第六週 
馬來西亞/新加坡電影賞

析  
從看電影中了解跨文化的差異，並學會

尊重和欣賞彼此間的不同  

第七週 美食製作/體驗  實作讓學生較能深入體現  

第八週 美食製作/體驗  實作讓學生較能深入體現  

第九週 美食製作/體驗  實作讓學生較能深入體現  

第十週 東南亞遊戲  
老師帶領遊戲的玩法，藉此激發學生的

想像力  

第十一週 東南亞遊戲  
老師帶領遊戲的玩法，藉此激發學生的

想像力  

第十二週 東南亞遊戲  
老師帶領遊戲的玩法，藉此激發學生的

想像力  

第十三週 聽/唱馬來語歌謠  以流行歌曲來學習歌詞中的單字  

第十四週 聽/唱馬來語歌謠  以流行歌曲來學習歌詞中的單字  

第十五週 聽/唱馬來語歌謠  以流行歌曲來學習歌詞中的單字  

第十六週 能力練習/課堂討論  以每小單元測試語言學習的程度  

第十七週 能力練習/課堂討論  以每小單元測試語言學習的程度  

第十八週 能力練習/課堂討論  以每小單元測試語言學習的程度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小組合作、報告、測驗等)：40％  
期末報告：60％  

對應學群： 外語,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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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停格動畫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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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了解動畫史與製作原理  
2.了解動畫表現形式  
3.創作動畫短片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動畫原理與停格動畫概

論  

透過教師的說明與影片範例了解動畫的

歷史與原理，並理解動畫的運動與變形

概念  

第二週 
動畫原理與停格動畫概

論  

透過教師的說明與影片範例了解動畫的

歷史與原理，並理解動畫的運動與變形

概念  

第三週 
動畫原理與停格動畫概

論  

透過教師的說明與影片範例了解動畫的

歷史與原理，並理解動畫的運動與變形

概念  

第四週 逐格動畫繪製  
學生選定想表現的主題，繪製物像的運

動或變形的狀態，搭配走馬畫筒觀察檢

視逐格繪製所呈現的效果  

第五週 逐格動畫繪製  
學生選定想表現的主題，繪製物像的運

動或變形的狀態，搭配走馬畫筒觀察檢

視逐格繪製所呈現的效果  

第六週 逐格動畫繪製  
學生選定想表現的主題，繪製物像的運

動或變形的狀態，搭配走馬畫筒觀察檢

視逐格繪製所呈現的效果  

第七週 動畫表現形式  
教師透過影片介紹動畫的表現類型-剪
繪、黏土、白板…等，並說明製作的方

式  

第八週 動畫表現形式  
教師透過影片介紹動畫的表現類型-剪
繪、黏土、白板…等，並說明製作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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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動畫表現形式  
教師透過影片介紹動畫的表現類型-剪
繪、黏土、白板…等，並說明製作的方

式  

第十週 內容發想與分鏡介紹  

學生分組討論主題，繪製心智圖，並運

用便利貼組合故事段落。簡單架構形成

後，教師介紹分鏡概念，引導學生將故

事段落拍成短片，進行分段練習  

第十一週 內容發想與分鏡介紹  

學生分組討論主題，繪製心智圖，並運

用便利貼組合故事段落。簡單架構形成

後，教師介紹分鏡概念，引導學生將故

事段落拍成短片，進行分段練習  

第十二週 內容發想與分鏡介紹  

學生分組討論主題，繪製心智圖，並運

用便利貼組合故事段落。簡單架構形成

後，教師介紹分鏡概念，引導學生將故

事段落拍成短片，進行分段練習  

第十三週 拍攝與剪接介紹  
教師介紹蒙太奇表現手法與概念，並讓

學生重新檢視思考原有的短片，進行重

組或補充  

第十四週 拍攝與剪接介紹  
教師介紹蒙太奇表現手法與概念，並讓

學生重新檢視思考原有的短片，進行重

組或補充  

第十五週 拍攝與剪接介紹  
教師介紹蒙太奇表現手法與概念，並讓

學生重新檢視思考原有的短片，進行重

組或補充  

第十六週 短片製作實務  

各組學生檢視既有的短片，運用相機或

手機拍攝影像，繼續補充影像素材，改

變、擴充、發展原有故事架構，加入音

樂或字幕以完成短片  

第十七週 短片製作實務  

各組學生檢視既有的短片，運用相機或

手機拍攝影像，繼續補充影像素材，改

變、擴充、發展原有故事架構，加入音

樂或字幕以完成短片  

第十八週 短片製作實務  

各組學生檢視既有的短片，運用相機或

手機拍攝影像，繼續補充影像素材，改

變、擴充、發展原有故事架構，加入音

樂或字幕以完成短片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課堂參與、內容構思心智圖)：40％  
逐格動畫作業、動畫短片：60％  

對應學群：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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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玩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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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問題解決, 創造力,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的邏輯能力，並運用適切的學習素材，讓學生透過討論、發表、提

問，將自己的想法與他人溝通，並進而激盪出新的共識與解題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立體幾何  認識 3D 印表機的各個物件  

第二週 立體幾何  
觀看學生所需知識的影片，每組分配一

台 IPAD 上網查詢  

第三週 立體幾何  
觀看學生所需知識的影片，每組分配一

台 IPAD 上網查詢  

第四週 3D 列印機  
對機器進行調適、調平，讓機器印出來

是正確無誤，再調整精度  

第五週 3D 列印機  
對機器進行調適、調平，讓機器印出來

是正確無誤，再調整精度  

第六週 三角洲數學原理  
了解三角洲數學原理，如何將三個塔的

移動，轉換成 XYZ 空間座標  

第七週 閱讀英文文本資料  
將課程內容資訊放於網路上供學生查

詢，過程中學生需讀懂英文版的著作，

分組討論後，每組上台報告一個段落  

第八週 閱讀英文文本資料  
將課程內容資訊放於網路上供學生查

詢，過程中學生需讀懂英文版的著作，

分組討論後，每組上台報告一個段落  

第九週 閱讀英文文本資料  
將課程內容資訊放於網路上供學生查

詢，過程中學生需讀懂英文版的著作，

分組討論後，每組上台報告一個段落  

第十週 GGB 軟體  
利用 GGB 軟體，反向將移動立體座標

繪製出來  

第十一週 GGB 軟體  
利用 GGB 軟體，反向將移動立體座標

繪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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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GGB 軟體  
根據列印出來的圖形，找出是哪個量測

值誤差造成的模型比例錯誤，進而調整

機器，讓機器更精準  

第十三週 
設計組裝一台 3D 印表

機  

自己設計組裝一台 3D 印表機，需先將

印表機的尺寸重新設計，將各個物件利

用 3D 軟體建模出來，上網虛擬採買  

第十四週 
設計組裝一台 3D 印表

機  

自己設計組裝一台 3D 印表機，需先將

印表機的尺寸重新設計，將各個物件利

用 3D 軟體建模出來，上網虛擬採買  

第十五週 
設計組裝一台 3D 印表

機  

自己設計組裝一台 3D 印表機，需先將

印表機的尺寸重新設計，將各個物件利

用 3D 軟體建模出來，上網虛擬採買  

第十六週 列印魯班鎖  
列印出市面上販售的魯班鎖(2*2*2)，
了解鎖扣的原理後，自行設計更多層的

魯班鎖(3*3*3，4*4*4，…)  

第十七週 列印魯班鎖  
列印出市面上販售的魯班鎖(2*2*2)，
了解鎖扣的原理後，自行設計更多層的

魯班鎖(3*3*3，4*4*4，…)  

第十八週 列印魯班鎖  
列印出市面上販售的魯班鎖(2*2*2)，
了解鎖扣的原理後，自行設計更多層的

魯班鎖(3*3*3，4*4*4，…)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小組合作、作業、測驗等)：60%  
小組競賽：4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財經,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創影英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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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主題式走秀 Theme-based Fashion Show:  
利用台灣偶像劇愛情女僕片頭主題曲, 拜金女王第 11 集以及美國影集 Sex and 
the City 中的伸展台走秀片段當作參考教材,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先學習如何

在舞台與伸展台上，自我展現，突顯主題，運用自己的肢體動作與表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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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個人走秀之後, 進而雙人互動走秀，默契培養，以及團隊默契走秀與定點

pause, 最後共同腦力激盪, 呈獻出走秀主題，以促銷商品以及概念推廣  
(2)情境式假人挑戰: The Mannequin Challenge:  
採用國內國外最受歡迎最夯的假人挑戰，但由教師設定發生的狀況和場景，

指導學生分組呈現出主題式的假人挑戰，如在教室內，操場內，公車站，超

級市場等等情境 …，重點在於假人恢復動作之後，各組必須發展出符合當時

狀態的對話與互動，最後再與世界名畫(如創世紀, 拾穗, 最後的晚餐…)結
合，設計出在名畫當中的假人挑戰，畫下人物會發生的狀況以及對話，也訓

練出學生的情境式英文對話能力, 培養藝術涵養與世界觀!  
網路世界無遠弗屆, 有許多 YouTube 上面的世界各國 MV, 自拍對嘴影片, 世
界各國廣告, 中外集影片不但垂手可得，更可引發學生對表演藝術與學習英文

的動機與興趣! 教師蒐集篩歸類於課堂上再介紹給學生! 由台灣影片出發, 走
向環球國際, 再回歸在地本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創客主題式走秀 Theme-
based Fashion Show  

利用台灣偶像劇愛情女僕片頭主題曲, 
拜金女王第 11 集以及美國影集 Sex and 
the City 中的伸展台走秀片段當作參考

教材,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先學習如何

在舞台與伸展台上，自我展現，突顯主

題，運用自己的肢體動作與表情，完成

個人走秀之後, 進而雙人互動走秀，默

契培養，以及團隊默契走秀與定點

pause, 最後共同腦力激盪, 呈獻出走秀

主題，以促銷商品以及概念推廣  

第二週 
創客主題式走秀 Theme-
based Fashion Show  

利用台灣偶像劇愛情女僕片頭主題曲, 
拜金女王第 11 集以及美國影集 Sex and 
the City 中的伸展台走秀片段當作參考

教材,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先學習如何

在舞台與伸展台上，自我展現，突顯主

題，運用自己的肢體動作與表情，完成

個人走秀之後, 進而雙人互動走秀，默

契培養，以及團隊默契走秀與定點

pause, 最後共同腦力激盪, 呈獻出走秀

主題，以促銷商品以及概念推廣  

第三週 
創客主題式走秀 Theme-
based Fashion Show  

利用台灣偶像劇愛情女僕片頭主題曲, 
拜金女王第 11 集以及美國影集 Sex and 
the City 中的伸展台走秀片段當作參考

教材,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先學習如何

在舞台與伸展台上，自我展現，突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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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運用自己的肢體動作與表情，完成

個人走秀之後, 進而雙人互動走秀，默

契培養，以及團隊默契走秀與定點

pause, 最後共同腦力激盪, 呈獻出走秀

主題，以促銷商品以及概念推廣  

第四週 
創客主題式走秀 Theme-
based Fashion Show  

利用台灣偶像劇愛情女僕片頭主題曲, 
拜金女王第 11 集以及美國影集 Sex and 
the City 中的伸展台走秀片段當作參考

教材,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先學習如何

在舞台與伸展台上，自我展現，突顯主

題，運用自己的肢體動作與表情，完成

個人走秀之後, 進而雙人互動走秀，默

契培養，以及團隊默契走秀與定點

pause, 最後共同腦力激盪, 呈獻出走秀

主題，以促銷商品以及概念推廣  

第五週 
創客英文歌曲對嘴 MV : 
Lip Sync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六週 
創客英文歌曲對嘴 MV : 
Lip Sync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七週 
創客英文歌曲對嘴 MV : 
Lip Sync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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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八週 
創客英文歌曲對嘴 MV : 
Lip Sync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九週 
創客英文歌曲對嘴 MV : 
Lip Sync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十週 
創客促銷廣告語宣導影

片: A Powerful Slogan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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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十一週 
創客促銷廣告語宣導影

片: A Powerful Slogan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十二週 
創客促銷廣告語宣導影

片: A Powerful Slogan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十三週 
創客促銷廣告語宣導影

片: A Powerful Slogan  

利用世界各國的廣告短片佳作，以及台

灣學生參賽世界短片大賽的一分鐘作品 
“Farewell” 為範例, 最後再導入影片結

束時令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宣導口號

(如: I see you! We are family. Chrish your 
life. You are what you eat. …)為示範，

學習如何在半分鐘，45 秒，或是 1 分

鐘之內完成一個商品促銷廣告，抑或是

一個概念宣導影片。設計出最後一個簡

短有力的 A Powerful Slogan 推銷出商

品，活動或是宣導口號!  

第十四週 
創客情境式假人挑戰: 
The Mannequin Challenge  

採用國內國外最受歡迎最夯的假人挑

戰，但由教師設定發生的狀況和場景，

指導學生分組呈現出主題式的假人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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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如在教室內，操場內，公車站，超

級市場等等情境 …，重點在於假人恢

復動作之後，各組必須發展出符合當時

狀態的對話與互動，最後再與世界名畫

(如創世紀, 拾穗, 最後的晚餐…)結
合，設計出在名畫當中的假人挑戰，畫

下人物會發生的狀況以及對話，也訓練

出學生的情境式英文對話能力, 培養藝

術涵養與世界觀!  

第十五週 
創客情境式假人挑戰: 
The Mannequin Challenge  

採用國內國外最受歡迎最夯的假人挑

戰，但由教師設定發生的狀況和場景，

指導學生分組呈現出主題式的假人挑

戰，如在教室內，操場內，公車站，超

級市場等等情境 …，重點在於假人恢

復動作之後，各組必須發展出符合當時

狀態的對話與互動，最後再與世界名畫

(如創世紀, 拾穗, 最後的晚餐…)結
合，設計出在名畫當中的假人挑戰，畫

下人物會發生的狀況以及對話，也訓練

出學生的情境式英文對話能力, 培養藝

術涵養與世界觀!  

第十六週 
創客情境式假人挑戰: 
The Mannequin Challenge  

採用國內國外最受歡迎最夯的假人挑

戰，但由教師設定發生的狀況和場景，

指導學生分組呈現出主題式的假人挑

戰，如在教室內，操場內，公車站，超

級市場等等情境 …，重點在於假人恢

復動作之後，各組必須發展出符合當時

狀態的對話與互動，最後再與世界名畫

(如創世紀, 拾穗, 最後的晚餐…)結
合，設計出在名畫當中的假人挑戰，畫

下人物會發生的狀況以及對話，也訓練

出學生的情境式英文對話能力, 培養藝

術涵養與世界觀!  

第十七週 
創客情境式假人挑戰: 
The Mannequin Challenge  

採用國內國外最受歡迎最夯的假人挑

戰，但由教師設定發生的狀況和場景，

指導學生分組呈現出主題式的假人挑

戰，如在教室內，操場內，公車站，超

級市場等等情境 …，重點在於假人恢

復動作之後，各組必須發展出符合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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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對話與互動，最後再與世界名畫

(如創世紀, 拾穗, 最後的晚餐…)結
合，設計出在名畫當中的假人挑戰，畫

下人物會發生的狀況以及對話，也訓練

出學生的情境式英文對話能力, 培養藝

術涵養與世界觀!  

