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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私立慈濟高中 

普通型 普通班 

技術型 

專業群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合

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課

程專班 
 

雙軌訓練旗

艦計畫 
 

其他  

綜合型   

單科型   

進修部   

實用技能

學程 
  

特殊教育

及特殊類

型 

  

實驗班   

聯絡人 
處室 教務處 電話 06-2932323#220  

職稱 教學組長  

備註：不適用型別(普通型、技術型…)可整列刪除。  



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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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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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103 年 11 月 28 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7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普通班：108 年 9 月 30 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等級名稱 群別名稱 科系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6 191 6 185 6 218 18 594 

合計 6 191 6 185 6 218 18 594 

 

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6 35 

合計 6 210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一)、尊重與感恩 

全體教師同仁均能秉持「感恩、尊重、愛」的慈濟精神，以平等心來對待每一位學生，以感

恩心來教導每一位孩子。 

(二)、慈愛與關懷 

發揚慈濟大愛的精神，來用心指導每一位學生，以肯定、讚賞的角度來看待學生，使學生在

學習成長過程中感受到愛與關懷。 

(三)、健康與快樂 

從尊重與感恩中培養自信，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從慈愛與關懷中瀰漫溫馨的氛圍，形塑快樂的

校園。 

(四)、精緻與多元 

在完善的設備，優質的師資，多元的課程，慈濟人文等條件複合之下，建構出精緻與多元的

學習活動，以全人教育為目標，適性發展為方針。 

(五)、前瞻與希望 



中學是過渡性階段的教育時程，往後延伸學習的積極態度是中等教育階段所應培養的，透過

適性多元的學習內容建立其成就動機，進而瞻矚人生的未來。 

 

 

二、學生圖像 

 

 



 

 

 

 



 

 

◆教養、智慧、競爭力、會生活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課程發展組織  

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二、學校特色說明 

(1). 學校特色 

辦理教育部優質化計畫:本校透過優質化計畫推展多元新課程，並且實施補強扶弱課程，培養

孩子適性揚才的能力，成就每一個孩  

子。定期舉辦生命教育、性別平等、環境教育、生活美學、人權教育、科普閱讀講座，提升

生活應用能力。並且舉行校內教師研習及公開觀課提生教師專業素養。 並透過學校本位課程

的推動，發展學校特色，符合未來學生圖像的學習目標。  

本校國際教育以培養孩子國際觀及強化外語能力，提升孩子獨立自主、團隊合作及服務學

習。結合慈濟海外志工活動，教導下一代國際關懷的實踐能力。 

本校以教育部新課綱理念結合慈濟辦學的人文精神，推動社會服務，落實生活教育，並結合

教育部優質化計畫，發展出以品德教育為中心的學校本位課程，透過課程的規畫及實施，培

養出下一代的品格力。 

 

(2). 課程特色 

因應 108 課綱，課程分兩學群，第一學群及第二學群。第一學群課程規劃較偏文史哲法商，

第二學群較著重於數理自然科學。第一學群的加深加廣選修較著於社會領域，包含歷史、地

理、公民，並開設科技領域課程，加強學生科學知識。第二學群加深加廣選修開設自然領域

課程，包含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以增強同學的自然科學知識。 

多元選修課程中包含許多跨域課程，例如:生物結合國文，地理結合家政。使學習不再侷限於

單一學科，進而統整各科領域，使學習不再僵化。多元選修分別開設於高一上下，與高三下

學期。利用跨班選課系統，並於學期間開設選課說明，提供學生課程教案，使學生能瞭解課

程大綱。且提供加退選機制，使學生能儘量選擇到自己喜歡的課程。 

 

(3). 新課綱實施特色 

因應新課綱的到來，於學期間的教學研究會，各科辦理課綱相關研習，務使全校教師瞭解

108 課綱的內容與精神。教務處辦理彈性時間與自主學習相閞研習，使全校教師瞭解此新措

施。並協調各處室，討論自主學習的空間使用及管理辦法。各科因應新課綱，開設多元選修

及彈性時間課程規劃。務使學生能徹底實行自主學習的精神，藉此增強自我的學科知識或自

主訓練課程。 

 

 

 

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一、普通班 

班別：普通班（班群 A）：第一學群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0 2 2 2     6 
  

  

地理 2 2 0 2     6 
  

  

公民與社會 2 0 2 2     6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地科)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A。 

高二上含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A。高一

與化學對開 

化學 (2)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化學生物)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B。 

高二下含跨科目

(化學、生物)之自

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課程 B。 高一與

物理對開。 

生物 (2) 2 0 0     2 

  

高一與地球科學對

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0 0 0 1 3 
  

  

美術 0 0 1 1 1 0 3 
  

  

藝術生活 0 1 1 0 1 1 4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1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2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2 0 0 0 0 0 2 
  

  

資訊科技 0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1 1 0 0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1 1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7 27 26 24 10 4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3 3 3 3 2 2 16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2 2 2 2 3 3 14 
  

  

每週節數小計 32 32 31 29 15 9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統整 
慈濟人文 1 1 0 0 1 1 4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0 0 1 1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0 2 0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2 0 0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8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0 0 0 0 0 3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0 0 0 0 3 0 3   

空間資訊科技 0 0 0 0 0 3 3   

社會環境議題 0 0 0 0 3 0 3   

現代社會與經

濟 
0 0 0 0 0 3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0 0 0 0 3 0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0 0 2 0 0 0 2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0 0 0 2 0 0 2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0 0 0 2 0 0 2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2 0 0 0 2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0 0 0 0 0 2 2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休閒生

活 
0 0 0 0 2 0 2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英語文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0 (2) 0 0 0 0 0   

專題探究 

公民行動 DF

C  
0 (2) 0 0 0 0 0   

生活中的地科 (2) 0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一)：謎幻.迷

換 

(2) 0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二): 議題一

提 

0 (2)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三)：旅行 ‧

 履行 

0 0 0 0 0 (2) 0   

西洋文學名作

閱讀 
0 0 0 0 0 (2) 0   

走讀府城 0 (2) 0 0 0 0 0   

科學論文寫作 0 0 0 0 0 (2) 0   

美麗新『新』

視界: 當代臺

灣自然書寫 

0 0 0 0 0 (2) 0   

國文新詩創作

藝起遊詩路 
(2) 0 0 0 0 0 0   

基礎程式設計

(Dev-C++) 
(2) 0 0 0 0 0 0   

幾何與代數的

邂逅 
(2) 0 0 0 0 0 0   

程式設計(Pyth

on) 
0 (2) 0 0 0 0 0   

新多益國際證

照(基礎) 
(2) 0 0 0 0 0 0   

新多益國際證

照(進階) 
0 (2) 0 0 0 0 0   



數學史 0 (2) 0 0 0 0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生命科學與地

球科學探究與

實作 

0 (2) 0 0 0 0 0   

室內樂—欣賞

與演奏 
0 0 0 0 0 2 2   

奧逗兒 遊山

趣 
(2) 0 0 0 0 0 0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基礎微積分 0 0 0 0 0 (2) 0   

大學預修課程 商用數學 0 0 0 0 0 (2) 0   

跨領域/科目

統整 

青瞑蛇鬧台南

--曾文溪 PA P

A GO 

0 0 0 0 0 (2) 0   

咱糧學堂 2 0 0 0 0 0 2   

經典風華課程 (2) 0 0 0 0 0 0   

餐桌下的秘密 0 0 0 0 0 (2) 0   

饗宴—從地理

位置看美食風

情 

0 2 0 0 0 0 2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4 6 19 25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班別：普通班（班群 B）：第二學群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0 2 2 2     6 
  

  

地理 2 2 0 2     6 
  

  

公民與社會 2 0 2 2     6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地科)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A。 

高二上含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A。高一

與化學對開 

化學 (2)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化學生物)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B。 

高二下含跨科目

(化學、生物)之自

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課程 B。 高一與

物理對開。 

生物 (2) 2 0 0     2 

  

高一與地球科學對

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0 0 0 1 3 
  

  

美術 0 0 1 1 1 0 3 
  

  

藝術生活 0 1 1 0 0 2 4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1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2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0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1 1 0 0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1 1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7 27 26 24 9 5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3 3 3 3 2 2 16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2 2 2 2 3 3 14 
  

  

每週節數小計 32 32 31 29 14 10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統整 
慈濟人文 1 1 0 0 1 1 4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0 0 1 1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2 0 0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0 0 0 2 0 0 2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0 0 0 0 2 0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0 0 0 0 0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0 0 0 0 2 0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0 0 0 0 0 2 2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0 0 2 0 0 0 2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0 0 0 0 2 0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0 0 0 0 2 0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0 0 0 0 0 2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0 0 0 0 0 2 2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0 0 2 0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2 0 0 0 2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2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0 0 0 2 0 0 2   

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

及天文 

0 0 0 0 2 0 2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科技領域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休閒生

活 
0 0 0 0 2 0 2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英語文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0 (2) 0 0 0 0 0   

專題探究 

公民行動

DFC  
0 (2) 0 0 0 0 0   

生活中的地科 (2) 0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一)：謎幻.迷

換 

(2) 0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二): 議題一

提 

0 (2)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三)：旅行 ‧ 

履行 

0 0 0 0 0 (2) 0   

西洋文學名作

閱讀 
0 0 0 0 0 (2) 0   

走讀府城 0 (2) 0 0 0 0 0   

科學論文寫作 0 0 0 0 0 (2) 0   

美麗新『新』

視界: 當代臺

灣自然書寫 

0 0 0 0 0 (2) 0   

國文新詩創作

藝起遊詩路 
(2) 0 0 0 0 0 0   

基礎程式設計

(Dev-C++) 
(2) 0 0 0 0 0 0   

幾何與代數的

邂逅 
(2) 0 0 0 0 0 0   

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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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多益國際證

照(基礎) 
(2) 0 0 0 0 0 0   



新多益國際證

照(進階) 
0 (2) 0 0 0 0 0   

數學史 0 (2) 0 0 0 0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生命科學與地

球科學探究與

實作 

0 (2) 0 0 0 0 0   

室內樂—欣賞

與演奏 
0 0 0 0 0 2 2   

奧逗兒 遊山

趣 
(2) 0 0 0 0 0 0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基礎微積分 0 0 0 0 0 (2) 0   

大學預修課程 商用數學 0 0 0 0 0 (2) 0   

跨領域/科目

統整 

青瞑蛇鬧台南

--曾文溪 PA 

PA GO 

0 0 0 0 0 (2) 0   

咱糧學堂 2 0 0 0 0 0 2   

經典風華課程 (2) 0 0 0 0 0 0   

餐桌下的秘密 0 0 0 0 0 (2) 0   

饗宴—從地理

位置看美食風

情 

0 2 0 0 0 0 2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4 6 20 24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 

必選修類別 科目代碼 檢核 

選修 99_1_02 
校訂必修-特殊需求領域(資賦優異)學分數總計：低於課綱規定 24 學

分 

班別：實驗班(A)：數理實驗班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上 下 上 下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2 2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0 1 1 1     3 
  

  

地理 1 1 0 1     3 
  

  

公民與社會 1 0 1 1     3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0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地科)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A。 

高二上含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A。 

化學 2 0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化學生物)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

實作課程 B。 

高二下含跨科目

(化學、生物)之自

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課程 B。 

生物 2 0 0 0     2 
  

  

地球科學 0 2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0 0 0 1 3 
  

  

美術 0 0 1 1 1 0 3 
  

  

藝術生活 0 0 1 0 0 2 3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1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2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2 0 0 0 0 2 
  

  

資訊科技 2 0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1 1 0 0 0 0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1 1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5 24 24 21 7 7 10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3 3 3 3 2 2 16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2 2 2 2 3 3 14 
  

  

每週節數小計 30 29 29 26 12 12 13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統整 
慈濟人文 1 1 0 0 1 1 4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0 0 1 1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2 0 0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2 0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2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0 2 2   

英文作文 0 0 0 0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0 0 0 2 0 0 2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0 0 0 0 2 0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0 0 0 0 0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0 0 0 0 2 0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0 0 0 0 0 2 2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0 0 2 0 0 0 2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0 0 0 0 2 0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0 0 0 0 2 0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0 0 0 0 0 2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0 0 0 0 0 2 2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0 0 2 0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0 0 2 0 0 0 2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2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0 0 0 2 0 0 2   

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

及天文 

0 0 0 0 2 0 2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0 0 0 0 (2) 0 0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科技領域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休閒生

活 
0 0 0 0 2 0 2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英語文 0 0 0 0 (2) 0 0 

加深加廣選修科技

領域-進階程式設

計、加深加廣選修

生物-細胞與遺

傳、補強性選修-

補強-英語文、加

深加廣選修藝術領

域-表演創作、加



深加廣選修綜合活

動領域-未來想像

與生涯進路、加深

加廣選修健康與體

育領域-健康與休

閒生活共六科供學

生跑班選修。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0 (2) 0 0 0 0 0 
多元選修 26 門選

修 3 門。 

專題探究 

公民行動

DFC  
0 (2) 0 0 0 0 0   

生活中的地科 (2) 0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一)：謎幻.迷

換 

(2) 0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二): 議題一

提 

0 (2) 0 0 0 0 0   

地理專題研究

(三)：旅行 ‧ 

履行 

0 0 0 0 0 (2) 0   

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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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多益國際證

照(基礎) 
(2) 0 0 0 0 0 0   

新多益國際證

照(進階) 
0 (2) 0 0 0 0 0   

數學史 0 (2) 0 0 0 0 0   

西洋文學名作

閱讀 
0 0 0 0 0 (2) 0   

走讀府城 0 (2) 0 0 0 0 0   

美麗新『新』

視界: 當代臺

灣自然書寫 

0 0 0 0 0 (2) 0   

國文新詩創作

藝起遊詩路 
(2) 0 0 0 0 0 0   

基礎程式設計

(Dev-C++) 
(2) 0 0 0 0 0 0   

幾何與代數的

邂逅 
(2) 0 0 0 0 0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室內樂—欣賞

與演奏 
0 0 0 0 0 2 2   

科學專題研究 1 1 0 0 0 0 2   

科學論文寫作 0 0 0 1 0 0 1   



科學閱讀 1 0 0 0 0 0 1   

奧逗兒 遊山

趣 
(2) 0 0 0 0 0 0   

數學探究 0 0 0 2 0 0 2   

生命科學與地

球科學探究與

實作 

0 (2) 0 0 0 0 0   

成大科學教育

課程 
0 2 2 0 0 0 4   

跨領域/科目

專題 
基礎微積分 0 0 0 0 0 (2) 0   

大學預修課程 商用數學 0 0 0 0 0 (2) 0   

跨領域/科目

統整 

饗宴—從地理

位置看美食風

情 

0 2 0 0 0 0 2   

青瞑蛇鬧台南

--曾文溪 PA 

PA GO 

0 0 0 0 0 (2) 0   

咱糧學堂 2 0 0 0 0 0 2   

經典風華課程 (2) 0 0 0 0 0 0   

餐桌下的秘密 0 0 0 0 0 (2)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4 5 6 9 22 22 6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一、探究與實作課程 

(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A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跨科目： 物理地科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引導學生透過日常觀察發現問題，自主確立研究目標，學習透過科學研究方

法進行規畫探究的過程與方法。 2. 注重邏輯思辯、資訊分析，培養學生獨力

探究與思索，並透過實作實踐自我。 3.訓練學生正確操作科學工具與儀器，適

當運用於探究與實作上。 4.希望學生將學科探究連結至日常生活上，培養運用

適當方法與工具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期課程簡介  

1.說明探究與實作課程之主要實施方式

與教學目標 2.分組並律定課程規範。 3.

講述並複習研究科學方法，從觀察到實

驗設計。  

第二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風之篇章  

觀察與發現 1.現在生活店的使用是不可

或缺的，讓學生分組，每一組給予不同

目前地球所面臨用電所產生的一系列問

題問題，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進行討論

分裂各種發電方式的優點與缺點。 2.播

放風力發電的相關影片。 3.請學生討論

臺灣適合進行風力發電的區域，並分

享。  

第三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風之篇章  

推論思辨： 1.先透過圖片簡單介紹 風

力發電機的各種造型 （不涉及發電原

理說明） 2.請各組討論風力發電的主要

原理。 建模論證： 1.老師提供不同材

質的材 料，學生自己選定材料並畫出

設計圖，最後再依據設計圖製作出風力

發電機組(包括如何檢測發電效果)  

第四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風之篇章  

計畫執行 1 將各組製作的成品進行分組

比賽。 2.讓同學彼此間可以看到 彼此

的想法。 3.學生根據比賽結果討論風力

發電機能夠如何改善 提升發電效能。 

4.進行第二版風力發電機組設計圖的修

正，並發表修正的原因。  

第五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風之篇章  

計畫執行 1.再次檢測風力發電機模型之

效能。 分析與發現 1.根據兩次模型之

結果進行結果討論與分析。  

第六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風之篇章  

討論與傳達 1.各組分享風力發電機模型

建構的優缺點 並探究風力發電機在現

實上使用的優勢和可能遭遇之困境。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八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水之篇章一  

觀察發現 1.自然資源於水資源、引導學

生了解臺灣缺水情況。 2.請學生依據日

常生活中水資源的浪費情形、以及如何

節約用水。 3.分組發表，並予以回饋。  

第九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水之篇章一  

觀察發現： 1.提供幾種市售節水器與學

生觀察節水器節水狀況。 推論思辨： 

1.依據觀察節水器之節水狀況進行討論

節水原理。  

第十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水之篇章一  

建模論證 1.根據討論出之節水原理，尋

找適當之材料，設計各組節水器。 2.各

組先行預估並設計實驗如何定量檢測節



水效果。 3.分組發表各自節水器設計，

並相互給予回饋。  

第十一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水之篇章一  

計劃與執行 1.製作節水器，並實際檢測

節水效果。 2.依據節水效果進行調整與

改進。 分析與發現 1.各組根據實驗結

果討論是否達到原先設定目的。  

第十二週 
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水之篇章一  

討論與傳達 1.各分組學生上台報告並彼

此給予回饋。  

第十三週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十四週 燭光下的秘密  

觀察與發現 1.生活中常見的光源有哪

些？燭光跟一般光源有什麼差別？仔細

觀察蠟燭的燃燒與熄滅，請各舉出 5 個

觀察到的特性。 2.請描述蠟燭的燃燒，

你與哪些「科學原理」有關？請各組用

「科學的描述」去說明蠟燭由點燃到熄

滅的過程嗎？ 3.一根蠟燭在燒杯中熄

滅，這個現象可以說明什麼？ 4. 請推

測兩根等高的蠟燭在燒杯中熄滅的現象

(有先後還是同時)？為什麼？說看你的

理由是什麼（請用筆寫下來），實作並

觀察結果。  

第十五週 燭光下的秘密  

觀察與發現 1.將蠟燭放入塑膠盤中，裝

淺層的水。點燃時蓋上燒杯，熄滅內的

水會升。這個現象可以說明什麼 ？ 2. 

重複實驗將一根蠟燭放入塑膠盤中，盤

中裝入淺層的水。點燃時蓋上燒杯，熄

滅時燒杯內的水會上升。紀錄蠟燭燃燒

的時間與水位上升高度。這個現象可以

說明什麼？ 3.將兩根等高蠟燭放入塑膠

盤中，盤中裝入淺層的水。點燃時蓋上

燒杯，熄滅時燒杯內的水會上升。紀錄

蠟燭燃燒的時間與水位上升高度。 4.請

跟上一組數據做比較。這個現象可以說

明什麼？  

第十六週 燭光下的秘密  

推論與思辨 1.請將上次觀察到的結果討

論原因，寫下來各種理由、彼此互相討

論一下。請問有哪一個問題是你們最有

興趣？最想驗證 2.請寫出你們想驗證的

問題，並且開始規劃探究實驗。 建模

與論證 1.以實驗室有的材料前提下，設

計實驗包括擬訂假說、擬定實驗變因、

制訂實驗步驟以及實驗器材的配置等 2.

