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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私立大華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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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820506#212 
 

職稱 教學組長 行動電話 
  

姓名 陳貞如 傳真 
  

Email ruru10232000@gmail.com 
 

備註：不適用型別(普通型、技術型…)可整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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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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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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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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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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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8 年 4 月 3 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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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9 2 86 2 91 6 266 

合計 2 89 2 86 2 91 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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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5 

合計 2 90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一、學校發展願景~從傳統邁向國際，以科技迎向未來 

 

本校創辦人方志平女士，畢生以作育英才為職志，民國五十一年，蓽路藍縷，突破萬難，創

辦大華中學及小學。民國八十七年，改制為私立大華高級中學，方創辦人心中是要以六年中

等教育一貫作業，有計劃、有目的培養有德、有為、有才的青少年，為他們培養良好基本學

識、能力、美德，俾利日後成為專業人才、專家、學者，發揮他們才能，成就大理想。 

本校位於桃園市楊梅區陽光山林社區，海拔高度約 370 公尺，雖地處偏遠，然景觀視野良

好，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因此建置有自然生態園區 (區內有賞蝶步道、獨角仙生態

區、蕨類觀察區、鳥類觀察瞭望台等)、水生池、田園教學區等教學場所。 

近幾年來，隨著國際環境的快速變遷，科技快速成長，我們既要面對全球化激烈的競爭與挑

戰，又必須適應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求，秉承創辦人辦校之目標與信念，學校積極整合各方資

源，戮力學生學習、創新教學、行政革新、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成長、校園營造、組織活化

等層面，以政府十二年國教為基礎，期盼藉由學習方法與內涵的改變，並善用資訊科技，加

速提昇教學效能，以培育出具「在地關懷」與「國際視野」的成功學習者與未來領導者為願

景，將大華打造成一所「與世界接軌」的「學生學習樂園」。  

●二、學校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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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自然與人性的尊嚴，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2)提供孩子更有利的潛能開發、更好的行為改變及更多自我實現的機會。 

(3)培養人文與科學、知識與能力、個性與群性均衡發展的優秀人才。 

(4)發展多元智慧學習環境，尊重個別差異，促進學生適性發展、快樂學習。 

(5)重視學校本位發展，結合教師、家長、社區力量，經營優質學習環境。 

(6)教導學生以智慧慎用科學與人文的專業知識。 

(7)培育求真（把書讀好）、求善（把人做對）、求美（多元發展）、求仁（國際視野）的下

一代。  

●三、 學校教育目標 

培養兼備多元優質，立足本土，胸懷國際，具未來競爭力的大華人。 

我們大華人 WE CARE(求真、求善、求美、求仁) 

C：Compassion（惻隱之心，生命求仁） 

A：Aesthetics（和諧美感，生活求美） 

R：Reason（追求真理，讀書求真） 

E：Ethics（倫理道德，做人求善） 

1.求真：知識論，真實世界；把書讀好：探究知識、追求真理。 

2.求善：道德論，價值世界；把人作對：敦厚樸實、正心修身。 

3.求美：人文美學世界；成就每位孩子多元發展：天賦自由、展現自信。  

4.求仁：傳統教養，關懷服務；We honor the greatness in our students. 

 

 

二、學生圖像 

 

 

◆領導力  

◆學習力  

◆移動力  

◆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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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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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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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99 普通高中課程綱要 

二、目標 

（一）訂定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二）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具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三）建立教師發展、設計教學新課程的知能，增進教師專業自主能力。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 

(各委員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卅一日止) 

 

1 校 長 召集人兼評鑑組長  

2 教務主任 副召集人兼執行秘書  

3 學務主任 委員兼企劃組長  

4 輔導主任 委員兼成長團體組長  

5 教學組長 委員兼教學支援及活動設計組長  

6 系統管理師 委員兼資訊文宣推廣組長  

7 語文（國文）領域召集人 委員  

8 語文（英語）領域召集人 委員兼研發組長  

9 數學領域召集人 委員  

10 自然與生科領域召集人 委員  

11 社會領域召集人 委員  

12 藝能領域召集人 委員  

13 家長代表 委員  

14 專業學者(李 珀) 諮詢顧問  

15 專業學者(鍾文耀) 諮詢顧問  

16 專業學者(謝新憲) 諮詢顧問  

 

四、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任務 

(一) 規劃「學校本位課程」及委員會運作。 

(二) 審定課程發展計劃、推動執行教學計畫及課程評鑑。 

(三) 核定「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向與內涵。 

(四) 評鑑課程發展計劃及實施成效。 

(五) 整合社區教學資源，建構學校教學網路。 

(六) 建構學校教學網路。 

(七) 協調社教機構及相關單位，建立教學支援系統。 

(八) 規劃行動研究方案，進行相關討論。 

(九) 擬定各相關計劃研究之總評估。 

(十) 提供有關課程設計教學實施意見。 

(十一) 提供家長對總體課程實施之意見。 

(十二) 提供總體課程實施之評估意見。 

(十三) 提供學校教師、社區家長各項教育問題諮詢。 

 

 

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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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地圖 

  

二、學校特色說明 

1.大華中學是一所從幼兒園到高中皆備，學制完整的學校。十二年一貫的課程規劃與設計，

是一所符合新課綱精神的完全中學。 

2.高中部各科開設多元選修課程，部分課程採取跨年級開課，讓學生依據自己的程度、興趣

適性選擇適切的課程，也讓學長姊、學弟妹能夠藉由選修課互相學習、合作。 

3.各科課程規劃，特色如下： 

(1)國文科：推動晨讀活動，班級備有閱讀巡迴圖書箱，各科教師亦協助編定晨讀教材，每學

期各科教師也會於朝會時間進行專疏導讀，提供學生多元面向的閱讀。教師亦鼓勵、培訓學

生參與實作競賽，培養學生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每學年都將學生成果編輯成「悅讀專

刊」。 

(2)英文科：成立國際部，實施英語分級教學。完成十二年一貫英語課程架構，期盼達成國中

通過英檢初級、高中通過英檢中高級。另外，每學期都有主題成果展演，國中生有英文說故

事、讀者劇場、聖誕歌曲解說比賽、聖誕樹解說比賽；高中則有莎士比亞戲劇展演，讓學生

從中學習團隊合作、發揮創意編撰、演出，每學年也會定期舉辦國際交流活動，培養學生多

元文化、國際視野。 

(3)數學科：設置數學走廊，寓教於樂，舉辦數學趣味競賽。推展數學 AMC、JHMC 之課程與

比賽。高中部更透過創意骨牌競賽，結合數學、物理、化學、音樂、美術等進行跨科跨領域

的整合活動，讓學生能將所學，實際運用於比賽當中。 

(4)自然科：推動學生「探究與實作」課程，培養學生科學研究之態度與精神，參加科展、化

學闖關、遠哲基金會等各項比賽，均有卓越成績。除此之外，也讓學生撰寫小論文，更進一

步培育學生，動手作、下筆寫、開口說的多元能力。此外本校規劃自然生態園區、植栽區、

生態池、觀景平台，除供校內生態課程之用，也提供桃園地區各中小學做為生態教學之場

域。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國文 4 音樂 1 音樂 1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4 英文 2 英文 2 美術 1 美術 1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體育 2 體育 2 藝術生活 2 藝術生活 2

歷史 2 歷史 2 歷史 1 歷史 1 歷史 1 歷史 1 生活科技 2 生活科技 2

領導力 地理 2 地理 2 地理 1 地理 1 地理 1 地理 1 體育 2 體育 2

探索體驗 公民 1 公民 1 公民 2 公民 2 公民 2 公民 2

領袖氣質 化學 2 物理 2
自然探究

與實作
2

自然探究

與實作
2

自然探究

與實作
2

自然探究

與實作
2

生物 2 地科 2 音樂 1 音樂 1 美術 1 美術 1

音樂 2 美術 2 體育 2 體育 2 體育 2 體育 2

家政 2 資訊科技 2 健康與護理 1 健康與護理 1 健康與護理 1 健康與護理 1

體育 2 體育 2 全民國防 1 全民國防 1 全民國防 1 全民國防 1

學習力 生涯規劃 1 生命教育 1

內外競賽

選手培訓

思辨力

加深加廣 多元選修(1) 多元選修(1)

專題探究 初階深度閱讀與寫作 進階深度閱讀與寫作

初階繞著地球跑 進階繞著地球跑

客家來作客 科學探索

基礎數學 手機程式設計

創造力 彈性學習(3) 彈性學習(3)

程式語言

資訊認證

移動力

雙語授課

外語檢定

地球科學一2

科技運用專題2

進階程式設計1

數學乙4

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

專題演講

校慶運動會

學校特色活動

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

專題演講

校慶運動會

學校特色活動

自主學習

補強課程

增廣充實課程

選手培訓

學校特色活動

自主學習

補強課程

增廣充實課程

選手培訓

學校特色活動

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

專題演講

校慶運動會

學校特色活動

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

專題演講

校慶運動會

學校特色活動

團體活動(2) 團體活動(2)團體活動(2) 團體活動(2)

自主學習

補強課程

增廣充實課程

選手培訓

學校特色活動

彈性學習(3) 彈性學習(3)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2

遺傳演化生態與生態多樣2

彈性學習(3)

自主學習

補強課程

增廣充實課程

選手培訓

學校特色活動

表演創作2 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2

部定

必修

高

二

分

流

部定必修(28)
核心

能力

學校

願景

團體活動(2) 團體活動(2)

高一上學期

校定必修(1)

高一下學期

校定必修(1)

部定必修(28)

團體

活動

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

專題演講

校慶運動會

學校特色活動

班級活動

社團活動

專題演講

校慶運動會

學校特色活動

部定必修
第二類第一類

校訂必修(1) 校訂必修(1)

探索體驗

怪奇歷語─歷史中的異想不到

旅行蹤

加深加廣選修(19)

英文聽講2

初階日文

漫步文學桃花源

看誰在胡說八道─歷史思辨術

QGIS 生活應用與實作

探索體驗

多元選修(2)

解型分析課程 科學創客我來當

數學演習

進階日文

多元選修(2)

部定必修
第二類 第一類

高三下學期

部定必修
第二類

瞎子摸象─人類探索宇宙的星路歷程

統計學

解型分析課程

基本設計1

(探究)歷史學探究2

多媒體音樂2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2

第一類

高三上學期

部定必修
第二類

初階日文

漫步文學桃花源

看誰在胡說八道─歷史思辨術

QGIS 生活應用與實作

加深加廣選修(19)

加深加廣選修(4)

力學二與熱學2

物質構造與

反應速率2
族群、性別與國家

的歷史3

科技、環境與科技的

歷史3

社會環境議題(3)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2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1

細胞的構造與生理2

波、光及聲音2

科學創客我來當

高

三

深

化

語文表達應用與傳播1 語文表達應用與傳播1

專題閱讀與研究1

數學甲4

微積分

進階日文

學習策略學英文

英文悅讀與創作

怪奇歷語─歷史中的異想不到

旅行蹤

校訂必修(1) 校訂必修(1)

語文表達應用與傳播1 語文表達應用與傳播1

(探究)地理與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2

(探究)公共議題

與社會探究2

創新生活與家庭2

電磁現象一2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2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1