第十八週 
創客情境式假人挑戰: 
The Mannequin Challenge  

採用國內國外最受歡迎最夯的假人挑

戰，但由教師設定發生的狀況和場景，

指導學生分組呈現出主題式的假人挑

戰，如在教室內，操場內，公車站，超

級市場等等情境 …，重點在於假人恢

復動作之後，各組必須發展出符合當時

狀態的對話與互動，最後再與世界名畫

(如創世紀, 拾穗, 最後的晚餐…)結
合，設計出在名畫當中的假人挑戰，畫

下人物會發生的狀況以及對話，也訓練

出學生的情境式英文對話能力, 培養藝

術涵養與世界觀!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 (Regular performances)：40％  
上課表現與小組分工合作(Group Cooperation)：30%  
期末微影片作品發表(Final Presentation)：3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外語,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新竹歷史文化之旅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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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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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 行動力,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透過田野調查訓練提升建功學生能有效結合理論於實務的能力。  
2.模型製作建構實務能力。  
3. 論文撰寫訓練思維邏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功傳說  
1.繪製建功地圖 2.尋找建功古蹟 3.建功

植物種類 4.找出建功最神奇事物，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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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項主題引導學生察覺身邊事物  

第二週 建功傳說  
1.繪製建功地圖 2.尋找建功古蹟 3.建功

植物種類 4.找出建功最神奇事物，透過

上述四項主題引導學生察覺身邊事物  

第三週 建功傳說  
1.繪製建功地圖 2.尋找建功古蹟 3.建功

植物種類 4.找出建功最神奇事物，透過

上述四項主題引導學生察覺身邊事物  

第四週 建功傳說  
1.繪製建功地圖 2.尋找建功古蹟 3.建功

植物種類 4.找出建功最神奇事物，透過

上述四項主題引導學生察覺身邊事物  

第五週 老街模型製作  
透過製作古蹟模型,引導學生對於周邊

事務(新竹古蹟)的感知  

第六週 老街模型製作  
透過製作古蹟模型,引導學生對於周邊

事務(新竹古蹟)的感知  

第七週 老街模型製作  
透過製作古蹟模型,引導學生對於周邊

事務(新竹古蹟)的感知  

第八週 老街模型製作  
透過製作古蹟模型,引導學生對於周邊

事務(新竹古蹟)的感知  

第九週 老街模型製作  
透過製作古蹟模型,引導學生對於周邊

事務(新竹古蹟)的感知  

第十週 水圳踏查  
規劃實察路徑、進入現場調查、紀錄實

察過程、簡報報告過程，透過田野調查

提升學生觀察及研究的能力  

第十一週 水圳踏查  
規劃實察路徑、進入現場調查、紀錄實

察過程、簡報報告過程，透過田野調查

提升學生觀察及研究的能力  

第十二週 水圳踏查  
規劃實察路徑、進入現場調查、紀錄實

察過程、簡報報告過程，透過田野調查

提升學生觀察及研究的能力  

第十三週 水圳踏查  
規劃實察路徑、進入現場調查、紀錄實

察過程、簡報報告過程，透過田野調查

提升學生觀察及研究的能力  

第十四週 新竹主題報告  
自行選定報告主題、決定內容、研究、

撰寫論文、成果發表  

第十五週 新竹主題報告  
自行選定報告主題、決定內容、研究、

撰寫論文、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新竹主題報告  
自行選定報告主題、決定內容、研究、

撰寫論文、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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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新竹主題報告  
自行選定報告主題、決定內容、研究、

撰寫論文、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新竹主題報告  
自行選定報告主題、決定內容、研究、

撰寫論文、成果發表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小組合作、報告、測驗等)：40％  
期末報告：60％  

對應學群： 文史哲, 遊憩運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影英文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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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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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解決, 創造力, 行動力,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英文口語訓練  
2. 英文聽力訓練  
3. 英文字彙擴充  
4. 英美文化介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英語字彙  
影片 : In and Out 熱門話題 :同婚 / 性
別認同  

第二週 英語字彙  
影片 : In and Out 熱門話題 :同婚 / 性
別認同  

第三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 gender diversity)  

第四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 gender diversity)  

第五週 時間管理  影片 : Groundhog day 時間管理  

第六週 時間管理  影片 : Groundhog day 時間管理  

第七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台詞精選大賽  

第八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台詞精選大賽  

第九週 學習態度  
影片 : Legally Blonde 刻板印象 +學習

態度  

第十週 學習態度  
影片 : Legally Blonde 刻板印象 +學習

態度  

第十一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填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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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填字活動  

第十三週 英式英文  影片: The King’s speech 英文口音  

第十四週 英式英文  影片: The King’s speech 英文口音  

第十五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口音練習  

第十六週 影片活動  學習單+ 口音練習  

第十七週 配音大師 I  配音介紹 / 認識剪輯軟體  

第十八週 配音大師 II  配音角色 / 配音選片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小組合作、報告等)：60％  
期末報告：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廚房中的科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讓學生了解自己動手做做看的親身體驗，並驗證科學理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廚房初體驗  

課程目標及內容、教學進度、烹飪教室

使用注意事項(正確用刀、瓦斯爐、烤

箱及清潔)、評分標準及作業要求  
實作：正確持刀，基本刀工練習：去

皮、切塊  

第二週 認識風味與質感  
認識滋味(酸、甜、苦、辣、鹹、澀)  
實作：正確量秤、調製重量百分濃度溶

液，萃取實驗(紅茶 vs 綠茶)  

第三週 認識風味與質感  
認識氣味與口感  
實作：五感寫作與科學記錄  

第四週 熱傳導  
認識熱傳導 1(到底熟了沒)  
實作：蒸蛋 vs 烤布丁  

第五週 熱傳導  
熱傳導 2 認識不同的加熱方法  
實作：瓦斯爐、微波爐、電磁爐、烤箱

與炭烤的 PK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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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熱傳導  
熱傳導 3 認識不同鍋具對加熱的影響  
實作：炒與煎  

第七週 熱傳導  
熱傳導 4 認識不同介質對烹飪成品的影

響  
實作：煮與炸  

第八週 實境探索  
參訪大專院校餐飲相關科系、食品工業

業者或食品工業研究所  

第九週 滲透作用  
認識滲透作用  
實作：鹽漬與糖漬  

第十週 糖的面面觀  
認識糖的各種應用與化學變化  
實作：焦糖化  

第十一週 認識澱粉  
認識麵粉的應用與化學變化  
實作：煎麵餅  

第十二週 膨脹劑  
認識膨脹劑 1 酵母  
實作：發酵麵糰  

第十三週 膨脹劑  
認識膨脹劑 2 化學膨脹劑  
實作：餅乾  

第十四週 講座  食育面面觀(外聘業界講師)  

第十五週 百變蛋料理  
百變蛋料理 1(蛋的泡沫化)  
實作：蛋糕  

第十六週 百變蛋料理  
百變蛋料理 2(蛋白質的變性)  
實作：溫泉蛋  

第十七週 百變蛋料理  我的創意蛋料理討論  

第十八週 百變蛋料理  我的創意蛋料理試做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課堂參與)：40％  
實際操作、創意蛋料理：6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生物資源,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飲食文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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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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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認知: 認識飲食文學的源起、發展、內涵與表達形式。  
2.技能: 結合在地、節令食品，製作有文學意涵的飲食文學文創作品。  
3.情意: 培養關懷鄉土飲食文化及愛好文學的情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1.認識飲食文學的內涵

與表達形式 2.實作課程

分組及工作分配  

1.運用本科(高中國文)共編教材－《文

學況味－飲食品人生》以及本科教師製

作之 power point 簡報，指導學生認識

「臺灣飲食文學發展現況」  
2.說明學生須於本學期完成的習作:「讀

寫飲食類字音字形」、「古今中外飲食文

學閱讀」；賞析及分組討論「飲食電影

與人生」影片 DVD 教材－（包括:本科

教師建議的〈總舖師〉、〈濃情巧克

力〉、〈幸福的麵包〉等，學生分組推薦

的影片(於討論後訂購，如〈紅酒燉牛

肉〉電影小品）  
3.實作課程分組及工作分配  

第二週 飲食與人生－飲食與我  

1.以「美食與我」作自我介紹，必須說

明這道美食與自己生命情感連結處  
2.指導學生進行五味識別與書寫。如時

間允許，建議搭配影片:《舌間上的中

國》第一季第六集〈五味的調和〉  
學生習作：以五種感官的角度摹寫一道

心中最佳的美食  

第三週 
飲食文學閱讀－字音字

形篇  

1.讀寫各式各樣的料理動詞:餔菜、搋

麵、煲、煨……等  
2. 讀寫飲食相關字音字形，包括成語

和典故，如:千里蓴羹、坩鮓餉母（出

自《世說新語》）  
3.讀寫飲食類本土用字，如:四炆四

炒……等  

第四週 
飲食文學閱讀－舌尖上

的閱讀古典飲食文學篇  

1.閱讀清 袁枚〈隨園食單〉的【須知

單】和【戒單】，了解其中的「變換須

知」和「上菜須知」，以及「戒火鍋」

和「戒暴殄」  
2.閱讀清 曹雪芹《紅樓夢》關於「茄

鮝」、「點心」、「湯品」、「螃蟹」，指出

作者暗批賈府飲食豪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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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飲食文學閱讀－舌尖上

的閱讀現代飲食文學篇  

1.閱讀當代散文名家林文月教授《飲膳

札記》的〈荷葉粉蒸雞〉  
2.閱讀當代散文名家焦桐《暴食江湖》

－〈論火鍋〉  

第六週 
實做課程－家鄉味大觀

園: 炒米粉  

1.協同教學:家政教師說明烹飪工具使用

方法及烹飪安全規則提醒  
2.本土語言老師示範炒米粉及說明做

法，並介紹相關本土用語  

第七週 
實做課程－家鄉味大觀

園: 炒米粉  

1.學生做出炒米粉  
2. 協同教學:家政教師說明烹飪工具清

潔方法及歸還擺放位置  

第八週 實做課程－荷葉粉蒸雞  本土語言老師示範及說明荷葉粉蒸雞  

第九週 實做課程－荷葉粉蒸雞  
1.協同教學:家政教師說明烹飪工具使用

方法及烹飪安全規則提醒  
2. 學生做出荷葉粉蒸雞  

第十週 
飲食電影與人生－《濃

情巧克力》  

指導學生欣賞《濃情巧克力》尋找本片

所要傳達的主旨:從食物(巧克力)出發，

探討人心與慾望的衝突  

第十一週 
飲食電影與人生－《濃

情巧克力》  

指導學生完成《濃情巧克力》的經典台

詞記錄，並且分析女主角薇安之所以終

於被鎮民接受，是因為她有哪些可貴的

特質  

第十二週 
飲食電影與人生－《濃

情巧克力》  
指導學生完成「巧言巧語」單元創作及

分享  

第十三週 

飲食電影與人生－《總

舖師》、《幸福的麵包》

以及同學推薦的相關影

片  

1.指導學生完成「古早味古早心《總舖

師》」單元習作  
2. 指導學生完成「《幸福的麵包》-幸
福是什麼？」單元習作。  
3.學生推薦相關影片並說明推薦理由  

第十四週 
古今中外飲食介紹－西

方飲食文學介紹  

1. 文章閱讀:麥可．波倫《雜食者的兩

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  
2. 文章閱讀:哈洛德．馬基《食物與廚

藝》  

第十五週 
實做課程－節慶飲食製

作「湯圓」  
本土語言老師示範鹹湯圓、甜湯圓及說

明做法，並介紹相關本土用語  

第十六週 實做課程－統整與檢討  
1.協同教學:家政教師說明烹飪工具清潔

方法及借還工具規則提醒  
2.認識節令與相關美食  

第十七週 實境探索  參觀貢丸製作廠並且製作貢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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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成果製作  
1.三折頁指導製作  
2.成果小書花布書衣包裝指導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小組合作、報告、實作等)：40％  
期末成果:三折頁和文創小書：60％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共享數學思維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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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以益智方塊為素材，從實體的道具中，透過動手操作，探索數學幾何的結

構。  
2.讓學生分組製作 3D 印表機，包含硬體的機械組裝與製作，修改機器組板的

程式設定，調整列印的精確度，與軟體的部分，使用機械電腦繪圖及 3D 列印

機設計魯班鎖各階層實物模組，並創作新的魯班鎖，不同的組合形式，訓練

空間觀念、邏輯推理與解決問題能力。  
3.利用桌遊遊戲，(1)利用觀察、推理、分析，並能找出遊戲的最佳勝出方

式，(2)利用「牛頭王」桌遊，加強邏輯推理與反應能力，(3)利用「現代藝術

的拍賣活動」桌遊，學習期望值的概念與實際應用，(4)利用「印加寶藏的體

驗」，學習機率與風險管理。  
4.藉由電影「數字搜查線」的觀看，啟發學生對數學興趣、培養數學推理能力

與邏輯思考，了解數學在生活中無所不在，並應用數學解讀數據、偵查犯

罪，以期在生活中能靈活解決問題，並增加數學的多樣性、趣味性，並且分

組練習科學短講，增進自我表達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益智方塊與幾何  
以益智方塊為素材，從實體的道具中，

透過動手操作，探索數學幾何的結構  

第二週 益智方塊與幾何  
以益智方塊為素材，從實體的道具中，

透過動手操作，探索數學幾何的結構  

第三週 益智方塊與幾何  
以益智方塊為素材，從實體的道具中，

透過動手操作，探索數學幾何的結構  

第四週 3D 建模與空間概念  
1 了解 3D 列印機的原理  
2.了解 3D 列印機的機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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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動手製作 3D 列印機  
4.使用機械電腦繪圖及 3D 列印機設計

魯班鎖各階層實物模組  
5 拆解與組合魯班鎖  
6 改變魯班鎖之外觀造型，增加其多樣

性  

第五週 3D 建模與空間概念  

1 了解 3D 列印機的原理  
2.了解 3D 列印機的機械結構  
3.動手製作 3D 列印機  
4.使用機械電腦繪圖及 3D 列印機設計

魯班鎖各階層實物模組  
5 拆解與組合魯班鎖  
6 改變魯班鎖之外觀造型，增加其多樣

性  

第六週 3D 建模與空間概念  

1 了解 3D 列印機的原理  
2.了解 3D 列印機的機械結構  
3.動手製作 3D 列印機  
4.使用機械電腦繪圖及 3D 列印機設計

魯班鎖各階層實物模組  
5 拆解與組合魯班鎖  
6 改變魯班鎖之外觀造型，增加其多樣

性  

第七週 桌上遊戲──現代藝術  

以桌遊「現代藝術」為主軸，透過拍賣

與炒作畫作，從機率與期望值的角度，

在不考慮玩家個性及運氣的狀況下，試

著研究賺大錢的獲勝策略  

第八週 桌上遊戲──現代藝術  

以桌遊「現代藝術」為主軸，透過拍賣

與炒作畫作，從機率與期望值的角度，

在不考慮玩家個性及運氣的狀況下，試

著研究賺大錢的獲勝策略  

第九週 桌上遊戲──現代藝術  

以桌遊「現代藝術」為主軸，透過拍賣

與炒作畫作，從機率與期望值的角度，

在不考慮玩家個性及運氣的狀況下，試

著研究賺大錢的獲勝策略  

第十週 桌上遊戲──牛頭王  
以桌遊「牛頭王」為主軸，透過出牌的

策略，進行邏輯的思考，並透過機率的

估算，評估策略的適切性  

第十一週 桌上遊戲──牛頭王  
以桌遊「牛頭王」為主軸，透過出牌的

策略，進行邏輯的思考，並透過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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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評估策略的適切性  