分組發表 (1)各組分別發表研究計畫 (2)



老師及他組學生提供建議 3.各組修改研

究計畫  

第十七週 燭光下的秘密  

計劃與執行 1.根據實驗設計進行蠟燭燃

燒的試驗，並記錄結果 2.收集資料數據 

(學生進行上述活動時，老師須隨時檢

視各組進行的狀況) 3.整理資料數據並

繪製成表格或圖示，並根據結果做成結

論。  

第十八週 燭光下的秘密  
討論與傳達 1.分組報告及發表。 2.傾聽

他組的報告，提出具體意見與建議  

第十九週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程參與程度 10% 2.實驗設計與操作 50% 3.分組討論報告 40%  

對應學群： 數理化、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B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跨科目： 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引導學生透過日常觀察發現問題，自主確立研究目標，學習透過科學研究方

法進行規畫探究的過程與方法。 2. 注重邏輯思辯、資訊分析，培養學生獨力

探究與思索，並透過實作實踐自我。 3.訓練學生正確操作科學工具與儀器，適

當運用於探究與實作上。 4.希望學生將學科探究連結至日常生活上，培養運用

適當方法與工具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從浮葉法探究光合作用  

觀察與發現： 1.進行浮葉法光合作用實

驗，讓學生觀察實驗所產生的任何現

象。 2.讓學生將觀察到的現象彙整、討

論並描述發表。  

第二週 從浮葉法探究光合作用  

推論思辨： 1.教導學生如何以焦點討 

論法的形式進行討論。 2.讓學生利用所

學之知識，依據之前的觀察結果，討論

並分析導致所觀察現象之因素。 3.分組

發表並回饋。  



第三週 從浮葉法探究光合作用  

建模論證 1.請各組聚焦因素，並提出相

關問題並根據問題建立探討模型。 2.各

組依據自訂探討的因素開始設計實驗包

括控制變因、操縱變因以及應變變因。 

3.分組分享想要的探究問題與建模。  

第四週 從浮葉法探究光合作用  
計劃與執行 各組實際進行實驗並記

錄。  

第五週 從浮葉法探究光合作用  

分析與發現 各組根據實驗結果討論是

否達到原先設定目的，並分析原因，擬

定改進策略。  

第六週 從浮葉法探究光合作用  
討論與傳達 各分組學生上台報告並彼

此給予回饋。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八週 找尋脈動  

觀察與發現： 1.提供聽診器聽心跳，讓

學生聽心跳的聲音，並嘗試以文字描述

心音(例如聲音高低或長短等)。 2.記錄

自己每分鐘的心跳次數。 3.請學生在自

己身上嘗試找尋淺層脈搏，並記錄每分

鐘脈搏次數。 4.分組討並分享此次觀察

之結果。  

第九週 找尋脈動  

推論思辨： 1.請學生依據聽到的心音討

論造成心音形成與心音狀態的因素。 2.

依據聽診聲音與脈搏測量之結果討論兩

者之關係以及形成之原因。 3.分組討論

分享。  

第十週 找尋脈動  

建模論證 1.請各組聚焦並提出欲探究影

響心音或心跳之因素建立探討模型。 2.

各組依據自訂探討的因素開始設計實驗

包括控制變因、操縱變因以及應變變

因。 3.分組分享想要的探究問題與建

模。  

第十一週 找尋脈動  
計劃與執行 1.各組實際進行實驗並記

錄。 2.各組可依據結果調整修正實驗。  

第十二週 找尋脈動  

分析與發現 1.各組根據實驗結果討論是

否達到原先設定目的。 討論與傳達 2.

各分組學生上台報告並彼此給予回饋。  

第十三週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十四週 神奇的膠體溶液  

觀察與發現： 1.準備市售同一品牌具有

營養標示之全脂牛奶、低脂牛奶、含糖

豆漿以及市場所售未具營養標示之含糖

豆漿。 2.請各組學生倒出定量膠體溶液

觀察並紀錄所觀察到之現象。 3.並用廣

用試紙檢測溶液酸鹼值。 4.各組分享觀

察結果。  



第十五週 神奇的膠體溶液  

觀察與發現： 1.請學生利用鹽酸簡易滴

定上述各種膠體溶液，並以廣用試紙觀

察變色狀況，並記錄所使用之鹽酸量。  

第十六週 神奇的膠體溶液  

推論思辨與建模： 1.各組討論各膠體溶

液中會影響酸鹼變色的主要因素。 2.各

組依據自訂探討的因素開始設計實驗包

括控制變因、操縱變因以及應變變因。 

3.分組分享想要的探究問題與建模。  

第十七週 神奇的膠體溶液  
計劃與執行 1.各組實際進行實驗並記

錄。 2.各組可依據結果調整修正實驗。  

第十八週 神奇的膠體溶液  

分析與發現 1.各組根據實驗結果討論是

否達到原先設定目的。 討論與傳達 2.

各分組學生上台報告並彼此給予回饋。  

第十九週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程參與程度 10% 2.實驗設計與操作 50% 3.分組討論報告 40%  

對應學群： 數理化、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二)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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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認知： 1. 了解政府運作的方式和程序 2. 對於生活中的重要議題有深入了解與

說明能力 情意： 1.能夠珍惜目前擁有的人、事、物。 2.能夠思考並尋找自我

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3.從不同層次角度思考守護北極的方法與管道。 4.學習正

面思考與面對現實。 技能： 1.將所學應用在實際生活中遇到的各種情況。 2.

學習如何面對難題並思考解決方法。 3.學習與他人溝通討論，並能容納與自己

不同的意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學期課程簡介與分組議題設定討論  

第二週 環境永續行動  環島時空旅行  

第三週 環境永續行動  Mini TED Talks---小組報告  



第四週 環境永續行動  綠‧感‧藝術  

第五週 環境永續行動  綠色能源---經典雜誌  

第六週 環境永續行動  綠色寰宇---經典雜誌  

第七週 環境永續行動  綠足跡---小組報告  

第八週 環境正義  核廢料處置的兩難  

第九週 環境議題行動研究  小組報告  

第十週 居住人權議題  台灣居住政策討論  

第十一週 媒體識讀  假新聞事件分析  

第十二週 設計思考  公共政策  

第十三週 設計思考  尋找問題  

第十四週 設計思考  解決問題的可行政策  

第十五週 設計思考  提出公共政策議案及其說服力  

第十六週 設計思考  擬定行動計畫  

第十七週 設計思考  整體評估  

第十八週 設計思考  學習回顧評估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分組報告：50%；課堂參與：5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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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由學習地理學獲得知識、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技術，並能運用地理知

識、技能、研究方法，分析不同的人文社會與環境議題。 2. 透過議題討論，

培養學生觀察社會時事、人際溝通互動的素養，進而能採取相關的社會參與行

動。 學生能以資料蒐集分析歸納、小組合作、地理實察等方式進行學習，自

主探究發掘各種社會或環境問題，規劃解決問題的執行策略，以多元的方式展

現研究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的研究法  
1. 課程介紹 2. 認識地理學的研究方

法、研究的分類  

第二週 地理的研究法  
1. 認識地理學發現問題的方法 2. 了解

地理學解決問題的方法  

第三週 地理的研究法  

1. 能蒐集、整理相關文字和圖片資料 2. 

能使用基本的觀察記錄工具和技巧 3. 

能了解地理實察的意義 4. 認識野外調

查技巧  

第四週 地理的研究法  

1. 能設計問卷 2. 能利用地圖、統計圖

表、照片等展現實察資料 3. 能將蒐集

的資料作分析並繪製成圖表 4. 了解如

何撰寫報告  

第五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都

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的

變遷  

1. 能了解交通革新與都市化的關係 2. 

能了解都市化過程中城鄉關係的轉變 3. 

能了解都市土地利用分區的意義 4. 能

說明都市化過程、人類活動與生態統變

遷的關係  

第六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都

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的

變遷  

1. 能認識都市問題的形成與類別 2. 能

分析不同地區都市發展和問題的異同 3. 

能說明都市生態環境的改良方向  

第七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都

市化與都市生態環境的

變遷  

以台南市為例— 介紹都市地區土地利

用、生態環境、都市開發情況  

第八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一)  

我的家鄉 1. 蒐集資料找出台南的都市

化程度與都市問題 2. 小組討論：將蒐

集的資料作分析並繪製成圖表 3. 小組

分享  

第九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一)  

我的家鄉 1. 針對上周提出的問題提出

解決問題的策略 2. 規劃永續生態都市-

以臺南市為例(製作海報或 PPT)  

第十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一)  小組海報報告與分享  

第十一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一)  小組海報報告與分享  

第十二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二) 地

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發

展  

觀光產業行銷與地方文化資源結合之案

例探討 1. 能認識觀光業的發展因素 2. 

能了解觀光資源的空間特性 3. 能了解

觀光產業所產生的問題 4. 能了解觀光

資源保存與永續利用的重要性  

第十三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二)  

台南地方文化資源調查 1. 選定主題、

發現問題 2. 小組蒐集、分析、解釋資

料 3. 地理實察行程規劃  

第十四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二)  
地方文化資源實地調查(透過訪談、問

卷、拍攝照片或影片進行)  



第十五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二)  
小組討論、製作成果(海報、PPT 或影

片)  

第十六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二)  
小組討論、製作成果(海報、PPT 或影

片)  

第十七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二)  成果展示  

第十八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二)  成果展示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學習活動作業繳交。 2. 課堂小組討論的參與程度。 3. 分組上台報告自

評、互評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大眾傳播、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引導學生認識重要的歷史知識 2. 培養學生思辨能力 3. 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

興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何謂歷史﹖  

指人類社會對過去的事件和行動，及對

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

究。  

第二週 
現今歷史學的呈現模式

有哪些﹖  

介紹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專

史、國別史等模式。  

第三週 為什麼要學歷史﹖  

啟發智慧 運用影視媒體﹕呂世浩：學

歷史的大用（TED）（20 分），讓學生

初步理解學習歷史的功用。  

第四週 為什麼要學歷史﹖  

了解人性 運用影視媒體，如：黑澤明

〈羅生門〉這部電影，讓學生知道一件

看似容易理解的事件，卻因人性而衍生

出不同之觀點。  

第五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設身處地 運用影視媒體，如：黑澤明

〈羅生門〉或是運用目前最夯的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之故事

情節作為讓學生學習從不同角色的扮演



來理解各個主角的心思與如何去處理事

情。  

第六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設身處地 運用影視媒體，如：黑澤明

〈羅生門〉或是運用目前最夯的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之故事

情節作為讓學生學習從不同角色的扮演

來理解各個主角的心思與如何去處理事

情。  

第七週 議題實作（一）  
學生分組報告，老師從旁協助，讓學生

練習前面六週所探究之主題。  

第八週 議題實作（一）  
學生分組報告，老師從旁協助，讓學生

練習前面六週所探究之主題。  

第九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揣摩通透 運用影視媒體，如：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之故事

情節，藉由事情發生讓學生學習站在較

高位階（如：皇帝或太后）來看待如何

處理事情之觀點。  

第十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揣摩通透 運用影視媒體，如：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之故事

情節，藉由事情發生讓學生學習站在較

高位階（如：皇帝或太后）來看待如何

處理事情之觀點。  

第十一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體貼入微 運用影視媒體，如：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的服

裝、道具、詩詞文本、主角的用字遣詞

來看出為何這兩部宮廷劇能頗受好評，

進而帶入真正屬於學術性的歷史著作選

讀，如：?史記?。  

第十二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體貼入微 運用影視媒體，如：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的服

裝、道具、詩詞文本、主角的用字遣詞

來看出為何這兩部宮廷劇能頗受好評，

進而帶入真正屬於學術性的歷史著作選

讀，如：?史記?。  

第十三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洞見表裡 運用影視媒體，如：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兩大

女主角對一些細微之處都有其敏感度，

「以小窺大」讓學生進而理解「洞見表

裡」  

第十四週 思辨能力的鍛鍊  

洞見表裡 運用影視媒體，如：清廷宮

廷劇〈延禧攻略〉、〈如懿傳〉，兩大

女主角對一些細微之處都有其敏感度，

「以小窺大」讓學生進而理解「洞見表

裡」  



第十五週 議題選擇  
學生分組討論他們各組所選擇之議題，

進而資料收集，並做出報告。  

第十六週 議題實作（二）  
學生分組報告，老師從旁協助，讓學生

練習前面六週所探究之主題。  

第十七週 議題實作（二）  
學生分組報告，老師從旁協助，讓學生

練習前面六週所探究之主題。  

第十八週 師生回饋  
探討這學期課程的優缺點，師生共同提

出下次課程的改進之處。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上課同學提問與討論（15﹪） 2. 議題時做 2 次（70﹪） 3. 老師觀察學生互

動並給予回饋（15﹪）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  

備註：  

  

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慈濟人文  

英文名稱： Tzu Chi Humanities 1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ㄧ、實現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的「慈濟人文」教育理

念。 二、以「人→人品典範 文→文史流芳」的理念，培育每一位學生 成為

「有教養、有智慧、有競爭力」的社會棟樑。 三、以「誠正信實」為綱，以

「慈悲喜捨」為網，發展慈濟人文課 程與教學，宏揚慈濟辦學理念。 四、以

「典範人文 領航國際」為目標，建立慈濟人文典範學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真善美花道 1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二週 真善美花道 1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三週 真善美花道 1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四週 靜思茶道課 1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五週 靜思茶道課 1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六週 靜思茶道課 1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七週 人文禮儀課程 1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八週 人文禮儀課程 1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九週 人文禮儀課程 1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十週 環境保護課程 1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一週 環境保護課程 1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二週 環境保護課程 1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三週 手語課程 1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四週 手語課程 1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五週 手語課程 1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六週 傳心點滴 1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七週 傳心點滴 1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八週 傳心點滴 1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花道作品、資源回收再製品以及茶道禮儀示範等成果展示。2.手語演繹。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慈濟人文  

英文名稱： Tzu Chi Humanities 2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ㄧ、實現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的「慈濟人文」教育理

念。 二、以「人→人品典範 文→文史流芳」的理念，培育每一位學生 成為

「有教養、有智慧、有競爭力」的社會棟樑。 三、以「誠正信實」為綱，以

「慈悲喜捨」為網，發展慈濟人文課 程與教學，宏揚慈濟辦學理念。 四、以

「典範人文 領航國際」為目標，建立慈濟人文典範學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真善美花道 2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二週 真善美花道 2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三週 真善美花道 2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四週 靜思茶道課 2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五週 靜思茶道課 2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六週 靜思茶道課 2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七週 人文禮儀課程 2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八週 人文禮儀課程 2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九週 人文禮儀課程 2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十週 環境保護課程 2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一週 環境保護課程 2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二週 環境保護課程 2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三週 手語課程 2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四週 手語課程 2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五週 手語課程 2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六週 傳心點滴 2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七週 傳心點滴 2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八週 傳心點滴 2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花道作品、資源回收再製品以及茶道禮儀示範等成果展示。2.手語演繹。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慈濟人文  

英文名稱： Tzu Chi Humanities 3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ㄧ、實現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的「慈濟人文」教育理

念。 二、以「人→人品典範 文→文史流芳」的理念，培育每一位學生 成為

「有教養、有智慧、有競爭力」的社會棟樑。 三、以「誠正信實」為綱，以

「慈悲喜捨」為網，發展慈濟人文課 程與教學，宏揚慈濟辦學理念。 四、以

「典範人文 領航國際」為目標，建立慈濟人文典範學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真善美花道 3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二週 真善美花道 3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三週 真善美花道 3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四週 靜思茶道課 3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五週 靜思茶道課 3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六週 靜思茶道課 3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七週 人文禮儀課程 3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八週 人文禮儀課程 3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九週 人文禮儀課程 3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十週 環境保護課程 3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一週 環境保護課程 3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二週 環境保護課程 3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三週 手語課程 3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四週 手語課程 3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五週 手語課程 3  

引導學生了解慈濟的手語不是一般的比

手劃腳，而是包含了慈悲、愛與尊重。

藉由無聲的手語及豐富的情感表達，使

慈濟優美的歌曲旋律、深刻意涵的字

詞，更深深的觸動人心，讓慈濟的人文

之美進入校園。  

第十六週 傳心點滴 3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七週 傳心點滴 3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八週 傳心點滴 3  

傳薪點滴為統整性課程，主要是透過講

述慈濟志業之運作，秉持「誠、正、

信、實」之內在理念，外顯「慈、悲、

喜、捨」之行為，讓學生可以將所學之

茶、花道、環保、禮儀等課程應用於生

活中，以期能予他人樂，拔眾人苦，同

造愛的社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花道作品、資源回收再製品以及茶道禮儀示範等成果展示。2.手語演繹。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慈濟人文  

英文名稱： Tzu Chi Humanities 4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預期成果) ㄧ、實現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的「慈濟人文」教育理

念。 二、以「人→人品典範 文→文史流芳」的理念，培育每一位學生 成為

「有教養、有智慧、有競爭力」的社會棟樑。 三、以「誠正信實」為綱，以

「慈悲喜捨」為網，發展慈濟人文課 程與教學，宏揚慈濟辦學理念。 四、以

「典範人文 領航國際」為目標，建立慈濟人文典範學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真善美花道 4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二週 真善美花道 4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三週 真善美花道 4  

藉花草體悟人生至真、至善、至美。以

惜福、感恩之心體驗自然 生命之生生

不息，啟發個人對人文的省思，以達淨

化人心。  

第四週 靜思茶道課 4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五週 靜思茶道課 4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六週 靜思茶道課 4  

透過靜思茶道八禮法的學習，內蘊慈濟

人文精神，開啟心的鑰匙，使人從中美

化自心與生活，過著心地富有的幸福人

生。  

第七週 人文禮儀課程 4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八週 人文禮儀課程 4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九週 人文禮儀課程 4  

人間之美，美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帶有

禮貌、禮儀與品德，透過禮儀課學習有

禮真好，學生有禮貌、有規矩、有品

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典範。  

第十週 環境保護課程 4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一週 環境保護課程 4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二週 環境保護課程 4  

以主題學習方式透過分享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認識節能減碳的方法，並讓學生

能瞭解並關懷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培養學童建立「環保」意識；讓學生確

實將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的行動落實於

生活中，並期待學生將環保意識推廣至

家人身上；從認知到自己做乃至於深入

家庭中。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花道作品、資源回收再製品以及茶道禮儀示範等成果展示。2.手語演繹。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  

備註：  

  

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行動 DFC  

英文名稱： Civilian Movement: DFC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對社會議題、社區生活環境之關懷，促進學生對於公民參與重要性之

了解，藉由學生自主策畫、累積實際經驗，增長解決問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了解公民行動方案及 DFC 精神內涵  

第二週 公共政策概念探討  社福政策  

第三週 議題發表、討論  時事議題討論  

第四週 
公民行動方案及 DFC 經

驗分享  
各校 DFC 經驗分享  

第五週 界定議題  如何有效蒐集可用資訊  

第六週 收集相關資訊  資訊蒐集及整理方式  

第七週 發展策略  如何將資訊統整出有效可執行的方案  

第八週 策略執行進度 1  如何規劃進度  



第九週 檢視問題  遇到的問題如何改善、調整執行模式  

第十週 策略執行進度 2  有效執行進度的方式  

第十一週 檢視問題  
再次檢視遇到的問題如何改善、調整執

行模式  

第十二週 策略執行進度  調整進度  

第十三週 策略執行進度  調整進度  

第十四週 成果展示準備  各組利用時間進行展演  

第十五週 成果展示準備  各組利用時間進行展演  

第十六週 校內分享會(模擬公聽會)  說明如何進行公聽會  

第十七週 回顧學習經驗  回顧學習經驗及討論  

第十八週 市議會參觀  說明注意事項  

第十九週 社區探查、巡訪  說明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週 新聞議題討論  各組蒐集新聞時事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Japanese: Japanese in Daily Lif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國語文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日語的興趣。 2. 培養學生以日語進行基礎日常生活溝通的基

本能力。 3. 透過日語學習，建構學生對於日本社會及文化的基本瞭解與認

知。 4. 透過小組討論與練習，增進學生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能力。 5. 建構學

生日後透過日語，進行跨國、跨文化的溝通與理解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主題 1：時間、方位、交