專題閱讀與研究1

英文作文2

數學甲4

專題閱讀與研究1

英文聽講2

數學乙4

民主法律與政治3

專題閱讀與研究1

英文作文2

現代社會與經濟3

專題研究

多元選修(2)

專題研究

多元選修(2)

學習策略學英文英文戲劇 英文戲劇

校訂

必修

桃

園

市

私

立

大

華

高

級

中

學

課

程

地

圖

從

傳

統

邁

向

國

際

，

藉

科

技

迎

向

未

來

品

格
多元

選修

彈性

學習

自主學習

補強課程

增廣充實課程

選手培訓

學校特色活動

自主學習

補強課程

增廣充實課程

選手培訓

學校特色活動

空間資訊科技(3)

物質與能量2

彈性學習(3)

高二上學期

第一類

高二下學期

力學一2

加深加廣選修(4)

英文閱讀與寫作1

進階程式設計(1)

英文閱讀與寫作1

進階程式設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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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會科：生活化的社會科教學，融入鄉土與客家人文之教育，近來更結合科技媒材 google 

map，引領學生透過媒體將生活周遭融入學所當中，進而培養體驗、認識本土各地傳統文

化，進而珍惜所擁有的環境。 

(6)藝能科：主題統整課程、探索課程、社團活動，藝能領域均能塑造優質學習環境，設計最

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的課程。 

3.全方位之生活教育、品格教育及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具有人文素養、良好的氣質。 

4.桃園市住宿型典範學校，營造溫馨、安全之教育環境。 

5.環保學校：學校不僅具備節能減碳的雨水回收系統，另外廣植花草樹木、綠化美化校園，

也在資源回收教育良好，給予學生正確的環保觀念，是一所精緻優質的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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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組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適性分組：高一、

高二、高三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0 0     

16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 B 4 4     
適性分組：高二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1 1     6 

  

考量學生各年段課

程難易度不同，故

課程學分數有所調

配 

地理 2 2 1 1     6 

  

考量學生各年段課

程難易度不同，故

課程學分數有所調

配 

公民與社會 1 1 2 2     6 

  

考量學生各年段課

程難易度不同，故

課程學分數有所調

配 

自然領域 物理 0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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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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2)     2 
  

高一與物理對開 

生物 2 0 0 2     4 

說明：二下生物含

跨科目(化學、生

物)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一與地球科學對

開 

地球科學 0 2 (2)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2 0 1 0 0 1 4 
  

  

美術 0 2 0 1 0 1 4 
  

  

藝術生活 0 0 0 0 0 2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2 0 0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0 0 0 2 2 

  

考量學生修業規劃

而有所調整 

資訊科技 0 2 0 0 0 0 2 

  

考量學生修業規劃

而有所調整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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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8 23 23 8 8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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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8 28 13 13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探索體驗     1 1     2   

跨領域/科目

統整 

英文戲劇 1 1         2   

國際事務變辨

辯 
        1 1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1 1 1 1 6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1 1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1 1 2   

英語聽講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1 1     2   

英文作文         2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4 4 8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3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3     3   

空間資訊科技     (3)       0   

社會環境議題       (3)     0   

現代社會與經

濟 
        3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3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2 2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2   2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2   2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2)       0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2)     0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2)   0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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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2) 0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2)       0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2)     0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2)   0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1) (1) 0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2) 0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2)   0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0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0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2) 0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2) 0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2 2   

基本設計         1   1   

多媒體音樂           2 2   

新媒體藝術         1   1   

綜合活動領域 
創新生活與家

庭 
        2   2   

科技領域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2 2   

進階程式設計     (1) (1)     0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階日文     2   2   4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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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進階日文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專題探究 

看誰在胡說八

道─歷史思辨

術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二上修過此

課之同學，三上不

可再選。 

瞎子摸象─

「人類探索宇

宙的星路歷

程」 

        (2)   0 學生自由選課。 

通識性課程 手機程式設計   (1)         0 學生自由選課。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解型分析課程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二上修過此

課之同學，三上不

可再選。 

科學探索   (1)         0 學生自由選課。 

科學創客我來

當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二下修過此

課之同學，三下不

可再選。 

跨領域/科目

專題 

怪奇歷語─歷

史中的異想不

到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漫步文學桃花

源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學習策略學英

文 
      2   2 4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初階繞著地球 (1)           0 學生自由選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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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學年開課，不擋

修。  

進階繞著地球

跑 
  (1)         0 

學生自由選課，全

學年開課，不擋

修。  

統計學         (2)   0 學生自由選課。 

微積分           (2) 0 學生自由選課。 

數學演習       (2)     0 學生自由選課。 

英文悅讀與創

作 
          (2) 0 學生自由選課。 

初階深度閱讀

與寫作 
1           1 

學生自由選課，全

學年開課，不擋

修。  

進階深度閱讀

與寫作 
  1         1 

學生自由選課，全

學年開課，不擋

修。  

跨領域/科目

統整 

QGIS 生活應

用與實作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旅行蹤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客家來作客 (1)           0 學生自由選課。 

基礎數學 (1)           0 學生自由選課。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6 6 21 21 56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必選修類別 檢核 

必修 

歷史：領綱規定所開設科目以 2-3 學分為原則，請學校敘明開設 1 學分之原因 

地理：領綱規定所開設科目以 2-3 學分為原則，請學校敘明開設 1 學分之原因 

公民與社會：領綱規定所開設科目以 2-3 學分為原則，請學校敘明開設 1 學分

之原因 

生活科技：自 111 學年起，繁星推薦可比序的單科學業成績增加『資訊科

技』、『生活科技』，請學校留意開課規劃。 

班別：普通班（班群 B）：第二類組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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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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分組：高一、

高二、高三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0 0     

16 

適性分組：高二 

  

數學 B 4 4     
適性分組：高二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1 1     6 

  

考量學生各年段課

程難易度不同，故

課程學分數有所調

配 

地理 2 2 1 1     6 

  

考量學生各年段課

程難易度不同，故

課程學分數有所調

配 

公民與社會 1 1 2 2     6 

  

考量學生各年段課

程難易度不同，故

課程學分數有所調

配 

自然領域 

物理 0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地

球科學)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高一與化學對開 

化學 2 0 0 (2)     2 
  

高一與物理對開 

生物 2 0 0 2     4 

說明：二下生物含

跨科目(化學、生

物)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一與地球科學對

開 

地球科學 0 2 (2)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2 0 1 0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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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2 0 0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0 0 0 2 2 

  

考量學生修業規劃

而有所調整 

資訊科技 0 2 0 0 0 0 2 

  

考量學生修業規劃

而有所調整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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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8 23 23 8 8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3 33 28 28 13 13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探索體驗     1 1     2   

跨領域/科目

統整 

英文戲劇 1 1         2   

國際事務變辨

辯 
        1 1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1 1 1 1 1 1 6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1 1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1 1 2   

英語聽講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2 2   

英文作文         2 0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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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3)       0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3)     0   

空間資訊科技     (3)       0   

社會環境議題       (3)     0   

現代社會與經

濟 
        (3)   0   

民主政治與法

律 
          (3) 0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2) 0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2)   0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2)   0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2 0     2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0 2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2 2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2 0     2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0 2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2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1 1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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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2   2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2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2 2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2) 0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2) 0   

基本設計         (1)   0   

多媒體音樂           (2) 0   

新媒體藝術         (1)   0   

綜合活動領域 
創新生活與家

庭 
        (2)   0   

科技領域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2) 0   

進階程式設計         (1) (1) 0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初階日文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進階日文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專題探究 

瞎子摸象─

「人類探索宇

宙的星路歷

程」 

        (2)   0 學生自由選課。 

看誰在胡說八

道─歷史思辨

術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通識性課程 手機程式設計   (1)         0 學生自由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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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科學探索   (1)         0 學生自由選課。 

解型分析課程     2   2   4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科學創客我來

當 
      2   2 4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跨領域/科目

專題 

怪奇歷語─歷

史中的異想不

到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漫步文學桃花

源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學習策略學英

文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初階深度閱讀

與寫作 
1           1 

學生自由選課，全

學年開課，不擋

修。  

進階深度閱讀

與寫作 
  1         1 

學生自由選課，全

學年開課，不擋

修。  

統計學         (2)   0 學生自由選課。 

微積分           (2) 0 學生自由選課。 

英文悅讀與創

作 
          (2) 0 學生自由選課。 

數學演習       (2)     0 學生自由選課。 

初階繞著地球

跑 
(1)           0 

學生自由選課，全

學年開課，不擋

修。  

進階繞著地球

跑 
  (1)         0 

學生自由選課，全

學年開課，不擋

修。  

跨領域/科目 QGIS 生活應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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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 用與實作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旅行蹤       (2)   (2) 0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

課，提供學生自由

選課。高二修過此

課之同學，高三不

可再選。 

基礎數學 (1)           0 學生自由選課 

客家來作客 (1)           0 學生自由選課 

選修學分數總計 1 1 6 6 21 21 56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必選修類別 檢核 

必修 

歷史：領綱規定所開設科目以 2-3 學分為原則，請學校敘明開設 1 學分之原因 

地理：領綱規定所開設科目以 2-3 學分為原則，請學校敘明開設 1 學分之原因 

公民與社會：領綱規定所開設科目以 2-3 學分為原則，請學校敘明開設 1 學分

之原因 

生活科技：自 111 學年起，繁星推薦可比序的單科學業成績增加『資訊科

技』、『生活科技』，請學校留意開課規劃。 

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 

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一、探究與實作課程 

(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Physics and Earth Science inquiry and practic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師資來源： 跨科專題  

學習目標： 

素養認知：使學生了解科學研究問題的方式。  

素養情意：使學生實際體驗探究的甘苦歷程。  

素養技能：培養學生閱讀資料與整合資料能力，藉由合作實驗並發表研究成

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穿梭時空：理科之往  科學態度與方法、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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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水火箭 A-發現問題與探

討  

水火箭 A-發現問題與探討:  

觀看影片，發現為什麼有些水火箭飛得

遠有些則無法，觀察每組水火箭的不

同，從機翼的形狀、機身到水量等，探

討水火箭的飛行原理。  

第三週 水火箭 A-規劃  

水火箭 A-規劃:  

根據上周的觀察探討，規畫出水火箭草

圖 與 機翼機身的材料。  

第四週 水火箭 A-論證與建模  

水火箭 A-論證與建模  

根據上周的草圖將模型建立出來並實際

發射。  

第五週 水火箭 A-改良與建模  

水火箭 A-改良與建模:  

1.與同學討論彼此在設計上的優缺點，

改良。  

2.並再建模型。  

3.在不同條件下發射: 空瓶；裝水；自行

調配液體並裝入。  

4.不同液體量發射的差異，找尋最佳化  

第六週 水火箭 B-發現問題  

水火箭 B-發現問題:  