第十二週 桌上遊戲──牛頭王  
以桌遊「牛頭王」為主軸，透過出牌的

策略，進行邏輯的思考，並透過機率的

估算，評估策略的適切性  

第十三週 桌上遊戲──印加寶藏  

以桌遊「印加寶藏」為主軸，在機率與

期望值的先備知識下，分析每一個回合

的獲利，並將風險管理列入考量，尋求

最大獲利  

第十四週 桌上遊戲──印加寶藏  

以桌遊「印加寶藏」為主軸，在機率與

期望值的先備知識下，分析每一個回合

的獲利，並將風險管理列入考量，尋求

最大獲利  

第十五週 桌上遊戲──印加寶藏  

以桌遊「印加寶藏」為主軸，在機率與

期望值的先備知識下，分析每一個回合

的獲利，並將風險管理列入考量，尋求

最大獲利  

第十六週 看電影「數字搜查線」  
觀看電影「數字搜查線」，了解數學在

生活中無所不在，並且分組練習科學短

講  

第十七週 看電影「數字搜查線」  
觀看電影「數字搜查線」，了解數學在

生活中無所不在，並且分組練習科學短

講  

第十八週 看電影「數字搜查線」  
觀看電影「數字搜查線」，了解數學在

生活中無所不在，並且分組練習科學短

講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度 40%、分組競賽 20%、分組短講 4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地球環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遨遊星空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提升學生對天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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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藉由星象模擬軟體當助學生了解天體運動  
3.使用星象廳了解四季星空  
4.能夠理解與欣賞自然界中的特殊天文現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相見歡與課程介紹  自我介紹、分組，介紹課程  

第二週 天球與天文軟體介紹  
介紹天球與天體運動概念，使用天文軟

體模擬天體運動  

第三週 天球與天文軟體介紹  
介紹天球與天體運動概念，使用天文軟

體模擬天體運動  

第四週 天球與天文軟體介紹  
介紹天球與天體運動概念，使用天文軟

體模擬天體運動  

第五週 天球與天文軟體介紹  
介紹天球與天體運動概念，使用天文軟

體模擬天體運動  

第六週 天球與天文軟體介紹  
介紹天球與天體運動概念，使用天文軟

體模擬天體運動  

第七週 天球與天文軟體介紹  
介紹天球與天體運動概念，使用天文軟

體模擬天體運動  

第八週 星象廳使用  介紹四季星空  

第九週 星象廳使用  介紹四季星空  

第十週 星象廳使用  介紹四季星空  

第十一週 星象廳使用  介紹四季星空  

第十二週 星象廳使用  介紹四季星空  

第十三週 星象廳使用  介紹四季星空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  特殊天文事件模擬與報告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  特殊天文事件模擬與報告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特殊天文事件模擬與報告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特殊天文事件模擬與報告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   
學習評量： 學習單、上台發表、成果展現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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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能讀寫韓文字和能說出日常常用的韓文句子，還能瞭解一些韓國的文化

（食、衣、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韓文字  
學習基本四十音寫法以及子音、母音發

音法  

第二週 認識韓文字  
學習基本四十音寫法以及子音、母音發

音法  

第三週 認識韓文字  
學習基本四十音寫法以及子音、母音發

音法  

第四週 唱跳學韓語  
配合唱跳歌曲的方式來增進對韓語的興

趣  

第五週 唱跳學韓語  
配合唱跳歌曲的方式來增進對韓語的興

趣  

第六週 唱跳學韓語  
配合唱跳歌曲的方式來增進對韓語的興

趣  

第七週 基礎文法  
了解韓語句子的排列順序和它的特徵以

及跟中文的不同點  

第八週 基礎文法  
了解韓語句子的排列順序和它的特徵以

及跟中文的不同點  

第九週 基礎文法  
了解韓語句子的排列順序和它的特徵以

及跟中文的不同點  

第十週 分組對話/角色扮演  
依照老師提供之主題對話，能夠閱讀並

朗讀。分組進行角色扮演，學習生活用

語  

第十一週 分組對話/角色扮演  
依照老師提供之主題對話，能夠閱讀並

朗讀。分組進行角色扮演，學習生活用

語  

第十二週 分組對話/角色扮演  
依照老師提供之主題對話，能夠閱讀並

朗讀。分組進行角色扮演，學習生活用

語  

第十三週 影片欣賞  由韓劇片段學習簡單句子及韓國文化  

第十四週 影片欣賞  由韓劇片段學習簡單句子及韓國文化  

第十五週 影片欣賞  由韓劇片段學習簡單句子及韓國文化  

第十六週 體驗韓國文化  
經由烹調及品嘗韓國食物、韓服體驗、

韓國旅遊經驗分享等活動來學習韓國文

62



化  

第十七週 體驗韓國文化  
經由烹調及品嘗韓國食物、韓服體驗、

韓國旅遊經驗分享等活動來學習韓國文

化  

第十八週 體驗韓國文化  
經由烹調及品嘗韓國食物、韓服體驗、

韓國旅遊經驗分享等活動來學習韓國文

化  

學習評量： 平時分數(上課態度、報告、測驗等)：60％ 期末考（口試和筆試）：40％  

對應學群： 外語, 管理, 遊憩運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戀愛講堂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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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問題解決,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協助學生深入了解愛情真諦與兩性交往心理，建立正確的兩性交往觀念與態

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緣起愛  

1.我想要愛  
2.愛情與友情(愛情澄清卡)  
3.愛的軌跡  
4.締造吸引力  

第二週 緣起愛  

1.我想要愛  
2.愛情與友情(愛情澄清卡)  
3.愛的軌跡  
4.締造吸引力  

第三週 緣起愛  

1.我想要愛  
2.愛情與友情(愛情澄清卡)  
3.愛的軌跡  
4.締造吸引力  

第四週 緣起愛  
1.我想要愛  
2.愛情與友情(愛情澄清卡)  
3.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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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締造吸引力  

第五週 愛情進化論  

1.愛情的迷思  
2.愛情三階段  
3.戀愛與依戀  
4.踏入承諾的決定  

第六週 愛情進化論  

1.愛情的迷思  
2.愛情三階段  
3.戀愛與依戀  
4.踏入承諾的決定  

第七週 愛情進化論  

1.愛情的迷思  
2.愛情三階段  
3.戀愛與依戀  
4.踏入承諾的決定  

第八週 愛情進化論  

1.愛情的迷思  
2.愛情三階段  
3.戀愛與依戀  
4.踏入承諾的決定  

第九週 愛情進化論  

1.愛情的迷思  
2.愛情三階段  
3.戀愛與依戀  
4.踏入承諾的決定  

第十週 學著，好好愛  

1.米開朗基羅現象(愛情卡)  
2.女人和男人  
3.同理心的練習  
4.衝突管理模式  

第十一週 學著，好好愛  

1.米開朗基羅現象(愛情卡)  
2.女人和男人  
3.同理心的練習  
4.衝突管理模式  

第十二週 學著，好好愛  

1.米開朗基羅現象(愛情卡)  
2.女人和男人  
3.同理心的練習  
4.衝突管理模式  

第十三週 學著，好好愛  

1.米開朗基羅現象(愛情卡)  
2.女人和男人  
3.同理心的練習  
4.衝突管理模式  

第十四週 學著，好好愛  
1.米開朗基羅現象(愛情卡)  
2.女人和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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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理心的練習  
4.衝突管理模式  

第十五週 在怦然之後  

1.當愛情遇上亂流  
2.分手後的四個副作用  
3.恐怖情人  
4.真愛值得等待  

第十六週 在怦然之後  

1.當愛情遇上亂流  
2.分手後的四個副作用  
3.恐怖情人  
4.真愛值得等待  

第十七週 在怦然之後  

1.當愛情遇上亂流  
2.分手後的四個副作用  
3.恐怖情人  
4.真愛值得等待  

第十八週 在怦然之後  

1.當愛情遇上亂流  
2.分手後的四個副作用  
3.恐怖情人  
4.真愛值得等待  

學習評量： 

1.出席與上課態度 10%  
2.上課筆記(要用專用筆記本) 30%  
3.上課學習單 30%  
4.分組報告 3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Enjoy Life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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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藉由禪繞畫體驗靜心專注，敏覺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  
2.藉由心靈書寫通往內心深處、挖掘豐富覺知，深刻地看見自己。  
3.藉由五感體驗提升感知能力，關照心靈，成為真誠一致的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禪繞畫  1.直線 2.新月 3.立體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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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春天 5.佛羅茲 6.沙特克  
7.甘草捆  

第二週 禪繞畫  
1.直線 2.新月 3.立體公路  
4.春天 5.佛羅茲 6.沙特克  
7.甘草捆 

第三週 禪繞畫  
1.直線 2.新月 3.立體公路  
4.春天 5.佛羅茲 6.沙特克  
7.甘草捆 

第四週 禪繞畫  
1.直線 2.新月 3.立體公路  
4.春天 5.佛羅茲 6.沙特克  
7.甘草捆 

第五週 禪繞畫  
1.直線 2.新月 3.立體公路  
4.春天 5.佛羅茲 6.沙特克  
7.甘草捆 

第六週 禪繞畫  
1.直線 2.新月 3.立體公路  
4.春天 5.佛羅茲 6.沙特克  
7.甘草捆 

第七週 心靈書寫  
1.心靈書寫的法則 2.限時書寫  
3.創造起始句 4.書寫生活  

第八週 心靈書寫  
1.心靈書寫的法則 2.限時書寫  
3.創造起始句 4.書寫生活 

第九週 心靈書寫  
1.心靈書寫的法則 2.限時書寫  
3.創造起始句 4.書寫生活 

第十週 心靈書寫  
1.心靈書寫的法則 2.限時書寫  
3.創造起始句 4.書寫生活 

第十一週 心靈書寫  
1.心靈書寫的法則 2.限時書寫  
3.創造起始句 4.書寫生活 

第十二週 心靈書寫  
1.心靈書寫的法則 2.限時書寫  
3.創造起始句 4.書寫生活 

第十三週 五感經驗  
1.園藝療育 2.精油香味  
3.咖啡人文 4.有機生活  

第十四週 五感經驗  
1.園藝療育 2.精油香味  
3.咖啡人文 4.有機生活 

第十五週 五感經驗  
1.園藝療育 2.精油香味  
3.咖啡人文 4.有機生活 

第十六週 五感經驗  
1.園藝療育 2.精油香味  
3.咖啡人文 4.有機生活 

第十七週 五感經驗  1.園藝療育 2.精油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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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咖啡人文 4.有機生活 

第十八週 五感經驗  
1.園藝療育 2.精油香味  
3.咖啡人文 4.有機生活 

學習評量： 

1.課堂參與 20%、  
2.生活體驗紀錄 60% (可為心靈書寫、禪繞畫…)：共繳交三次，一次為連續 7
天的內容  
3.學習成果報告發表 20%：個人／分組口頭報告＋繳交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小世界大發現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透過不同生物材料的觀察，學習顯微鏡的操作以及玻片標本的製作。透過實驗

技術的精進，可學會觀察研究的方法進而日後用於生物學研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顯微鏡介紹、如何繪出觀察的玻片標

本、繪圖紀錄與拍照 紀錄的差別  

第二週 課程介紹  
顯微鏡介紹、如何繪出觀察的玻片標

本、繪圖紀錄與拍照 紀錄的差別  

第三週 動植物細胞的觀察(1)  
表皮細胞、口腔皮膜細胞、血球抹片、

精子、卵子：觀察 單一細胞，並紀錄 

第四週 動植物細胞的觀察(1)  
表皮細胞、口腔皮膜細胞、血球抹片、

精子、卵子：觀察 單一細胞，並紀錄 

第五週 動植物細胞的觀察(2)  
植物保衛細胞(可描繪氣孔) 植物的花

粉(花粉可自備) 參考書介紹：電子顯

微鏡下的花粉  

第六週 動植物細胞的觀察(2)  
植物保衛細胞(可描繪氣孔) 植物的花

粉(花粉可自備) 參考書介紹：電子顯

微鏡下的花粉  

第七週 植物營養器官的觀察  
(1)徒手切片製作 (2)永久玻片觀察與繪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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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植物營養器官的觀察  
(1)徒手切片製作 (2)永久玻片觀察與繪

圖  

第九週 解剖顯微鏡的使用  
(1)學習解剖顯微鏡操作方式 (2)觀察植

物花藥的形狀和開裂方式  

第十週 解剖顯微鏡的使用  
(1)學習解剖顯微鏡操作方式 (2)觀察植

物花藥的形狀和開裂方式  

第十一週 細胞壁差異的觀察  厚壁細胞、厚角細胞、薄壁細胞的觀察  

第十二週 細胞壁差異的觀察  厚壁細胞、厚角細胞、薄壁細胞的觀察  

第十三週 細胞內的衍生物  (1)澱粉粒(2)結晶的觀察  

第十四週 細胞內的衍生物  (1)澱粉粒(2)結晶的觀察  

第十五週 水中小生物的觀察  草履蟲等其他水中小生物  

第十六週 水中小生物的觀察  草履蟲等其他水中小生物  

第十七週 真菌的觀察  擔子菌的孢子觀察  

第十八週 真菌的觀察  擔子菌的孢子觀察  

學習評量： 實驗觀察紀錄本（60%）、上課態度及課堂參與(4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完美曲線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行動力,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理解健康體位和體適能的意義，瞭解飲食習慣對身體的影響。  
2.透過運動促進身體的健康，擬訂解決問題的策略和計畫。  
3.能識讀媒體廣告的可靠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健康密碼  

1.認識理想體重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2.透過實作檢測，瞭解自己的 BMI 和
體適能狀況  
3.分析健康數據與體位、體型之關係  

第二週 健康密碼  
1.認識理想體重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2.透過實作檢測，瞭解自己的 BM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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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狀況  
3.分析健康數據與體位、體型之關係  