通工具  

瞭解如何詢問與表達時間、所在地方

為、以及交通工具用語，進而能於旅遊

時詢問以到達目的地。  



第二週 主題 2：表達動作  

熟悉食、衣、住、行、育、樂動作表達

用語，能簡單表達自己想從事的行為動

作與他人知曉。  

第三週 主題 3：形容周遭環境  
透過學習大量的形容詞，精確表達自我

對於周遭人、事、物的好惡與觀感。  

第四週 主題 4：表達數量  
熟稔數字與各式各樣不同的數量詞，以

於旅遊時能應用於點菜、購物上。  

第五週 主題 5：述說經歷  

學習向他人述說自我的過去經歷，以開

啟更深的人際對話，同時並聽懂對方的

過去經歷，以豐富人際關係。  

第六週 主題 6: 日本節慶  

二月北海道札幌雪祭、二月三日節分撒

豆驅鬼、三月三日女孩節、八月十二日

四國德島市阿波踴舞蹈、  

第七週 主題 7: 留學日本  鳴門教育大學, 如何申請日本大學  

第八週 主題 8: 日本流行文化  音樂、電影、手機文化、漫畫、小鋼珠  

第九週 主題 9: 日本傳統運動  相撲、柔道、劍道、空手道、合氣道  

第十週 
主題 10: 日本世界文化遺

產  

白川鄉與五個山的合掌構造村落、日光

的神社、 古都奈良的文物、法隆寺地

區的佛教古跡、古都京都的文物、紀伊

山地的聖地及朝聖路、 姬路城、原彈

圓頂屋（廣島和平紀念碑）、嚴島神

社、琉球王國等遺址  

第十一週 主題 11: 日本料理  1. 料理種類 2. 用餐特別文化  

第十二週 主題 12: 日本傳統藝術  1. 茶道 2. 花道 3. 歌舞伎  

第十三週 主題 13: 日本名人  1. 日本歌手介紹 2. 日本演員介紹  

第十四週 主題 14: 日本神話  1.日本神話介紹 2. 神話中的日本民族  

第十五週 主題 15: 日本政治  1. 日本政治文化 2.日本政治制度  

第十六週 主題 16: 溫泉  1. 泡湯禮儀 2. 特色溫泉  

第十七週 主題 17: 日本鐵道  
1.如何搭乘地下鐵 2. 具有特色的鐵道文

化介紹。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分享  各組小組上臺分享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命科學與地球科學探究與實作  

英文名稱：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Life Science and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對科學探究的好奇心。 二、增進學生科學實做的能力。 三、培

養學生敏銳觀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

認識本校科學設備  
學生分組  

第二週 
極端天氣成因探究與分

析（一）  
闡述極端天氣概念與分析  

第三週 
極端天氣成因探究與分

析（二）  
闡述極端天氣概念與分析  

第四週 
地質災害成因探究與分

析（一）  
地質災害簡介與分析  

第五週 
地質災害成因探究與分

析（二）  
地質災害簡介與分析  

第六週 科學議題實做成果發表 I  成果發表(投影片)  

第七週 生物科技應用(一)  生物科技實例說明  

第八週 生物科技應用(二)  指導學生訂定實作主題  

第九週 
生物技術應用與實作

（一）  
實作  

第十週 
生物技術應用與實作

（二）  
實作  

第十一週 
生物技術應用與實作

（三）  
實作  

第十二週 
科學議題實做成果發表

II  
成果發表(紙本)  

第十三週 
海洋資源探討與應用

（一）  
海洋資源說明  

第十四週 
海洋資源探討與應用

（二）  
海洋資源說明  

第十五週 
環境污染源之生物危害

探討（一）  
環境污染源介紹與探討  



第十六週 
環境污染源之生物危害

探討（一）  
環境污染源介紹與探討  

第十七週 
太空科技簡介與應用

（一）  
太空科技之應用簡介  

第十八週 
太空科技簡介與應用

（二）  
太空科技之應用簡介  

第十九週 
生物醫療探討與應用

（一）  
生物醫療簡介  

第二十週 
生物醫療探討與應用

（二）  
生物醫療簡介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地球環境、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中的地科  

英文名稱： Earth Science in Daily Lif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對地球科學的熱情。 二、增進學生地球科學知識。 三、培養學

生敏銳觀察、獨立思考、國際視野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認識地球科學教

室設  

第二週 
食用地球科學-1 地質食

譜  
闡述地質概念  

第三週 
食用地球科學-2 大氣食

譜  
闡述大氣概念  

第四週 
食用地球科學-3 天文食

譜  
闡述天文概念  



第五週 

食用地球科學-操作，

「我的地科食譜」設

計、  

「我的地科食譜」設計、製作  

第六週 
食用地球科學-評量，食

用地球科學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投影片)  

第七週 
實用地球科學-1 地質

APP  
認識與使用 APP  

第八週 
實用地球科學-2 天文

APP  
認識與使用 APP  

第九週 
實用地球科學-3 大氣

APP  
認識與使用 APP  

第十週 

實用地球科學-操作，

「台灣地科旅遊地圖」

設計  

「台灣地科旅遊地圖」設計  

第十一週 

實用地球科學-操作，

「台灣地科旅遊地圖」

製作  

「台灣地科旅遊地圖」製作  

第十二週 

實用地球科學-評量，

「台灣地科旅遊地圖」

成果  

「台灣地科旅遊地圖」成果(紙本)  

第十三週 古文，文獻中的地科  天文新知  

第十四週 生活中的地科-末日預言  討論各種末日預言  

第十五週 
生活中的地科-下貓下狗

怎麼辦?  
討論台南淹水原因  

第十六週 
生活中的地科-古文，文

獻中的地科  
討論文獻中的地科  

第十七週 
生活中的地科-古文，文

獻中的地科  
討論文獻中的地科  

第十八週 
生活中的地科-古文，文

獻中的地科  
討論文獻中的地科  

第十九週 
生活中的地科-古文，文

獻中的地科  
討論文獻中的地科  

第二十週 
生活中的地科-古文，文

獻中的地科  
討論文獻中的地科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專題研究(一)：謎幻.迷換  

英文名稱： The Riddle and Illusion of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複習高一所學地理概念(地圖技術、地形、氣候、水文、土壤)，並應用於生

活。 2.能認識、分析在地文化特色，應用於設計規劃實境解迷遊戲中。 3.能學

習資訊科技，並在課程中展現。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如何利用地理概念設計遊戲、桌遊體驗  

第二週 室內桌遊設計與討論一  討論遊戲利用的元素、概念及優缺  

第三週 室內桌遊設計與討論二  設計簡單桌遊  

第四週 室內桌遊設計與討論二  體驗各組設計桌遊、發表優缺  

第五週 實境解迷  校園實境解迷體驗  

第六週 實境解迷討論  
討論上週實境解迷的題目困難度、運用

的地理技術  

第七週 實境解迷操作 1  室內討論、資料查詢  

第八週 實境解迷操作 2  室外探查  

第九週 牛刀小試 1  第一組發表、實際操作、檢討、修正  

第十週 牛刀小試 2  第二組發表、實際操作、檢討、修正  

第十一週 牛刀小試 3  第三組發表、實際操作、檢討、修正  

第十二週 牛刀小試 4  第四組發表、實際操作、檢討、修正  

第十三週 共襄盛舉  國、高三試玩及票選  

第十四週 共襄盛舉  國、高三試玩及票選  

第十五週 他山之石  芒果工作室實境體驗  

第十六週 主題設計  如何挑選主題及可行性  

第十七週 桌上型桌遊  設計桌遊需注意事項  

第十八週 期末回鐀  小組完成學習單及上臺分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20％、課堂發表 10％、資料收集 20％、遊戲設計 20％、 學習單 20

％、票選結果 1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資訊、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專題研究(二): 議題一提  

英文名稱： The Issue of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了解當代重要地理議題 2. 讓學生知道如何運用地理觀點進行專題研究與小

論文書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課程內容、評分方式，進行分組  

第二週 向世界發出疑問  淺談研究動機與主題  

第三週 我們，適合嗎？  何為合適的研究主題？  

第四週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資料的蒐集與引用  

第五週 燃燒吧，小宇宙  研究方法的建立與實踐  

第六週 Fly high①  地理技術介紹：Google earth  

第七週 Fly high②  地理技術介紹： QGIS  

第八週 來點不一樣的  影片：《永不妥協》中的寓意  

第九週 Let’s talk①  實作時間與分組討論  

第十週 Let’s talk②  實作時間與分組討論  

第十一週 水庫的永續經營  水庫分佈介紹  

第十二週 水庫的永續經營  水庫所面臨的困境及解決方式  

第十三週 水資源概況  缺水危機  

第十四週 水資源概況  水資源永續利用  

第十五週 糧食生產  糧食不足或過剩  

第十六週 糧食生產  如何有效利用糧食過剩  

第十七週 小組報告  小組分組主題期末報告  



第十八週 小組報告  小組分組主題期末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1~5：共 50% 期末小論文：40% 學習態度:1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資訊、醫藥衛生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專題研究(三)：旅行 ‧ 履行  

英文名稱： Traveling and Field Stud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能熟悉欲旅遊地點的人文、自然地理特色。 2. 能具備透過閱讀旅遊書籍，

規劃行程的能力。 3. 能具備利用網站、APP 等方式，訂購機票、住宿與規劃

行程的能力。 4. 能規劃一趟包含交通、食、宿、景點皆具有邏輯性且流暢的 5

日亞洲旅遊。 5. 能培養隨時關注國際時事的習慣，並具備多元文化的關懷胸

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旅行的意義：「旅行  

履行」課程簡介  
說明課程進行方式  

第二週 
原來世界那麼大：教師

旅遊經驗分享 1  

由三位授課教師進行旅行經驗分享，引

起學生為自己安排一趟旅程之探索動

機。  

第三週 
原來世界那麼大：教師

旅遊經驗分享 2  

由三位授課教師進行旅行經驗分享，引

起學生為自己安排一趟旅程之探索動

機。  

第四週 
原來世界那麼大：教師

旅遊經驗分享 3  

由三位授課教師進行旅行經驗分享，引

起學生為自己安排一趟旅程之探索動

機。  

第五週 
我曾經到那美好地方：

學生旅行經驗分享 1  
讓學生上台分享過往的旅行經驗。  



第六週 
我曾經到那美好地方：

學生旅行經驗分享 2  
讓學生上台分享過往的旅行經驗。  

第七週 
開始吧，為自己規劃一

趟新的旅行！  

讓學生進行分組，決定一趟五天四夜自

助旅行的目的地。 (本節課搭配學習單)  

第八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旅遊書籍閱讀方法 1  

教師結合高一通論地理地圖辦讀部分，

以旅遊書籍為例，引導學生如何善加使

用旅行工具書。希望學生能充分檢索並

利用書籍給予的訊息。  

第九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旅遊書籍閱讀方法 2  

教師結合高一通論地理地圖辦讀部分，

以旅遊書籍為例，引導學生如何善加使

用旅行工具書。希望學生能充分檢索並

利用書籍給予的訊息。  

第十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選擇一本適合的旅

行工具書  

學生利用上堂課所學的技巧，替自己的

旅程找到一本適合的旅遊工具書。 (本

節課搭配學習單) (備註：可利用圖書館

藏書資源)  

第十一週 
動手規劃初啼聲：利用

工具書產出一日旅程 1  

學生蒐集資料進行充分的判讀，並連結

高一課程 GIS 路徑分析，分組規劃五天

四夜中的一日旅程。 (本節課搭配學習

單)  

第十二週 
動手規劃初啼聲：利用

工具書產出一日旅程 2  

學生蒐集資料進行充分的判讀，並連結

高一課程 GIS 路徑分析，分組規劃五天

四夜中的一日旅程。 (本節課搭配學習

單)  

第十三週 
善用科技我最行：旅行

軟體、APP 教學 1  

教師分享如何利用軟體、APP 進行機

票、飯店的訂購。以及使用軟體 APP

進行路徑紀錄與行程規劃。  

第十四週 
善用科技我最行：旅行

軟體、APP 教學 2  

教師分享如何利用軟體、APP 進行機

票、飯店的訂購。以及使用軟體 APP

進行路徑紀錄與行程規劃。  

第十五週 
善用科技我最行：旅行

軟體、APP 教學 3  

教師分享如何利用軟體、APP 進行機

票、飯店的訂購。以及使用軟體 APP

進行路徑紀錄與行程規劃。  

第十六週 
動手規劃「旅行  履

行」：完成五天四夜行 1  

學生運用這學期所學習到旅行書籍利用

方法、APP 與軟體，分組規劃一趟五天

四夜的旅程。  

第十七週 
動手規劃「旅行  履

行」：完成五天四夜行 2  

學生運用這學期所學習到旅行書籍利用

方法、APP 與軟體，分組規劃一趟五天

四夜的旅程。  

第十八週 
讓我們一起走出去：期

末成果報告分享  
分組展示旅行的規劃及成果報告  

第十九週 
讓我們一起走出去：期

末成果報告分享  
分組展示旅行的規劃及成果報告  



第二十週 
讓我們一起走出去：期

末成果報告分享  
分組展示旅行的規劃及成果報告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資訊、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成大科學教育課程  

英文名稱： The Science Curriculum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經由與成大教授進行教育合作，由大學教授提供課程，藉此拓展學生視野，激

發學生思考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光學成像與照相機  透鏡成像原理  

第二週 果凍蠟燭  
氧化與還原：以簡單的器材及原料製作

美觀之果凍蠟燭  

第三週 鍊金術  
觀察銅幣經由銀色變成金色，以說明氧

化還原反應  

第四週 生活中的氧化還原作用  
1.       石板屋的天窗：火與煙霧 2. 物質氧

化還原的燃燒反應 3. 光與物質的作用  

第五週 顯微鏡介紹與使用  

1. 介紹顯微鏡(光學及解剖)構造、原

理、使用方法 2. 永久玻片觀察 3. 使用

顯微鏡觀察校園採集之花、葉、孢子、

花粉等  

第六週 段考  段考  

第七週 生物多樣性  

1.       生物多樣性的介紹 2. 微生物介紹 3. 

採集土壤樣本稀釋塗盤、培養細菌 4. 

觀察微生物多樣性 5. 練習查考科學文

獻 6. 指派個人專題報告，例:(1)校園植

物調查、觀察植物物多樣性 (2)來義原

住民在地農產品受真菌毒素污染情形 

(3)自定研究題目  



第八週 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永續  發表、討論、辯論  

第九週 認識傳統領域  田野調查部落傳統領域  

第十週 認識部落遷移史  採集部落遷移故事  

第十一週 製作部落地圖  繪製部落傳統領域地圖  

第十二週 段考  段考  

第十三週 Excel 軟體教學  學習 Excel 操作，特重統計公式教學  

第十四週 Excel 軟體教學  學習 Excel 操作，特重統計公式教學  

第十五週 
自由落體實驗及重力加

速度實驗與數據分析  
物體的運動、萬有引力  

第十六週 

伽利略的斜坡實驗及重

力加速度實驗與數據分

析  

物體的運動、萬有引力、摩擦力、分力

的概念、能量守恆，數學、統計、資訊

統合教學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與回饋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與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成大科學教育課程  

英文名稱： The Science Curriculum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經由與成大教授進行教育合作，由大學教授提供課程，藉此拓展學生視野，激

發學生思考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排灣族地震神話  文獻收集、田野調查排灣族神話故事  

第二週 地震科學  地震發生原因、板塊學說  



第三週 地震減災  
地震災害、地震防災的傳統智慧與現代

工法  

第四週 五年祭的刺球-拋體運動  物體的運動，物質間的基本交互作用  

第五週 冷次定律實驗  電磁感應與物體的運動  

第六週 段考  段考  

第七週 婚禮中盪鞦韆  簡諧震盪、能量守恆、共振  

第八週 加減乘除計算分析(一)  
數學建模應用在分析計算複雜度，和高

一上課程銜接  

第九週 加減乘除計算分析(二)  
數學建模應用在分析計算複雜度，和高

一上課程銜接  

第十週 加減乘除計算分析(三)  
數學建模應用在分析計算複雜度，和高

一上課程銜接  

第十一週 酸鹼變色球  

利用紫色高麗菜的色素製成球狀酸鹼指

示劑，觀察在不同酸鹼性環境中其顏色

之變化  

第十二週 段考  段考  

第十三週 葉脈網標本  
利用強鹼性溶液的腐蝕特性製成葉脈網

標本  

第十四週 生活中的食品化學  
1.       小米酒的科學 2. 認識有機化合物 3. 

萃取與分離科學  

第十五週 生物科技介紹  

1.       介紹生物科技的:歷史、原理、應

用、道德爭議電 2. 介紹泳技術及其應

用 3. 繼續指導上學期個人專題報告  

第十六週 分子生物實驗  

1.       質體萃取與切割實作、電泳技術實

作、螢光蛋白基因之觀察 2. 指派個人

專題報告 例：(1)生物科技之道德爭議 

(2)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 (3)生物科技與

原住民農業 (4)自定研究題目  

第十七週 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  
1. 練習查考科學文獻 2. 發表、討論、

辯論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及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洋文學名作閱讀  

英文名稱： The Studying and Reading of Western Classic Literatur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提昇學生英語閱讀能力。 2.建立學生對於西洋文學的基本認識。 3.透過小組

討論，增進學生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能力。 4.透過小組導讀，增進學生組織與

表達能力。 5.透過議題討論，建立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教學大綱及課程內容說

明和討論、學生分組  

學生分組：2~3 人一組，共分 5 組，進

行課程導讀。  

第二週 
希臘羅馬神話簡介

（一）  
眾神的起源  

第三週 
希臘羅馬神話簡介

（二）  
眾神的愛恨情仇  

第四週 
Unit 34 人類的捍衛者：

普羅米修斯  
普羅米修斯的一生  

第五週 
Unit 34 人類的捍衛者：

普羅米修斯  
你是否願意成為普羅米修斯: 小組討論  

第六週 Unit 33 傑森與金羊毛  傑森的生平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考  第一次定期考  

第八週 Unit 33 傑森與金羊毛  傑森的任務與過程  

第九週 Unit 29 席修斯與牛頭怪  牛頭怪的起源  

第十週 Unit 29 席修斯與牛頭怪  如何消滅牛頭怪及通過迷宮  

第十一週 西洋文學簡介影片欣賞  特洛伊:欣賞與討論  

第十二週 
西洋近代文學簡介

（一）  
哈利波特的意象  

第十三週 
西洋近代文學簡介

（二）  
哈利波特與英國文化  

第十四週 
Unit 7 托爾斯泰〈天使的

三個答案〉  
劇情簡介  

第十五週 
Unit 7 托爾斯泰〈天使的

三個答案〉  
小組討論與意象分析  

第十六週 
Unit 17 柯南‧道爾〈藍

柘榴石竊案〉  
劇情簡介  



第十七週 
Unit 17 柯南‧道爾〈藍

柘榴石竊案〉  
案情分析與討論  

第十八週 Unit 22 哈姆雷特  劇情簡介  

第十九週 Unit 22 哈姆雷特  意象分析及小組討論  

第二十週 期末紙筆測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定期紙筆測驗（申論題） ■(口頭/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走讀府城  

英文名稱： Understanding Taiwan Through Reading and Site Visit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強化學生對文資、都計、地政、建築、環境、公衛等法規的基本概念 2.能從

府城歷史文物了解生活習俗、環境變遷及產業發展 3.能繪製走讀地圖、參加文

創相關競賽 4.期末合作完成指定主題之分組專題(簡報、書面作業、微短片)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府城發展沿革  