此階段我們將用化學方法(電解水產生

氣體)來發射火箭並產生聲光，更貼近

真實火箭發射情形。  

1.觀看火箭發射影片，探討火箭發射原

理。  

2.介紹電解水的基本原理  

第七週 水火箭 B-規劃  

水火箭 B-規劃  

將電解水產生氫氣與氧氣結合作用力與

反作用力將火箭發射並產生聲光，將實

驗設計出來。  

第八週 水火箭 B-論證與建模  

水火箭 B-論證與建模  

實際進入實驗室將上周草圖作成模型，

並實際帶到操場進行發射。  

第九週 水火箭 A B-發表  簡報發表  

第十週 地層測量(一)發現問題  
1.搜尋校園地理位置圖，地形分析  

2.提出校園地層可能所在地質歷史  

第十一週 地層測量(二)探討與規劃  
1.地層位態介紹(strike 走向、dip 傾角)  

2.台灣地質歷史介紹  

第十二週 地層測量(三)探討與規劃  
1.礦物放大鏡使用方法介紹  

2.傾斜儀 compass 使用方法介紹  

第十三週 地層測量(四)探討與規劃  
1.沉積物顆粒判別  

2.隨身攜帶式粒徑表製作  

第十四週 
地層測量(五) 測量與實

作  

1.校園各區域分組測量岩層位態實作  

2.地層沉積物顆粒大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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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地層測量(六)探討與研究  
1.地層剖面圖表示方式介紹  

2.地形等高線俯視圖轉換  

第十六週 地層測量(七)探討與研究  分組實作繪製，地層剖面圖繪製  

第十七週 地層測量(八)表達與互評  
以一份簡報形式口頭敘述呈現，每組敘

述 6 分鐘的研究報告  

第十八週 總結式評量  期末筆試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出席態度(20%)、實驗報告(30%)、課堂發表(20%)、期末筆試(30%)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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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logy and Chemistry inquiry and practic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跨科目： 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專題  

學習目標： 

素養認知：使學生了解植物構造、化學食品科學研究的方式。  

素養情意：提升食品及國人飲食健康的觀念。  

素養技能：琣養學生觀察、閱讀資料能力，並透過團體合作發表研究成果。  

本課程圍繞在「咖啡」主題，生活中常看到、常喝的飲料，從主題的延伸讓學

生了解化學萃取物的物質，「咖啡渣」的分析、利用，甚至在生理層面都有做

深入的探討，將成果轉換成的科學作圖。讓學生透過影像、大眾傳播媒體，拍

攝新聞方式或記者連線等創意方式，讓學生整合所學的概念後，產出具有創意

的「咖啡主題」新聞影片。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咖啡渣(一)發現問題  

1.搜尋生活中咖啡渣實際的應用與再生

使用方法。  

2.學生透過實作與觀察，發現不同咖啡

渣對異味去除差異性，並提出可能的變

因與影響因子。  

3.搜尋生活上法律中有毒物質的人體可

接受的標準值。  

第二週 咖啡渣(二)規劃與研究  
各組針對上周提出的變因，  

設計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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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變因探討:  

1.不同產地的咖啡渣，對吸附效能之影

響探究。  

2.咖啡渣的形狀，對吸附效能之影響與

探究。  

3.不同溫度下，咖啡渣的吸附效能影響

與探究。  

第三週 咖啡渣(二)規劃與研究  

1.採樣袋的製備  

2.咖啡渣吸附物的檢測方法。  

3.咖啡渣的後處理。  

4.討論實驗可行性與設備需求。  

第四週 咖啡渣(四)證論與建模  
1.進實驗室操作實驗。  

2.歸納實驗結果，並彙整數據圖表。  

第五週 咖啡渣(四)證論與建模  

實驗數據分析:  

探討各組變因對於咖啡渣吸附效能的影

響，並嘗試建模並解釋此現象。  

第六週 咖啡渣(四)證論與建模  

1.脫附咖啡渣的脫附物，進行化學定量

分析實驗，將實驗結果統整與建模。  

2.搜尋資料確認是否有其他更易檢測咖

啡渣脫附物的方法。  

第七週 
咖啡渣(七)表達與分享

(表達與分享)  

1.各組以數據與作品以簡報呈現成果，

每組 5-10 分鐘報告。  

2.台下成員針對報告組進行提問與建

議。  

第八週 
咖啡渣(七)表達與分享

(表達與分享)  

1.報告組針對前一周各組所提的問題，

進一步說明與進行問題回饋。  

2.教師針對各組報告與成果進行歸納總

結與講評。  

第九週 

咖啡樹(一)發現問題、規

劃 IPAD 縮時記錄(規劃

與研究)  

觀測校園苗圃的一年、二年、十年的咖

啡樹  

觀察  

1.咖啡植株觀察並蒐集咖啡樹合適種植

地的氣候條件。  

搜尋  

2.學生透過觀察，發現咖啡植株年紀的

差異性，並提出咖啡樹的其他特徵。  

3.各組架設縮時攝影，瞭解植物一週生

長狀況。  

規劃實驗設置  

第十週 
咖啡樹(二)探討與發表

(表達與分享)  

1.藉由 IPAD 拍攝植物生長狀況，提出

可能影響咖啡樹的生長因素。發表  

2.探討縮時攝影的植物葉片睡眠運動。  

探討實驗所發現的現象  



23 

 

3.教授學生如何剪輯影片、影片上傳

Youtube 作業  

第十一週 
咖啡樹生長影片剪輯(三)

影片剪輯教學、作業  

1.教學：咖啡樹的縮時攝影的影片透過

iMovie 進行剪片，將生長播放速率

4x,20x  

第十二週 

咖啡因(四)咖啡因之分光

光度計的使用介紹(發現

問題)  

1.查詢咖啡飲料中可能含有的影響中樞

神經系統物質發現問題、查詢資料  

2.教學：分光光度計儀器使用介紹 儀器

使用教學  

第十三週 
咖啡因(五)咖啡因的吸收

波長Ｉ(建模與論證)  

分光光度計 blank column 建置背景：建

模  

稀釋液檢測咖啡因的吸光波長值  

1.將溶液稀釋 1000 倍，進行分光光度計

檢測。  

2.將溶液稀釋 10000 倍，進行分光光度

計檢測。  

實驗  

3.探討測試液是否有「咖啡因」吸收波

長。論證  

4.探討測試液是否由其他的吸收波長，

並透過資料查詢檢視應該為何種化學物

質。論證  

第十四週 
咖啡因(六)咖啡因的吸收

波長 II(數據分析)  

1.(數位教室)教學：探討咖啡內含物吸

收光譜的波長，查尋資料推論可能吸收

值高峰的化學物質。科學作圖、作表/

數據分析  

2.探討稀釋的兩組，光譜圖是否相同。

讓學生明瞭吸收光譜部會藉由稀釋影響

溶液組成。探討  

第十五週 

咖啡樹(七)生病了？病蟲

害探討(發現問題、規劃

與研究)  

1.觀察植物，是否發現苗圃咖啡樹的病

蟲害  

2.透過解剖顯微經觀察昆蟲，比對嘎嘎

昆蟲網，推測可能的病蟲害昆蟲名稱。  

第十六週 
咖啡飲料(八)添加物的探

討(論證與建模)  

1.請組員帶各種類型的咖啡飲料，了解

食品標籤的內容，並探討 10 分鐘其內

容物。  

2.針對咖啡所含物質對健康的促進、抑

制性查詢資料。(查詢資料)  

3.探討食品添加物的熱量、查詢化學結

構式並繪製在描圖紙上，探討哪種飲料

熱量較高。(論證建模)  

第十七週 
咖啡萃取物對生物的影

響(九)周圍神經 (規劃與

1.實驗的咖啡萃取物滴加在蟋蟀斷肢

上，測試神經衝動的反應。研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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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教師講評實驗結果。  

 

期末作業：  

以記者角度播報咖啡相關內容(本學期

所學習的概念-咖啡樹、咖啡因、咖啡

渣、咖啡飲料…等)，以口頭敘述呈

現，每組以 5 分鐘的影片，以記者、或

主播播報方式模擬。(可以用英文播報)  

第十八週 
總結式評量：影片分享

(表達與分享)  

作業繳交上傳至 Youtube。  

各組拍攝新聞影片欣賞(教師評分)  

各組員發下一枚貼紙，貼在最佳影片敘

述的組別，額外的加分。(各組互評)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形成性評量：  

口頭發表(30%)、實驗報告(30%)、咖啡樹縮時影片(15%)、期末影片(25%)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咖啡豆萌發觀測可使用 IPAD 進行縮時攝影，探討光線對植株生長的影響。  

另外，校園已有多年生的咖啡樹，也添購兩年生的植株做對比。並不會因為是

多年生的喬木，難以在課程中講述、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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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 透過觀察、分析資料，了解公共議題的真義。  

2. 透過小組合作，探究與資料蒐集、整理與闡釋社會議題。  

3. 運用 PBL 問題引導教學模式，將公共性議題融入課程設計中，引導學生從

實作中達到學習的成效。  

4. 能將在本堂課學習的價值觀運用生活中並進行社會分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及介紹。  

第二週 社會議題的研究方法  
以社會爭議事件為例，引導如何形成問

題的意識、方向及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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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社會議題的研究方法  
分組討論，並能說明事件的動機、緣由

及議題的重要性。  

第四週 
議題形成與討論-公民診

斷器 I  

討論 1:各組選定社會議題及討論方式，

以呈現議題之探討。  

第五週 
議題形成與討論-公民診

斷器 I  

討論 2:研究工具的使用 I:如何使用圖書

館的資源(含虛擬圖書館)。  

第六週 
議題形成與討論-公民診

斷器 I  

討論 3:研究工具的使用 II:如何使用網路

電子資源(如:全國法規資料庫)。  

第七週 
議題形成與討論-公民診

斷器 II  

討論 1:各組針對議題進行資料的蒐集及

整理。  

第八週 
議題形成與討論-公民診

斷器 II  

討論 2:提出此議題的各方論述，分析其

爭辯及衝突之處。  

第九週 
議題形成與討論-公民診

斷器 II  

討論 3:反思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計

畫。  

第十週 
議題形成與討論-公民診

斷器 II  
討論 4:成果發表。  

第十一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企劃 1:行動計畫討論、工作分配及

資料蒐集  

第十二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企劃 2:釐清、澄清問題及提出解決

策略  

第十三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企劃 3:內容規劃與製作 I  

第十四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企劃 4:內容規劃與製作 II  

第十五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成果 5:實際參與及行動 I  

第十六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成果 6:實際參與及行動 II  

第十七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成果 7:反思與回饋 I  

第十八週 公民的社會關懷行動  行動成果 8:反思與回饋 II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40%  

2.學期評量:6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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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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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主動關懷社會，發覺環境的困境。  

2.根據社會議題，進行資料的收集、分析、及整理歸納。  

3.分析環境議題的背景，能說明解釋其發生原因。  

4.學習地理的研究方法及應用，能提出解決的對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的研究方法  【課程說明介紹與小組分組】  

第二週 地理的研究方法  

【地理研究的分類與發現問題的方法】  

分析問題，並討論使用的研究方法及研

究工具的應用  

第三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  

【疾病擴散的空間分析與環境生態】  

引導討論歐洲黑死病與伊波拉病毒的案

例  

第四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  各組選定疾病議題及討論研究的方法  

第五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  

各組根據議題蒐集資料  

蒐集了哪些資料？分析蒐集資料的可行

性。  

第六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  各組議題困境分享及討論與修正  

第七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  各組成果展現與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  

第八週 觀光與休閒  

【說明邱念理論的背景概念】  

以衛星影像比較農舍的變化，歐洲敞田

跟圈田的差異  

第九週 觀光與休閒  

【討論國際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  

討論全球在地化及在地全球化的飲食消

費案例  

第十週 觀光與休閒  小組蒐集資料並選定各組議題分享  

第十一週 觀光與休閒  

學生蒐集了哪些資料？分析蒐集資料的

可行性。  

各組討論研究的方法及資料的分析  

第十二週 觀光與休閒  針對各組議題的困境分享及討論與修正  

第十三週 觀光與休閒  各組成果展現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  

第十四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  
小組探討兩個成果展現的關聯性及其延

伸議題  

第十五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  各組期末成果展現  

第十六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  各組期末成果展現  

第十七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  各組期末成果展現  

第十八週 地理方法的實踐  師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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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資訊融入小組討論及分享平時成績 40% ，學期成績 60%  

對應學群： 數理化、地球環境、大眾傳播、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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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根據主題，進行歷史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類  

2.研讀或考察歷史資料，分析其生成背景與其內容的關係。  

3.分辨歷史事實、歷史證據與歷史解釋，說明歷史解釋不同的原因，並檢視證

據的適切性。  

4.應用歷史資料，藉以形成新的 問題視野、書寫自己的歷史敘述，或編寫歷史

類作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期初：課程梗概  課程說明與介紹  

第二週 戰火歷史中的記憶(一)  
書信中的人們  

誰寫下的書信?書信中未盡的訊息?  