第三週 健康密碼  

1.認識理想體重與身心健康之關係  
2.透過實作檢測，瞭解自己的 BMI 和
體適能狀況  
3.分析健康數據與體位、體型之關係  

第四週 飲食資訊站  

1.了解食物與健康之關係  
2.介紹食物金字塔，學習計算卡路里  
3.從生活中覺察自己飲食的合宜性，擬

訂並執行完美曲線飲食計畫  

第五週 飲食資訊站  

1.了解食物與健康之關係  
2.介紹食物金字塔，學習計算卡路里  
3.從生活中覺察自己飲食的合宜性，擬

訂並執行完美曲線飲食計畫  

第六週 運動健健美  
透過同儕互相激勵，擬訂運動計畫，養

成每天規律的運動習慣  

第七週 運動健健美  
透過同儕互相激勵，擬訂運動計畫，養

成每天規律的運動習慣  

第八週 運動健健美  
透過同儕互相激勵，擬訂運動計畫，養

成每天規律的運動習慣  

第九週 新生活計畫  
透過引導、分享與討論，檢討修正前五

週飲食與運動計畫，打造健康體位新生

活計畫，貫徹健康體位新生活運動  

第十週 新生活計畫  
透過引導、分享與討論，檢討修正前五

週飲食與運動計畫，打造健康體位新生

活計畫，貫徹健康體位新生活運動  

第十一週 有效運動  

1.學會正確使用體適能中心的方法  
2.實際操作體適能中心，透過器材身歷

其境感受運動的樂趣  
3.透過運動達成個人預期效果  

第十二週 有效運動  

1.學會正確使用體適能中心的方法  
2.實際操作體適能中心，透過器材身歷

其境感受運動的樂趣  
3.透過運動達成個人預期效果  

第十三週 有效運動  

1.學會正確使用體適能中心的方法  
2.實際操作體適能中心，透過器材身歷

其境感受運動的樂趣  
3.透過運動達成個人預期效果  

第十四週 有效運動  1.學會正確使用體適能中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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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際操作體適能中心，透過器材身歷

其境感受運動的樂趣  
3.透過運動達成個人預期效果  

第十五週 有效運動  

1.學會正確使用體適能中心的方法  
2.實際操作體適能中心，透過器材身歷

其境感受運動的樂趣  
3.透過運動達成個人預期效果  

第十六週 廣告停看聽  
從新聞案例中，學習媒體識讀，辨別減

肥廣告的可靠性，落實健康安全的消費

生活  

第十七週 廣告停看聽  
從新聞案例中，學習媒體識讀，辨別減

肥廣告的可靠性，落實健康安全的消費

生活  

第十八週 帥哥美女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與課堂參與 70％、期末成果發表 30％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故鄉進擊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造力, 行動力, 批判思考,  

學習目標： 
1.透過地理實察的操作與技能，熟悉校園周遭的多元風貌  
2.結合通論地理與鄉土歷史的發展，培養學生活用與分析的能力  
3.學習科技工具的使用，從地理學觀點出發察覺人與環境的互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實察的內涵與步驟  

第二週 新竹各時期的水利開發  
清末時期的汀甫圳及日治時期的水利建

設  

第三週 新竹各時期的水利開發  
清末時期的汀甫圳及日治時期的水利建

設  

第四週 建構空間與範圍  
地理實察前的準備工作—堡圖、衛星地

圖、等高線圖等疊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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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建構空間與範圍  
地理實察前的準備工作—堡圖、衛星地

圖、等高線圖等疊圖分析  

第六週 圳與道的地理實察  
十八尖山至頭前溪岸的沿途的水利設施

考察  

第七週 異質空間的介紹  
日治、美軍及台灣在新竹地區之戰備機

構的選擇與建置  

第八週 異質空間的介紹  
日治、美軍及台灣在新竹地區之戰備機

構的選擇與建置  

第九週 口述下的歷史變遷  
地理實察前的準備工作：一手資料的取

得--訪問的技巧  

第十週 口述下的歷史變遷  
地理實察前的準備工作：一手資料的取

得--訪問的技巧  

第十一週 訪問調查  實作—分組進行耆老的訪問  

第十二週 戰備設施的地理實察  
路線一：學校至光明新村；路線二：學

校至建美路大煙囪；路線三：學校至公

34  
第十三週 傳統的再造  鄉土的文字記錄判讀、習俗演變傳統  

第十四週 傳統的再造  鄉土的文字記錄判讀、習俗演變傳統  

第十五週 文青與學霸  演講—彭瑜亮（暫定）  

第十六週 鄉土文學的地理實察  吳濁流故居探訪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  學生分享與作品觀摩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學生分享與作品觀摩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 20%、實察手冊 50%、期末報告 3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闖通關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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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造力,  

學習目標： 
利用 eTesting 線上英語檢測系統及桌遊等相關活動引導學生熟悉各種語言情

境、練習語言考試答題技巧，並應用於日常生活情境中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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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簡介  
1.課程內容簡介  
2.破冰活動:學生簡要自我介紹、簡述參

加此課程的目的  

第二週 語言能力前測與分析  
介紹 Etesting 系統，學生登入系統實做

並進行前測  

第三週 認識語言檢定考試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瀏覽各項語言檢定

考試之官方網站，並以圖表方式呈現內

容  

第四週 聽力測驗練習  
聽力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Photographs / Question-Response / 
Conversations / Talks)  

第五週 聽力測驗練習  
聽力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Photographs / Question-Response / 
Conversations / Talks)  

第六週 聽力測驗練習  
聽力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Photographs / Question-Response / 
Conversations / Talks)  

第七週 聽力測驗練習  
聽力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Photographs / Question-Response / 
Conversations / Talks)  

第八週 聽力測驗練習  
聽力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Photographs / Question-Response / 
Conversations / Talks)  

第九週 閱讀測驗  

閱讀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Incomplete Sentences / Text Completion 
/  
Reading Comprehension)  

第十週 閱讀測驗  

閱讀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Incomplete Sentences / Text Completion 
/  
Reading Comprehension)  

第十一週 閱讀測驗  

閱讀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Incomplete Sentences / Text Completion 
/  
Reading Comprehension)  

第十二週 閱讀測驗  

閱讀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Incomplete Sentences / Text Completion 
/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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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閱讀測驗  

閱讀題型答題技巧與練習  
(Incomplete Sentences / Text Completion 
/  
Reading Comprehension)  

第十四週 英檢能力後測與分析  模擬試題練習  

第十五週 英檢能力後測與分析  模擬試題練習  

第十六週 英檢能力後測與分析  模擬試題練習  

第十七週 英檢能力後測與分析  模擬試題練習  

第十八週 英檢能力後測與分析  模擬試題練習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與課堂參與 40％；課堂實作成果 50％；期中、期末線上測驗 1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譯點通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問題解決,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對翻譯理論與技巧有初步的認識，並具有將英文句子譯為通順的中文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翻譯  翻譯定義及概念/譯事三難/理論實務  

第二週 認識翻譯  翻譯定義及概念/譯事三難/理論實務  

第三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四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五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六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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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八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九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一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二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三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四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五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六週 基本翻譯技巧  
七大類翻譯技巧(反面著筆、語態轉

換、增補重覆、刪減省略、語序調動、

詞性轉換、歸化異化)  

第十七週 翻譯實作  練習與應用翻譯技巧/分析作品  

第十八週 翻譯實作  練習與應用翻譯技巧/分析作品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學習單/期末測驗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桌遊創思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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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造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藉由各種益智或知識性桌遊，來訓練學生語文及推理認知思維能力。  
2. 以分享探討式來帶桌遊，增進學生自我表達能力。  
3. 透過活動分組，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情意氛圍。  
4. 透過各式桌遊累積自主設計桌遊的能力及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創意自介、拼圖分組  
介紹課程；進行拼圖分組；計分說明；

以創意形式來各組自我介紹  

第二週 創意自介、拼圖分組  
介紹課程；進行拼圖分組；計分說明；

以創意形式來各組自我介紹  

第三週 
關係類桌遊-說書人、實

話實說 2  

以關係類桌遊活絡小組內部，認識彼

此，提升小組運作動力，為後續課程競

賽作準備  

第四週 
關係類桌遊-說書人、實

話實說 2  

以關係類桌遊活絡小組內部，認識彼

此，提升小組運作動力，為後續課程競

賽作準備  

第五週 創造力思維與迷思  

淺談創造力一回事，打破創造力的迷

思，運用腦力激盪、型態矩陣及六頂思

考帽之方法訓練學生認知思維能力，以

小組方式進行  

第六週 創造力思維與迷思  

淺談創造力一回事，打破創造力的迷

思，運用腦力激盪、型態矩陣及六頂思

考帽之方法訓練學生認知思維能力，以

小組方式進行  

第七週 知識類桌遊-走過台灣  
本桌遊為臺灣本土研發之作品，透過此

桌遊促進學生對臺灣歷史的認識，並從

中了解桌遊規則，為研發桌遊提供想法  

第八週 知識類桌遊-走過台灣  
本桌遊為臺灣本土研發之作品，透過此

桌遊促進學生對臺灣歷史的認識，並從

中了解桌遊規則，為研發桌遊提供想法  

第九週 知識類桌遊-知識線  
本桌遊為世界地理概念之桌遊，透過此

桌遊運用已備之地理知識，透過桌遊方

式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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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知識類桌遊-知識線  
本桌遊為世界地理概念之桌遊，透過此

桌遊運用已備之地理知識，透過桌遊方

式進行互動  

第十一週 
小組期中報告：桌遊構

思初步發表  

期中設計出一份由建功高中為主題之桌

遊，以簡報方式報告桌遊的初步構思及

進度安排  

第十二週 
小組期中報告：桌遊構

思初步發表  

期中設計出一份由建功高中為主題之桌

遊，以簡報方式報告桌遊的初步構思及

進度安排  

第十三週 知識類桌遊-演化論  
本桌遊以生物為基礎，結合生物的演化

進行遊戲，利用對生物演化的認識激發  

第十四週 知識類桌遊-演化論  
本桌遊以生物為基礎，結合生物的演化

進行遊戲，利用對生物演化的認識激發  

第十五週 
校園密式逃脫版桌遊

(一)(二)  

校園版的密室逃脫，結合部份創思題目

與學科題型，似桌遊形式，小組競爭闖

關方式進行(註：內容含括語文思考、

人文社會及數學推理，範圍高一至高

二)  

第十六週 
校園密式逃脫版桌遊

(一)(二)  

校園版的密室逃脫，結合部份創思題目

與學科題型，似桌遊形式，小組競爭闖

關方式進行(註：內容含括語文思考、

人文社會及數學推理，範圍高一至高

二)  

第十七週 
小組期末報告：建功版

桌遊創思報告  

利用小組方式研發以建功高中為主題之

桌遊，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及創造思考，

設計出一份由建功高中為主題之桌遊，

以簡報方式報告設計理念及遊戲方式  

第十八週 
小組期末報告：建功版

桌遊創思報告  

利用小組方式研發以建功高中為主題之

桌遊，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及創造思考，

設計出一份由建功高中為主題之桌遊，

以簡報方式報告設計理念及遊戲方式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及學習態度 60％；期中報告 10％；期末報告 3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教育,  

 

五、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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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將教科書內容系統化整理，提示重點，使同學對於化學都能產生興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的組成  物質的分類  

第二週 物質的組成  原子與分子  

第三週 物質的組成  原子與分子  

第四週 物質的組成  原子量與分子量  

第五週 物質的組成  溶液  

第六週 原子結構與性質  原子結構  

第七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八週 原子結構與性質  原子中的電子排列  

第九週 原子結構與性質  元素性質的規律性  

第十週 原子結構與性質  元素週期表  

第十一週 化學反應  化學式及百分組成  

第十二週 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式與平衡  

第十三週 化學反應  化學計量 1  

第十四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五週 化學反應  化學計量 2  

第十六週 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中的能量變化  

第十七週 化學與能源  能量與能源的簡介  

第十八週 化學與能源  化石燃料  

第十九週 化學與能源  化學電池  

第二十週 化學與能源  其他能源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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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科書內容系統化整理，提示重點，使同學對於化學都能產生興趣  
2.學生能了解各物質的組成及分類，並進一步由其結構歸納出其性質的差異  
3.學生能了解溶液的濃度表示法、溶解度的關係及各項溶液的依數性質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反應規律  平衡化學反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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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物質反應規律  化學計量、限量試劑與產率計算  

第三週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化學能與其他形式能量之間的轉換  

第四週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影響反應熱的因素  

第五週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反應熱的加成性定律  

第六週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反應熱的加成性定律  

第七週 能量的形式與轉換  莫耳燃燒熱、莫耳生成熱  

第八週 氣體  理想氣體  

第九週 氣體  氣體三大定律  

第十週 氣體  道耳頓分壓定律  

第十一週 氣體  理想氣體與真實氣體  

第十二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三週 
物質的形態、性質及分

類  
常見物質的鑑定方法與原理  

第十四週 
物質的形態、性質及分

類  
液晶的形態與性質  

第十五週 水溶液中的變化  莫耳分率  

第十六週 水溶液中的變化  影響氣體溶解度的因素  

第十七週 水溶液中的變化  離子沉澱反應  

第十八週 水溶液中的變化  拉午耳定律  

第十九週 水溶液中的變化  溶液的依數性質  

第二十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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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科書內容系統化整理，提示重點，使同學對於化學都能產生興趣  
2.學生能了解各物質的組成及分類，並進一步由其結構歸納出其性質的差異  
3.學生能了解不同化學反應之間的差異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能階概念  

第二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波耳氫原子模型及氫原子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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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多電子原子的電子與其軌域  

第四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量子數  

第五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原子的電子組態的填入規則  

第六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元素的電子組態和性質  

第七週 
物質的形態、性質及分

類  
元素的分類  

第八週 
物質的形態、性質及分

類  
化學鍵的特性-離子鍵  

第九週 
物質的形態、性質及分

類  
化學鍵的特性-共價鍵、金屬鍵  

第十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混成軌域  

第十一週 段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二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價鍵理論  

第十三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單鍵與多鍵  

第十四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VSEPR  
第十五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鍵極性、鍵偶極與極性分子  

第十六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分子間作用力  

第十七週 化學反應速率與平衡  反應速率定律式  

第十八週 化學反應速率與平衡  碰撞學說  

第十九週 化學反應速率與平衡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第二十週 段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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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了解各物質的組成及分類，並進一步由其結構歸納出其性質的差異  
2.學生能了解各類化學反應的特性及差異，如:酸鹼反應、沉澱反應、氧化還

元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定比定律、倍比定律、質量守恆定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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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原子說  

第二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元素週期表的規律性、物質三相圖  

第三週 
能量的形式、轉換及流

動  
放熱反應、吸熱反應  

第四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物質的分離與鑑定  

第五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化學鍵的特性  

第六週 物質系統  氣體基本性質  

第七週 物質的反應  莫耳與簡單的化學計量  

第八週 物質的反應  溶液種類與特性、體積莫耳濃度  

第九週 物質的反應  氧化與還原反應  

第十週 段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一週 物質的反應  常見氧化劑與還原劑  

第十二週 物質的反應  酸鹼反應  

第十三週 物質的反應  pH 值定義  

第十四週 物質的平衡及製造  化學反應速率與平衡  

第十五週 物質的平衡及製造  常見有機化合物的性質、製備及反應  

第十六週 
科學、科技、社會及人

文  
水的處理過程、生活中常見藥品  

第十七週 
科學、科技、社會及人

文  
酸雨成因、全球暖化成因  

第十八週 資源與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  

第十九週 資源與永續發展  新興能源、替代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第二十週 段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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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了解各物質的組成及，並進一步由其結構歸納出其性質的差異  
2.學生能了解各類化學反應的特性及差異，如:酸鹼反應、沉澱反應、氧化還