臺南的都市紋理隨著政權更替逐漸破

壞，過往的典故也鮮為人知，觀看舊照

片，了解都市變遷。  

第二週 府城城牆與城門  

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大量拆除舊城牆

闢建道路，對照古圖尋找昔日城牆與城

門的光輝。  

第三週 府城溪流地貌  

臺南地下排水線隱藏了主要溪流，市區

內的地勢高低起伏更是與溪流有關，有

不少山丘皆被人遺忘，對照古圖重新認

識府城。  

第四週 探訪古井趣  

府城聚落是圍繞淡水井而發展，每個井

都有在地故事，隨著自來水普及，卻逐

漸消失。  



第五週 廟宇建築賞  

臺南為全臺廟宇密度最高的縣市，歷經

頹圮翻修，建築風格各有特色，且宗教

元素濃厚，值得紀錄與分析。  

第六週 第一次定期考查  作業 1：社區地圖、彩繪府城  

第七週 神明趣味說  

有人拜歷史人物，有人拜自然萬物，拜

拜反應了人們的期望，相同的神卻分化

出不同的故事，臺南人都拜哪些神呢。  

第八週 府城石敢當  
府城宗教信仰十分多元，靜佇於路邊的

石敢當，型態豐富，有著特別的故事。  

第九週 府城三大奇案  

從清末府城三大奇案《摜籃假燒金》、

《陳守娘》、《林投姐》一探當時的先

民生活及女權的變化。  

第十週 懷舊老戲院  

臺南存有多家的老戲院，多數已不營業

了，藉由杷梳戲院的歷史認識休閒產業

的變化。  

第十一週 眷村新風貌  

隨著戰後老兵的凋零，政府大量拆除眷

村改建國宅，僅存的眷村透過社區營

造，延續新生命。  

第十二週 鐵支路巡禮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已勢在必行，研析

市區鐵道小站，思考再活化的可能性。  

第十三週 第二次定期考查  作業 2：標語競賽  

第十四週 巷弄小旅行  

府城特色巷弄頗多，對照古圖，了解產

業與地名的變遷，以及政治對地名的影

響。  

第十五週 府城美食店  
府城小吃聞名全臺，特過特色美食，了

解地方特產及新農人的未來性。  

第十六週 府城名人傳  
拜訪名人故居，打開塵封的府城之光，

了解文化傳承的困難。  

第十七週 臺南民宿遊  

探討住商混合的舊市區，如何走出都

計、建築、消防、觀光法規的限制，發

展特色民宿。  

第十八週 文創辛酸路  

年輕創意如何結合府城傳統特色，讓臺

南發展無煙囪工業，接觸文創商品，認

識行銷與風險。  

第十九週 主題分享與問答  學生分組報告  

第二十週 主題分享與問答  學生分組報告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繪製社區地圖 15% 2.完成彩繪府城 15% 3.參加競賽 10% 4.期末作業 10% 5.期

末微短片 20% 6.踏查學習單 10% 7.課堂問答 10% 8.學習態度 10%(EX：參賽情

況)  

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青瞑蛇鬧台南--曾文溪 PA PA GO  

英文名稱： Blinded Snakes Fool with Tainan: Traveling along Tseng Wen River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讓學生由活動中認識曾文溪改道後的海岸變遷 二、讓學生由曾文溪的變

遷看台灣先民文化對洪患的應對之道 三、讓學生由資料的收集及展覽的參觀

來認識曾文溪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分組  介紹上課方式，分組，及評分方式  

第二週 從地理看河流與生活  曾文溪的古往今來  

第三週 從地科看河流與生活  曾文溪與日常生活  

第四週 扛厝走溪流活動介紹  
1. 何謂扛厝走溪流 2.扛厝走溪流的歷史

意義  

第五週 拜溪墘活動介紹  
1.拜溪墘祭典如何產生 2. 拜溪墘與守護

河川  

第六週 
拜溪墘小旅行討論與製

作  

小組針對目前仍有拜溪墘的鄉鎮進行田

野調查  

第七週 拜溪墘小旅行報告  田野調查後之小組報告  

第八週 曾文溪流域介紹  曾文溪的地理環境與週圍農業  

第九週 曾文溪流域與台南  曾文溪的歷史意義與台南的鄉鎮發展  

第十週 曾文溪流域圖繪製  
利用實地訪查與 google map 製做曾文溪

流域的地圖繪製  

第十一週 
曾文溪流域圖繪製展示

與互評  

小組上臺展示地圖並發表繪圖過程，小

組互評選出最佳地圖  

第十二週 
曾文溪氾濫新聞小組討

論  

曾文溪氾濫的季節與農業發展的介紹與

分析  

第十三週 
曾文溪氾濫新聞小組報

告  

各小組針對曾文溪氾濫的地區發表鄉鎮

發展進行討論與報告  

第十四週 曾文溪第一二次改道  說明及解釋曾文溪為何改道  

第十五週 曾文溪第三次改道  說明及解釋曾文溪為何改道  

第十六週 曾文溪第四次改道  說明及解釋曾文溪為何改道  



第十七週 曾文溪第五次改道  說明及解釋曾文溪為何改道  

第十八週 青瞑蛇鬧台南故事改編  小組進行故事改編及任務分配  

第十九週 青瞑蛇鬧台南故事展演 1  各小組進行故事展演並小組互評  

第二十週 青瞑蛇鬧台南故事展演 2  各小組進行展演並發表期末心得分享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咱糧學堂  

英文名稱： The Classroom of Our Food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藉由親身體驗翻土播種的參與過程中，了解食物來源的珍貴及近土親濃的胸

懷。 2.透過學習歷程的經驗，對本土的雜糧作物有進一步的認識及重視食安問

題。 3.落實在生活中支持國產糧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緣起、進擊的種子  食農教育的緣起種子的介紹  

第二週 你農我農  農業法規知多少  

第三週 你農我農  農業法規知多少  

第四週 農情蜜意  除草翻土  

第五週 農情蜜意  除草翻土  

第六週 撒下希望的種子  播種  

第七週 新芽  觀察種子發芽的情形  

第八週 除草  除草與觀察病蟲害  

第九週 成長的喜悅  記錄雜糧的成長  

第十週 成長的喜悅  記錄雜亂成長  

第十一週 請問專家  專業農業達人分享  



第十二週 麥田巡禮  學甲麥田實地參訪  

第十三週 美麗風光  觀察菜園裡的作物是否可以收成  

第十四週 心靈豐收  收割作物並反思  

第十五週 我的發現  針對收割過程討論作物生長的有利條件  

第十六週 農作物利用 1  討論如何將農作物變成餐桌上的食物  

第十七週 農作物利用 2  
討論如何將收成的農作物變成餐桌上的

食物  

第十八週 烹飪  
實地進行將本學期的農作物烹飪成美味

的食物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觀察評量、實作評量、紀錄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地球環境、社會心理、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室內樂—欣賞與演奏  

英文名稱： Indoor Music: Appreciation and Performanc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室內樂演奏與欣賞的能力； 2.認識不同時代風格的室內樂作品； 3.

增進室內樂重奏、合奏等演奏技巧； 4.培養人際溝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及室內樂分組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二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文藝復興時期音樂

(一)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三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文藝復興時期音樂

(二)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四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巴洛克時期音樂

(一)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五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巴洛克時期音樂

(二)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六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巴洛克時期音樂

(三)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七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古典時期音樂(一)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八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古典時期音樂(二)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九週 期中展演彩排(一)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週 期中展演彩排(二)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一週 期中展演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二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古典時期音樂(三)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三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浪漫時期音樂(一)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四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浪漫時期音樂(二)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五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浪漫時期音樂(三)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六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現代音樂(一)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七週 
室內樂作品欣賞與分組

演練 現代音樂(二)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八週 期末展演彩排(一)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十九週 期末展演彩排(二)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二十週 期末展演  教師講解、 分組合作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專題研究  

英文名稱： The Study of Science Project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簡介研究方法及如何進行專題報告，期望提升學生簡報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研究法概論  
社會科研究法概論---說明社會科學常用

研究法  

第二週 研究法概論  
自然科研究法概論---說明自然科學常用

研究法  

第三週 研究法概論  
觀察與分類---採集校園植物進行觀察並

分類  

第四週 研究法概論  
分析研究法---運用已有之數據分析各種

變因  

第五週 研究法概論  
田野調查法---在校園內以 GPS 進行定位

並和地圖結合  

第六週 段考  段考  

第七週 研究法概論  問卷調查法---設計問卷  

第八週 研究法概論  
實驗研究法---針對變因控制後進行實驗

設計  

第九週 專題報告  運用 PBL 概念製作專題報告  

第十週 專題報告  剪輯軟體製作  

第十一週 製作專題報告  培養學生簡報專題內容的能力  

第十二週 段考  段考  

第十三週 成果報告  專題成果報告製作  

第十四週 成果報告  
學生佳作觀摩與賞析 I---欣賞同學佳

作，並給予適當之回饋 I  

第十五週 成果報告  
學生佳作觀摩與賞析 II---欣賞同學佳

作，並給予適當之回饋  

第十六週 成果報告  
學生佳作觀摩與賞析 III---欣賞同學佳

作，並給予適當之回饋  

第十七週 專題成果發表  小組專題成果報告並給予回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期末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作品完成度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專題研究  

英文名稱： The Study of Science Project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簡介研究方法及如何進行專題報告，期望提升學生簡報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專題研究  各分組訂定主題  

第二週 專題研究  主題資料搜尋  

第三週 專題研究  審閱觀察資料並發現問題  

第四週 專題研究  觀察提問分享回饋  

第五週 專題研究  研究方法制定  

第六週 段考  段考  

第七週 專題研究  設計實驗  

第八週 專題研究  實驗操作檢核並修正  

第九週 專題研究  實驗操作檢核並修正  

第十週 專題研究  實驗操作檢核並修正  

第十一週 專題研究  實驗操作檢核並修正  

第十二週 段考  教學成效評估及檢討  

第十三週 專題研究  研究結果整理  

第十四週 專題研究  研究結果整理討論  

第十五週 專題報告  分組報告與回饋  

第十六週 專題報告  分組報告與回饋  

第十七週 專題成果發表  專題成果發表，分組報告與回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期末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論文寫作  

英文名稱： Basic Composition of Scientific Essa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使學生明白「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乃作學問之必備工具，期望藉由有系統的

介紹各類型的研究方法，及包括資訊蒐集、文獻分析、論文寫作等實務訓練的

學習，培養學生研究學識與論文寫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何謂科學文章  介紹如何閱讀科學性期刊  

第二週 
科學文章導讀與架構分

析一  

介紹並引導學生閱讀科學期刊與結構分

析  

第三週 
科學文章導讀與架構分

析二  

介紹並引導學生閱讀科學期刊與結構分

析  

第四週 
中學生小論文介紹與範

例解說  
介紹小論文撰寫方式及原則  

第五週 如何找論文主題  介紹如下訂定專題主題  

第六週 
資料搜尋一：如何使用

資訊平台  
介紹學術性網站運用  

第七週 段考  段考  

第八週 
資料搜尋二：如何使用

大學圖書館  
簡介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  

第九週 
參訪成大圖書館(與第九

週合併上課)  
參訪大學圖書館並實地使用圖書館資源  



第十週 
參訪成大圖書館(與第八

週合併上課)  
參訪大學圖書館並實地使用圖書館資源  

第十一週 講述資料之統整與分析  介紹資料搜集與統整  

第十二週 
論文寫作實作一(分組訂

立主題)  
論文寫作原則及訂定主題  

第十三週 
論文寫作實作二(資料搜

尋)  
資料搜尋與利用  

第十四週 段考  段考  

第十五週 
論文寫作實作三(統整分

析)  
引導學生統整分析搜集到的資料  

第十六週 
論文寫作實作四(撰寫實

作)  
引導學生如何撰寫專題論文  

第十七週 
論文寫作實作五(撰寫實

作)  
引導學生如何撰寫專題論文  

第十八週 小論文各組分享  各組小組上臺報告與回饋  

第十九週 小論文各組分享  各組小組上臺報告與回饋  

第二十週 段考  段考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論文寫作  

英文名稱： The Composition of Scientific Essa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科學論文寫作能力。 二、增進學生科學實做的能力。 三、培養

學生敏銳觀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  學生分組  

第二週 科學論文寫作概述  科學論文概念說明  



第三週 科學論文格式說明  論文格式重要性介紹  

第四週 科學研究思考邏輯  科學主題引導  

第五週 科學研究思考邏輯  科學主題引導  

第六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七週 
科學文獻回顧說明

（一）  
文獻蒐集方法與整理說明  

第八週 
科學文獻回顧說明

（二）  
文獻蒐集方法與整理說明  

第九週 科學理論之應用（一）  理論建立與應用說明  

第十週 科學理論之應用（二）  理論建立與應用說明  

第十一週 
科學分析概述與實做

（一）  
科學分析方法說明  

第十二週 
科學分析概述與實做

（二）  
科學分析方法說明  

第十三週 
分析結果呈現方法說明

（一）  
科學分析結果呈現方法  

第十四週 
分析結果呈現方法說明

（二）  
科學分析結果呈現方法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 II  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科學討論方法（一）  分析結果討論說明  

第十七週 科學討論方法（二）  分析結果討論說明  

第十八週 論文結論寫作（一）  科學論文結論寫作說明  

第十九週 論文結論寫作（二）  科學論文結論寫作說明  

第二十週 成果發表 III  成果發表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課堂問答■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生命科學、生物資源、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閱讀  

英文名稱： Scientific Read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以閱讀科學的方式融入於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將理論與實際應用的結果，培訓

科普閱讀能力，逐步提升本校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及閱讀理解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何謂閱讀  說明何謂閱讀及閱讀的重要性  

第二週 講述理解力  說明如何運用現有資料進行分析及應用  

第三週 理解力訓練  閱讀文章後進行理解力訓練實作  

第四週 講述思辨力  說明如何進行思辨及分析  

第五週 思辨力訓練  小組討論後進行分組報告  

第六週 講述聯想與統整  
說明如何聯想與統整資料及應遵守的原

則  

第七週 段考  段考  

第八週 聯想與統整的練習  小組討論後進行小組報告  

第九週 
如何定義事實與理念(觀

念)  
說明講解如何定義事實及建立觀念  

第十週 事實與觀念練習  小組討論後進行小組報告  

第十一週 科學文章導讀  介紹如何閱讀科學性文章  

第十二週 帶領文章解析  介紹如何分析科學性文章  

第十三週 文章解析練習  小組討論後進行小組報告  

第十四週 段考  段考  

第十五週 解析分享一  小組報告  

第十六週 解析分享二  小組報告  

第十七週 解析分享三  小組報告  

第十八週 解析分享四  小組報告  

第十九週 綜合討論  小組報告後成果展示與評論  

第二十週 段考  段考及課堂回鐀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作品完成度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美麗新『新』視界: 當代臺灣自然書寫  

英文名稱： Beautiful New Vision: Contemporary Composition on Taiwanese 

Environment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探討環境議題，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

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識。 二、培養學生具備問題理解、思辨

分析、推理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 三、從文學作品增進學生語文

表達，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與情意之表

達，能以同理心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環境倫理 :我們只有一個

地球  
說明文學中的環保意識及環保議題  

第二週 
人類與文明 :家離水邊那

麼近  
故事介紹及主角的內心思想  

第三週 
徐仁修：《不要跟我說

再見，台灣》  
1.作品及作者簡介 2.作者內心中的臺灣  

第四週 
當蝴蝶款款飛走 --吳明

益《迷蝶誌》  
說明臺灣為何以前被稱為蝴蝶王國  

第五週 分組討論(1)  
就前幾週作品進行討論並擇一進行心得

發表  

第六週 
台灣是一隻大鯨魚 --廖

鴻基《討海人》  
說明臺灣的海洋文學發展  

第七週 分組討論(2)  就討海人這部作品進行討論並上臺發享  

第八週 
讓我們一起擁抱自然 --

劉克襄《快樂綠背包》  
作品簡介及主題意象  

第九週 分組討論(3)  
針對快樂綠背包進行主題討論並上臺報

告  

第十週 
聽見大自然--王家祥《四

季的聲音》  
作品介紹及書中的自然主義描寫  

第十一週 分組討論(4)  
針對四季的聲音進行主題討論並上臺報

告  

第十二週 小論文寫作 題目試擬  說明小論文的架構及主題挑選  

第十三週 小論文寫作 資料蒐集  說明如何蒐集資料及應用於寫作  

第十四週 
小論文寫作 引用文獻及

撰寫  

說明如何列出引用文獻的格式及寫作方

式  

第十五週 第一組 上台報告  確定報告主題及小組互評  

第十六週 第二組 上台報告  確定報告主題及小組互評  



第十七週 第三組 上台報告  確定報告主題及小組互評  

第十八週 第四組 上台報告  確定報告主題及小組互評  

第十九週 綜合座談 1  針對本學期的作品及作者進行回鐀  

第二十週 綜合座談 2  針對本學期的小組報告進行回鐀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文史哲、農漁林牧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商用數學  

英文名稱： Business Math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應用數理觀念於商用資料分析上。 2.學習商用數學基本概念及

法則。 3.認識商用數學在商業上的各項應用。 4.提供學生運用商用數理基礎與

資料分析之基本常識。 5.使經由數學之演算過程，培養學生數感與邏輯分析之

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導論及基本數學概念複

習  
複習國中數學及高一數學  

第二週 線性函數及其應用  說明如何線性函數應用於程式中  

第三週 線性函數及其應用  
說明線性線性函數如何應用於科學物理

當中  

第四週 矩陣與行列式  說明矩陣與行列式的定義及應用  

第五週 矩陣與行列式  說明矩陣與行列式的商業用途  

第六週 矩陣與行列式  
說明矩陣與行列式的運算規則及實際練

習  

第七週 段考  段考  

第八週 線性不等式與線性規劃  線性不等式的定義及應用  

第九週 線性不等式與線性規劃  線性規劃的定義及應用  



第十週 線性不等式與線性規劃  
如何運用線性不等式與線性規劃於商業

用途  

第十一週 非線性函數  非線性函數的定義  

第十二週 非線性函數  非線性函數的練習  

第十三週 非線性函數  非線性函數的實際運用  

第十四週 分組主題報告  
針對前項各主題挑一主題進行解說及運

用實例  

第十五週 分組主題報告  
針對前項各主題挑一主題進行解說及運

用實例  

第十六週 基礎財務數學  單利, 複利計息法  

第十七週 基礎財務數學  複利, 年金, 現值及終值  

第十八週 基礎財務數學  隨機過程與衍生性金融商品評價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討論發言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數理化、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新詩創作藝起遊詩路  

英文名稱： The Cre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oem and Pros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運用簡單另類思考法則，激發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揮出人意表的想像力，引

領學生領受寫詩的樂趣。 2. 打破藝術的框架，將文字結合簡單的隨筆插畫，

讓生活所見所感躍然紙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散文與詩異同  詩與非詩 詞彙選擇與轉換  

第二週 好詩與壞詩  名家詩集閱讀 即興創作與欣賞  

第三週 詩的遊戲  比喻技巧 修辭運用  



第四週 當世界剩下兩行詩  內省功夫 隨筆取材  

第五週 聯想捕捉  聯想大樹 聯想原則  

第六週 小詩.截句  意象虛實 欣賞與創作  

第七週 一首詩的玩法  圖像詩舉例 數位詩入口 剪貼失趣味  

第八週 圖文創思  插畫小試 圖文創作 我的現代詩名片  

第九週 詩作發表  詩刊編輯設計  

第十週 文創商品討論與設計  討論廣告中的詩詞創作  

第十一週 詩的意象  現代詩和古詩的異同  

第十二週 詩的四季  如何以詩來呈現四季  

第十三週 詩中的臺灣  簡介有關臺灣的詩篇  

第十四週 詩中的環保  小組討論有關環境旳詩篇  

第十五週 海洋詩篇  討論有關海洋的詩篇  

第十六週 中西詩的對比  中文詩及西洋詩的比較及意象主題分析  

第十七週 詩的創作  小組分組創造一首自已的詩  

第十八週 小組課堂分享  小組課堂分享詩的創作及上課分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實做評量:以學生在教學情境中的實際創作作為評量根據。 2.檔案評量:蒐集

學生在修課時間內所留存下來有關創作表現的資料，做為評定成績高低的評量

根據。  

對應學群： 文史哲、生物資源、社會心理、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程式設計（Dev-C++）  

英文名稱： Basic Computer Programming (Dev-C++)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透過本課程帶領學生進入 Dev-C++的世界，並能瞭解程式設計，進而喜歡上

程式設計。 2.藉由高一下學期的探索，學習與電腦溝通的語言，學習 Dev-C++

的選擇結構、迴圈結構、函式與陣列製作出解決問題的程式。 3.具備運用運算

工具之思維能力，藉以分析問題、發展解題方法，並進行有效的決策，並以參

加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為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Dev-C++語言的操作環境與程式撰寫  