第三週 戰火歷史中的記憶(一)  
書信中的人們  

誰寫下的書信?書信中未盡的訊息?  

第四週 戰火歷史中的記憶(二)  
影像中的場景  

誰在描述場景?鏡頭外的真實?  

第五週 戰火歷史中的記憶(二)  
影像中的場景  

誰在描述場景?鏡頭外的真實?  

第六週 
過去的記憶與遺留的實

景  

實景體驗與考察(一)考察前資料蒐集與

討論  

第七週 
過去的記憶與遺留的實

景  
實景體驗與考察(二)事前考察地圖製作  

第八週 
過去的記憶與遺留的實

景  
實景體驗與考察(三)考察與導覽  

第九週 
過去的記憶與遺留的實

景  
實景體驗與考察(四)考察與導覽  

第十週 過去的記憶與遺留的實 考察成果分享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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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第十一週 
重現戰火下人們記憶的

軌跡  
主題展演(一)展演計畫討論與工作分配  

第十二週 
重現戰火下人們記憶的

軌跡  
主題展演(二)資料蒐集與整理  

第十三週 
重現戰火下人們記憶的

軌跡  
主題展演(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十四週 
重現戰火下人們記憶的

軌跡  
主題展演(四) 展演內容製作  

第十五週 
重現戰火下人們記憶的

軌跡  
主題展演(五)展演布置與模擬  

第十六週 
重現戰火下人們記憶的

軌跡  
主題展演(六)展演預演  

第十七週 
重現戰火下人們記憶的

軌跡  
主題展演(七)實際展演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反思與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40%  

2.學期評量:6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法政  

備註： 
 

  

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戲劇  

英文名稱： English Drama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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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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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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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認知：具備欣賞英語文語言文字及英美文學作品的能力。  

技能：能融合肢體與聲音表情，進行英語文短劇表演。  

情意：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

神與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劇本導讀  劇本導讀體驗文字之美  

第二週 劇本導讀  劇本導讀體驗文字之美  

第三週 劇本導讀  劇本導讀體驗文字之美  

第四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五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六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七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八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九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一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二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三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四週 導演指導  專業導演給予戲劇指導與回饋  

第十五週 導演指導  專業導演給予戲劇指導與回饋  

第十六週 正式排演  正式排演  

第十七週 英文戲劇展演  英文戲劇展演  

第十八週 英文戲劇展演  英文戲劇展演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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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藝術、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戲劇  

英文名稱： English Drama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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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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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力、移動力、思辨力、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具備欣賞英語文語言文字及英美文學作品的能力。  

技能：能融合肢體與聲音表情，進行英語文短劇表演。  

情意：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

神與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劇本導讀  劇本導讀體驗文字之美  

第二週 劇本導讀  劇本導讀體驗文字之美  

第三週 劇本導讀  劇本導讀體驗文字之美  

第四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五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六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七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八週 劇本改寫  
透過小組討論與合作，改編劇本成 15

分鐘劇本  

第九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一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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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三週 道具與排演  
團隊合作與分工製作道具與演員排演練

習  

第十四週 導演指導  專業導演給予戲劇指導與回饋  

第十五週 導演指導  專業導演給予戲劇指導與回饋  

第十六週 正式排演  正式排演  

第十七週 英文戲劇展演  英文戲劇展演  

第十八週 英文戲劇展演  英文戲劇展演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40%、戲劇展演 60%  

對應學群： 藝術、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國際事務變辨辯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p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移動力、思辨力  

學習目標： 

技能：多方閱讀文本、媒體素材，培養學生統整歸納的能力，並能適切以口語

表達自我想法。  

情意：讓學生透過各項國際議題，進行思辨，並從自我出發反思，進而學習國

際事務及人道關懷。  

認知：跨領域結合，讓學生自行自我升學探索，從中找到適性發展的升學進

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專題與課程介紹(一)  
介紹課程：目標，計畫流程，執行分

組、作業成果等  

第二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東北亞

(一)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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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東南亞

(一)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四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中東、

東歐(一)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五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非洲

(一)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六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其他

(一)  
綜合論述成果總結  

第七週 食安問題(一)  
相關學科理論-化學、公民、經濟、法

律、媒體  

第八週 各國食安案例(一)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九週 台灣案例(一)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週 食安與氣候變遷(一)1  區域氣候變遷。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一週 食安與氣候變遷(一)2  區域氣候變遷。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二週 
氣候變遷與公共健康問

題(一)  
公共健康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三週 人權議題:法學概論(一)  法學概論  

第十四週 世界人權議題(一)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五週 台灣議題(一)1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六週 台灣議題(一)2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七週 科技與國際安全(一)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八週 辯論會(一)  成果展  

第十九週 辯論會(一)  成果展  

第二十週 辯論會(一)  成果展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 20%、小組討論 20%、上台報告 20%、簡報製作 20%、成果展演 2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國際事務變辨辯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pic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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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移動力、思辨力  

學習目標： 

技能：多方閱讀文本、媒體素材，培養學生統整歸納的能力，並能適切以口語

表達自我想法。  

情意：讓學生透過各項國際議題，進行思辨，並從自我出發反思，進而學習國

際事務及人道關懷。  

認知：跨領域結合，讓學生自行自我升學探索，從中找到適性發展的升學進

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專題與課程介紹(二)  
介紹課程：目標，計畫流程，執行分

組、作業成果等  

第二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東北亞

(二)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三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東南亞

(二)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四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中東、

東歐(二)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五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非洲

(二)  

區域性政治、社會、環境等原因分析。

營養學概說。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六週 
饑荒與營養議題-其他

(二)  
綜合論述成果總結  

第七週 食安問題(二)  
相關學科理論-化學、公民、經濟、法

律、媒體  

第八週 各國食安案例(二)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九週 台灣案例(二)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週 食安與氣候變遷(二)  區域氣候變遷。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一週 
氣候變遷與公共健康問

題(二)  
公共健康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二週 人權議題:法學概論(二)  法學概論  

第十三週 世界人權議題(二)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四週 台灣議題(二)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五週 科技與國際安全(二)  討論議題、簡報分享  

第十六週 辯論會(二)  成果展  

第十七週 辯論會(二)  成果展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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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態度 20%、小組討論 20%、上台報告 20%、簡報製作 20%、成果展演 2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索體驗  

英文名稱： experiential education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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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領導力、學習力、思辨力、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使學生了解高山環境地貌氣候與生態，以及春季星空。  

情意：使學生實際體驗我們身邊的大地，並挑戰突破自我極限，考驗耐力與毅

力。  

技能：強健學生體魄，培養野外求生能力，並透過團體合作達到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高山氣候  認識台灣山岳氣候特徵  

第二週 高山氣候  認識台灣山岳氣候變化  

第三週 地形地貌及地質介紹  認識台灣山岳地形特色  

第四週 地形地貌及地質介紹  認識台灣山岳地質特色  

第五週 
高山生態介紹（植物與

動物）  
認識台灣山岳特有動物  

第六週 
高山生態介紹（植物與

動物）  
認識台灣山岳特有植物  

第七週 登山者的體能訓練  校內體能訓練  

第八週 登山者的體能訓練  校外實際體能操練  

第九週 團體動能~團隊共好  團體活動、遊戲了解團結合作  

第十週 團體動能~團隊共好  團隊共同完成既定目標，培養默契  

第十一週 
登階訓練及登山杖使用

介紹  
校內登階訓練  

第十二週 登階訓練及登山杖使用 登階登山實際操作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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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第十三週 登山裝備及登山知識  介紹登山裝備與實際操作  

第十四週 登山裝備及登山知識  建立登山基本概念  

第十五週 登山糧食準備與規劃  糧食的認識、行李的準備  

第十六週 登山糧食準備與規劃  實際負重訓練  

第十七週 星象觀察  認識高山星象  

第十八週 攝影技巧  認識相機功能，進行實際操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出席率 40% 2.作業(學習單、講義)20%  

3.上課態度(參與度、發問、組內討論)4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索體驗  

英文名稱： experiential education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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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領導力、學習力、思辨力、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使學生了解高山環境地貌氣候與生態，以及春季星空。  

情意：使學生實際體驗我們身邊的大地，並挑戰突破自我極限，考驗耐力與毅

力。  

技能：強健學生體魄，培養野外求生能力，並透過團體合作達到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高山氣候  高地氣溫氣壓與降水特徵  

第二週 高山氣候  台灣季風與地形對高山氣候的影響  

第三週 地形地貌及地質介紹  野外露頭判別、台灣造山蓬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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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地形地貌及地質介紹  雪山特殊冰川地形遺址簡介  

第五週 
高山生態介紹（植物與

動物）  
台灣陸域生態系統介紹  

第六週 
高山生態介紹（植物與

動物）  

台灣高地特有種辨識  

google earth pro 教學  

第七週 登山者的體能訓練  登山者的耐力與肌肉耐力訓練  

第八週 登山者的體能訓練  登山者的耐力與肌肉耐力訓練  

第九週 團體動能~團隊共好  破冰解凍、團隊建立及凝聚共識  

第十週 團體動能~團隊共好  溝通合作、解決問題及團隊共好  

第十一週 
登階訓練及登山杖使用

介紹  

登山步伐及路線選擇、登山杖的使用方

式  

第十二週 
登階訓練及登山杖使用

介紹  
登山杖實際操作及運用  

第十三週 登山裝備及登山知識  登山的正確心態、路線及景點介紹  

第十四週 登山裝備及登山知識  登山的食、衣、住、行  

第十五週 高山症預防與處理  認識高山症 AMS  

第十六週 高山症預防與處理  高山症的預防與處理  

第十七週 星象觀察  春季星空判別、Stellarium 教學  

第十八週 攝影技巧  入門攝影三大元素、基本構圖技巧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出席率 40% 2.作業(學習單、講義)20%  