原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氫原子模型及光譜、原子的電子組態  

80



性  

第二週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性  
有機化合物的官能基與性質  

第三週 
能量的形式、轉換及流

動  
反應熱的性質及種類  

第四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物質的分離與鑑定  

第五週 物質的結構與功能  混成軌域、價鍵理論、VSEPR  

第六週 物質系統  氣體三大定律  

第七週 物質系統  道耳頓分壓定律  

第八週 物質的反應  化學反應產率  

第九週 物質的反應  理想溶液與拉午耳定律  

第十週 物質的反應  依數性質  

第十一週 物質的反應  氧化還原反應平衡、氧化還原滴定  

第十二週 物質的反應  電化電池及電池電動勢  

第十三週 物質的反應  電解與電鍍  

第十四週 物質的反應  弱酸與弱鹼的游離常數  

第十五週 物質的反應  酸鹼滴定  

第十六週 物質的反應  同離子效應與緩衝溶液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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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科學發展的歷程，讓學生除了加深加廣課程以外，可以接觸更多科學發

展的脈絡  
2.加強實作課程，可由加深加廣課程中，去發展學生實作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命的起源  地球的起源  

第二週 生命的起源  
神創說、無生源說、生源說的演變及矛

盾  

第三週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海洋  

第四週 生命的起源  由海洋登陸的生物演進  

第五週 細胞  細胞的發現  

第六週 細胞  細胞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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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細胞  細說「細胞學說」  

第八週 細胞  細說「細胞學說」  

第九週 細胞  原核生物及真核生物的細胞異同  

第十週 細胞  細胞模型的製作 I  

第十一週 細胞  細胞模型的製作 II  

第十二週 細胞  細胞模型的製作 III  

第十三週 細胞  細胞的觀察與紀錄 I  

第十四週 細胞  細胞的觀察與紀錄 II  

第十五週 染色體與細胞  染色體的發現  

第十六週 染色體與細胞  染色體學說  

第十七週 遺傳學的大事紀  孟德爾之前，所認知的遺傳  

第十八週 遺傳學的大事紀  遺傳學的發展及演進。  

第十九週 近代遺傳學  近代遺傳的發展與應用  

第二十週 近代遺傳學  近代遺傳的發展與應用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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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科學發展的歷程，讓學生除了加深加廣課程以外，可以接觸更多科學發

展的脈絡  
2.加強實作課程，可由加深加廣課程中，去發展學生實作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多樣的植物  植物的演化  

第二週 植物的分類與命名  藻類、蘚苔的簡介  

第三週 植物的分類與命名  蕨類、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的簡介  

第四週 植物的分類與命名  台灣常見的植物 I  

第五週 植物的分類與命名  台灣常見的植物 II  

第六週 植物的分類與命名  台灣常見的植物 III  

第七週 植物的分類與命名  植物的命名  

第八週 植物與生活  校園植物巡禮 I  

第九週 植物與生活  校園植物巡禮 II  

第十週 植物與生活  植物與食衣住行  

第十一週 植物與生活  植物與食衣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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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植物生理  光合作用  

第十三週 植物生理  光合作用  

第十四週 植物生理  呼吸作用  

第十五週 植物生理  呼吸作用  

第十六週 植物生理  植物的向性以及開花週期  

第十七週 植物生理  植物激素的作用  

第十八週 植物生理  植物激素的應用  

第十九週 植物生理  植物對抗逆境的機制  

第二十週 植物生理  現代農業的發展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充實生物相關知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不同的細胞具有不同的功能、形態及構

造  
原核細胞與真核細胞的差別  

第二週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ATP 是提供細胞生理作用所需能量的直

接來源  
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的能量轉換關係  

第三週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真核細胞的細胞週期包括間期與細胞分

裂期。  
真核細胞的細胞分裂  
有絲分裂的過程  

第四週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動物生殖細胞一般須經過減數分裂的過

程形成配子。  
多細胞生物的受精卵經由有絲分裂與細

胞分化的過程，形成不同類型的細胞  

第五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孟德爾遺傳法則中，性狀與遺傳因子之

關係  

第六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孟德爾遺傳法則的延伸  

第七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遺傳的染色體學說之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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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第八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性聯遺傳  

第九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遺傳物質為核酸  

第十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分子遺傳學的中心法則  

第十一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同一性狀具有不同表徵  

第十二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生物性狀的表徵比例會變動  

第十三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達爾文的演化理論  

第十四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共同祖先的概念對生物分類系統之影響  

第十五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演化證據對生物分類系統演變之影響  

第十六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在地球上的生物經演化過程而形成目前

的生物多樣性  

第十七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細胞學說的發展歷程  

第十八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孟德爾依據實驗結果推論遺傳現象的規

律性  

第十九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性染色體的發現  

第二十週 
演化與延續: 生殖與遺

傳、演化、生物多樣性  
演化觀念的形成與發展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熟悉地理技能  
2.認識地理系統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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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判讀地理資訊與地圖  地理學觀點  

第二週 判讀地理資訊與地圖  統計圖與統計地圖辨識  

第三週 判讀地理資訊與地圖  地理資料特性與儲存  

第四週 判讀地理資訊與地圖  地理資訊分析功能  

第五週 判讀地理資訊與地圖  地圖投影與時區  

第六週 段考週  複習  

第七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八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氣候要素,大氣環流,洋流  

第九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氣候類型  

第十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自然景觀帶  

第十一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水資源  

第十二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氣候與人類生活  

第十三週 段考週  複習  

第十四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五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地形三要素:營力的種類  

第十六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地形類型一:河流,海岸地形  

第十七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地形類型二:冰河,風成地形  

第十八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石灰岩地形,地形與等高線的關係  

第十九週 
認識氣候與地形兩大系

統  
地形與人類生活  

第二十週 段考週  複習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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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立足台灣至關懷全球，並以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來探討區域特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中國大陸的環境  中國大陸的自然環境  

第二週 中國大陸的近代發展  中國大陸的人口與經濟發展  

第三週 
大洋洲與兩極區的自然

環境  
大洋洲與兩極地區  

第四週 南島語系的文化特色  南島語族原住民文化特色與文化資產  

第五週 東北亞的自然環境  季風亞洲（一）東北亞  

第六週 
東南亞與南亞的自然環

境  
季風亞洲（一）東南亞與南亞  

第七週 台灣與他國的交流  
台灣與其他季風亞洲區的文化交流與產

業發展  

第八週 台灣與他國的產業交流  台灣與其他季風亞洲區的產業發展關聯  

第九週 西亞與北非的環境  西亞與北非  

第十週 國際移工在台灣  穆斯林在台灣  

第十一週 認識世界各地理區  漠南非洲的公平交易議題  

第十二週 認識世界各地理區  歐洲與俄羅斯的結盟議題  

第十三週 認識世界各地理區  北美洲的移民與產業活動  

第十四週 認識世界各地理區  南美洲熱帶雨林的開發與保育  

第十五週 認識世界各地理區  日常用品的製造國與其隱含的地理意義  

第十六週 認識台灣  台灣地名的由來與演變  

第十七週 認識台灣  台灣的環境與族群發展  

第十八週 認識台灣  台灣的農業生產與特色  

第十九週 認識台灣  食物運銷與國際貿易  

第二十週 認識台灣  飲食文化與基改食物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重視學生自主探究與小組合作學習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GIS 的應用  地圖技能與地理資訊統的應用  

第二週 地圖的判讀  地圖的判讀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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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氣候  氣候要素與氣候系統的應用  

第四週 地形  地形營力與人類生活的影響  

第五週 人口  人口動態與環境負載力  

第六週 聚落  聚落系統的發展與交通體系的影響  

第七週 都市  都市機能與城鄉關係  

第八週 經濟產業  傳產的變遷與發展  

第九週 區域體系  區域的發展與體系的反思  

第十週 台灣經濟的發展  台灣經濟發展與世界的牽連  

第十一週 國家發展  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第十二週 東西文化的交流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發展  

第十三週 
東南亞國協的對外關係 
東南亞國協的挑戰  

東南亞國協的挑戰  

第十四週 環境永續發展  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永續  

第十五週 全球化  產業發展與地緣政治  

第十六週 東方主義的發展  伊斯蘭社會的紛爭與合作  

第十七週 西方文化圈的發展  西方文化圈的形成與特色  

第十八週 美國的挑戰  美國發展的前景與挑戰  

第十九週 南方經濟圈  南方區域的環境背景與優勢  

第二十週 全球化與在地化  全球化的貢獻與挑戰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建立學生的價值判斷，培育良好的科學態度和理性素養，使其熟悉科學方

法，提升其理性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啟發學生在科學創造和應用上的潛在能力  
3.加深加廣學生對物理問題的解析深度，訓練解題的邏輯與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緒論與測量  物理學簡介 /物理量的單位  

第二週 物質的組成  物質由原子組成 /原子與原子核的組成  

第三週 物體的運動  
物體運動的軌跡（位置、位移、速度、

加速度的意義）  

第四週 物體的運動  牛頓運動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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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物體的運動  牛頓運動定律  

第六週 物體的運動  克卜勒行星運動定律  

第七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八週 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重力─萬有引力定律  

第九週 電與磁的統一  電磁力 /強力與弱力  

第十週 電與磁的統一  電流的磁效應  

第十一週 電與磁的統一  電磁感應  

第十二週 波  波的性質(波速﹑頻率與波長)  

第十三週 波  波的各種現象  

第十四週 波  光  

第十五週 能量  功與能量的形式  

第十六週 能量  能量轉換的關係  

第十七週 量子現象  
核能與核能發電 / 能源的有效利用與

節能 /  
波粒二象性(量子論的開端)  

第十八週 量子現象  波粒二象性(光電效應)  

第十九週 量子現象  原子光譜  

第二十週 淺談宇宙學  
星球觀測與哈伯定律 /宇宙的起源與演

化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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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的價值判斷，培育良好的科學態度和理性素養，使其熟悉科學方

法，提升其理性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啟發學生在科學創造和應用上的潛在能力  
3.加深加廣學生對物理問題的解析深度，訓練解題的邏輯與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自然界的尺度與單位  
說明測量與不確定度  
了解物理量的因次  

第二週 直線運動  
討論直線運動:  
位移 / 速度與速率 / 加速度 / 運動函

數關係圖  

第三週 直線運動  等加速運動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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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落體運動 / 靜止落下的物體運動 / 
鉛直上拋運動  

第四週 平面運動  

瞭解相對運動  
說明平面向量之意義、分解與合成  
說明平面運動速度及加速度及相關物理

量  

第五週 平面運動  
說明拋體運動  
平拋運動 / 斜拋運動  

第六週 等速率圓周運動  
說明等速率圓周運動  
了解角速度的定義  
了解向心加速度的定義  

第七週 移動平衡  
說明力的測量  
說明力的向量性質與力的合成分解  
說明移動平衡的條件。移動平衡  

第八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九週 轉動平衡  說明力矩的定義及轉動平衡的條件  

第十週 靜力平衡  
說明靜力平衡的條件  
了解靜力學應用實例  

第十一週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了解慣性與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說明慣性坐標系的定義  

第十二週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說明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應用  

第十三週 牛頓運動定律  能應用牛頓運動定律解決力學問題  

第十四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五週 等速圓周運動  
知道向心力造成向心加速度  
知道向心力與速度、角速度、及週期之

關係  

第十六週 簡諧運動  
知道簡諧運動的定義  
了解簡諧運動的特性  

第十七週 簡諧運動  
認識彈簧振動、小角度單擺擺動等簡諧

運動  

第十八週 萬有引力定律  
萬有引力定律的說明  
地球表面的重力與重力加速度  

第十九週 行星與人造衛星  行星與人造衛星的運動  

第二十週 克普勒行星定律  
以圓周運動為例說明如何由萬有引力定

律推論出克卜勒定律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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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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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的價值判斷，培育良好的科學態度和理性素養，使其熟悉科學方

法，提升其理性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啟發學生在科學創造和應用上的潛在能力。  
3.加深加廣學生對物理問題的解析深度，訓練解題的邏輯與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動量  
定義動量與衝量，並說明其與作用力之

間的關係  

第二週 動量守恆定律  了解質點系統的動量守恆定律及其應用  

第三週 質心運動  
質點系統質心的定義  
質心速度、質心加速度及系統總動量及

其所受外力的關係  

第四週 角動量  
定義單一質點的角動量並說明其與作用

力矩之間的關係及角動量守恆定律  

第五週 功  
了解功的定義  
知道怎樣計算定力與變力所作的功。  

第六週 動量與功能原理  
定義動能  
證明外力作功之總和等於質點動能之變

化量  

第七週 功與功率  平均功率和瞬時功率的定義和求法  

第八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九週 位能  
說明位能的定義  
說明保守力的定義  

第十週 重力位能  
了解物體的重力位能是其位置的函數  
了解重力對物體作功而使其重力位能改

變  

第十一週 彈力位能  

了解彈簧的彈性位能是其長度變化量的

函數  
了解彈簧回復力對物體作功而使其彈性

位能改變  
知道彈性位能的形式為 1 2 kx2  

第十二週 力學能守恆  
說明力學能守恆定律，並舉力學能守恆

的實例  

第十三週 力學能守恆  力學能守恆的實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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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五週 碰撞  

說明一維空間的碰撞理論  
知道碰撞過程中系統總動量守恆  
了解碰撞分為彈性碰撞、非彈性碰撞、

完全非彈性碰撞  

第十六週 碰撞  說明二維空間的碰撞理論  

第十七週 熱與溫度  
絕對溫度的觀念和絕對溫度與理想氣體

性質的關係  

第十八週 理想氣體方程式  絕對溫度及理想氣體狀態方程式。  

第十九週 氣體動力論  

以牛頓力學定律應用到理想氣體動力

論，推導出氣體壓力及體積與內能的定

量關係  
推導理想氣體的內能與絕對溫度成正比

的關係  

第二十週 氣體動力論  
推導氣體溫度與平均動能的關係  
了解氣體方均根速率與溫度的關係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建立學生的價值判斷，培育良好的科學態度和理性素養，使其熟悉科學方

法，提升其理性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啟發學生在科學創造和應用上的潛在能力  
3.加深加廣學生對物理問題的解析深度，訓練解題的邏輯與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熱學  
熱平衡與溫度 /熱量、熱容量與比熱 /
物質的三態變化  

第二週 熱學  焦耳實驗與熱功當量 /熱膨脹  

第三週 熱學  理想氣體方程式 /氣體動力論  

第四週 波動  
波的傳播 /力學波 /週期波 /繩波的反

射與透射  

第五週 波動  
波的重疊 /駐波 /惠更斯原理 /水波的

反射與折射  

第六週 波動  水波的干涉與繞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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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八週 聲波  聲波的傳播 /聲波的共鳴 /基音與泛音  

第九週 幾何光學  光的反射與平面鏡  

第十週 幾何光學  拋物面鏡與球面鏡  

第十一週 幾何光學  光的折射 /全反射  

第十二週 幾何光學  薄透鏡成像  

第十三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四週 物理光學  光的波動說  

第十五週 物理光學  光的干涉  

第十六週 物理光學  光的繞射  

第十七週 靜電學  電的發現及其特性 /庫侖定律  

第十八週 靜電學  電力線與電場  

第十九週 靜電學  電位能與電位  

第二十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提升學生英文閱讀力  
2. 以英文為媒介，增進學生國際觀  
3. 使學生熟悉新聞的 heading 書寫，以及其主要書寫結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本課程之教學內容、評量、作業、