第二週 變數  
變數、資料型別、指定運算子與運算子

範例練習  

第三週 格式化輸出入  
格式化輸出入、關係、邏輯運算子與範

例練習  

第四週 條件判斷  三元運算子、if 單向選擇  

第五週 條件判斷  雙向選擇、多項選擇結構  

第六週 迴圈與巢狀迴圈  迴圈概念、for 迴圈（答數與累加）  

第七週 迴圈與巢狀迴圈  
while 迴圈 前測後測（語法、答數與累

加）  

第八週 迴圈與巢狀迴圈  巢狀迴圈概念、break continue  

第九週 字串處理  字串處理  

第十週 陣列的概念  宣告與初始化、陣列與迴圈、範例練習  

第十一週 二維陣列的概念  宣告與初始化、陣列與迴圈、範例練習  

第十二週 搜尋  循序搜尋、二元搜尋  

第十三週 排序  氣泡排序、選擇排序  

第十四週 函式  
自訂函式範例練習、遞迴、遞迴範例練

習  

第十五週 函式  傳值呼叫與傳址呼叫  

第十六週 APCS  APCS 簡介  

第十七週 APCS  APCS 程式探討  

第十八週 APCS  APCS 程式探討  

第十九週 APCS  APCS 程式探討  

第二十週 APCS  APCS 程式探討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觀察 實作+ 隨堂紙筆與實作測驗  

對應學群： 資訊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微積分  



英文名稱： Basic Calculu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微積分的基本觀念與解題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極限與導數  函數及其圖形  

第二週 極限與導數  函數的極限  

第三週 極限與導數  導數與切線  

第四週 極限與導數  微分公式  

第五週 導數的應用  極大值與極小值  

第六週 導數的應用  函數圖形的描繪  

第七週 導數的應用  圓錐曲線的切線與法線  

第八週 初等函數的微分  三角函數的微分  

第九週 初等函數的微分  對數函數的微分  

第十週 初等函數的微分  指數函數的微分  

第十一週 無窮數列的極限  數列的極限  

第十二週 無窮數列的極限  極限存在性  

第十三週 無窮數列的極限  無窮級數  

第十四週 積分法  面積  

第十五週 積分法  定積分與反導函數  

第十六週 積分法  微積分學基本定理  

第十七週 定積分的應用  面積  

第十八週 定積分的應用  體積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作品/作業)報告 █課堂討論發言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幾何與代數的邂逅  

英文名稱： The Encounter of Geometry and Algebra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動態幾何軟體 GEOGEBRA 結合了幾何、代數、統計和微積分等等，透過電

腦操作，可以更具體完整認識高中數學課程內容、利用自己既有的知識完成任

務，更進一步驗證數學軟體的實用性。 2. 讓學生動手實作組合各種結構，在

主動探索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幾何思維能力、空間觀察能力，有系統的研究、

分析與解釋，形塑其數學素養，更激發其的數理天賦與創造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GGB 介紹、介面熟悉、學生分組 絕對

值函數、線性函數、二次函數(數值滑

桿)  

第二週 三角形  
三角形的五心性質、尤拉線性質、線性

規劃  

第三週 三次函數  
三次函數、拉格朗日插值多項式、指對

數函數  

第四週 試算表  
試算表、遞迴關係、Sequence 指令運用

層層疊疊作圖  

第五週 畢氏定理  畢氏定理的定義及萬花尺  

第六週 圓的幾何性質  圓的幾何性質與阿波羅圓  

第七週 圓錐曲線  
圓錐曲線:抛物線、包絡線性質、橢

圓、雙曲線、包絡線性質  

第八週 圓錐曲線  三角函數圖、參數式軌跡  

第九週 ZOMETOOL(組件認識  

ZOMETOOL(組件認識、2D 組合:正多邊

形、黃金比例、雪花圖形、五芒星、3D

組合:正方體、正方體 4D 陰影探索、平

行六面體、分形立方體)  

第十週 ZOMETOOL  

橋面結構、金字塔結構、穹頂結構、阿

基米德正多面體、正十二面體、正二十

面體,理解對偶性質  

第十一週 ZOMETOOL  
巴克球、理解巴克球的特質、半正多面

體、自交多面體  



第十二週 ZOMETOOL  雙股螺旋 DNA、自由創作  

第十三週 
摺紙基本方法與會說話

的青蛙  
摺出三角板與正三角形的幾何概念  

第十四週 
正三角形與四面體的幾

何概念  

摺出正三角形與四面體的幾何概念 摺

出菱形與正六角形的幾何概念  

第十五週 凸多面體  
摺出凸多面體(四面體、六面體……等) 

凸多面體與歐拉  

第十六週 認識艾雪與艾雪多面體  艾雪多面體製作  

第十七週 認識中村開己  中村開己的蜥蜴立方體  

第十八週 中村開己  
中村開己的熊的十二面體、海豚的十二

面體、反轉地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作品/作業)報告 █課堂討論發言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程式設計（Python）  

英文名稱： Computer Programming: Pyth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學會 Python 程式語言，以獲取 APCS 認證為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語言認知  直譯式語言 / 物件導向式語言  

第二週 Python 第一次接觸  Python 簡介 / 基本語法  

第三週 Python 內涵  Python 變數+賦值+運算子  

第四週 Python 轉換  Python 字串+數字  

第五週 Python 判斷  Python 判斷式的形成  

第六週 Python 判斷  Python 判斷的應用  



第七週 Python 迴圈  如何形成 Python 迴圈  

第八週 Python 迴圈  Python 迴圈的應用  

第九週 Python 集合  Python 序對+串列+集合+字典  

第十週 Python 集合  Python 序對+串列+集合+字典  

第十一週 Python 函數  Python 日期+函數  

第十二週 Python 模組  Python 模組介紹  

第十三週 APCS 簡介  APCS 簡介及應用說明  

第十四週 APCS 探究  APCS 程式探討  

第十五週 APCS 探究  APCS 程式探討  

第十六週 APCS 探究  APCS 程式探討  

第十七週 APCS 探究  APCS 程式探討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分享  各組小組上臺分享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作業  

對應學群： 資訊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奧逗兒 遊山趣  

英文名稱： The Fun of Outdoor Mountain Travel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學生能認識台灣山林概況 2.學生能瞭解親近山岳的準備事項 3.學生有至少一

次自行參與或規畫執行山野戶外活動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簡介  課程說明與介紹  



第二週 台灣山岳認識  地質、水文、氣候  

第三週 台灣山岳認識  地質、水文、氣候  

第四週 台灣山岳認識  生態系  

第五週 台灣山岳認識  高山、中級山、郊山  

第六週 登山設備  山野中的食衣  

第七週 登山設備  山野中的食衣  

第八週 登山用品店配備參訪  校外教學、學習單  

第九週 登山設備  山野中的住行  

第十週 登山設備  山野中的育樂(文學創作)  

第十一週 
野炊實作、登山帳棚搭

設  
校園素食野炊、搭帳棚實作  

第十二週 無痕山林  無痕山林的定義及如何完成無痕山林  

第十三週 登山醫學  
扭傷、昆蟲蛇咬傷、水泡、高山症等預

防及處理  

第十四週 登山醫學  試範教學、回覆試教  

第十五週 定向  
登山地圖、登山導航、GPS 定位、登山

軟體操作、地圖、指北針、手機  

第十六週 定向  地圖、指北針、手機  

第十七週 體能訓練  如何自主體能訓練及實作  

第十八週 體能訓練  如何自主體能訓練及實作  

第十九週 期末成果報告與分享  小組報告，PPT 或海報展示  

第二十週 期末成果報告與分享  小組報告，PPT 或海報展示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新多益國際證照（基礎）  

英文名稱： New TOEIC (basic)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及信心。 2. 培養學生職場所需之英語文能力。 3. 

增加學生對職場的認識。 4. 讓學生認識多益測驗。 5. 培養學生國際觀與世界

觀。 6. 發展學校本位職場英文教學特色與模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餐旅英文  

1.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外出用餐的相關單字。 2. 情意目

標：讓學生體會外出用餐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照片

描述題。  

第二週 工作求職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人事的相關單字，認識人事相關的

英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

生體會人事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

目標：讓學生能夠填寫英語工作應徵

表，作答多益對話題。  

第三週 商業採購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識採購相關的英

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生體

會採購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

標：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公告。  

第四週 商業採購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採購相關單字。 2. 情意目標：讓

學生體會採購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

能目標：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問答題。  

第五週 常見辦公室生活英語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熟悉辦公室相

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

學生體會辦公室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看懂英語收據。  

第六週 常見辦公室生活英語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辦公室相關單字。 2. 情意目標：

讓學生體會辦公室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單篇閱

讀題。  

第七週 電影院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識娛樂相關的英

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生體

會娛樂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

標：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電影時刻表。  

第八週 電影院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娛樂相關單字。 2. 情意目標：讓

學生體會娛樂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

能目標：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句子填空

題。  

第九週 一般商務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識一般商務相關

的英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



生體會一般商務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填寫英語行程

表。  

第十週 一般商務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一般商務相關單字。 2. 情意目

標：讓學生體會一般商務相關的英語情

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作答多

益短講題。  

第十一週 旅遊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識旅遊相關的英

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生體

會旅遊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

標：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飯店歡迎卡。  

第十二週 旅遊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旅遊相關單字。 2. 情意目標：讓

學生體會旅遊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

能目標：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段落填空

題。  

第十三週 製造業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識製造業相關的

英語表達用法。 2. 情意目標：讓學生

體會製造業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

目標：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新聞文體。  

第十四週 製造業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讀懂二

十個製造業相關基礎單字。 2. 情意目

標：讓學生體會製造業相關的英語情

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作答多

益多篇閱讀題。  

第十五週 模擬試題 1  

1. 認知目標：檢測學生學習成效。 2. 

技能目標：(1) 讓學生能夠運用多益考

試應答策略。 (2) 讓學生能夠學會考試

時間分配。  

第十六週 模擬試題 2  

1. 認知目標：檢測學生學習成效。 2. 

技能目標：(1) 讓學生能夠運用多益考

試應答策略。 (2) 讓學生能夠學會考試

時間分配。  

第十七週 模擬試題 3  

1. 認知目標：檢測學生學習成效。 2. 

技能目標：(1) 讓學生能夠運用多益考

試應答策略。 (2) 讓學生能夠學會考試

時間分配。  

第十八週 模擬試題 4  完成第 4 次模擬試題及課堂回鐀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定期與隨堂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其他 分組活動表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新多益國際證照（進階）  

英文名稱： New TOEIC (Advanced)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升學及職場所需之英語文能力。 2. 讓學生認識新多益測驗。 3. 培

養學生國際觀與國際移動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生起點能力測試  新多益試題前測  

第二週 外出用餐  

• 讓學生認識外出用餐的相關英語表

達用法和單字。 • 讓學生能夠閱讀英

文電子郵件。  

第三週 人事  

1. 讓學生認識人事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和單字。 2. 讓學生能夠填寫英語工作

應徵表。  

第四週 採購  

• 讓學生認識採購相關的英語表達用

法和單字。 • 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公

告。  

第五週 辦公室英語  

1. 讓學生能夠熟悉辦公室相關的英語表

達用法和單字。 2. 讓學生能夠看懂英

語收據。  

第六週 休閒娛樂  

八月十六日京都大文字祝火節、十一月

十五日七五三節、祇園祭、天神祭、神

田祭、博多 DONTAKU 節、札幌雪祭  

第七週 一般商務  

1. 讓學生認識一般商務相關的英語表達

用法和單字。 2. 讓學生能夠填寫英語

行程表。  

第八週 旅遊規劃  

• 讓學生認識旅遊相關的英語表達用

法和單字。 • 讓學生能夠用英語填寫

旅遊行程規劃。  



第九週 飯店住宿  

• 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飯店歡迎

卡。 • 讓學生能夠應用多益雙篇閱讀

題的解題策略。  

第十週 財務  
1. 讓學生認識財務相關英語表達用法和

單字。 2. 讓學生能夠閱讀英語信件。  

第十一週 科技  

• 讓學生認識科技相關英語表達用法

和單字。 • 讓學生能夠應用多益短講

題的解題策略。  

第十二週 保健  
1. 讓學生認識保健相關英語表達用法和

單字。 2. 讓學生能夠摘要閱讀重點。  

第十三週 法律與合約  

1. 讓學生認識合約相關的英語表達用法

和單字。 2.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句子

填空題。  

第十四週 人才招募  

• 讓學生認識人才招募相關的英語表

達用法和單字。 •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

益段落填空題。  

第十五週 行銷與銷售  

• 讓學生認識行銷相關的英語表達用

法和單字。 •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對

話題。  

第十六週 不動產  

• 讓學生認識不動產相關的英語表達

用法和單字。 • 讓學生能夠作答多益

照片描述題。  

第十七週 新多益模擬測驗 1  

1. 檢測學生學習成效。 2. 讓學生能夠

運用多益考試應答策略。 3. 讓學生能

夠學會考試時間分配。  

第十八週 新多益模擬測驗 2  

1. 檢測學生學習成效。 2. 讓學生能夠

運用多益考試應答策略。 3. 讓學生能

夠學會考試時間分配。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定期與隨堂紙筆測驗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建築設計、社會心

理、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經典風華課程  

英文名稱： The Study of Rhythms Monthly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藉由閱讀經典雜誌，了解國際觀以及培養生活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921 大地震  
校園重建遠東校園建築獎校園建築~地

形與生活之結合  

第二週 綠建築  定義、實例分析與探討  

第三週 宜蘭厝休閒住宅  人與環境真誠的對話  

第四週 打造自己中意的台南厝  討論法規及可行性  

第五週 未來校園建築創作  利用樂高完成校園創作  

第六週 公共建築初體驗  現代經典校園巡禮  

第七週 
跟著二十四節氣吃吃喝

喝  
季節與食材  

第八週 
跟著二十四節氣吃吃喝

喝  
季節與食材  

第九週 
【在地食材】食在好滿

足  
如何挑選在地好食材  

第十週 
【在地食材】食在好滿

足  
挑選在地食材的地點  

第十一週 
【在地食材】食在好滿

足  
如何烹飪在地食材  

第十二週 
【進口仰賴】食在好滿

足  
討論目前進口的大宗食品  

第十三週 
【進口仰賴】食在好滿

足  
討論在地消費習慣  

第十四週 
【進口仰賴】食在好滿

足  
討論進口食材的安全新鮮度  

第十五週 
【加工食品】食在好滿

足  
認識食品添加物  

第十六週 
【加工食品】食在好滿

足  
食品添加物是否對身體無害  

第十七週 
【加工食品】食在好滿

足  
如何挑選對身體無害的加工食品  

第十八週 食品添花亂綴  討論食品添加物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第十九週 糖朝祕辛  介紹含糖飲料的含糖程度  



第二十週 期末測驗  期末測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學習態度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建築設計、藝術、文史哲、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史  

英文名稱： The History of Math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知道一個數學概念的歷史，可以使學生對其學習上，有更深層的理解。 2. 

知道這些困難在歷史上如何被克服，也可以在協助學生克服這些路障的同時，

為其指引出一條路來。 3. 經由學生的積極參與，打開了數學與歷史脈絡兼顧

的更深一層理解，希能提升他們的數學成就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學史導論  地面與天空的三角學 負數的 時光之旅  

第二週 自然數  定義實數 認識無理數  

第三週 認定 0 為數字  研究小數 尺規作圖的緣起  

第四週 圓面積公式的發現  
研究坐標計算圓周率 判別二次方程式

的根  

第五週 
第一個使用因式分解的

人  
分辨路徑的條件  

第六週 用比例計算長度  證明畢氏定理 東亞數學史  

第七週 段考  段考  

第八週 找出數學的矛盾  發明 log 的人 研究范氏圖  

第九週 集合之間的對應  產生特定數值的集合 發表非歐幾合  

第十週 預測誤差最小的數值  提出費氏數列 比較無窮集合  

第十一週 古文明的直角三角形  測量三角 從賭博研究機率  

第十二週 
從數的算術到符號代數

的算術  
利用符號和字母簡化算式  



第十三週 庸(篩)篩出質數  數學系統化  

第十四週 段考  段考  

第十五週 
提出 360 年來難解的問

題  
推測宇宙的形狀  

第十六週 發現莫比烏斯帶  向量系統化  

第十七週 發明解題的 4 大階段  利用數學解讀密碼  

第十八週 奠定抽象代數學的基礎  
利用指數標示平方 創造區分多面體的

公式  

第十九週 總體比較  開啟統計學的新扉頁 證明擺線原理  

第二十週 段考  段考及課堂回鐀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討論發言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數理化、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探究  

英文名稱： Math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 溝通互動：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讓學生動手實作組合各種結構，在主動探索的過程中，培養學生幾何思維能

力、空間觀察能力，有系統的研究、分析與解釋，形塑其數學素養，更激發其

的數理天賦與創造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T 字探索  T 字探索(分組、二維平面)  

第二週 ZOMETOOL 1  
ZOMETOOL(組件認識、2D 組合:正多邊

形、黃金比例、雪花圖形、五芒星)  

第三週 ZOMETOOL 2  

ZOMETOOL(3D 組合:正方體、正方體

4D 陰影探索、平行六面體、分形立方

體)  

第四週 ZOMETOOL 3  
ZOMETOOL(橋面結構、金字塔結構、

穹頂結構)  



第五週 ZOMETOOL 4  
ZOMETOOL(阿基米德正多面體、正十

二面體、正二十面體,理解對偶性質)  

第六週 ZOMETOOL 5  
ZOMETOOL(巴克球、理解巴克球的特

質)  

第七週 ZOMETOOL 6  ZOMETOOL(半正多面體、自交多面體)  

第八週 ZOMETOOL 7  ZOMETOOL(雙股螺旋 DNA)  

第九週 索瑪立方塊  
索瑪立方塊組件認識、立體幾何圖形探

索、建構特殊索瑪立方塊  

第十週 
Burr Tools 幾何軟體的認

識  
Burr Tools 幾何軟體的認識與實作  

第十一週 
編程 Burr Tools 軟體建構

特殊圖形  

編程 Burr Tools 軟體建構特殊圖形與實

作  

第十二週 編寫程式  程式編寫分享  

第十三週 摺紙  摺紙基本方法與摺紙中的對稱性  

第十四週 
三角板與正三角形的幾

何概念  

摺出三角板與正三角形的幾何概念與實

作  

第十五週 摺紙 1  摺出正三角形與四面體的幾何概念  

第十六週 摺紙 2  摺出菱形與正六角形的幾何概念  

第十七週 摺紙 3  摺出正五角形的幾何概念  

第十八週 摺紙 4  摺出五芒星的幾何概念  

第十九週 摺紙 5  摺出凸多面體(四面體、六面體……等)  

第二十週 摺紙 6  凸多面體與歐拉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餐桌下的秘密  

英文名稱： The Secret under the Table: Food Safety with Everyon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了解食品安全 2.學習世界各國餐廳禮儀、音樂饗宴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餐桌下的秘密  餐盤內的東西是食物還是食品？  

第二週 健康新煮張  全榖根莖類的介紹  

第三週 健康新煮張  現代新素派實作課  

第四週 粉安心  粉類的介紹與分辨  

第五週 安心豆陣行  基因改造與非基改  

第六週 食在不能說的秘密  認識油脂、美食後的秘密  

第七週 翻轉吧，蔬果  蔬果介紹、創意小廚師  

第八週 好食蔬、食好蔬  討論與分享  

第九週 慢食，慢活  體驗討論分享  

第十週 慢食，慢活  體驗討論分享  

第十一週 食在有文化  世界各國餐廳禮儀、零廚餘宣導  

第十二週 食在有文化  世界各國餐廳禮儀、音樂饗宴  

第十三週 慢食攻略  成果製作討論、音樂饗宴  

第十四週 慢食攻略  成果分享、音樂饗宴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藝術、地球環境、生物資源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饗宴—從地理位置看美食風情  

英文名稱： Feast: Viewing Cuisines from Geographical Posi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

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藉由課程擴展學生世界觀 2 培養學生面對生活的美感 3.藉由實作課程尊重多

元文化與食物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簡介  教師講解、學生手冊封面 繪製、分組  

第二週 亞洲地理位置介紹  撰寫筆記或學習單  

第三週 我心目中的亞洲  
繪製亞洲想像地圖，已和國家的相對位

置做連結  

第四週 我心目中的亞洲  
繪製亞洲想像地圖，已和國家的相對位

置做連結  

第五週 亞洲各國飲食的特色  撰寫筆記或學習單  

第六週 亞洲美食聯想地圖  繪製美食文化聯想心智地圖  

第七週 亞洲美食聯想地圖  繪製美食文化聯想心智地圖  

第八週 壽司的國度-日本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九週 拉麵的國度-日本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十週 泡菜的國度-韓國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十一週 咖哩王國-印度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十二週 酸辣天堂-泰國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十三週 蝶豆花的故鄉-不丹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十四週 
異國餐廳介紹〈食尚玩

家〉  
小組自製影片分享  

第十五週 計算熱量我在行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十六週 青少年所需的繞輛  教師說明、填寫學習單  

第十七週 各國美食實作  自備材料  

第十八週 各國美食實作  自備材料  

第十九週 期末成果報告與分享  小組報告，PPT 或海報展示  

第二十週 期末成果報告與分享  小組報告，PPT 或海報展示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面/作業)報告 ■課堂問答 ■學習態度觀察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生物資源、醫藥衛生  

備註：  



  

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五、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名稱：  
中文名稱： 大學英文檢定  

英文名稱： College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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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實用英語 2.考取英語證照 3.能夠使用英文於日常生活與學術報告中。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生起點能力測試  新多益試題前測  

第二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

識辦公室相關英語表達

用法。 2. 情意目標：讓

學生體會辦公室相關的

英語情境。 3. 技能目

標：讓學生能夠進行簡

易的辦公室英語對話。  

1. 課程簡介 2. 暖身活動 3. 小組討論完

成閱讀任務  

第三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

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辦

公室相關單字。 2. 情意

目標：讓學生體會辦公

室相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目標：讓學生能夠

應用多益照片描述題及

句子填空題的解題策

略。  

1. 解題策略教學 2. 多益照片描述題聽

力訓練 3. 多益句子填空題閱讀訓練 4. 