3.上課態度(參與度、發問、組內討論)40%  

 

對應學群： 資訊、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遊憩運動  

備註： 
 

  

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QGIS 生活應用與實作  

英文名稱： QGIS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37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析與統整的能力，並 能提

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2.具備使用語言、文字、圖表、影像等符號，以表達經驗、思想、價值與情意

的智能，並能與他人溝通。  

3.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議題，並能反思科

技、資訊與媒體的倫理問題。  

4.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

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上課規訂與課程內容。  

第二週 課程介紹  QGIS 安裝與基本環境介紹。  

第三週 
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介

紹  
收集屬性資料。  

第四週 屬性資料介紹  屬性資料的編修與應用。  

第五週 空間資料介紹  
空間資料的圖例、符號設定與使用；資

料統計與圖表製作。  

第六週 空間資料介紹  
空間資料的圖例、符號設定與使用；資

料統計與圖表製作。  

第七週 出圖設計  地圖出圖設計  

第八週 出圖設計  地圖出圖設計  

第九週 資料收集  收集屬性資料；空間資料建立與編修。  

第十週 資料編輯  空間資料建立與編修。  

第十一週 出圖設計  地圖出圖設計。  

第十二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三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四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五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六週 學生發表成果  學生發表成果  

第十七週 學生發表成果  學生發表成果  

第十八週 學生發表成果  學生發表成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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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率：10%  

口頭報告：50%  

設計圖：40%  

對應學群： 資訊, 文史哲, 管理,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QGIS 生活應用與實作  

英文名稱： QGIS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授課年段：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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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探索、思考、推理、分析與統整的能力，並 能提

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2.具備使用語言、文字、圖表、影像等符號，以表達經驗、思想、價值與情意

的智能，並能與他人溝通。  

3.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議題，並能反思科

技、資訊與媒體的倫理問題。  

4.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

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上課規訂與課程內容。  

第二週 課程介紹  QGIS 安裝與基本環境介紹。  

第三週 
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介

紹  
收集屬性資料。  

第四週 屬性資料介紹  屬性資料的編修與應用  

第五週 空間資料介紹  
空間資料的圖例、符號設定與使用；資

料統計與圖表製作。  

第六週 空間資料介紹  
空間資料的圖例、符號設定與使用；資

料統計與圖表製作。  

第七週 出圖設計  地圖出圖設計  

第八週 出圖設計  地圖出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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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資料收集  收集屬性資料；空間資料建立與編修。  

第十週 資料編輯  空間資料建立與編修。  

第十一週 出圖設計  地圖出圖設計。  

第十二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三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四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五週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小組期末報告製作  

第十六週 學生發表成果  學生發表成果  

第十七週 學生發表成果  學生發表成果  

第十八週 學生發表成果  學生發表成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率：10%  

口頭報告：50%  

設計圖：40%  

對應學群： 資訊, 文史哲, 管理,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手機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Mobile Phone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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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學習撰寫手機 APP 程式  

技能：開發 Android 手機 APP，並從專案實作中學習程式設計的技巧與培養問

題解決的能力。  

情意：體會科技開發與創造始終源自於人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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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認識設計工具  
認識手機 APP 程式設計與 APP Inventor2  

 

第二週 開發環境設定  
APP Inventor2 的開發：界面與設計流程  

 

第三週 基本元件應用  
APP Inventor2 基本使用界面元件  

 

第四週 基本運算  變數與運算  

第五週 基本運算  變數與運算  

第六週 基本運算  流程控制與選擇元件  

第七週 基本運算  流程控制與選擇元件  

第八週 基本運算  程序與對話框  

第九週 基本運算  程序與對話框  

第十週 基本運算  清單與清單元件   

第十一週 繪圖元件應用  繪圖與動畫設計  

第十二週 多媒體元件應用  照像機、音效及文語音識別器應用  

第十三週 App 實作  打地鼠  

第十四週 App 實作  有聲繪本童書  

第十五週 專題製作  製作個人或小組專題  

第十六週 專題製作  製作個人或小組專題  

第十七週 專題製作  製作個人或小組專題  

第十八週 專題發表  成果展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 20%  

作業 30%  

紙筆測驗 50%  

對應學群： 資訊,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怪奇歷語─歷史中的異想不到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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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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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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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以跨學科的另類視野，重新思考對人類歷史相關的重要議題  

2.能對歷史的發展進行不同角度的評論與連結  

3.對歷史議題能進行主題式的編輯與介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群的意志?世界歷史是如

何走出來的?  

演化或是本性?從社會性昆蟲的稱霸，

觀察台灣移民社會的歷史發展  

第二週 
群的意志?世界歷史是如

何走出來的?  

天擇創造的社會性本能!從生物群體的

演化，對比東亞社會的移民變遷  

第三週 
群的意志?世界歷史是如

何走出來的?  

國界消失之後，見證大航海時代以來人

類社會的文明進化與淘汰  

第四週 
不崇拜神明可以嗎?與神

明一同吃喝玩樂!  

言靈?或是安慰?，寄宿在原始宗教儀式

中的言語力量  

第五週 
不崇拜神明可以嗎?與神

明一同吃喝玩樂!  

言靈?或是安慰?，寄宿在原始宗教儀式

中的言語力量  

第六週 
不崇拜神明可以嗎?與神

明一同吃喝玩樂!  

飢餓與信仰，圍繞宗教歷史中食物與救

贖  

第七週 
人神之間!誰是史上最偉

大之廣告推銷員?  

雞、蛋之爭!宗教歷史上的聖女與聖母

還是女巫?  

第八週 
人神之間!誰是史上最偉

大之廣告推銷員?  

飢餓行銷!宗教歷史中的思想哲學與推

銷手法  

第九週 
人神之間!誰是史上最偉

大之廣告推銷員?  

飢餓行銷!宗教歷史中的思想哲學與推

銷手法  

第十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一週 
創作哪有那難?只是有一

點悲劇!  

在屍體中誕生的文藝復興與文學藝術的

變革  

第十二週 
創作哪有那難?只是有一

點悲劇!  

虛構的娛樂到真實的批判，大眾創作時

代的到來  

第十三週 
創作哪有那難?只是有一

點悲劇!  

虛構的娛樂到真實的批判，大眾創作時

代的到來  

第十四週 
石墨還是蛋殼?垃圾還是

藝術?  
西方科學與東方意境的藝術之爭  

第十五週 
石墨還是蛋殼?垃圾還是

藝術?  
西方科學與東方意境的藝術之爭  

第十六週 石墨還是蛋殼?垃圾還是 未來學中的藝術，從科技創新到環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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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生的藍晒圖  

第十七週 期末評量與成果展現  廣告(紙本、影像)、展覽、導覽手冊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與成果展現  廣告(紙本、影像)、展覽、導覽手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40% 2.學期評量:60%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怪奇歷語─歷史中的異想不到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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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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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以跨學科的另類視野，重新思考對人類歷史相關的重要議題  

2.能對歷史的發展進行不同角度的評論與連結  

3.對歷史議題能進行主題式的編輯與介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群的意志?世界歷史是如

何走出來的?  

演化或是本性?從社會性昆蟲的稱霸，

觀察台灣移民社會的歷史發展  

第二週 
群的意志?世界歷史是如

何走出來的?  

天擇創造的社會性本能!從生物群體的

演化，對比東亞社會的移民變遷  

第三週 
群的意志?世界歷史是如

何走出來的?  

國界消失之後，見證大航海時代以來人

類社會的文明進化與淘汰  

第四週 
不崇拜神明可以嗎?與神

明一同吃喝玩樂!  

言靈?或是安慰?，寄宿在原始宗教儀式

中的言語力量  

第五週 
不崇拜神明可以嗎?與神

明一同吃喝玩樂!  

飢餓與信仰，圍繞宗教歷史中食物與救

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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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不崇拜神明可以嗎?與神

明一同吃喝玩樂!  

雞、蛋之爭!宗教歷史上的聖女與聖母

還是女巫?  

第七週 
人神之間!誰是史上最偉

大之廣告推銷員?  

雞、蛋之爭!宗教歷史上的聖女與聖母

還是女巫?  

第八週 
人神之間!誰是史上最偉

大之廣告推銷員?  

飢餓行銷!宗教歷史中的思想哲學與推

銷手法  

第九週 
人神之間!誰是史上最偉

大之廣告推銷員?  

飢餓行銷!宗教歷史中的思想哲學與推

銷手法  

第十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一週 
創作哪有那難?只是有一

點悲劇!  

在屍體中誕生的文藝復興與文學藝術的

變革  

第十二週 
創作哪有那難?只是有一

點悲劇!  

虛構的娛樂到真實的批判，大眾創作時

代的到來  

第十三週 
創作哪有那難?只是有一

點悲劇!  

虛構的娛樂到真實的批判，大眾創作時

代的到來  

第十四週 
石墨還是蛋殼?垃圾還是

藝術?  
西方科學與東方意境的藝術之爭  

第十五週 
石墨還是蛋殼?垃圾還是

藝術?  
西方科學與東方意境的藝術之爭  

第十六週 
石墨還是蛋殼?垃圾還是

藝術?  

未來學中的藝術，從科技創新到環境共

生的藍晒圖  

第十七週 期末評量與成果展現  廣告(紙本、影像)、展覽、導覽手冊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與成果展現  廣告(紙本、影像)、展覽、導覽手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40% 2.學期評量:60%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日文  

英文名稱： Japanese (Go Go Go 1-2)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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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學習目標： 

認知：從基本五十音開始學習，進而認識日文字彙與語法。  

技能：能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與人溝通。  

情意：理解日本文化，認識文化差異，並相互尊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日本字  日本字結構與日文的成由  

第二週 日文發音介紹  清音及濁音筆順-平假名  

第三週 日文發音  清音及濁音筆順-片假名  

第四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招呼語及教室用語  

第五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U1- 請多多指教  

第六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U2-這是誰的錢  

第七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U3-百貨公司從幾點到幾點  

第八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U4-這個蘋果多少錢?  

第九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U5-暑假從什麼時候開始?  

第十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U6-李先生晚上去哪裡?  

第十一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U7-在學校的書店買了書  

第十二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談論自己的專長及興趣  

第十三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請求協助或提供幫助  

第十四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敘述動作之先後順序及列舉說明  

第十五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請他人不要進行某行為、動作  

第十六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描述進行中的行為  

第十七週 日文閱讀與會話  介紹家人朋友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期末口試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30%、學生作品 20%、學生報告 20%、小組討論 10%、口試 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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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Japanese (Go Go Go 1-2)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認知：從基本五十音開始學習，進而認識日文字彙與語法。  

技能：能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與人溝通。  

情意：理解日本文化，認識文化差異，並相互尊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日本字  日本字結構與日文的成由  

第二週 日文發音介紹  清音及濁音筆順-平假名  

第三週 日文發音  清音及濁音筆順-片假名  

第四週 日文教授  招呼語及教室用語  

第五週 日文教授  U1- 請多多指教  

第六週 日文教授  U2-這是誰的錢  

第七週 日文教授  U3-百貨公司從幾點到幾點  

第八週 日文教授  U4-這個蘋果多少錢?  