成績計算  

第二週 新聞英文介紹  
介紹新聞英文標題的書寫方式及其書寫

結構  

第三週 新聞英文主題探究  
探究各類新聞英文之書寫：政治、社

會、娛樂、體育、藝文等  

第四週 新聞英文閱讀 1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五週 新聞英文閱讀 2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六週 新聞英文閱讀 3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七週 新聞英文閱讀 4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八週 新聞英文閱讀 5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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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新聞英文閱讀 6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十週 新聞英文閱讀 7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十一週 新聞英文閱讀 8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十二週 新聞英文閱讀 9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十三週 新聞英文閱讀 10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十四週 新聞英文閱讀 11  學會生字、書寫摘要、閱讀相關報導  

第十五週 新聞撰寫-草稿  訂好主題，撰寫新聞  

第十六週 新聞撰寫-校稿  小組 peer review 協助 editing 工作  

第十七週 影像錄製  小組分組錄影  

第十八週 影像錄製  小組分組錄影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老師講評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提升語文能力優異的學生文藝創作之能力  
2、培訓學生參與文學獎之興趣及經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相見歡  自我介紹、課程說明  

第二週 名家經典欣賞詮釋  閱讀履歷報告一  

第三週 名家經典欣賞詮釋  閱讀履歷報告二  

第四週 得獎作品評析討論  年度文學獎介紹、討論  

第五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寫作技巧欣賞、創作一  

第六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寫作技巧欣賞、創作二  

第七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八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作品分享、討論一  

第九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作品分享、討論二  

第十週 名家經典欣賞詮釋  名家訪談‧筆記一  

第十一週 得獎作品評析討論  文學獎作品賞析一  

第十二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寫作技巧欣賞、創作三  

第十三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寫作技巧欣賞、創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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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期中考週  學生自主學習  

第十五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作品分享、討論三  

第十六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作品分享、討論四  

第十七週 名家經典欣賞詮釋  名家訪談‧筆記三  

第十八週 得獎作品評析討論  文學獎作品賞析四  

第十九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作品修正及發表一  

第二十週 創作技巧教學寫作  作品修正及發表二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在部定必修選文外，增廣各朝代經典文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相見歡  課程介紹  

第二週 先秦經典文選  先秦經典文選一  

第三週 先秦經典文選  先秦經典文選一  

第四週 先秦經典文選  先秦經典文選二  

第五週 先秦經典文選  先秦經典文選二  

第六週 先秦經典文選  先秦經典文選三  

第七週 先秦經典文選  先秦經典文選三  

第八週 漢魏經典文選  漢魏經典文選一  

第九週 漢魏經典文選  漢魏經典文選一  

第十週 漢魏經典文選  漢魏經典文選二  

第十一週 漢魏經典文選  漢魏經典文選二  

第十二週 唐宋經典文選  唐宋經典文選一  

第十三週 唐宋經典文選  唐宋經典文選一  

第十四週 唐宋經典文選  唐宋經典文選二  

第十五週 唐宋經典文選  唐宋經典文選二  

第十六週 唐宋經典文選  唐宋經典文選二  

第十七週 明清經典文選  明清經典文選一  

第十八週 明清經典文選  明清經典文選二  

第十九週 臺灣經典文選  臺灣經典文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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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臺灣經典文選  臺灣經典文選二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增廣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充實增廣並統整國語文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說明  

第二週 
文字形音義及文法修辭

研究  
字形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第三週 
文字形音義及文法修辭

研究  
字音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第四週 
文字形音義及文法修辭

研究  
字義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第五週 
文字形音義及文法修辭

研究  
六書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第六週 
文字形音義及文法修辭

研究  
詞語、成語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第七週 
文字形音義及文法修辭

研究  
基本詞性與文法結構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第八週 文學作品及作家認識  修辭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第九週 文學作品及作家認識  閱讀及欣賞作品的能力  

第十週 文學作品及作家認識  重要文學體裁的特質  

第十一週 文學作品及作家認識  重要文學的演變與流派  

第十二週 文學作品及作家認識  重要國學知識  

第十三週 文學作品及作家認識  重要作家的地位與成就  

第十四週 文學作品及作家認識  部定課綱文言文的內涵與特色  

第十五週 國學及文化體悟  
文化與生活實用的辨識與應用能力—書

信篇  

第十六週 國學及文化體悟  
文化與生活實用的辨識與應用能力—題

辭對聯篇  

第十七週 國學及文化體悟  
文化與生活實用的辨識與應用能力—婚

喪柬帖篇  

第十八週 國學及文化體悟  中國文化的體悟—論語孟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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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國學及文化體悟  中國文化的體悟—諸子篇  

第二十週 國學及文化體悟  中國文化的體悟—諸子篇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銜接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舊課綱國中升上高中銜接新課綱時，在資訊科中為弭平學習內容之落差，需

有國中至高中階段銜接，以補足中間不足之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語言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  

第二週 演算法  演算法與流程圖  

第三週 語言  C++開發環境與第一個程式  

第四週 程式設計  變數、資料型別與運算子  

第五週 月考週  月考  

第六週 演算法+程式設計  單向與雙向選擇結構  

第七週 演算法  多向選擇結構  

第八週 程式設計  多向選擇結構  

第九週 程式設計  多向選擇結構  

第十週 演算法+程式設計  迴圈結構 for  

第十一週 演算法  迴圈結構 while  

第十二週 程式設計  迴圈結構 while  

第十三週 程式設計  巢狀迴圈結構  

第十四週 演算法  巢狀迴圈結構  

第十五週 程式設計  巢狀迴圈結構  

第十六週 演算法  一維陣列  

第十七週 演算法  二維陣列  

第十八週 演算法+程式設計  二維陣列與迴圈  

第十九週 期末考週  期末考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由 4 個班原班上課，剩下 4 個班選擇其他增廣/補強

課程，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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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加強訓練計算能力並正確使用計算機  
2.能夠了解數學定義與定理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實數  
有理數化小數的特徵,無理數化小數的

估算  

第二週 實數  科學記號數字的運算  

第三週 式的運算  三次乘法公式  

第四週 式的運算  根式與分式的運算  

第五週 絕對值  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式  

第六週 指數  非負實數之小數或分數次方的意義  

第七週 實數的計算  算幾不等式,幾何平均數  

第八週 常用對數  log 的意義,常用對數與科學記號連結  

第九週 直線  斜率,點斜式,平行線與垂直線的方程式  

第十週 直線  
點到直線的距離,平行線的距離,二元一

次不等式  

第十一週 圓  圓的標準式  

第十二週 直線與圓  
圓的切線,圓與直線關係的代數與幾何

判定  

第十三週 多項式  綜合除法,除法原理  

第十四週 多項式  因式定理,餘式定理  

第十五週 一次函數  
一次函數圖形,數線上的分點公式與一

次函數求職  

第十六週 二次函數  
用配方法將二次函數化為標準式,二次

函數圖形,情境中的應用問題  

第十七週 三次函數  三次函數圖形特徵,對稱性  

第十八週 多項式  勘根定理  

第十九週 多項式不等式  一次不等式,二次不等式  

第二十週 多項式不等式  
已分解之高次不等式,連結多項式函數

的圖形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  

英文名稱：  

97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加強訓練計算能力並正確使用計算機  
2.能夠了解數學定義與定理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廣義角的三角比  廣義角和極座標  

第二週 廣義角的三角比  廣義角的三角比  

第三週 廣義角的三角比  廣義角的三角比  

第四週 廣義角的三角比  三角比的性質  

第五週 廣義角的三角比  三角測量  

第六週 
數列與級數，數學歸納

法  
數列級數  

第七週 
數列與級數，數學歸納

法  
級數求和公式  

第八週 
數列與級數，數學歸納

法  
遞迴關係  

第九週 
數列與級數，數學歸納

法  
數學歸納法  

第十週 一維、二維數據分析  一維數據分析  

第十一週 一維、二維數據分析  二維數據分析  

第十二週 一維、二維數據分析  二維數據分析  

第十三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集合  

第十四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有系統的窮舉法,樹狀圖  

第十五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加法原理,乘法原理  

第十六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取捨原理  

第十七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排列與組合  

第十八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二項式定理  

第十九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樣本空間與事件  

第二十週 排列組合，古典機率  古典機率性質與期望值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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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加強訓練計算能力並正確使用計算機  
2.能夠了解數學定義與定理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弧度量  弧度量的定義,弧長與扇形面積  

第二週 三角函數的圖形  
sin,cos,tan 函數的圖形,定義域,值域與週

期  

第三週 和差角公式  三角函數之和差角、倍角、半角公式  

第四週 正餘弦疊合  同頻波疊合後的頻率,振幅  

第五週 三角函數  統整複習(一)  

第六週 三角函數  統整複習(二)  

第七週 指數  
函數圖形,按比例成長或衰退的數學模

型  

第八週 指數運算  指數律,指數方程式  

第九週 對數  常用對數函數的圖形  

第十週 對數運算  對數律  

第十一週 對數應用  在科學和金融上的應用  

第十二週 指對數  統整複習(一)  

第十三週 指對數  統整複習(二)  

第十四週 平面向量  
座標平面上的向量係數積與加減,線性

組合  

第十五週 平面向量  正射影與內積,面積與行列式  

第十六週 平面向量運算  向量平行與垂直判斷,科西不等式  

第十七週 矩陣  
定義方陣符號及其乘以向量的線性組合

意涵  

第十八週 矩陣運算  
克拉瑪公式,方程組唯一解,無解,無窮多

解的情況  

第十九週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統整(一)  

第二十週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統整(二)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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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能加強訓練計算能力並正確使用計算機  
2.能夠了解數學定義與定理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3.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空間概念  
空間的基本性質,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
直線與平面的關係  

第二週 空間概念  兩面角,三垂線定理  

第三週 空間座標系  點座標,兩點距離,點到線或平面的投影  

第四週 空間向量  正射影,內積,外積,科西不等式  

第五週 空間向量  三階行列式,平行六面體體積  

第六週 空間向量  單元概念統整  

第七週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  空間中直線的參數式與比例式  

第八週 空間中的直線  點到線的距離,兩平行或歪斜線的距離  

第九週 平面方程式  
平面的法向量,標準式,兩平面夾角,點到

面的距離  

第十週 空間中的直線與平面  直線與平面的關係判斷  

第十一週 空間中的直線與平面  單元概念統整  

第十二週 矩陣  定義,運算,矩陣乘法,反方陣  

第十三週 矩陣列運算  三元一次聯立方程組求解  

第十四週 矩陣的應用  平面上的線性變換  

第十五週 矩陣的應用  二階轉移方陣  

第十六週 矩陣  單元概念統整  

第十七週 條件機率  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應用  

第十八週 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的定義及其應用  

第十九週 貝氏定理  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  

第二十週 機率  單元概念統整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加強訓練計算能力與解題過程  
2.能夠了解數學定義與定理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3.能增進對問題的理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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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函數  
對應關係,圖形的對稱關係(奇偶性),凹
凸性的意義,反函數之數式演算與圖形

對稱關係,合成函數  

第二週 函數的極限  
認識函數的連續性,函數極限的運算性

質絕對值函數和分段定義函數  

第三週 函數的極限  介值定理,夾擠定理  

第四週 微分  導數與導函數的極限定義,切線與導數  

第五週 微分公式  微分基本公式及係數積和加減性質  

第六週 導函數  多項式函數及簡單代數函數之導函數  

第七週 導函數  
連鎖律,高階導數,函數的單調性與凹凸

性判定  

第八週 數列的極限  數列的極限,極限的運算性質,夾擠定理  

第九週 數列的極限  牛頓求根法  

第十週 無窮等比級數  無窮等比級數  

第十一週 黎曼和  黎曼和與定積分的連結  

第十二週 積分  多項式函數的反導函數與不定積分  

第十三週 定積分  定積分在面積,位移,總變化量的意義  

第十四週 積分  微積分基本定理  

第十五週 積分的應用  連續函數值的平均,圓的面積,球的體積  

第十六週 積分的應用  切片積分法,旋轉體體積  

第十七週 隨機變數  期望值,變異數與標準差  

第十八週 隨機變數  獨立性,伯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第十九週 二項分布  二項分布的性質與參數  

第二十週 幾何分布  幾何分布的性質與參數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加強訓練計算能力與解題過程  
2.能夠了解數學定義與定理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3.增進對問題的理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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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複數  複數平面,複數的極式  

第二週 複數運算  複數四則運算與絕對值及其幾何意義  

第三週 隸美弗定理  隸美弗定理,複數的 n 次方根  

第四週 複數與方程式  
方程式的虛根,實係數方程式虛根成對

性質  

第五週 拋物線  拋物線定義與標準式  

第六週 拋物線  拋物線的應用  

第七週 橢圓  橢圓定義與標準式  

第八週 橢圓  橢圓的應用  

第九週 橢圓  橢圓的參數式  

第十週 雙曲線  雙曲線的定義與標準式  

第十一週 雙曲線  雙曲線的應用  

第十二週 多項式、三角函數  統整複習  

第十三週 指對數、向量  統整複習  

第十四週 數據分析、排列組合  統整複習  

第十五週 機率、矩陣  統整複習  

第十六週 空間中的直線與平面  統整複習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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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以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提供學生在實際生活和學習相關學科方面所需的數學知識  
3.統整高中所學數學概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與式  分式與根式運算,乘法公式  

第二週 數與式  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式  

第三週 直線  直線方程式  

第四週 圓  圓的標準式,直線與圓的關係  

第五週 多項式  除法原理,因式定理,餘式定理,勘跟定理  

第六週 多項式  一次,二次,三次函數圖形特徵  

第七週 多項式  解方程式與不等式  

第八週 廣義角  廣義角的三角比,直角坐標與極座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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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第九週 三角比的性質  正餘弦定理  

第十週 數列  等差/等比/遞迴數列  

第十一週 級數  求和公式  

第十二週 數據分析  一維數據分析  

第十三週 數據分析  二維數據分析  

第十四週 邏輯  集合  

第十五週 計數原理  加法/乘法/取捨原理  

第十六週 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  

第十七週 機率  機率  

第十八週 統整複習  統整複習  

第十九週 統整複習  統整複習  

第二十週 統整複習  統整複習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增廣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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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以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提供學生在實際生活和學習相關學科方面所需的數學知識  
3.統整高中所學之數學概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三角函數  弧度角度轉換,扇形弧長與面積  

第二週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圖形與正餘弦的疊合  

第三週 三角函數  和差角,倍角,半角公式  

第四週 指數  指數律,指數函數圖形  

第五週 對數  對數律,對數函數圖形  

第六週 指對數  應用  

第七週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內積,正射影  

第八週 平面向量  科西不等式  

第九週 平面向量  空間概念,空間坐標系,三垂線定理  

第十週 平面向量  內積,外積,三階行列式  

第十一週 空間中的直線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  

第十二週 空間中的平面  平面方程式,直線與平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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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矩陣  矩陣運算,乘法,反方陣  