單字重點教學  

第四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

識財務相關英語表達用

法。 2. 情意目標：讓學

生體會財務相關的英語

情境。 3. 技能目標：讓

學生能夠閱讀英語信

件。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第五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

夠應用多益單篇閱讀題

的解題策略。 2. 情意目

標：讓學生體會財務相

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

1. 解題策略教學 2. 多益單篇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目標：讓學生能夠聽懂

並讀懂二十個財務相關

單字。  

第六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

識科技相關英語表達用

法。 2. 情意目標：讓學

生體會科技相關的英語

情境。 3. 技能目標：讓

學生能夠以英語填寫電

腦問題回報單。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第七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

夠應用多益短講題的解

題策略。 2. 情意目標：

讓學生體會科技相關的

英語情境。 3. 技能目

標：讓學生能夠聽懂並

讀懂二十個科技相關單

字  

1. 解題策略教學 2. 多益短講題聽力訓

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第八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

識一般商務英語表達用

法。 2. 情意目標：讓學

生體會一般商務相關的

英語情境。 3. 技能目

標：讓學生能夠看懂英

語議程表。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第九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

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一

般商務情境相關單字。 

2. 情意目標：讓學生體

會一般商務相關的英語

情境。 3. 技能目標：讓

學生能夠應用多益雙篇

閱讀題的解題策略。  

1. 解題策略教學 2. 多益雙篇閱讀訓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第十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認

識旅遊相關英語表達用

法。 2. 情意目標：讓學

生體會旅遊相關的英語

情境。 3. 技能目標：讓

學生能夠用英語填寫旅

遊行程規劃。  

1. 暖身活動 2. 小組討論完成閱讀任務  

第十一週 

1. 認知目標：讓學生能

夠聽懂並讀懂二十個旅

遊相關單字。 2. 情意目

標：讓學生體會旅遊相

關的英語情境。 3. 技能

1. 解題策略教學 2. 多益應答題聽力訓

練 3. 單字重點教學  



目標：讓學生能夠應用

多益應答題的解題策

略。  

第十二週 多益模擬測驗  完成多益模擬測驗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彈性課程 1  

英文名稱： Citizensh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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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理解法律基本架構和內涵 情意：了解人性尊嚴的內涵 技能：學習衝突

解決途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道德與個人發展  道德的變遷與多元觀  

第二週 道德與個人發展  道德發展與實踐  

第三週 道德與個人發展  道德議題與衝突  

第四週 道德與個人發展  社會生活中的道德  

第五週 法律基本理念與架構  憲政主義下的基本法律架構  

第六週 法律基本理念與架構  法治國的意義  

第七週 法律基本理念與架構  憲法所保障的人權理念與內容  

第八週 法律基本理念與架構  自由權的保障及界限  

第九週 行政法與憲法  行政法的基本理念  

第十週 行政法與憲法  行政程序  

第十一週 行政法與憲法  平等與差別待遇  

第十二週 行政法與憲法  自由權的保障及界限  

第十三週 民法與生活  民法與私有財產權的保障  



第十四週 民法與生活  交易安全的保障與法律  

第十五週 民法與生活  婚姻、家庭制度與法律  

第十六週 刑法與生活  犯罪的構成  

第十七週 刑法與生活  刑罰的目的  

第十八週 刑法與生活  犯罪的追訴及處罰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彈性課程 2  

英文名稱： Citizenshi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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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了解經濟問題就是選擇問題，選擇的前提則起於資源的稀少性與多種用

途 情意：探討並延伸學習比較利益法則對專業分工合作、生產效率的影響 技

能：探討臺灣環境與生態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經濟學基本概念  經濟學簡介  

第二週 經濟學基本概念  經濟制度  

第三週 經濟學基本概念  比較利益  

第四週 經濟學基本概念  家庭與廠商的互動  

第五週 市場機能  需求、供給  

第六週 市場機能  市場均衡  

第七週 市場機能  經濟效率  

第八週 市場機能  政府干預  

第九週 全球化與地球村   

第十週 全球化與地球村  國際貿易的供給與需求  

第十一週 全球化與地球村  經濟全球化  

第十二週 全球化與地球村  地球村與反思  

第十三週 外部效果  外部效果造成的市場失靈  

第十四週 外部效果  外部效果的原因  

第十五週 外部效果  臺灣的環境與生態問題  

第十六週 公共財與租稅  政府支出  



第十七週 公共財與租稅  政府收入  

第十八週 公共財與租稅  政府效能與失靈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科彈性課程  

英文名稱：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落實彈性學習時間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 2.發揮學生「自發」規劃學習內容

的精神。 3.使學生具有自主學習的先備知識。 4.降低學生自主學習過程的障礙

與挫折。 5.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成效。 6.透過自主學習的實施，使學生學會如

何學習。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經濟產業發展  第一級產業 學習重點摘要  

第二週 經濟產業發展  第二級產業 學習重點摘要  

第三週 經濟產業發展  第三級產業 學習重點摘要  

第四週 經濟產業發展  高科技知識產業 學習重點摘要  

第五週 經濟產業發展  產業學習重點討論  

第六週 經濟產業發展  產業學習重點討論  

第七週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第八週 人口與發展  人口成長 學習重點摘要  

第九週 人口與發展  人口組成 學習重點摘要  

第十週 人口與發展  人口分布 學習重點摘要  

第十一週 人口與發展  人口遷移 學習重點摘要  

第十二週 人口與發展  人口 學習重點討論  

第十三週 人口與發展  人口 學習重點討論  

第十四週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十五週 聚落與都市  聚落發展與城鄉關係  

第十六週 聚落與都市  聚落發展與城鄉關係  

第十七週 聚落與都市  聚落發展與城鄉關係  

第十八週 聚落與都市  都市規模與都市問題  

第十九週 聚落與都市  都市規模與都市問題  



第二十週 聚落與都市  都市規模與都市問題  

第二十一週 期末考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1  

英文名稱： Physics 1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生能具備週延性思考、嚴謹邏輯推理、精緻創意、敏捷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直線運動  路程、位移  

第二週 直線運動  速率、速度  

第三週 直線運動  加速度、等加速運動  

第四週 直線運動  自由落體  

第五週 直線運動  鉛直下拋  

第六週 直線運動  鉛直上拋  

第七週 平面運動  水平拋射  

第八週 平面運動  水平拋射  

第九週 平面運動  斜向拋射  

第十週 平面運動  斜向拋射  

第十一週 牛頓三大運動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第十二週 牛頓三大運動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第十三週 牛頓三大運動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第十四週 牛頓三大運動  摩擦力  

第十五週 牛頓三大運動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第十六週 圓周運動  等速圓周運動  

第十七週 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定律  

第十八週 萬有引力  力與重力加速度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 2  



英文名稱： Physics 2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生能具備週延性思考、嚴謹邏輯推理、精緻創意、敏捷反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萬有引力  行星與人造衛星  

第二週 萬有引力  克卜勒行星第一運動定律  

第三週 萬有引力  克卜勒行星第一運動定律  

第四週 萬有引力  克卜勒行星第一運動定律  

第五週 功與能  力與功  

第六週 功與能  動能  

第七週 功與能  功能定理  

第八週 功與能  功能定理  

第九週 功與能  重力位能  

第十週 功與能  彈力位能  

第十一週 功與能  力學能守恆  

第十二週 功與能  力學能守恆  

第十三週 動量  動量、動量變化  

第十四週 動量  動量守恆  

第十五週 碰撞  碰撞  

第十六週 碰撞  彈性碰撞  

第十七週 碰撞  彈性碰撞  

第十八週 碰撞  非彈性碰撞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社會環境議題  

英文名稱： Social Environment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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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環境和人類之間的動態關係，在不同的環境議題下，思考如何維持生

態、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與調適方式。 2. 引導學生自主探究發掘各種社會

或環境問題，進而能採取社會參與行動。 3. 透過議題討論，培養學生溝通互

動的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活的地理  空間分布  

第二週 生活的地理  人地關係  

第三週 生活的地理  區域特色  

第四週 生活的地理  自然環境  

第五週 認識地圖  真實世界縮小的改變  

第六週 認識地圖  地圖的演進  

第七週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第八週 地形的展示與判讀  地形展示的方法  

第九週 地形的展示與判讀  地形發育的過程  

第十週 地形的展示與判讀  河流海岸地形  

第十一週 地形的展示與判讀  石灰岩風成地形  

第十二週 地形的展示與判讀  冰河地形  

第十三週 地形與人類活動  地形變遷與災害  

第十四週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十五週 天氣與氣候  天氣系統與氣候分類  

第十六週 天氣與氣候  世界氣候分類  

第十七週 天氣與氣候  水文概述  

第十八週 水文  水資源利用的問題與衝突  

第十九週 土壤  土壤的分布與土地退化  

第二十週 生物的分布與組成  動植物的分布與生態失衡  

第二十一週 期末考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基礎班 1  

英文名稱： Basic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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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拼寫基本常用字詞。 2.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子。 3. 能利用

自結構、上下文意、句型結構即篇章組織推測字詞意義或句子內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字：發音  
1.KK 音標 2.自然發音 3.Book One, Unit 

1~2  

第二週 文法：介系詞  
1.時間介系詞 2.地方介系詞 3.其他介系

詞  

第三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One, Unit 1~2  

第四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One, Unit 3~4  

第五週 文法：形容詞  

1.數字、數量形容詞 2.指示形容詞 3.現

在與過去分詞 4.名詞變成的形容詞 5.多

個形容詞共同修飾一個名詞 6.形容詞字

詞的後位修飾 7.非修飾人的形容詞 8.常

用的「形容詞＋介系詞」的連用片語  

第六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One, Unit 3~4  

第七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One, Unit 5~6  

第八週 文法：副詞  1.頻率副詞 2.情狀副詞 3.程度副詞  

第九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One, Unit 5~6  

第十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One, Unit 7~8  

第十一週 
文法：形容詞與副詞的

級  

1.形容詞的比較級 2.形容詞的最高級 3.

情狀副詞的級  

第十二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One, Unit 7~8  

第十三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One, Unit 9~10  

第十四週 文法：動名詞與不定詞  1.動名詞 2.不定詞  

第十五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One, Unit 9~10  

第十六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One, Unit 11~12  

第十七週 文法：連接詞  1.對等連接詞 2.附屬連接詞  

第十八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One, Unit 11~12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基礎班 2  

英文名稱： Basic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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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拼寫基本常用字詞。 2.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子。 3. 能利用

自結構、上下文意、句型結構即篇章組織推測字詞意義或句子內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Two, Unit 1~2  

第二週 文法：特殊動詞  1.情緒動詞 2.連綴動詞 3.授與動詞  

第三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Two, Unit 1~2  

第四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Two, Unit 3~4  

第五週 文法：特殊動詞  1.使役動詞 2.感官動詞 3.其他特殊動詞  

第六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Two, Unit 3~4  

第七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Two, Unit 5~6  

第八週 文法：被動語態  

1.各種時態的被動語態句 2.有情狀助動

詞的被動語態句 3.有感官動詞的被動語

態句 4.有使役動詞的被動語態句 5.有授

與動詞的被動語態句 6.祈使句的被動語

態句 7.否定、疑問、問句的被動語態句 

8.其他的被動語態句  

第九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Two, Unit 5~6  

第十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Two, Unit 7~8  

第十一週 文法：關係代名詞  
1.關代主格與受格 2.關代所有格、複合

關代 what 3.關代副詞 4.關代的特殊用法  

第十二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Two, Unit 7~8  

第十三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Two, Unit 9~10  

第十四週 文法：其他重要句型  1.祈使句 2.感嘆句 3.名詞子句  

第十五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Two, Unit 9~10  

第十六週 單字：如何背單字  Book Two, Unit 11~12  

第十七週 文法：其他重要句型  1.倒裝句型 2.假設語氣  

第十八週 習作：句型文法練習  Book Two, Unit 11~12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進階班 1  

英文名稱： Advanced English (1)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英文中高級單字與讀寫能力，以能實際應用於生活上的溝通與批判思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1、2 回  

第二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1,Unit 2  

第三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1,Unit 2  

第四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3、4 回  

第五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3,Unit 4  

第六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3,Unit 4  

第七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5、6 回  

第八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5,Unit 6  

第九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5,Unit 6  

第十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7、8 回  

第十一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7,Unit 8  

第十二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7,Unit 8  

第十三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9、10 回  

第十四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9,Unit 10  

第十五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9,Unit 10  

第十六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11、12 回  

第十七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11,Unit 12  

第十八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11,Unit 12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進階班 2  

英文名稱： Advanced English (2)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英文中高級單字與讀寫能力，以能實際應用於生活上的溝通與批判思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13、14 回  

第二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13,Unit 14  

第三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13,Unit 14  

第四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15、16 回  

第五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15,Unit 16  

第六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15,Unit 16  

第七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17、18 回  

第八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17,Unit 18  

第九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17,Unit 18  

第十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19、20 回  

第十一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19,Unit 20  

第十二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19,Unit 20  

第十三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21、22 回  

第十四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21,Unit 22  

第十五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21,Unit 22  

第十六週 學測指考單字  破解大考英文詞彙祕笈第 23、24 回  

第十七週 
學測/指考/TOEIC/英檢中

級克漏字  
21 世紀英文 克漏字測驗 Unit 23,Unit 24  

第十八週 閱讀與翻譯寫作  閱讀與翻譯寫作 Ｕnit 23,Unit 24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學測歷屆試題  

英文名稱： Review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from JC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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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熟學測英文考科包含的單詞與片語。2.閱讀各種文章題材與答題技巧。3.

活用英文文法句型。4.寫出結構有條理文意清晰的翻譯。5.了解考試重點與掌

握命題重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108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二週 
108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三週 
107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四週 
107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五週 
106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六週 
106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七週 
105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八週 
105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九週 
104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十週 
104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十一週 
103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十二週 
103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十三週 
102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十四週 
102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十五週 
101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十六週 
101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十七週 
100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十八週 
100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十九週 
99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二十週 
99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第二十一週 
98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詞彙 2.綜合測驗 3.文意選填  



第二十二週 
98 年升大學學測英文試

題  
1.閱讀測驗 2.中譯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數學補強性課程 1  

英文名稱： Math for the Senio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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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高中數學必修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實數與絕對值  

1.了解有理數與無理數，以及科學記號

數字的運算。2.能解決對質方程式與不

等式。  

第二週 指數  
了解實數指數的意義，複習指數律。2.

了解幾何平均數與算幾不等式。  

第三週 
常用對數與數值計算的

誤差  

1.了解對數的意義，能使用計算機運算

對數。2.能察覺計算機誤差的發生。  

第四週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  
了解有限項遞迴關係、等比級數，能運

用求和公式，數學歸納法。  

第五週 
邏輯與坐標圖形的對稱

性  

1.認識命題及其否定及兩命題的關係。

2.坐標圖形的對稱性  

第六週 直線方程式  

1.了解直線方程式。2.能運算點到直線

的距離、平行線的距離。3.能解二元一

次不等式。  

第七週 圓方程式  了解圓的標準式。  

第八週 直線與圓  
能找出圓的切線，能了解圓與直線的關

係。  

第九週 廣義角和極坐標  
了解廣義角與極坐標的定義，並能操作

極坐標和直角坐標的轉換。  

第十週 三角比  
了解銳角到廣義角的正弦、餘弦、正

切，並能用計算機運算。  

第十一週 三角比的性質  

1.能了解正弦、餘弦定理，正射影。2.

能連結斜率與直線斜角的正切。3.能用

計算機做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的計

算。  

第十二週 式的運算  
能運用三次乘法公式，能運算根式與分

式。  

第十三週 多項式除法原理  能了解因式定理與餘式定理。  

第十四週 一次與二次函數  
了解一次函數與二次函數的的標準式與

圖形，並能解決情境中的應用問題。  



第十五週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與

多項式不等式  

1.能了解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2.能解

多項式不等式。  

第十六週 集合  

了解集合的表示法，包含宇集、空集、

子集、交集、聯集、餘集，能運用文氏

圖。  

第十七週 數據分析  

1.能了解及運算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

準差。2.能畫出二維數據的散布圖及找

出最適直線、相關係數，以及將數據標

準化。  

第十八週 
有系統的計數與古典機

率  

1.能做有系統的計數。2.能運算出直線

排列與組合數。3.能運算古典機率與期

望值。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高三數學補強性課程 2  

英文名稱： Math for the Senio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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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學科重要知識的了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函數  

1. 能了解函數的定義，並能求函數的定

義域與值 域。 2. 能運用函數的四則運

算。 3. 能用描點法描繪函數的圖形，

並能了解一些常見 的基本函數及其圖

形。  

第二週 1.函數 2.函數的極限  

1. 能了解圖形的對稱關係(奇函數與偶

函數的概 念)。 2. 能了解圖形凹凸性的

意義。 3. 能了解函數極限的概念，並

能判別函數的極限是 否存在。 4. 能利

用左極限與右極限的概念，判別函數的

極限 是否存在。 5. 能利用函數極限的

運算性質求函數的極限。  

第三週 函數的極限  

1. 能利用函數極限的運算性質求函數的

極限。 2. 能了解連續函數的意義與性

質，並能利用中間值 定理推得勘根定

理以判斷根的位置。 3. 能了解介質定

理以及夾擠定理。  



第四週 微分  

1. 能了解導數的定義，並了解導數即切

線斜率的概 念。 2. 能利用導數的定義

算出一般函數的導數。  

第五週 微分  

1. 能判斷函數在某處可不可微分，並了

解可微分必 連續的性質。 2. 能了解導

函數的意義，並能求一般函數的導函 

數。  

第六週 微分  

1. 能了解微分的運算性質，並能用這些

性質求函數 的導數或導函數。 2. 能利

用微分求切線方程式，瞬時速度與瞬時

加速 度。  

第七週 導函數  

1. 能了解函數（嚴格）遞增﹑（嚴格）

遞減的意 義。 2. 能了解一階導數與函

數遞增﹑遞減的關係。 3. 能了解函數

極大值、極小值與最大值、最小值意

義，並能做基本的最佳化問題。  

第八週 導函數  

1. 能利用一階檢定法求函數的極大值、

極小值。 2. 能了解函數圖形凹向上、

凹向下的意義。 3. 能了解二階導數與

函數圖形凹向的關係。 4. 能了解反曲

點的意義，並能求函數圖形的反曲點 

坐標。  

第九週 導函數  

1. 能利用二階檢定法求函數的極大值、

極小值。 2. 能描繪三次多項式函數的

圖形，並能對三次多項 式函數的圖形

有全面的了解。 3.能了解萊布尼茲符

號。 4.能了解導數的邊際意涵。  

第十週 積分  
積分：一次函數與二次函數 1. 能了解

定積分的性質，並熟悉定積分的運算。  

第十一週 積分  

積分：一次函數與二次函數 1. 能了解

定積分在面積、位移、總變化量的意

涵。  

第十二週 期末考  期末考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國學常識 1  

英文名稱： Introud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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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學生對國學發展與傳統文化之基本認識。 2. 提升學生廣泛閱讀國學著