第九週 日文教授  U5-暑假從什麼時候開始?  

第十週 日文教授  U6-李先生晚上去哪裡?  

第十一週 日文教授  U7-在學校的書店買了書  

第十二週 日文教授  談論自己的專長及興趣  

第十三週 日文教授  請求協助或提供幫助  

第十四週 日文教授  敘述動作之先後順序及列舉說明  

第十五週 日文教授  請他人不要進行某行為、動作  

第十六週 日文教授  描述進行中的行為  

第十七週 日文教授  介紹家人朋友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期末口試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30%、學生作品 20%、學生報告 20%、小組討論 10%、口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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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深度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 Deep reading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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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善用敏銳的觀察力透視生活文學。  

二、了解如何將創意表現於文學創作上。  

三、善用課堂引導及練習來提升寫作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淺談中國古典小說  能熟讀一中國古典小說並創意展現  

第二週 淺談中國古典小說  能熟讀一中國古典小說並創意展現  

第三週 作文引導方向  
關於寫作立意、取材相關資料收集方

向，精要文字的寫作技巧  

第四週 電影中的文學  
探討影片中的文學訊息且分析《白日夢

冒險王》  

第五週 電影中的文學  
探討影片中的文學訊息且分析《白日夢

冒險王》  

第六週 電影中的文學  
探討影片中的文學訊息且分析《白日夢

冒險王》  

第七週 飲食文學摺頁冊製作  飲食文學與老街文化  

第八週 飲食文學摺頁冊製作  飲食文學與老街文化  

第九週 抒情文評析及寫作  抒情文評析及寫作  

第十週 抒情文評析及寫作  抒情文評析及寫作  

第十一週 旅遊文學  旅遊文學及紀錄片錄製  

第十二週 旅遊文學  旅遊文學及紀錄片錄製  

第十三週 論說文評析及寫作  論說文評析及寫作  

第十四週 論說文評析及寫作  論說文評析及寫作  

第十五週 視覺圖像記錄  運用圖像記憶發展創新筆記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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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視覺圖像記錄  運用圖像記憶發展創新筆記術  

第十七週 
密室逃脫與閱讀文本結

合  

密室逃脫與閱讀文本結合  

(使用文本為：1.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陽關

雪 2.琦君的髻 3.劉鶚老殘遊記的明湖居

聽書 4.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5.曹雪芹紅樓

夢的劉姥姥進大觀園)  

第十八週 
密室逃脫與閱讀文本結

合  

密室逃脫與閱讀文本結合  

(使用文本為：1.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陽關

雪 2.琦君的髻 3.劉鶚老殘遊記的明湖居

聽書 4.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5.曹雪芹紅樓

夢的劉姥姥進大觀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一、上課態度 40% 二、口頭報告 30% 三、創作分享 30%  

對應學群： 資訊, 藝術,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全學年開課，不擋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階繞著地球跑  

英文名稱： Travel around the world-New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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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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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透過國際議題與時事新聞訓練學生了解世界各項重大變革  

技能：透過英文表達自己對於各項議題的思考與看法，做個接軌世界的國際人  

情意：認識多元文化與國家民族特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新聞單詞  
新聞專有名詞、寫作格式、觀點與語氣

認識  

第二週 新聞主題  新聞標題練習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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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新聞段落主題  新聞段落主題寫作練習  

第四週 新聞重點判讀  新聞訊息判讀與重組訓練  

第五週 記者筆記  新聞記者筆記訓練  

第六週 新聞訪談  新聞提問訓練 1  

第七週 新聞訪談  新聞提問訓練 2  

第八週 新聞訪談  新聞訪問訓練與實作 1  

第九週 新聞訪談  新聞訪問訓練與實作 2  

第十週 批判思考  新聞標題與內文批判思考訓練與實作  

第十一週 新聞寫作  新聞寫作架構訓練 1  

第十二週 新聞寫作  新聞寫作架構訓練 2  

第十三週 新聞寫作  新聞寫作架構訓練 3  

第十四週 新聞寫作  新聞訪談技巧訓練與實作  

第十五週 新聞寫作  編輯新聞討論與實作 1  

第十六週 新聞寫作  編輯新聞討論與實作 2  

第十七週 新聞寫作  編輯新聞討論與實作 3  

第十八週 新聞寫作  新聞作品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25%  

學生新聞作品 25%  

學生報告 25%  

小組討論 25%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全學年開課，不擋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客家來作客  

英文名稱： Hakka Cultur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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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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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以跨學科的另類視野，培養在地關懷  

2.結合當代社會落實落地生根  

3.真正將素養轉換為實做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客家文化的本質  何謂客家文化？  

第二週 客家文化的本質  客家移墾史？楊梅平鎮的客家庄發展？  

第三週 客家文化的本質  客家的人文社會、當地產業。  

第四週 分組實作  客家擂茶  

第五週 分組實作  客家仙草  

第六週 分組實作  客家仙草  

第七週 分組介紹與活動  客家文化與紅龜粿的歷史  

第八週 分組介紹與活動  當客家飲食遇到湯圓？  

第九週 分組介紹與活動  當客家飲食遇到湯圓？  

第十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一週 
如何從事研究客家文

化？  
史學方法論簡述  

第十二週 
如何從事研究客家文

化？  
社會學方法與客家  

第十三週 
如何從事研究客家文

化？  
社會學方法與客家  

第十四週 田野調查規劃  楊梅田野調查計畫  

第十五週 田野調查規劃  楊梅田野調查計畫  

第十六週 田野調查規劃  平鎮田野調查計畫  

第十七週 期末評量與成果展現  廣告(紙本、影像)、展覽、導覽手冊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與成果展現  廣告(紙本、影像)、展覽、導覽手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40%  

2.學期評量:60%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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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看誰在胡說八道─歷史思辨術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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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運用歷史知識解釋社會變遷，將歷史知識與生活連結。  

2.覺察當代事件與歷史的關係，啟發問題意識，並進行問題釐清與探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原住民怎麼分，誰說了

算?  

文明創造種族還是種族創造文明的論

爭，從歷史中的原住民界定與權力衝突

進行思考。  

第二週 
一隻看不見的手-巨靈的

誕生與影響力  

國土安全與人民自由的選擇，對歷史中

的土地權利的迷思!  

第三週 民間的力量有多大?  
政策只能用政府制定?看歷史中民間組

織影響國家的可能性!  

第四週 歷史能帶來正義嗎?  
被賜與的正義還是正義嗎?歷史中民主

與人權運動中的堅持與妥協。  

第五週 
一隔之海有多遠?華人的

歸去來兮  

海洋的歷史就是歐洲人的歷史?探索華

人移民與國際商貿在歷史中的影響力。  

第六週 
東-西世界的對話、相遇

與衝擊  

是主流還是弱勢，西方文化東傳後，東

方國家的選擇。  

第七週 不服來戰-那些年  

戰爭的誰是誰非?戰場不需武器!東亞地

區從二戰到共產發展的人民處境的差

異。  

第八週 
到底怎麼戰?冷戰、熱戰

與反戰  

冷戰其實仍未結束，看冷戰間的政治與

社會戰場的轉變。  

第九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週 
征服人心的辦法─宗

教、科學與思想  

不再信仰的世界有比較好嗎?對於歷史

思潮變革下的衝突與矛盾。  

第十一週 
不該有的神燈-你意想不

到的伊斯蘭文化  

不需要東征的伊斯蘭世界，解密被西方

世界輕忽的伊斯蘭歷史。  

第十二週 

是騙徒還是英雄？歐洲

人誤打誤撞開啟的美洲

悲喜劇  

時代的開拓者還是破壞者，看歐亞非的

交流與反殖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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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天秤的兩端:在地化與全

球化的冏途?  

全球化等於西化?是單一還是多元文化

並立的現代世界與文化霸權。  

第十四週 醫療與科技  
是仁心還是交易，看醫療與科技如何影

響歷史的發展。  

第十五週 性別與歷史  
沒有男主角的鬼故事，看歷史中對於性

別的差異與醜化。  

第十六週 歷史考察  

文明創造種族還是種族創造文明的論

爭，從歷史中的原住民界定與權力衝突

進行思考。  

第十七週 歷史報導  
國土安全與人民自由的選擇，對歷史中

的土地權利的迷思!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政策只能用政府制定?看歷史中民間組

織影響國家的可能性!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40%  

2.評量:6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法政,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看誰在胡說八道─歷史思辨術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運用歷史知識解釋社會變遷，將歷史知識與生活連結。  

2.覺察當代事件與歷史的關係，啟發問題意識，並進行問題釐清與探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原住民怎麼分，誰說了

算?  

文明創造種族還是種族創造文明的論

爭，從歷史中的原住民界定與權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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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思考。  

第二週 
一隻看不見的手-巨靈的

誕生與影響力  

國土安全與人民自由的選擇，對歷史中

的土地權利的迷思!  

第三週 民間的力量有多大?  
政策只能用政府制定?看歷史中民間組

織影響國家的可能性!  

第四週 歷史能帶來正義嗎?  
被賜與的正義還是正義嗎?歷史中民主

與人權運動中的堅持與妥協。  

第五週 
一隔之海有多遠?華人的

歸去來兮  

海洋的歷史就是歐洲人的歷史?探索華

人移民與國際商貿在歷史中的影響力。  

第六週 
東-西世界的對話、相遇

與衝擊  

是主流還是弱勢，西方文化東傳後，東

方國家的選擇。  

第七週 
不服來戰-那些年 戰爭的

誰是誰非?  

戰場不需武器!東亞地區從二戰到共產

發展的人民處境的差異。  

第八週 
到底怎麼戰?冷戰、熱戰

與反戰  

冷戰其實仍未結束，看冷戰間的政治與

社會戰場的轉變。  

第九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週 
征服人心的辦法─宗

教、科學與思想  

不再信仰的世界有比較好嗎?對於歷史

思潮變革下的衝突與矛盾。  

第十一週 
不該有的神燈-你意想不

到的伊斯蘭文化  

不需要東征的伊斯蘭世界，解密被西方

世界輕忽的伊斯蘭歷史。  

第十二週 

是騙徒還是英雄？歐洲

人誤打誤撞開啟的美洲

悲喜劇  

時代的開拓者還是破壞者，看歐亞非的

交流與反殖民的過程。  

第十三週 
天秤的兩端:在地化與全

球化的冏途?  