第十四週 矩陣應用  線性變換,轉移矩陣  

第十五週 條件機率  貝氏定理  

第十六週 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的定義及應用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補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習歷史的正確方法與態度，藉由對歷史問題的探討提升學生的歷史思

維能力  
2.使學生理解各種文化在中國史上的傳入與融合情形，建立對多元文化包容的

正確態度  
3.激發學生對歷史學科的興趣，以擴大視野，充實內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史前時代  
1.了解新石器革命的特徵與文化成就  
2.了解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

之考古遺跡的特色  

第二週 夏商周  

1.了解三代—夏、商、西周的興衰過程  
2.了解西周初年大行封建的背景與性

質，以及封建體制下各階層的權利義務

與生活情形  
3.了解西周封建體制下之宗法制度與禮

樂制度的內容與意義  

第三週 夏商周  

1.了解春秋戰國時期，從諸侯爭霸走向

軍國主義及封建崩潰郡縣形成的過程  
2.了解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流動情形  
3.了解經濟的轉變及農工商業的發展  

第四週 夏商周  

1.了解諸子百家的形成背景  
2.了解諸子百家中之重要學派的代表人

物、主張、影響及歷史意義  
3.了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的過程  
4.了解秦漢時代下政府的規模及政治的

演變情形  

第五週 秦漢  1.了解大一統帝國形成後的對外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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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民族的關係  
2.了解秦漢時期的學術主流及演變  
3.了解秦漢時期的教育體制  

第六週 秦漢  
1.了解秦漢時期農工商業的發展  
2.了解秦漢時期人民的生活情形  
3.了解秦漢時期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第七週 秦漢  1.了解秦漢時期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第八週 魏晉南北朝  
1.了解東漢末年至隋代，歷史發展由分

裂走向再統一的過程  
2.了解 400 多年大分裂時期的歷史特徵  

第九週 隋唐  

1.了解隋、唐盛世的始末及形成盛世的

各種背景  
2.了解唐代由盛轉衰的時間點、關鍵原

因及安史之亂的影響  
3.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胡人漢化的各種

現象與影響  
4.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人面對胡人政

權的反應及漢人胡化的現象、影響  

第十週 隋唐  

1.了解道教的創立與傳播過程  
2.了解佛教的傳入及其中國化的過程、

成就與重要宗派  
3.了解自先秦至中古時期，中西文化交

流的路線與實質內容  
4.了解東亞文化圈形成的時代與內涵  

第十一週 宋元明  

1.了解宋代的立國國策及文人政治的實

行背景和情況  
2.了解宋代與遼、西夏、金三國的關係

演變  

第十二週 宋元明  
1.了解中國的皇權擴張原因及趨勢。  
2.了解中國的農業成就及人口增減的原

因和趨勢  

第十三週 宋元明  

1.了解近代中國土地、稅制、貨幣的發

展歷史  
2.了解近代經濟中國海上交通的發展情

形  
3.了解近代貿易發展的原因與現象  

第十四週 宋元明  1.了解近代貿易發展的原因與現象  

第十五週 宋元明  
1.了解近代學術的源流及理論  
2.了解中國宗族組織的內涵、沿革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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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重要變化  
3.了解近代士紳的定義與功能、士紳社

會形成的背景以及影響  

第十六週 宋元明  

1.了解宋代以來，城市發展的面貌、規

模、數量與人口結構  
2.了解宋代以來，商業繁興對城市庶民

生活造成的影響  
3.城市庶民生活的內容如說唱表演、民

間戲曲、通俗小說等  
4.介紹近代中國主要的民間信仰  

第十七週 清  

1.了解 18 世紀後期以來，中國各地民

變四起的背景與原因  
2.了解太平天國的始末、立國精神、時

代意義、政教制度與失敗原因  
3.了解捻亂與回變的始末  
4.了解清代後期內部動亂所導致的影響

—包括地方勢力所獲得的政治、軍事優

勢  

第十八週 清  

1.了解 19 世紀中葉以前，清代對外的

基本國策及帝國主義國家亟欲打開中國

門戶的態度，並討論在此背景下衍生的

中、英問題  
2.了解鴉片戰爭發生的背景、過程、結

果、時代意義及戰後中外關係的轉變  
3.了解西力入侵後，對中國政治、經

濟、社會方面的影響及知識分子的反應  

第十九週 清  

1.了解自強運動的背景、內容、失敗的

原因及貢獻  
2.了解清末維新運動的時代背景、新政

的主要內容、失敗的原因探討及影響  
3.了解庚子後新政與立憲運動的主要內

容、失敗原因探討及影響  

第二十週 清  
1.了解革命運動的淵源與發展  
2.了解辛亥革命的背景、始末、成功的

原因與意義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補強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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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一、結合歷史知識與實際生活  
1.使歷史知識生活化，並提供學生實用知識  
2.養成鑑賞過去、現在身邊的人、事、物等社會與文化現象之能力  
二、培養人文關懷  
1.了解生活中的歷史，培養人文素養，激發對社會的關懷  
2.了解居住環境的過去與現在，能珍惜鄉土，進而思索自身與臺灣的未來發展  
三、擴展全球視野  
1.體驗不同國家、地域與文化，且理解其形成的歷史脈絡  
2.在全球化環境中，能跳脫國家或地域框架，多元理解事件與現象  
四、史料蒐集分析與溝通表達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國與政權分裂  民國建立與軍閥政治  

第二週 建國與政權分裂  北洋政府的對外關係  

第三週 建國與政權分裂  社會與文化的變遷  

第四週 從北伐到抗戰  北伐與訓政  

第五週 從北伐到抗戰  
1.國民政府成立致力軍事統一  
2.訓政與建設  

第六週 從北伐到抗戰  中日戰爭  

第七週 戰後復員與國共戰爭  勝利與行憲  

第八週 戰後復員與國共戰爭  國共戰爭  

第九週 戰後復員與國共戰爭  文革亂局與社會危機  

第十週 鄧小平與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的展開  

第十一週 鄧小平與改革開放  改革挫折與後續經濟發展  

第十二週 
中共外交政策與臺海兩

岸關係  
外交政策的轉變  

第十三週 上古文明  古代埃及與印度文明  

第十四週 歐洲文明的興起與發展  
1.古代希臘文明  
2.羅馬人的時代  

第十五週 歐洲文明的興起與發展  
1.基督教的誕生與傳布  
2.中古歐洲與東羅馬帝國  

第十六週 歐洲文明的興起與發展  
1.印度文明  
2.伊斯蘭文明  
3.東、西方的互動與中古歐洲的變革  

第十七週 近代伊斯蘭世界的擴張 鄂圖曼帝國與蒙兀兒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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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的興起  

第十八週 
近代伊斯蘭世界的擴張

與歐洲的興起  
文藝復興  

第十九週 
近代伊斯蘭世界的擴張

與歐洲的興起  
宗教改革運動  

第二十週 歐洲國家與海外探險  
1.西歐國家的發展  
2.海外探險與新舊大陸的接觸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補強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立足台灣、放眼中國以至關懷世界，並以人東亞文化交流進而到歐州文明的

交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華夏文明的誕生  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  

第二週 華夏文明的誕生  先秦思想的發展  

第三週 秦漢至隋唐文明的發展  學術思想與宗教  

第四週 秦漢至隋唐文明的發展  文化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  

第五週 唐、宋的文明新貌  學術思想和社會生活  

第六週 唐、宋的文明新貌  科技文明  

第七週 元明清三代的文明蛻變  中國近世的文化變遷  

第八週 元明清三代的文明蛻變  近世東亞的文化  

第九週 近現代文明挑戰與契機  中國文化的調適  

第十週 近現代文明挑戰與契機  東亞文化的新局  

第十一週 西方文明泉源  西亞文明  

第十二週 西方文明泉源  希臘、羅嗎的古典文明  

第十三週 基督教與中古歐洲  基督教世界的形成  

第十四週 基督教與中古歐洲  中古歐洲的宗教與文化  

第十五週 古典文明的復興與創新  復古與改革  

第十六週 古典文明的復興與創新  理性與啟蒙  

第十七週 現代思潮  文化思潮  

第十八週 現代思潮  社會經濟思潮  

第十九週 現代思潮  科學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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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現代思潮  美國精神  

備註： 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陸、 課程輔導諮詢實施與流程 

一、 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推動課程輔導諮詢實施原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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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校課程計畫書經各該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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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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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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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三年級)學生擬調整原規劃發展之進路者： 
(1) 先由導師進行瞭解及輔導，必要時，進一步與家長聯繫溝通。 
(2) 導師視學生需求向輔導處申請輔導，由專任輔導教師依學生性向、興

趣測驗結果，進行生涯輔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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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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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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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課程輔導諮詢實施原則流程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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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生涯規劃相關資料 

一、高中生涯輔導相關內容 
(一)自我探索 

1.心理測驗： 
(1)高一：興趣量表(大考中心出版)、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中國行為科學社

出版) 
(2)高三：學系探索量表(大考中心出版) 
2.個別晤談：並視需求提供諮詢、心理測驗或相關資訊。 
3.運用牌卡：藉由課程、小團體、個別晤談，運用牌卡，包含紅花卡、

生涯卡、能力強項卡、職業憧憬卡，引導學生探索個人期待、價值觀、

能力特質等。覺察並統整個人的經驗，轉化成為未來發展方向。 

否 

是 

是 

否 

課程說明會 
參加對象：學生、

家長、教師 

說明事項：學校課程

地圖、選課流程、課

程與升學進路關聯 

生涯是否定向 輔導教師或導師進

行生涯輔導 

課程諮詢教師

進行團體諮詢 

課程諮詢教師進行

個別或團體諮詢 

參考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 

參考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 

線上選課 

課程諮詢教師進行

個別或團體諮詢 

選課確認單 

課表確定 

結束 

參考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 

選課後是否需

要課程諮詢 

上課 

依其性向及

興趣測驗結

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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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合課程，運用禪繞畫、給未來的一封信、高二分組後見面禮活動

等，增進學生個人心理穩定成長。 
(二)連結學生環境中師長的助力 

1.親職知能：辦理生涯輔導家長講座，如高一選組家長說明會、高三升

學家長講座等，並提供家長諮詢，提供選組、升學資訊，增益親職知

能，以陪伴子女適性發展。 
2.生涯領航員制度：安排老師們認輔高三學生，以支持學生升學歷程中

各項抉擇的諮詢與準備。 
3.模擬面試安排：邀請鄰近大學教授、家長人力資源，安排模擬面試，

訓練學生口語表達能力，以及應對進退的面試禮儀。 
4.學長姐經驗分享：邀請學長姐分享選組、升學及就業經驗。 

(三)教育與職業資料探索： 
1.多元入學說明會：協助學生了解升學管道，並能善加運用。 
2.大學校系介紹講座：邀請各校系到校介紹特色，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3.一周一文刊物：提供升學、就業等新資訊，以及相關網路資源。 
4.產業趨勢講座：安排相關講座、鼓勵學生參加相關活動。 
5.提供營隊資訊：鼓勵學生參加。 
6.因應大學第二階段甄試準備：舉辦講座、及模擬面試，建立歷屆學長

姊備審資料檔案。 

二、相關測驗和班群關係 
(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名稱 組合 適合班群 
學業性向 語文推理、數學推理、圖形推理 文法商、數理資訊、生

物醫學 
理工性向 機械推理、空間關係、圖形推理 數理資訊、生物醫學 
文科性向 語文推理、中文詞語 文法商 

(二)大考中心興趣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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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學群與班群間的關係 
 
 
 
 
 
 
 
 
 
 
 
 
 
 
 

四、大學學群、學類、學系 
生涯資訊站：以下網站可以讓你更了解大學多元入學/學校學群學系介紹等訊

息，請善加利用！！ 
(1)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http://www.ceec.edu.tw/ 
重點： 
a.提供學測、分科測驗、英聽的最新

消息。 
b.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系統。 
c.興趣量表、大學學系探索量表師測

及結果查詢。 

(2)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index.php 
重點： 
a.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簡章及校系分則。 
b.繁星推薦錄取及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

結果。 

(3)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s://www.uac.edu.tw/ 
重點： 
a.提供考試分發簡章及校系分則。 
b.下載專區可查詢歷年分數組合，做

為選填志願參考。 

(4) 大學招生委員會

http://www.jbcrc.edu.tw/ 
重點： 
a.提供特殊選才招生對象、方式、日程及

各校系辦理之相關資訊。 

(5)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

http://www.cape.edu.tw/ 
重點： 

(6)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https://www.jctv.ntut.edu.tw/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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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供美術、體育、音樂三項術科考

試之簡章、日程及各式申請表單。 
a.提供四技申請入學簡章及校系分則。 
b.第一階段通過最低篩選標準一覽表。 

(7)中央警察大學

https://www.cpu.edu.tw/bin/home.php 
重點： 
a.提供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 

(8)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https://www.tpa.edu.tw/ 
重點： 
a.提供招生簡章及歷屆考題等相關招生訊

息。 
(9)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https://rdrc.mnd.gov.tw/ 
重點： 
a.提供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及陸軍

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及空軍軍

官學校等招生訊息。 

(10)大學問 https://www.unews.com.tw/ 
重點： 
a.十八學群專區。 
b.大學校系介紹。 
c.查詢申請國外大學。 

(11)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https://ioh.tw/ 
重點： 
a.18 學群學長姐經驗談。 
b.升大學全攻略。 
c.海外留學/工作講座。 
 

(12)大學網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univ_depsearc
h.aspx 
重點： 
a.學校、學系、學群查詢。 
b.各式認識自己相關測驗。 
C.學測分數落點分析。 

(13)大學選才與高中育才系統 
https://collego.ceec.edu.tw/ 
重點： 
a. 大學選才：認識學群、認識學類、認識大學 
b. 高中育才：三年行動計畫、探索核心素養、探索領域學科、探索加深加廣課

程、探索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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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學生學習地圖(班群學習地圖) 

    學生於高一下學期末依個人興趣、興趣量表及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等結果適

性選擇班群就讀，依所對應學群之不同，規劃 A、B、C 班群之課程供學生選

擇，其高二、高三的學習地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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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升學進路 

一、升學考試與管道 
(一)考試： 

種類 時間 科目 方式 用途 備註 
 
學科能力 

測驗 

 

高三寒假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二年 

級依學生進路分數學A 與數學

B)、自然科學、社會等科目之 
必修學分。 

 

5 科選考 

繁星推薦、 

申 請 入 學 
與 分 發 入 
學參採 

 

 
分科測驗 

高三畢業 
後七月 

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各 
科目部定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 

7 科自由選 
考 

分發入學 
參採 

 

 

術科考試 

 

高三寒假 

音樂、美術、體育三項術科考 

試由「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 
合會」負責統一辦理，其餘由 
各校系自行辦理 

 
依專長報 
考 

申 請 入 學 
與 分 發 入 
學參採 

 