作之興趣。 3. 引導學生體認中華文化之精神，以厚植文化創造之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國學的基本認識  
1. 簡介國學之基本定義與發展。 2. 介

紹國學之分類。  

第二週 

第二章 文字學概說──

緒言；文字的構造：六

書的次序、六書總書  

1. 簡介文字的構造與演進。 2. 認識書

法之美。  

第三週 

第二章 文字學概說──

文字的構造：文字的演

變  

1. 簡介文字的構造與演進。 2. 認識書

法之美。  

第四週 

第三章 經學概說──

經學的基本認識；十三

經概說：周易～禮記  

1. 簡介經學的意義及沿革。 2. 認識重

要經書的內容、發展與價值。  

第五週 

第三章 經學概說──

十三經概說：左傳～孟

子；四書、經學的流變  

1. 簡介經學的意義及沿革。 2. 認識重

要經書的內容、發展與價值。  

第六週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七週 

第四章 史學概說──史

學的基本認識、史書的

分類  

1. 認識史書的分類。 2. 簡介重要史書

的體例。  

第八週 
第四章 史學概說──重

要史書體例簡介  

1. 認識史書的分類。 2. 簡介重要史書

的體例。  

第九週 

第五章 子學概說──先

秦諸子學：子學源流；

諸子學說簡介：儒家、

道家  

1. 簡介先秦諸子及其學說。 2. 認識宋

明清各學派及其特色。  

第十週 

第五章 子學概說──諸

子學說簡介：墨家、法

家、名家、其他  

1. 簡介先秦諸子及其學說。 2. 認識宋

明清各學派及其特色。  

第十一週 
第五章 子學概說──宋

明理學、清代哲學  

1. 簡介先秦諸子及其學說。 2. 認識宋

明清各學派及其特色。  

第十二週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十三週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

概說──概說；韻文的

體裁與流派：韻文簡

介、楚辭、賦、樂府

詩、古詩  

1. 簡介集部的分類。 2. 了解韻文及無

韻文的體裁與流派。  

第十四週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

概說──韻文的體裁與

流派：近體詩、詞、曲  

1. 簡介集部的分類。 2. 了解韻文及無

韻文的體裁與流派。  

第十五週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

概說──無韻文的體裁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概說──無韻

文的體裁  

第十六週 總複習  總複習  

第十七週 小組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喜歡的主題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期末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國學常識 2  

英文名稱： Introud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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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學生對國學發展與傳統文化之基本認識。 2. 提升學生廣泛閱讀國學著

作之興趣。 3. 引導學生體認中華文化之精神，以厚植文化創造之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國學的基本認識

2  

1. 簡介國學之基本定義與發展。 3. 介

紹國學之分類。  

第二週 

第二章 文字學概說

2──緒言；文字的構

造：六書的次序、六書

總書  

1. 簡介文字的構造與演進。 3. 認識書

法之美。  

第三週 

第二章 文字學概說

2──文字的構造：文字

的演變  

1. 簡介文字的構造與演進。 3. 認識書

法之美。  

第四週 

第三章 經學概說 2──

經學的基本認識；十三

經概說：周易～禮記  

1. 簡介經學的意義及沿革。 3. 認識重

要經書的內容、發展與價值。  



第五週 

第三章 經學概說 2──

十三經概說：左傳～孟

子；四書、經學的流變  

1. 簡介經學的意義及沿革。 3. 認識重

要經書的內容、發展與價值。  

第六週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七週 

第四章 史學概說 2──

史學的基本認識、史書

的分類  

1. 認識史書的分類。 3. 簡介重要史書

的體例。  

第八週 
第四章 史學概說 2──

重要史書體例簡介  

1. 認識史書的分類。 3. 簡介重要史書

的體例。  

第九週 

第五章 子學概說 2──

先秦諸子學：子學源

流；諸子學說簡介：儒

家、道家  

1. 簡介先秦諸子及其學說。 3. 認識宋

明清各學派及其特色。  

第十週 

第五章 子學概說 2──

諸子學說簡介：墨家、

法家、名家、其他  

1. 簡介先秦諸子及其學說。 3. 認識宋

明清各學派及其特色。  

第十一週 
第五章 子學概說 2──

宋明理學、清代哲學  

1. 簡介先秦諸子及其學說。 3. 認識宋

明清各學派及其特色。  

第十二週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十三週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

概說 2──概說；韻文的

體裁與流派：韻文簡

介、楚辭、賦、樂府

詩、古詩  

1. 簡介集部的分類。 2. 了解韻文及無

韻文的體裁與流派。  

第十四週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

概說 2──韻文的體裁與

流派：近體詩、詞、曲  

1. 簡介集部的分類。 2. 了解韻文及無

韻文的體裁與流派。  

第十五週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

概說 2──無韻文的體裁  

第六章 集部與中國文學概說──無韻

文的體裁  

第十六週 總複習  總複習  

第十七週 小組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喜歡的主題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期末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生物進階 1  

英文名稱： Basic Biology (Advanc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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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生物課程延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細胞生理學  內膜系統  

第二週 細胞生理學  訊息傳遞一  

第三週 細胞生理學  訊息傳遞二  

第四週 植物生理學  壓力流假說  

第五週 植物生理學  逆境中的植物防禦機制  

第六週 植物生理學  深論植物激素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八週 循環系統  心動週期論述  

第九週 循環系統  心電圖概論  

第十週 消化系統  內分泌與外分泌  

第十一週 消化系統  養分的吸收  

第十二週 神經系統  神經反射  

第十三週 神經系統  自主神經系統詳解  

第十四週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十五週 內分泌系統  負回饋機制  

第十六週 內分泌系統  下視丘與腦垂體  

第十七週 神經內分泌  協調作用  

第十八週 呼吸系統  肺容積概述  

第十九週 呼吸系統  肺機械學  

第二十週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生物進階 2  

英文名稱： Basic Biology (Advanc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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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生物課程延伸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泌尿系統  腎小管分段功能  



第二週 泌尿系統  詳述過濾、再吸收與分泌作用  

第三週 免疫防禦  免疫細胞  

第四週 免疫防禦  抗原與抗體  

第五週 免疫防禦  過敏與自體免疫反應  

第六週 生殖  濾泡週期與黃體週期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一次定期考查  

第八週 生殖  生殖激素與調控  

第九週 遺傳  染色體  

第十週 遺傳  遺傳法則一  

第十一週 遺傳  遺傳法則二  

第十二週 演化  生物歷史  

第十三週 演化  達爾文之物種起源  

第十四週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二次定期考查  

第十五週 演化  化石、胚胎與 DNA  

第十六週 分類  學名  

第十七週 分類  新種形成  

第十八週 生態  臺灣的森林生態系  

第十九週 生態  臺灣周邊的沿岸生態  

第二十週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三次定期考查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課程計畫基礎班 1  

英文名稱： Basic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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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了解絕對值的幾何意義並能解決基本的情境問題。 2. 能了解函數的意義

並理解多項式函數的圖形特徵。 3. 能應用多項式函數解決基本的情境問題。 

4. 能了解指數與對數的函數現象。 5. 能利用指數與對數的函數解決基本的情

境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與數線  

1. 了解有理數，並能將有理數化成有限

小數或循環小數 2. 了解無理數的概

念，進而了解實數的意義 3. 了解並運

用實數的運算性 4. 了解常用的乘法公

式、熟悉分式與根式的運算  



第二週 數線上的幾何  

1. 了解並運用數線上的分點公式及中點

坐標公式 2. 能在數線上標示出一些實

數的範圍  

第三週 數線上的幾何  
了解數線上兩點距離的算法及絕對值的

幾何意義  

第四週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其圖

形  

1. 了解函數的定義及自變數﹑應變數、

定義域與值域等名詞的意義 2. 了解簡

單多項式函數的基本概念 3. 了解並能

描繪常數函數與一次函數的圖形，並了

解斜率概念  

第五週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其圖

形  

1. 能了解並能描繪二次函數的圖形，並

能求二次函數的最大或最小值，能判斷

圖形開口方向，圖形與 x 軸相不相交等

特性 2. 能了解並能描繪單項三次及四

次函數的圖形  

第六週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1. 了解多項式的定義及相關概念，及兩

多項式相等的條件 2. 了解多項式的四

則運算，並能用綜合除法做除式為一次

式的除法運算  

第七週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1. 了解並運用餘式定理與因式定理 2. 

了解並運用牛頓插值多項式  

第八週 多項式方程式  

1. 能解二次方程式，並運用根與係數關

係求解相關問題 2. 了解代數基本定

理，並了解 n 次方程式恰有 n 個根的概

念  

第九週 多項式方程式  
1. 了解並運用一次因式檢驗法 2. 能解

簡單的分式方程式  

第十週 多項式不等式  
能解一次多項式不等式、二次多項式不

等式以及簡單的高次多項式不等式  

第十一週 指數與指數定律  

1. 整數指數： (1) 正整數指數的指數定

律 (2) 零指數與負整數指數 (3) 正負整

數指數的指數定律 2. 有理數指數： (1)

了解有理數指數的定義、指數律及相關

概念  

第十二週 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1. 了解指數函數的圖形及性質 2. 能了

解指數函數值恆正的現象  

第十三週 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1. 能描繪指數函數的圖形 2. 能比較指

數函數圖形的大小與位置關係 3. 在直

觀上了解指數函數圖形的凹口向上 4. 

能解簡單的指數方程式及指數不等式  

第十四週 對數與對數定律  
1. 能了解對數的定義 2. 能從定義推算

對數的值 3. 熟悉對數的基本運算公式  



第十五週 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1. 能了解對數函數的 x 恆為正數 2. 能描

繪對數函數的圖形 3. 能比較對數函數

圖形的大小與位置關係  

第十六週 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1. 在直觀上了解對數函數凹口向上或向

下的條件 2. 能解簡單的對數方程式及

對數不等式  

第十七週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1. 了解對數表查值的方法 2. 了解運用

內插法及計算機求值  

第十八週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1. 了解科學記號，並可以配合對數做運

算 2. 了解首數及尾數的概念 3. 能求解

由生活中所引發的簡單的指數、對數方

程式與不等式的應用問題及計算日常中

的單利、複利問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課程計畫基礎班 2  

英文名稱： Basic Ma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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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初步了解數列的意義並應用於基本的情境問題。 2. 能初步了解級數的意

義並應用於基本的情境問題。 3. 能初步了解排列與組合的意義並應用於基本

的情境問題。 4. 能初步了解古典機率的意義並應用於基本的情境問題。 5. 能

應用統計量數解決統計上常見的基本問題。 6. 能應用所學的統計知識簡單判

讀生活上常見的統計資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列與數學歸納法  

1.了解數列的意義 2.學會觀察遞迴定義

式 3.學會發現數列的規律性 4.學會觀察

數學歸納法  

第二週 級數  

1. 了解級數的意義 2. 學生能理解等

差、等比數列前 n 項的總和公式的由來 

3.了解 Σ 的意義與性質 介紹 Σ 符號及

其基本操作。 不等式型式的數學歸納

法置於數學甲/乙 I 數列與極限中討論  

第三週 級數  1. 能了解 Σ 的意義與性質  

第四週 邏輯,集合與計數原理  
1. 能了解初階的邏輯概念 2. 了解集合

符號的涵義 3. 了解加法原理及其應用  



第五週 邏輯,集合與計數原理  

1. 利用樹狀圖了解乘法原理的結果 2. 

能初步了解笛摩根定律 3. 能初步了解

取捨原理  

第六週 排列  
1. 了解相異物排列的意義 2. 與不盡相

異物排列的意義  

第七週 排列  
1. 了解如何運用排列公式 P(m,n) 2. 了解

重複排列的意義及方法  

第八週 組合  
1. 能說明相異物組合公式並應用 C(m,n) 

2. 能比較並說明 P(m,n)與 C(m,n)的關係  

第九週 組合  

1. 了解組合公式的基本性質 2. 能應用

組合公式解決基本的情境問題 3. 了解

重複組合的意義  

第十週 二項式定理  

1. 了解二項式定理的由來 2. 了解巴斯

卡三角形的建構基礎 3. 能利用組合性

質求解二項式展開式中的各項係數  

第十一週 樣本空間與事件  
1. 能了解樣本空間與事件所代表的意義 

2. 能利用集合的運算於樣本空間  

第十二週 機率的定義與性質  
1. 了解古典機率的定義 2. 了解古典機

率的基本性質  

第十三週 機率的定義與性質  
1. 能理解機率的取捨原理 2. 能利用機

率的性質處理應用問題  

第十四週 條件機率與貝氏定理  

1. 了解條件機率的意義 2. 了解機率的

乘法原則 3. 了解獨立事件與相依事件

的意義  

第十五週 一維數據分析  

1. 能了解平均數、加權平均數、幾何平

均數、中位數、眾數的意義與差異性 2. 

能了變異數、標準差等數據所代表的意

義 3. 學會分組資料的平均數、變異

數、標準差的求法  

第十六週 一維數據分析  

1. 能學會將數據線性轉換後,對平均數

的影響 2. 能學會將數據線性轉換後,對

標準差的影響  

第十七週 二維數據分析  

1. 學會繪製簡單散佈圖，並了解其中差

異與意義 2. 透過相關係數判斷兩變數

之間的線性相關強度 3. 能理解相關係

數的涵義  

第十八週 二維數據分析  

1. 能了理解迴歸線的意義 2. 能理解迴

歸線的斜率與截距的計算過程 3. 能使

用迴歸線解決統計上的情境問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課程計畫進階班 1  

英文名稱： Advanced Math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充分了解絕對值的幾何意義並應用於更多情境解決問題。 2. 能充分了解

函數的意義並充分理解多項式函數的圖形特徵 3. 能將多項式函數應用於更多

情境解決問題。 4. 能充分了解指數與對數的函數現象。 5. 能充分了解指數與

對數的函數之間的關聯性並應用於更多情境解決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與數線  

1. 了解有理數，並能將有理數化成有限

小數或循環小數 2. 了解無理數的概

念，進而了解實數的意義 3. 了解並運

用實數的運算性 4. 了解常用的乘法公

式、熟悉分式與根式的運算並能運用算

幾不等式  

第二週 數線上的幾何  

1. 了解並運用數線上的分點公式及中點

坐標公式 2. 能在數線上標示出一些實

數的範圍  

第三週 數線上的幾何  

1. 了解數線上兩點距離的算法及絕對值

的幾何意義 2. 能求解絕對值方程式與

絕對值不等式  

第四週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其圖

形  

1. 了解簡單多項式函數的基本概念 2. 

了解並能描繪常數函數與一次函數的圖

形，並了解 斜率與截距等有關概念 3. 

能了解並能描繪二次函數的圖形，以及

圖形平移的有關概念，並能求二次函數

的最大或最小值，能判斷圖形開口方

向，圖形與 x 軸相不相交等特性  

第五週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其圖

形  

1. 能了解並能描繪單項三次及四次函數

的圖形 2. 能了解函數的平移與對稱現

象 3. 能了解奇函數與偶函數的概念  

第六週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1. 了解多項式的四則運算，並能用綜合

除法做除式為一次式的除法運算 2. 了

解並運用餘式定理與因式定理 3. 能簡

單使用同餘原理解餘數問題  

第七週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用  

1. 了解並運用牛頓插值法求解多項式的

相關問題 2. 了解並運用拉格朗日插值

法求解多項式的相關問題 3. 能理解並

簡要說明多項式恆等定理  



第八週 多項式方程式  

1. 了解虛數單位 i 的定義並熟悉相關運

算 2. 了解複數及共軛複數的定義並能

熟悉、運用複數及共軛複數的四則運算 

3. 能解二次方程式，並運用根與係數關

係求解相關問題  

第九週 多項式方程式  

1. 了解代數基本定理，並了解 n 次方程

式恰有 n 個根的概念 2. 了解並運用一

次因式檢驗法、虛根成對定理、勘根定

理 3. 能解分式方程式  

第十週 多項式不等式  

1. 了解多項式函數圖形的有關概念 2. 

能利用函數圖形解高次多項式不等式與

簡易分式不等式  

第十一週 指數與指數定律  

1. 有理數指數： (1)了解有理數指數的

定義、指數律及相關概念 (2)了解簡單

的指數函數的單調性 。 3. 實數指數：

了解實數的指數定律及相關概念  

第十二週 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1. 了解指數函數的圖形及性質 2. 能了

解指數函數的定義域為所有實數、值域

為所有正實數 3. 能描繪指數函數的圖

形  

第十三週 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1. 能比較指數函數圖形的大小與位置關

係 2. 能利用算式說明指數函數圖形的

凹口向上 3. 能解簡單的指數方程式及

指數不等式  

第十四週 對數與對數定律  

1. 能從了解對數的定義 2. 能從定義推

算對數的值 3. 能明白對數中底數為正

且不等於 1，而真數必大於 0 4. 熟悉對

數的基本運算公式  

第十五週 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1. 知道對數函數的對應 2. 能了解對數

函數的定義域為所有正實數、值域為所

有實數 3. 能描繪對數函數的圖形，並

了解其圖形的性質 4. 能比較對數函數

圖形的大小與位置關係 5. 利用算式說

明對數函數凹口向上或向下的條件  

第十六週 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1. 能解簡單的對數方程式及對數不等式 

2. 能從圖形的凹性了解算幾不等式在對

數性質的應用。  

第十七週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1. 了解對數表查值的方法 2. 了解運用

內插法及計算機求值 3. 了解科學記

號，並可以配合對數做運算 4. 能運用

對數計算來處理簡單的求值問題  

第十八週 指數與對數的應用  

1. 了解首數及尾數的概念 2. 能求解由

生活中所引發的簡單的指數、對數方程

式與不等式的應用問題及計算日常中的



單利、複利問題 3. 了解指數與對數函

數互為反函數的現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課程計畫進階班 2  

英文名稱： Advanced Math 2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能充分了解數列的意義並應用於更多情境解決問題。 2. 能充分了解級數的

意義並應用於更多情境解決問題。 3. 能充分了解排列與組合的意義並應用於

更多生活情境解決問題。 4. 能充分了解古典機率的意義並應用於更多生活情

境解決問題。 5. 能使用條件機率來說明更多生活情境上的機率問題。 6. 能應

用統計量數解決統計上的情境問題。 7. 能應用所學的統計知識判讀生活上常

見的統計資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列與數學歸納法  

1.學會遞迴定義式，培養觀察、歸納之

能力 2.發現數列的規律性 3.探討費波納

契數列 4.學會數學歸納法，培養思考之

能力  

第二週 級數  

1.了解級數的意義 2.學生能自行推導出

等差、等比數列前 n 項的總和，不死背

公式  

第三週 級數  

1. 了解 Σ 的意義與性質 2. 介紹 Σ 符

號及其基本操作。 3. 使用 Σ 符號解決

較難的級數問題  

第四週 邏輯,集合與計數原理  

1. 能了解初階的邏輯概念 2. 了解集合

符號並在列式中使用集合符號 3. 了解

加法原理及其應用  

第五週 邏輯,集合與計數原理  

1. 利用樹狀圖了解乘法原理的結果 2. 

能了解笛摩根定律 3. 能了解取捨原理

並應用  

第六週 排列  

1. 了解相異物排列與不盡相異物排列的

意義與差別 2. 了解如何運用排列公式

P(m,n)  

第七週 排列  
1. 了解重複排列的意義及方法 2. 能理

解錯排原理 3. 能理解環狀排列  



第八週 組合  

1. 能說明相異物組合公式並應用 C(m,n) 

2. 能比較並說明 P(m,n)與 C(m,n)的關係 

3. 了解組合公式的基本性質  

第九週 組合  

1. 了解重複組合的意義 2. 能使用 H(m,n)

解決情境問題 3. 能解決分組與分堆的

情境問題  

第十週 二項式定理  

1. 了解二項式定理的由來，並學會推導

二項式定理的基本性質 2. 了解巴斯卡

三角形的建構基礎並推導出組合公式 3. 