全球化等於西化?是單一還是多元文化

並立的現代世界與文化霸權。  

第十四週 醫療與科技  
是仁心還是交易，看醫療與科技如何影

響歷史的發展。  

第十五週 性別與歷史  
沒有男主角的鬼故事，看歷史中對於性

別的差異與醜化。  

第十六週 歷史考察  

文明創造種族還是種族創造文明的論

爭，從歷史中的原住民界定與權力衝突

進行思考。  

第十七週 歷史報導  
國土安全與人民自由的選擇，對歷史中

的土地權利的迷思!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政策只能用政府制定?看歷史中民間組

織影響國家的可能性!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時成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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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量:6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法政,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探索  

英文名稱： Scientific explora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藉連結各種生活化情境的科學知識與技能、試著簡易操作來探索科學本質與樂

趣，體驗式物學習、建立科學知識、提升科學素養，培養高二探究與實作課程

的初階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科學文章導讀 1  
學習如何運用各項資源找尋科學相關資

料並討論  

第二週 科學文章導讀 2  學習如何閱讀、分析一篇科普文章。  

第三週 測量的精義 1  基本測量方法的學習(以傳統測量為例)  

第四週 測量的精義 2  基本測量方法的設計(以數位測量為例)  

第五週 萃取的技巧 1  
各類基本分離技術的學習。(以分離胡

椒鹽為例)  

第六週 萃取的技巧 2  
以濾紙色層分析為例。同學練習基礎萃

取。  

第七週 科學現象探索 1  
學習科學方法：觀察→假設→實驗→分

析→結論  

第八週 科學現象探索 2  
以浮沉子為例。同學以科學方法推論浮

沉子的原理  

第九週 科學魔術 1  
以徒手過火為例，讓學生學習魔術背後

的科學。  

第十週 科學魔術 2  障眼法—視覺魔術效果與設計。  

第十一週 食安風暴 1  
學習如何追蹤了解食品安全條件。(從

原料、製程、運送等相關過程)  

第十二週 食安風暴 2  
以假鮭魚卵為例。同學藉此了解化學合

成食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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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創客的入門 1  Arduino 基本介紹  

第十四週 創客的入門 2  利用光敏電阻，設計一透光感知器。  

第十五週 野外求生 1  
學生學習在野外時，可以用上的各種科

學知識。  

第十六週 野外求生 2  自製鑽木取火器。  

第十七週 偽科學探究 1  學習如何辨認「偽科學」資訊  

第十八週 偽科學探究 2  
請同學練習在網路上去收集並破解「偽

科學」資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評量(60%) 上課態度 (30%)、書面報告(1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創客我來當  

英文名稱： Science creator,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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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透過相關生活上化學的議題討論、實作、學習單，使學生對化學有更深

入的認識。  

技能：認識生活中的化學知識，並能食用加以運用落實。  

情意：啟發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並期許學生能對生活化學議題與科學知識有

初步的收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植物染色  神奇植物染  

第二週 藍曬  以藍曬法製作  

第三週 氧化還原  銅蝕刻製作  

第四週 介面活性劑 I  天然手工皂  

第五週 介面活性劑 II  天然洗髮精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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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介面活性劑 III  第一次段考:自製簡易牙膏  

第七週 蛋白質 I  自製鮮奶烙 (本周教室上課)  

第八週 蛋白質 II  蛋白質基礎定性分析  

第九週 高分子 I  你儂我儂,保麗龍  

第十週 高分子 II  
人體相容性骨科高分子材料製作  

 

第十一週 指紋辨識  指紋辨識製作  

第十二週 血跡鑑定  血跡鑑定手法  

第十三週 段考週  第二次段考：校外講座  

第十四週 酯化反應  冬青油與阿斯匹靈的合成  

第十五週 醫藥  痠痛藥膏與小護士製作  

第十六週 小型科展 I  利用所學設計與製作出一項實驗作品  

第十七週 小型科展 II  
發表學期學習心得、並針對競品分析、

實作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檢討  測驗、回饋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週課程(紙本或線上作業、報告)、期末總結式測驗  

出席率、參與度佔 20%、週課程作業 50%、成品 15%、測驗 15％  

對應學群： 數理化, 醫藥衛生,  

備註： 

1.上課地點：化學實驗室  

2.實驗材料、設備：各實驗器材、實驗藥品、平板 IPAD 等。  

3.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

再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創客我來當  

英文名稱： Science creator, I do.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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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透過相關生活上化學的議題討論、實作、學習單，使學生對化學有更深

入的認識。  

技能：認識生活中的化學知識，並能食用加以運用落實。  

情意：啟發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並期許學生能對生活化學議題與科學知識有

初步的收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植物染色  神奇植物染  

第二週 藍曬  以藍曬法製作  

第三週 氧化還原  銅蝕刻製作  

第四週 介面活性劑 I  天然手工皂  

第五週 介面活性劑 II  天然洗髮精製作  

第六週 介面活性劑 III  第一次段考:自製簡易牙膏  

第七週 蛋白質 I  自製鮮奶烙 (本周教室上課)  

第八週 蛋白質 II  蛋白質基礎定性分析  

第九週 高分子 I  你儂我儂,保麗龍  

第十週 高分子 II  人體相容性骨科高分子材料製作  

第十一週 指紋辨識  指紋辨識製作  

第十二週 血跡鑑定  血跡鑑定手法  

第十三週 段考週  第二次段考：校外講座  

第十四週 酯化反應  
冬青油與阿斯匹靈的合成  

 

第十五週 醫藥  痠痛藥膏與小護士製作  

第十六週 小型科展 I  利用所學設計與製作出一項實驗作品  

第十七週 小型科展 II  
發表學期學習心得、並針對競品分析、

實作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檢討  測驗、回饋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週課程(紙本或線上作業、報告)、期末總結式測驗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1.上課地點：化學實驗室  

2.實驗材料、設備：各實驗器材、實驗藥品、平板 IPAD 等。  

3.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

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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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悅讀與創作  

英文名稱： Advanced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針對常見的寫作方式如敘述文、描寫文、漫畫或故事寫作等，分析大考常見文

體的寫作方式，並引導同學練習寫作，進而建構出自己的寫作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期初測驗、課程簡介  Preparation and placement test  

第二週 主題式翻譯論點講解  Topical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第三週 
學測及指考作文佳作分

析  
Appreciating rewarded writing pieces  

第四週 
閱讀與作文段落式探討

(一)  
Paragrap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第五週 
閱讀與作文段落式探討

(二)  
Paragrap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第六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七週 看圖作文與故事寫作  Picture or story-telling practice  

第八週 漫畫作文  Comic writing practice  

第九週 記敘文(Narrative Writing  
)Learner, as a first-person, writes down their 

own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given topic.  

第十週 記敘文(Narrative Writing  
Learner, as a first-person, writes down their 

own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given topic.  

第十一週 作文練習  Composition practice based on given topics  

第十二週 學生作品欣賞與分析  
Appreciate and analyze learners’ 

composition  

第十三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四週 
描寫文(Descriptive 

Writing)  

It will enable learners' writing to be more 

interesting and full of details. Student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use new vocabulary 

words and to clar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ew subject matter.  

第十五週 描寫文(Descriptive It will enable learners' writing to b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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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interesting and full of details. Student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use new vocabulary 

words and to clar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ew subject matter.  

第十六週 
比較對照文(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riting)  

1. Determine the purpose and structure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in writing.  

2. Explain organizational methods used 

when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3. Understand how to write a compare-and-

contrast essay.  

第十七週 
比較對照文(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riting)  

1. Determine the purpose and structure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in writing.  

2. Explain organizational methods used 

when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3. Understand how to write a compare-and-

contrast essay.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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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表現 30%、學生作品 25%、學生報告 25%、小組討論 10%、口試 1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行蹤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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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領導力,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精神。  

2、養成學生關心天下事的情懷。  

3、訓練學生設計旅程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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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介紹  本課程所欲達到的目標  

第二週 旅遊的意義  
由個人、社會、國家的角度介紹  

學生可經由本課程獲得的知識與技能  

第三週 認識護照  
1、護照代表的意義  

2、護照申請（國內、國外）  

第四週 認識簽證  

1、簽證的意義  

2、免簽的意義  

3、目前台灣與全球各國的簽證關係  

第五週 認識機票  

1、各種類型的機票  

2、機票購買及其相關規定  

3、廉價航空介紹  

4、何謂里程優惠  

第六週 如何訂住宿  

1、認識飯店（星級所代表的意義）  

2、認識不同的住宿類型（如民宿、沙

發衝浪、airbnb 等）  

3、訂飯店的網站  

第七週 旅遊網站  

介紹各種知名的旅遊網站（如背包客、

tripadvisor,各國政府官方網站、旅行社

網站等）  

第八週 如何規畫行程  行程規劃需包含的內容  

第九週 如何規畫行程  行程規劃的順序  

第十週 如何規畫行程  
行程規劃所需注意的事項（路線、交

通、住宿）  

第十一週 行李箱的內容  

1、航空公司對行李的相關規定  

2、入境國家對攜帶入境物品的相關規

定  

3、該攜帶的物品  

4、如何整理行李箱  

第十二週 旅遊安全  

1、認識旅遊國家的社會安全狀況  

2、了解旅遊地區的安全  

3、身體健康狀況  

4、意外發生的解決方法  

第十三週 吃與行  

1、如何在旅遊點中移動  

2、租車與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優缺點  

3、認識當地的飲食文化  

4、如何便宜地解決一日三餐  

第十四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學生分組規劃一個七日遊的國外旅遊行

程  

第十五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行程需包含：機票、飯店、旅遊點間的

交通方式、行程地圖、經費預算、行程

規劃表、旅遊主題介紹  

第十六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行程需包含：機票、飯店、旅遊點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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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行程地圖、經費預算、行程

規劃表、旅遊主題介紹  

第十七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旅遊行程報告  

第十八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旅遊行程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率 10%  

口頭報告 50%  

書面資料 40%  

對應學群： 資訊, 地球環境, 文史哲,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行蹤  

英文名稱： TripPacker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精神。  

2、養成學生關心天下事的情懷。  

3、訓練學生設計旅程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本課程所欲達到的目標  

第二週 旅遊的意義  
由個人、社會、國家的角度介紹  

學生可經由本課程獲得的知識與技能  

第三週 認識護照  
1、護照代表的意義  

2、護照申請（國內、國外）  

第四週 認識簽證  
1、簽證的意義  

2、免簽的意義  

第五週 認識機票  
1、各種類型的機票  

2、機票購買及其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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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廉價航空介紹  

4、何謂里程優惠  

第六週 如何訂住宿  

1、認識飯店（星級所代表的意義）  

2、認識不同的住宿類型（如民宿、沙

發衝浪、airbnb 等）  

3、訂飯店的網站  

 

第七週 旅遊網站  

介紹各種知名的旅遊網站（如背包客、

tripadvisor,各國政府官方網站、旅行社

網站等）  

第八週 如何規畫行程  行程規劃需包含的內容  

第九週 如何規畫行程  行程規劃的順序  

第十週 如何規畫行程  
行程規劃所需注意的事項（路線、交

通、住宿）  

第十一週 行李箱的內容  

1、航空公司對行李的相關規定  

2、入境國家對攜帶入境物品的相關規

定  

3、該攜帶的物品  

4、如何整理行李箱  

第十二週 旅遊安全  

1、認識旅遊國家的社會安全狀況  

2、了解旅遊地區的安全  

3、身體健康狀況  

4、意外發生的解決方法  

第十三週 吃與行  

1、如何在旅遊點中移動  

2、租車與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優缺點  

3、認識當地的飲食文化  

4、如何便宜地解決一日三餐  

第十四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學生分組規劃一個七日遊的國外旅遊行

程  

第十五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行程需包含：機票、飯店、旅遊點間的

交通方式、行程地圖、經費預算、行程

規劃表、旅遊主題介紹  

第十六週 實際旅遊行程規劃  

行程需包含：機票、飯店、旅遊點間的

交通方式、行程地圖、經費預算、行程

規劃表、旅遊主題介紹  

第十七週 旅遊行程報告  旅遊行程報告  

第十八週 旅遊行程報告  旅遊行程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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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出席率 10%  