(二)管道：特殊選才、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 

發生時間 進路名稱 精神 內容 
 

高三上學期 
 
特殊選才 

增進學生來源多樣，招生有特殊才能、 
經歷、成就的學生，並顧及弱勢與大學 
所在區域之在地學生。 

依據特殊選才項目 
內容選才。 

高三下學期 
四月 

繁星推薦 強調平衡區域、城鄉就學機會，推動就 
近入學高中。 

依據在校成績選才 

高三下學期 
五月初至六月初 

 
申請入學 

強調適才適所，拔尖扶弱，參採學習歷 
程、多元表現或透過校系自辦甄試項目 
進行選才。 

依據學測(X)與綜合 
學習表現(P)選才 

高三畢業後 
八月 

分發入學 強調簡單一致，僅採計入學考試成績， 
直接分發。 

依據學測、選考(或 
術科)等成績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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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拾壹、彈性學習時間之規劃（含「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 目的 

依學生適性發展需求與本校高中特色發展條件，規劃安排本校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

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期能透過行政處室分工安排，使學生能在

教師指導下，擬定與完成自主學習計畫、適性參與學校培訓或充實補強課程，體驗校本

特色活動，特訂定此實施計畫，說明自主學習實施、管理與輔導及處室分工相關事宜。 

二. 實施方式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每週 2-3 節彈性學習時間，本校每週規劃 3 節彈性學習時間。高一、

高二、高三學生彈性學習依不同學習目標，分增廣/補強教學、學校特色活動/選手培訓、

自主學習三種類型分別規劃，相關事宜分述如下： 

(一)高一彈性學習時間： 

1. 增廣/補強教學：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則依規定申

請自主學習。 

2. 學校特色活動/選手培訓課程：以學期為單位每週兩節，並依規劃內容分別安置

學生及配排指導教師。選手培訓則以抽離方式辦理，抽離時名單由業務單位知會

彈性學習時間指導教師。 

(二)高二彈性學習時間： 

1. 增廣/補強教學：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隔週連排)，未選擇增廣/補強之學生，

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2. 學校特色活動/選手培訓課程：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隔週連排)，並依規劃內

容分別安置學生及配排指導教師。選手培訓則以抽離方式辦理，抽離時名單由業

務單位知會彈性學習時間指導教師。 

3. 自主學習：搭配校訂必修課程，學生以學期為單位於固定時間每週一節。 

(三)高三彈性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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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廣教學：以學期為單位每週兩節，並以班級為單位自行挑選增廣學習之科目

兩科，未選擇增廣之學生，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2. 選手培訓：以學期為單位每週一節，並依規劃內容分別安置學生及配排指導教師。

選手培訓則以抽離方式辦理，抽離時名單由業務單位知會彈性學習時間指導教師，

學生若未參加選手培訓，則依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四)出缺勤管理：學生彈性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由學務處主責，參與課程學生名單由

各教學或活動主辦處室統整交生輔組進行出缺勤管理作業，學生須依據本校「學生

請假暨缺曠規則」辦理請假事宜。 

(五)學生彈性學習時間之場地與指導教師安排由主辦處室協商安排後公告。除整學期計

列教學節數之課程，其它彈性學習教師鐘點費之核支依實際授課情況，由主辦處室

提行政會報確認後，教學組統一造冊，按月支給。 

(六)學生彈性學習時間為課綱規定各校課程計畫必要之安排，學校行政須擔負師資配排

之權責，教師有擔任授課或指導之義務。 

類別/年級 高一上 高一下 高二上 高二下 高三上 高三下 

充實(增廣)

課程 

國文增廣 

化學增廣 

物理增廣 

地理增廣 

國文增廣 

化學增廣 

物理增廣 

地理增廣 

國文增廣 

化學增廣 

物理增廣 

生物增廣 

地理增廣 

國文增廣 

化學增廣 

物理增廣 

生物增廣 

地理增廣 

國文增廣 

英文增廣 

數學增廣 

化學增廣 

物理增廣 

生物增廣 

地理增廣 

國文增廣 

英文增廣 

數學增廣 

化學增廣 

物理增廣 

生物增廣 

地理增廣 

補強性課程 
數學補強 

歷史補強 

數學補強 

歷史補強 

數學補強 

歷史補強 

數學補強 

歷史補強 

數學補強 

歷史補強 

數學補強 

歷史補強 

 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一、目的 

(一)為發揮學生「自發」規劃學習內容精神 
(二)確保「學生自主學習」精神的保障與作法之可行 
(三)發展本校學生學習特色和銜接學生升學進路 

二、原則及申請方式 
    (一)學生於就學三年內至少需完成 18 節之自主學習，且在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執行完

畢。 
    (二)學生自主學習前，應先完成自主學習先備知能，習得有效學習及擬訂學習計畫的基

本知能。 
    (三)學生自主學習，需依學校規定時間提出申請，申請應填具「附件 1」格式之「學生

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內容包括「學習主題、學習目標、學習方法與策略、進度監

控、成果發表及所需設備」等，經指導教師及教務處審查通過並取得家長同意。 
    (四)學生自主學習可以參考附件 1 之學習主題選擇學習活動，由學校安排教師指導，教

師指導之學生每班別以 12-30 人為原則，並依實際狀況彈性調整。 

    (五)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得搭配學習成果報告或展示，依所規劃之自主學習計畫，以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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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年度為單位，公開學習成果、檢核相關績效。 
三、 學生自主學習場地規劃 

(一)學校辦理學生自主學習前，由圖書館負責盤點可供使用之場域及資源設備，並列表  

統計，以利場地安排及出缺勤管理規劃。茲舉例如下： 

功能規劃 地點 間數/每間座位 最大容納人數 輔導管理人數 

安靜閱讀區一 圖書館閱二 1/90(4-6人一組) 90  

低噪音討論區

一 

圖書館閱一 1/90(4-6人一組) 90  

低噪音討論區 圖書館陽光閱讀

區 

1/40(4人一組) 40  

視聽學習區 圖書館公播室 1/40 40  

資料檢索區 圖書館公用電腦 1/8 8  

團體討論區 討論室一 1/20 20  

團體討論區 討論室二、三 2/10 20  

學生原座位 各班教室 4/40 160  

其它 校園各場所 依可支援情況 視情況  

(二)學生自主學習所需之資訊設備、圖書和使用空間，應由相關處室統一協調，並依校 

內相關規定借用。若進行線上及數位學習，則由學生自備載具及網路。 

(三) 學生自主學習場域，以校內為原則；由圖書館依學生學習型態及需求，分配學生  
自主學習場地、設備之使用，並得以輪調方式，發揮資源利用效益與公平性。 

四、輔導管理 
    (一)學校得視學生自主學習需要，排定指導教師執行以下任務： 

1. 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 
2. 負責學生自主學習點名與通報，環境維護，定期檢視學生學習記錄與了解學生自主

學習進度。 
3. 協助辦理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檢核學生自主學習成果是否完成。 
4. 指導教師可提供學生諮詢。 

    (二)學生自主學習，出缺勤管理、教室管理以及作息時間，均比照一般課程。 
(三)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得於指導教師協助下，列入學生學習成果歷程檔案。 
(四)學生自主學習若有違反校規情事者，依情節內容按校規處理。 

五、自主學習依據課綱規定不列計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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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學生 
資料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學習 
主題 

□數理科技  □社會人文  □專題研究   □藝文創作   □志工服務 

□競賽準備   □實做體驗   □課程延伸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學習 
環境 
需求 

□低噪音自習(筆電)  □安靜閱讀    □小組討論區   □視聽學習區 

□電腦資料檢索      □一般教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 
目標 

具體明確 
 
 
 

學習 
方法

或 
策略 
概述 

描述重點： 
學習資源或教材 
個人或小組學習 
增強學習效果、掌握進度、自我激勵、督促等的具體方法或策略 
 
 
 

學 
習 
內 
容 
規 
劃 

週次 實施內容與進度  

1  

2  

3  

4  

5  

6  

7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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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18 完成學習成果紀錄表、參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學生 
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申請受理情形（除申請使用其它場地外，以下申請同學免填） 
指導教師簽章 空間設備管理人簽章 受理日期 編 號 

 

(若使用非圖書館之其他處室或場地，請同
學先行將申請書送給該場地負責人核章) 

  

 

承辦人員核章 課務組長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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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 

學生 
資料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學習 
主題 

□數理科技  □社會人文  □專題研究   □藝文創作   □志工服務 

□競賽準備   □實做體驗   □課程延伸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學習 
環境 
需求 

□低噪音自習(筆電)  □安靜閱讀    □小組討論區   □視聽學習區 

□電腦資料檢索      □一般教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 
目標  

學習 

成果 

記錄 

週次 實施內容與進度  自我檢核 指導教師確認 

1  
□優良□尚可 

□待努力 
 

2  
□優良□尚可 

□待努力 
 

3  
□優良□尚可 

□待努力 
 

4  
□優良□尚可 

□待努力 
 

5  
□優良□尚可 

□待努力 
 

6  
□優良□尚可 

□待努力 
 

7  
□優良□尚可 

□待努力 
 

8  
□優良□尚可 

□待努力 
 

9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0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1  
□優良□尚可 

□待努力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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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3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4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5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6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7 參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優良□尚可 

□待努力 
 

18 完成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撰寫 
□優良□尚可 

□待努力 
 

學習 

成果 

說明 

1. 進行了 3 篇科普文章的閱讀，但是有難度，有些科學原理不是很了解。 
2. 學會了會聲會影及威力導演軟體的使用。 
 

目標 

達成 

說明 

1. 達成原始預期，與小組成員完成了一個 TED 影片拍攝。 
2. 完成成果發表的簡報，於發表會上台分享及報告。 
 

學習 

歷程 

省思 

請以300字文字描述 

指導 

教師 

建議 

 

 

指導教師簽章 承辦人員核章 課務組長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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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選課作業方式與流程 

一、 選課流程規劃 

 

 

 

 

 

 

 

 

 

 

 

 

 

 

 

 

二、 日程表 

序號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8/08/15 選課說明會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或暑假進行選課宣導  

2 

第一學期：

108/08/15~08/21 
第二學期：

109/01/0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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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學期：

108/08/30 
第二學期：

109/02/10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拾參、畢業條件與修課學分檢核表 

(一) 畢業條件：學生三年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選修課程可修習學分上限 180
學分，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 

(二) 修課學分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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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已通過學分數 

已通過學

分數小計 
名稱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20 4 4 4 4 4                 

英語文 18 4 4 4 4 2                 

數學 數學 16 4 4 4 4 

  

        

  

  

社會 

歷史 

18 

1 1 2  2            

地理 2 2 1 1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自然科學 

物理 

12 

(2) 2  2 (2)           

化學 2  (2) (2) 2           

生物 2  (2)               

地球科學 (2) 2                

藝術 

音樂 

10 

1 1 1 1                   

美術 (2) 2     1 1               

藝術生活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1                       

生涯規劃 1                         

家政           2               

科技 
生活科技 

4 
(2) 2                       

資訊科技 2 (2)                       

健康與 健康與護理 
14 

        1 1               

體育 體育 2 2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部定必修學分數小計 118 27 27 22 22 12 8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有品人生 

6 

1 1                       

書香滿園 

每門課 2 學分(4 門選 2 門，

共修習 4 學分) 

    2 (2)                   

英文博客     (2) 2                   

科學講做     (2) 2                   

世界大解

構 
    2 (2)                   

必修已通過學分小計 124                           

必修檢核標準 102                           

選

修 

多

元 

通識性課

程、跨領

域專題、

多元選修 1 2 2                         

多元選修 2 2   2                       

多元選修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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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及探

索體驗等 

多元選修 4 2       2                   

多元選修 5 2         2                 

加

深

加

廣 

國語文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 2 

  

        

  

          

各類文學選讀 2                   

國學常識 2                   

專題閱讀與研究 2                   

英語文

(含第二

外國語

文) 

英語聽講 2                   

英文閱讀與寫作 2                   

英文作文 2                   

第二外語 4                   

數學領域 
數學甲 8                   

數學乙 8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 3                   

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 3                   

歷史學探究 2                   

空間資訊科技 3                   

社會環境議題 3                   

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                   

現代社會與經濟 3                   

民主政治與法律 3                   

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2                   

自然科學

領域 

物理 

力學ㄧ 2                   

力學二與熱學 2                   

波動、光與聲音 2                   

電磁現象ㄧ 2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2                   

化學 

物質與能量 2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2                   

化學反應與平衡ㄧ 2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2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2                   

生物 

細胞與遺傳 2                   

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的構

造與功能 
2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2                   

生態、演化與生物多樣性 2                   

地球

科學 

地質與環境 2                   

大氣、海洋及天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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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製作 2                   

進階程式設計 2                   

機器人專題 2                   

科技應用專題 2                   

綜合活動

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2                   

思考:智慧的啟航 2                   

創新生活與家庭 2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2                   

新媒體藝術 1                   

多媒體音樂 2                   

基本設計 1                   

健康與體

育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 2                   

運動與健康 2                   

健康與休閒生活 2                   

選修已通過學分小計 56                           

選修檢核標準 40                           

必修+選修檢核標準 150                           

學生應修習學分總計 18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選修科目請自行填寫學分數，每學期修習課程後，請填上取得之學分數，藉

以檢核是否已達畢業標準。 

  

129



拾肆、問與答 

★Q：如果二年級已選修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三年級改選修歷史、地

理、公民與社會，是否會影響申請入學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參採？

A：不會，大學端有關學生在校修課的歷程，著重點在於學習的態度與表現，

若是因生涯未定向而選了不同的課程，並不會因此影響了自己申請入學的評

比。

★Q：選修課程最少須多少人才會開班？ 
A：最少要 12 人。 
★Q：108 課綱之學分採計方式為何？ 
A：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學年學分制。每學期每週修習 1 節，每節上課 50 分
鐘，持續滿一學期或總修習節數達 18 節課，為 1 學分。一般生成績以 60 
分為及格，成績及格即取得該學分。

★Q：須有多少學分及格才能畢業？ 
A：請參閱「拾參、畢業條件與修課學分檢核表」之說明。 
★Q：「班級課表」和「我的課表」有什麼不同？  
A：我的課表指學生選課的結果一覽表（內含本班、選修、校訂必修、彈性學

習時間等各項選課結果），學生可依「我的課表」時間上課；班級課表指學生

所屬班級的開 課一覽表，學生所屬班級的開課表，不代表是學生的個人課

表，亦無法顯示學生所選定的選修、校訂必修、彈性學習時間的選擇結果。每

個學生的選課情形都不同，也不一定只選原班的課程。

★Q：如何得知應修習哪些課程？ 
A：每學期進行選課前，學校會由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及相關處室召開課程說

明會，並提供選課輔導手冊，向教師、家長、學生介紹課程，學生可藉此了解

學校之課程， 進行選修。若對課程與升學進路有任何疑問，可向課程諮詢教

師提出諮詢，若對個人的生涯規劃不清楚，可尋求導師及專任輔導教師的協

助，並在生涯輔導後，由課程諮詢教師提供個別諮詢。

★Q：「校訂必修課程」不及格，會影響畢業資格嗎？  
A：根據總綱規定，校訂必修學分數各校不一，但一定要修，但並未規定及格

始得畢業。

★Q：什麼是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A：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 7 月 26 日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高中學生學習歷程網站連結如下 https://ep.cloud.ncnu.edu.tw/LHDB/#?MenuID=1
學習歷程檔案面面觀 https://reurl.cc/rq6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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