能利用組合性質求解二項式展開式中係

數相關問題 4. 能理解三項式完全次方

展開後各項的係數現象  

第十一週 樣本空間與事件  
1. 能了解樣本空間與事件所代表的意義 

2. 能利用集合的運算於樣本空間  

第十二週 機率的定義與性質  

1. 了解古典機率的定義 2. 了解古典機

率的基本性質 3. 能了解機率問題的迷

失概念  

第十三週 機率的定義與性質  

1. 能利用集合計數的取捨原理，推導出

有關機率的取捨原理 2. 能利用機率的

性質處理應用問題 3. 能理解幾何機率  

第十四週 條件機率與貝氏定理  

1. 了解條件機率的意義 2. 了解機率的

乘法原則 3. 了解獨立事件與相依事件

的意義 4. 了解樣本空間的分割與合計

機率法則 5. 了解貝氏定理的意義，並

能由已知條件機率 透過貝氏定理求出  

第十五週 一維數據分析  

1. 能了解集中趨勢量數的意義 2. 能了

解各種集中趨勢量數的意義,差異性與

優缺點 3. 能了解離散趨勢量數的意義 

4. 能了解各種離散趨勢量數的意義,差

異性與優缺點 5. 學會分組資料的平均

數、變異數、標準差的求法  

第十六週 一維數據分析  

1. 能學會將數據線性轉換後,對數據的

集中趨勢量數的影響 2. 能學會將數據

線性轉換後,對數據的離散趨勢量數的

影響 3. 學會數據的標準化與其意義 4. 

淺談抽樣調查  

第十七週 二維數據分析  

1. 學會繪製簡單散佈圖，並了解其中差

異與意義 2. 透過相關係數判斷兩變數

之間的線性相關強度 3. 能了解相關係

數公式的涵義並計算之  

第十八週 二維數據分析  

1. 能了解最小平方法與迴歸線的意義 2. 

能了解迴歸線的斜率與截距公式 3. 能

使用迴歸線解決統計上的情境問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閱讀引導寫作策略 1  

英文名稱： Strategies for Reading and Guided Wri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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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學習，旨在訓練學生「聽、說、讀、寫」語文能力，以及「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核心素養。其分項教學目標如下: 1. 運用 PISA 閱讀理

解策略，正確解讀文章內容。 2. 辨析各類文章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

作手法。 3. 歸納文本中不同論點，形成個人的觀點，進行文本的再詮釋。 4. 

觀摩各類文本的寫作技巧，進而嘗試各種文體的寫作，深化寫作能力。 5. 運

用邏輯性語言精確說出文本的表現形式與題材內容。 6. 與他人討論過程中，

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 7. 透過各類文本閱讀，建

立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思考各項社會議題，強化因應未來社會發展所需的思

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涯規劃  

008 ︱無法好好哀悼的年代 吳明益 

010 ︱英雄 唐 諾 012 ︱仲尼回頭 蕭 

蕭 013 ︱頌屁 馮夢龍 013 ︱蟾蜍 劉 

基 015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二週 生命教育  

018 ︱楚霸王 淡 瑩 020 ︱詠史詩三首 

杜牧、胡曾 022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024 ︱漂給屈原 余光中 025 ︱卜居 屈 

原 028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三週 品德教育  

030 ︱歷史的暗角 余秋雨 032 ︱廣宋遺

民錄序 顧炎武 034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 康 036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羅貫

中 037 ︱劉禪厭惡諸葛亮 柏 楊 039 ︱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作  

第四週 閱讀素養  

042 ︱如何讓一本書真正屬於你 艾德

勒‧ 范多倫 044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046 ︱黃生借書說 袁 枚 048 ︱與我

同行：讀典論論文 吳岱穎 049 ︱書中

的時光：閱讀的記憶與技藝 廖志峰 

051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五週 家庭教育  
054 ︱髻鬃花 葉國居 056 ︱失帽記 余光

中 058 ︱答秦太虛書 蘇 軾 060 ︱鳴機



夜課圖記 蔣士銓 061 ︱思子亭記 歸有

光 063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六週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七週 人權教育  

066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魯 迅 

068 ︱同胞 陳 列 070 ︱獄中雜記 方 

苞 072 ︱朋友 高行健 073 ︱尹縣長 陳

若曦 075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

寫作  

第八週 性別平等  

078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林奕含 080 ︱

釋字第 748 號理由書（同性二人婚姻自

由案) 082 ︱聶隱娘傳 裴 鉶 084 ︱祝

福 魯 迅 085 ︱給老仙女的私房話 簡 

媜 088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九週 原住民族教育  

090 ︱土番竹枝詞八首 郁永河 092 ︱裨

海紀遊卷下 郁永河 094 ︱東番記 陳 

第 096 ︱洪水神話顯現的意涵 浦忠成 

097 ︱布農族紀念 陳 列 100 ︱國語文

寫作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週 法治教育  

10２︱臧僖伯諫觀魚 左 傳 104 ︱論貴

粟疏 ? 錯 106 ︱政理 劉 向 108 ︱借

刀殺人，刀當何罪 熊秉元 109 ︱論殘

酷與仁慈 馬基維利 112 ︱國語文寫作

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一週 國際教育  

116 ︱沒有土地，就沒有家園 林汝羽 

118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 戰國策 

120 ︱六國論 蘇 轍 122 ︱臺灣人才外

流問題 周信佑 123 ︱巨量腦力外流，

臺灣人才危機四伏 劉 屏 126 ︱國語

文寫作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二週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十三週 多元文化  

130 ︱知我者謂我心憂─談傳承與困境 

李惠綿 132 ︱通俗與讀者 林保淳 134 ︱

淡水義渡記 吳子光 136 ︱ 抵抗

「Fiesta」： 偷來的土地，與認同的衝

突 阿 潑 137 ︱勸中?泉漳和睦碑文 曹 

謹 140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知性寫

作  

第十四週 環境、海洋、戶外教育  

14２︱小冰川期的大饑荒 許靖華 144 ︱

西區老臺北 蔣 勳 146 ︱新城遊北山

記 晁補之 148 ︱三月三樣三 廖鴻基 

149 ︱鐵魚 廖鴻基 152 ︱國語文寫作能

力測驗：情意寫作  



第十五週 科技、資訊  

154 ︱方田、方程 156 ︱金針是人體神

經接線員嗎 溫 天 158 ︱資訊時代的

倫理議題──兼談網路倫理 戚國雄 

160 ︱超新星 1987A 的發現 蕭如珀、楊

信男 161 ︱天關客星 163 ︱國語文寫作

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六週 能源、安全、防災  

166 ︱石油 沈 括 167 ︱核能電廠怎麼

發電 鄒謹謙 170 ︱瓦斯災害知多少 林

金宏 172 ︱地震 蒲松齡 173 ︱走過日本

311 海嘯，她在災區不離不棄 ──臺灣

宣教士林婷 戴芯榆 176 ︱國語文寫作

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七週 總複習  總複習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期末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閱讀引導寫作策略 2  

英文名稱： Strategies for Reading and Guided Wri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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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學習，旨在訓練學生「聽、說、讀、寫」語文能力，以及「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核心素養。其分項教學目標如下: 1. 運用 PISA 閱讀理

解策略，正確解讀文章內容。 2. 辨析各類文章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

作手法。 3. 歸納文本中不同論點，形成個人的觀點，進行文本的再詮釋。 4. 

觀摩各類文本的寫作技巧，進而嘗試各種文體的寫作，深化寫作能力。 5. 運

用邏輯性語言精確說出文本的表現形式與題材內容。 6. 與他人討論過程中，

能適切陳述自身立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 7. 透過各類文本閱讀，建

立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思考各項社會議題，強化因應未來社會發展所需的思

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生涯規劃 2  

008 ︱無法好好哀悼的年代 吳明益 

010 ︱英雄 唐 諾 012 ︱仲尼回頭 蕭 

蕭 013 ︱頌屁 馮夢龍 013 ︱蟾蜍 劉 

基 015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二週 生命教育 2  
018 ︱楚霸王 淡 瑩 020 ︱詠史詩三首 

杜牧、胡曾 022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024 ︱漂給屈原 余光中 025 ︱卜居 屈 

原 028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三週 品德教育 2  

030 ︱歷史的暗角 余秋雨 032 ︱廣宋遺

民錄序 顧炎武 034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 康 036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羅貫

中 037 ︱劉禪厭惡諸葛亮 柏 楊 039 ︱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作  

第四週 閱讀素養 2  

042 ︱如何讓一本書真正屬於你 艾德

勒‧ 范多倫 044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046 ︱黃生借書說 袁 枚 048 ︱與我

同行：讀典論論文 吳岱穎 049 ︱書中

的時光：閱讀的記憶與技藝 廖志峰 

051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五週 家庭教育 2  

054 ︱髻鬃花 葉國居 056 ︱失帽記 余光

中 058 ︱答秦太虛書 蘇 軾 060 ︱鳴機

夜課圖記 蔣士銓 061 ︱思子亭記 歸有

光 063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六週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七週 人權教育 2  

066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魯 迅 

068 ︱同胞 陳 列 070 ︱獄中雜記 方 

苞 072 ︱朋友 高行健 073 ︱尹縣長 陳

若曦 075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

寫作  

第八週 性別平等 2  

078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林奕含 080 ︱

釋字第 748 號理由書（同性二人婚姻自

由案) 082 ︱聶隱娘傳 裴 鉶 084 ︱祝

福 魯 迅 085 ︱給老仙女的私房話 簡 

媜 088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情意寫

作  

第九週 原住民族教育 2  

090 ︱土番竹枝詞八首 郁永河 092 ︱裨

海紀遊卷下 郁永河 094 ︱東番記 陳 

第 096 ︱洪水神話顯現的意涵 浦忠成 

097 ︱布農族紀念 陳 列 100 ︱國語文

寫作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週 法治教育 2  

10２︱臧僖伯諫觀魚 左 傳 104 ︱論貴

粟疏 ? 錯 106 ︱政理 劉 向 108 ︱借

刀殺人，刀當何罪 熊秉元 109 ︱論殘

酷與仁慈 馬基維利 112 ︱國語文寫作

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一週 國際教育 2  

116 ︱沒有土地，就沒有家園 林汝羽 

118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 戰國策 

120 ︱六國論 蘇 轍 122 ︱臺灣人才外



流問題 周信佑 123 ︱巨量腦力外流，

臺灣人才危機四伏 劉 屏 126 ︱國語

文寫作能力測驗：知性寫作  

第十二週 期末考  期末考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知識統整與表格識讀實作—世界史  

英文名稱： The Intergr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Form Reading--

World Histor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引導學生彙整既有的歷史知識 2.培養學生彙整與製表能力 3.統整學生系統性

思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上古史事表格識讀與製

作  

識讀遠古至羅馬帝國歷史大事、摘要與

表格實作  

第二週 
中古史史事表格識讀與

製作  

識讀中古前期至中古後期歷史大事、摘

要與表格實作  

第三週 
上古至中古史史料識

讀、摘要寫作  
上古至中古史史料識讀、摘要寫作  

第四週 
近代史史事表格識讀與

製作  

識讀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歷史大事、摘

要與表格實作  

第五週 
現代史史料識讀、摘要

寫作  

識讀工業革命至現代歷史大事、摘要與

表格實作  

第六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二)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七週 政治史  識讀政治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八週 戰爭、外交  
識讀戰爭與外交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

格實作  



第九週 經濟  識讀經濟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週 社會  識讀社會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一週 史料識讀、摘要寫作  史料識讀、摘要與發表  

第十二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二)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十三週 學術、思潮  
識學術、思潮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

作  

第十四週 
文學、藝術、史學、科

技  

識讀文學、藝術、史學、科技史主要事

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五週 宗教  識讀宗教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六週 制度  識讀制度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七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三)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十八週 
時事與議題表格發表與

檢討  

發表自由議題(時事、社會現象、各科

主題)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製

緣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知識統整與表格識讀實作—台灣史、中國史  

英文名稱： The Intergr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Form Reading--

History of Taiwand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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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彙整既有的歷史知識 2.培養學生彙整與製表能力 3.統整學生系統性

思辨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台灣史事表格識讀與製

作  
識讀台灣歷史大事、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二週 
台灣史史料識讀、摘要

寫作  
史料識讀、摘要與發表  

第三週 
中國史事表格識讀與製

作  
識讀中國歷史大事、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四週 
中國史史料識讀、摘要

寫作  
史料識讀、摘要與發表  

第五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一)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六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一)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七週 政治史  識讀政治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八週 戰爭、外交  
識讀戰爭與外交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

格實作  

第九週 經濟  識讀經濟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週 社會  識讀社會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一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二)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十二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二)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十三週 學術、思潮  
識學術、思潮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

作  

第十四週 
文學、藝術、史學、科

技  

識讀文學、藝術、史學、科技史主要事

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五週 宗教  識讀宗教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六週 制度  識讀制度史主要事件、摘要與表格實作  

第十七週 表格實作發表與檢討(三)  
發表自製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

製緣由  

第十八週 
時事與議題表格發表與

檢討  

發表自由議題(時事、社會現象、各科

主題)表格與說明製表特色與章節選製

緣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選修化學下 加強  

英文名稱： Chemistry 2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引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加強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水溶液中的變化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有機化合物

的製備與反應  

第二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水溶液中的變化  
溫度、壓力對氣體溶解度的影響。  



第三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水溶液中的變化  
離子之沈澱、分離與確認。  

第四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水溶液中的變化  
拉午耳定律與理想溶液。  

第五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水溶液中的變化  

依數性質：非揮發性物質溶於水，使得

蒸氣壓下降、沸點上升、凝固點下降與

滲透壓增加。  

第六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氧化與還原反應  
常見氧化劑、還原劑的半反應式。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考查  針對考試內容複習檢討  

第八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氧化與還原反應  

氧化數的規則及應用。氧化還原反應與

均衡。  

第九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氧化與還原反應  
氧化還原滴定原理與定量分析。  

第十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氧化與還原反應  
電化電池的原理。  

第十一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氧化與還原反應  
標準還原電位與電化電池的電動勢。  

第十二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氧化與還原反應  
常見電池的原理與設計。  

第十三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氧化與還原反應  
電解與電鍍的原理。  

第十四週 第 2 次定期考查  針對考試內容複習檢討  

第十五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有機化合物的製備與

反應  

有機化合物組成。有機化合物的命名、

結構和官能基的檢驗—烴、鹵化烴、

醇、酚、醚、酮、醛、有機酸、酯、胺

與醯胺。  

第十六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有機化合物的製備與

反應  

常見有機化合物的重要反應與其用途。  

第十七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有機化合物的製備與

反應  

常見聚合物的一般性質與分類。  

第十八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有機化合物的製備與

反應  

常見聚合物的構造與製備。  

第十九週 第 3 次定期考查  針對考試內容複習檢討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名稱：  
中文名稱： 選修化學上 加強  

英文名稱： Chemistry 1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引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加強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物質

的形態、性質與分類  
化學鍵的特性會影響物質的性質。  

第二週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物質

的形態、性質與分類  

不同的官能基會影響有機化合物的性

質。  

第三週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物質

的形態、性質與分類  
液晶的形態與性質  

第四週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物質

的形態、性質與分類  
週期表中的分類。  

第五週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物質

的形態、性質與分類  

從物質的組成與性質將其作適當分類，

並建立各種物質的分類規則。  

第六週 
能量的形態與流動/能 量 

的 形態與轉換  

化學能與其它形式能量之間的轉換。影

響反應熱的因素包括：溫度、壓力、反

應物的量和狀態。反應熱的加成性遵守

赫斯定律。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考查  針對考試內容複習檢討  

第八週 
能量的形態與流動/能 量 

的 形態與轉換  

常見的反應熱種類包括莫耳燃燒熱和莫

耳生成熱。  

第九週 
物質的構造與功能/物 質 

的 分離與鑑定  
混合物之純化方法與儀器操作原理。  

第十週 
物質的構造與功能/物 質 

的 分離與鑑定  
常見物質的鑑定方法與原理。  

第十一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物質反應規律  

化學反應牽涉原子間的重組，並遵守質

量守恆、原子不滅、電荷守恆與能量守

恆。  

第十二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物質反應規律  
化學反應與化學程序的產率。  

第十三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

造/物質反應規律  
定比定律與倍比定律。  

第十四週 第 2 次定期考查  針對考試內容複習檢討  

第十五週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科學、技術與社會的

互動關係  

從化學的主要發展方向和產業成果，建

立綠色化學與永續發展的概念，並積極

參與科學知識的傳播，促進化學知識進

入個人和社會生活。  



第十六週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科學、技術與社會的

互動關係  

化學化工技術與社會、法律及倫理相關

議題。  

第十七週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科學發展的歷史  
化學微觀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第十八週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

文/科學發展的歷史  
科學模型的特性與演變。  

第十九週 第 3 次定期考查  針對考試內容複習檢討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學生依興趣跨班選課  
 

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 

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社團活動時數 12 12 12 12 12 12 

週會或講座時數 2 2 2 2 2 2 

班級活動時數 18 18 18 18 18 12 

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類別 內容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自主

學習 
自主學習 6 1 20 6 1 20 6 1 20 6 1 20             

全學

期授

課 

充

實/

增

廣 

社會環境議題             1 1 20                   

充

實/
基礎生物進階 1             1 1 20                   



增

廣 

充

實/

增

廣 

歷史知識統整與

表格識讀實作—

台灣史、中國史 

            1 1 20                   

充

實/

增

廣 

公民彈性課程 1             1 1 20                   

充

實/

增

廣 

大學英文檢定                               6 1 18 

充

實/

增

廣 

英文進階班 1 1 1 20                               

充

實/

增

廣 

英文進階班 2       1 1 20                         

充

實/

增

廣 

數學補強性課程

計畫進階班 1 
1 1 20                               

充

實/

增

廣 

數學補強性課程

計畫進階班 2 
      1 1 20                         

充

實/

增

廣 

基礎生物進階 2                   1 1 20             

充

實/

增

廣 

公民彈性課程 2                   1 1 20             

充

實/

增

廣 

地理科彈性課程                   1 1 20             

充

實/

歷史知識統整與

表格識讀實作—

世界史 

                  1 1 20             



增

廣 

補

強

性 

高三數學補強性

課程 1 
                        6 1 20       

補

強

性 

選修化學下 加強                   1 1 20             

補

強

性 

物理 2                   1 1 20             

補

強

性 

數學補強性課程

計畫基礎班 2 
      1 1 20                         

補

強

性 

閱讀引導寫作策

略 2 
                              6 1 18 

補

強

性 

英文基礎班 2       1 1 20                         

補

強

性 

國學常識 2       2 1 20                         

補

強

性 

閱讀引導寫作策

略 1 
                        6 1 20       

補

強

性 

國學常識 1 2 1 20                               

補

強

性 

數學補強性課程

計畫基礎班 1 
1 1 20                               

補

強

性 

物理 1             1 1 20                   

補

強

性 

選修化學上 加強             1 1 20                   

補

強

性 

英文基礎班 1 1 1 20                               

補

強

性 

高三數學補強性

課程 2 
                              6 1 18 



補

強

性 

英文學測歷屆試

題 
                        6 1 20       

三、學校特色活動  

活動名稱 
辦理方

式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時 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高一 70K 單車成年禮 
充實/增

廣 
  8         8 培養毅力耐力  

高一環保站志工服務 
充實/增

廣 
4           4 培養環保意識 

高二榮民之家志工服

務 

充實/增

廣 
    4       4 培養孝順美德 

高二父母恩重難報經

展演 

充實/增

廣 
    4       4 

培養孝順美德，體會父母辛

勞 

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 

（一）流程圖 

（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8/06/20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2  108/09/05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第一學期：

108/09/09 

第二學期：

109/03/02 

學生進行選課  

1.進行分組選課 

2.以電腦選課方式進行 

3.規劃 1.2~1.5 倍選修課程 

4.相關選課流程參閱流程圖 

5.選課諮詢輔導  

4  

第一學期：

108/09/16 

第二學期：

109/03/09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第一學期：

108/09/20 

第二學期：

109/03/13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08/10/02  檢討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二、選課輔導措施  



(一)發展選課輔導手冊： 

http://www.tcsh.tn.edu.tw/default.aspx 

(二)生涯探索： 

會同輔導室於高三 9 月進行學系探索量表，協助同學瞭解適合的校系選擇。 

(三)興趣量表： 

會同輔導室於高一 3 月進行性向測驗及興趣量表，協助同學瞭解自己的興趣發展。 

(四)課程諮詢教師： 

輔導科 薛靜儀老師  

資訊科 黃秀玲老師  

地理科 謝岱霖老師 

(五)其他：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