口頭報告 50%  

書面資料 40%  

對應學群： 資訊, 地球環境,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數學  

英文名稱： Basic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培養認識數學、理解數學的知識與概念  

2.紮根數學基本能力，奠定學習與應用之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實數  
無理數之十進制小數的估算  

 

第二週 絕對值  絕對值不等式  

第三週 指數  使用計算機的 x^y 鍵  

第四週 常用對數  使用計算機的〖 10〗 ^x 鍵和 log 鍵  

第五週 數值計算的誤差  認識計算機的有限性  

第六週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  
有限項遞迴數列，有限項等比 級數，

常用的求和公式。  

第七週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  數學歸納法  

第八週 邏輯  
認識命題及其否定，兩命題的或、且、

推論關係， 充分、必要、充要條件。  

第九週 坐標圖形的對稱性  
坐標 平面上，對 軸，對 軸，對   =  

直線的對稱，對原點的對稱。  

第十週 直線方程式  

斜率，其絕對值的意義，點斜式，點與

直線之平移，平行線、垂直線的方程

式。  

第十一週 直線方程式  
點到直線的距離，平行線的距離、二元

一次不等式。  

第十二週 圓方程式  圓的標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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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直線與圓  
圓的切線，圓與直線關係的代數與幾何

判定。  

第十四週 廣義角和極坐標  
廣義角的終邊，極坐標的定義，透過方

格紙操作極坐標與直角坐標的轉換。  

第十五週 三角比  

定義銳角的正弦、 餘弦、正切，推廣

至廣義角的正弦、餘弦、正切，特殊角

的值，使用計算機的 sin, cos, tan 鍵。  

第十六週 三角比的性質  正弦定理， 餘弦定理，正射影。  

第十七週 三角比的性質  

連結斜率與直線斜角的正切，用計算機

的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鍵計算斜角

或兩相交直線的夾角。  

第十八週 三角比的性質  三角測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 20%  

作業 30%  

紙筆測驗 5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統計學  

英文名稱： Statist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根據高中數學的知識來認識統計學的原理與主要學習目標。  

2.利用統計學基礎能力應用在市場調查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排列組合  邏輯、集合  

第二週 排列組合  計數原理、排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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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機率  樣本空間、機率性質、條件機率  

第四週 機率  貝氏定理、獨立事件  

第五週 數據分析  一維數據分析、變異數、標準差  

第六週 數據分析  數據標準化  

第七週 二維數據分析  散佈圖、相關係數、最小平方法  

第八週 期中測驗  期中測驗  

第九週 資料收集方法  問卷、訪談、觀察法  

第十週 分析資料方法  軟體實作  

第十一週 分析資料方法  數據分析  

第十二週 資料收集  討論題目、問卷內容、彙整資料  

第十三週 資料收集  正式調查、資料分類統計  

第十四週 分析資料  應用軟體分析  

第十五週 推論  軟體分析結果作推論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  發表(1)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發表(2)  

第十八週 總結  期末評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 20%  

作業 50%  

紙筆測驗 30%  

 

對應學群： 資訊,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日文  

英文名稱： Advanced Japanes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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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學習目標： 

認知：銜接初級日文基礎、紮實日文句型及文法，培養日文聽說寫及閱讀能

力。  

情意：由日文的學習，激發對日本經貿事務的興趣，進而擴展國際觀。  

技能：提升日文能力，爭取獲得日本姐妹學校交換留學生的資格，或是奠定有

意赴日本大學研究所升學之日文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十音複習  平假名,片假名發音，腔調，聲調修  

第二週 基本句型複習  
普通體句型、名詞修飾句、基本形容詞

句型  

第三週 基本動詞用法複習  動詞分類、動詞變化、基本動詞句型  

第四週 日文動詞與文法學習  
學習 4 種進階的動詞變化，進一步活用

於更多進階會話的用法  

第五週 日文動詞與文法學習  
學習「自動詞、他動詞」的動詞分類用

法  

第六週 日文動詞與文法學習  
學習「意志動詞&無意志動詞」的動詞

分類用法  

第七週 進階動詞變化  

運用「可能形」、「意向形」、「禁止

形」、「命令形」等動詞變化，進一步

學習更多進階會話的用法  

第八週 進階動詞變化  

運用「条件形」、「受身形」、「使役

形」、「使役受身形」等動詞變化學習

更高難度的日文表達方式  

第九週 期中評量  動詞用法期中考  

第十週 E 世代日本語  能正確分辨使用正式用語與寒暄用語  

第十一週 敬語說法學習  能正確分辨使用正式用語與寒暄用語  

第十二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行為能力的表現。私は日本語が話せま

す。(我會說日語)  

第十三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事物持續狀態的描述。音楽を聞きなが

ら食事します。(邊聽音樂邊用餐)  

第十四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自動詞與他動詞。窓が割れています。

(窗戶破了)  

第十五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表達個人計劃,預定或意志。週末は海に

行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週末我想去

海邊)  

 

第十六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勸告或建議,推測的表現。毎日運動した

ほうがいいです。(最好每天運動)  

第十七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日常生活習慣的資訊交換。私がやると

おりに、やってください。(請依照我

所做的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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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總結性評量、口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小考及作業：25% (作業準時交，遲交不計分)  

2.出席狀況與課堂表現:15%  

3.期中考試：30%  

4.期末考試：3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此為進階課程，修本科目者必須修過日文初級課程或具日文初級程度。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日文  

英文名稱： Advanced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學習目標： 

認知：銜接初級日文基礎、紮實日文句型及文法，培養日文聽說寫及閱讀能

力。  

情意：由日文的學習，激發對日本經貿事務的興趣，進而擴展國際觀。  

技能：提升日文能力，爭取獲得日本姐妹學校交換留學生的資格，或是奠定有

意赴日本大學研究所升學之日文基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十音複習  平假名,片假名發音，腔調，聲調修飾  

第二週 基本句型複習  
普通體句型、名詞修飾句、基本形容詞

句型  

第三週 基本動詞用法複習  動詞分類、動詞變化、基本動詞句型  

第四週 日文動詞與文法學習  
學習 4 種進階的動詞變化，進一步活用

於更多進階會話的用法  

第五週 日文動詞與文法學習  
學習「自動詞、他動詞」的動詞分類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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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日文動詞與文法學習  
學習「意志動詞&無意志動詞」的動詞

分類用法  

第七週 進階動詞變化  

運用「可能形」、「意向形」、「禁止

形」、「命令形」等動詞變化，進一步

學習更多進階會話的用法  

第八週 進階動詞變化  

運用「条件形」、「受身形」、「使役

形」、「使役受身形」等動詞變化學習

更高難度的日文表達方式  

第九週 期中評量  動詞用法期中考  

第十週 E 世代日本語  能正確分辨使用正式用語與寒暄用語  

第十一週 敬語用法學習  能正確分辨使用正式用語與寒暄用語  

第十二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行為能力的表現。私は日本語が話せま

す。(我會說日語)  

第十三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事物持續狀態的描述。音楽を聞きなが

ら食事します。(邊聽音樂邊用餐)  

第十四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自動詞與他動詞。窓が割れています。

(窗戶破了)  

第十五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表達個人計劃,預定或意志。週末は海に

行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週末我想去

海邊)  

第十六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勸告或建議,推測的表現。毎日運動した

ほうがいいです。(最好每天運動)  

第十七週 文本閱讀與實際對話  

日常生活習慣的資訊交換。私がやると

おりに、やってください。(請依照我

所做的來做)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總結性評量、口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小考及作業：25% (作業準時交，遲交不計分)  

2.出席狀況與課堂表現:15%  

3.期中考試：30%  

4.期末考試：3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此為進階課程，修本科目者必須修過日文初級課程或具日文初級程度。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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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深度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 Deep reading and writ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善用敏銳的觀察力透視生活文學。  

二、了解如何將創意表現於文學創作上。  

三、善用課堂引導及練習來提升寫作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旅遊中的文學  1.摺頁冊製作 2.景點廣告文案  

第二週 旅遊中的文學  1.摺頁冊製作 2.景點廣告文案  

第三週 音韻中的文學  1.詩詞融入歌曲欣賞 2.歌詞改編創作  

第四週 音韻中的文學  1.詩詞融入歌曲欣賞 2.歌詞改編創作  

第五週 讀報中的文學  1.社論評析 2.報導文學賞析  

第六週 讀報中的文學  1.社論評析 2.報導文學賞析  

第七週 看圖引導寫作  
1.視覺與想像力的延伸  

2.藉外在具體意象傳達內在之意  

第八週 看圖引導寫作  
1.視覺與想像力的延伸  

2.藉外在具體意象傳達內在之意  

第九週 主題村文創企畫書  

1.文案企劃創作說明：包含生活語錄、

收集故事……  

2.摺頁冊廣告設計  

3.宣傳微電影拍攝  

第十週 主題村文創企畫書  

1.文案企劃創作說明：包含生活語錄、

收集故事……  

2.摺頁冊廣告設計  

3.宣傳微電影拍攝  

第十一週 主題村文創企畫書  

1.文案企劃創作說明：包含生活語錄、

收集故事……  

2.摺頁冊廣告設計  

3.宣傳微電影拍攝  

第十二週 電影中的文學  1.5W1H 歸納 2.文字媒介的發展  

第十三週 電影中的文學  1.5W1H 歸納 2.文字媒介的發展  

第十四週 電影中的文學  1.5W1H 歸納 2.文字媒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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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桌遊中的文學  
1.桌遊創作概念引導 2.國文素材融入自

製桌遊  

第十六週 桌遊中的文學  
1.桌遊創作概念引導 2.國文素材融入自

製桌遊  

第十七週 期末發表  作品展示與觀摩  

第十八週 期末發表  作品展示與觀摩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一、上課態度 40% 二、口頭報告 30% 三、創作分享 30%  

對應學群： 資訊, 藝術,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全學年開課，不擋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進階繞著地球跑  

英文名稱： Travel around the world-Model U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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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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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認知：透過國際議題與時事新聞訓練學生了解世界各項重大變革  

技能：透過英文表達自己對於各項議題的思考與看法，做個接軌世界的國際人  

情意：認識多元文化與國家民族特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南韓  Facts about North Korean  

第二週 核能  Why is the Nuclear Problem Important?  

第三週 IAEA  What is Being Done?  

第四週 IAEA  Recommedations for Resolution  

第五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  

第六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Japan  

第七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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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North Korea  

第九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Germany  

第十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French  

第十一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Iran  

第十二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Paskistan  

第十三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Italy  

第十四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Belgium  

第十五週 IAEA  Priorities to be Discussed-Cambodia  

第十六週 模擬聯合國  學生實作與發表 1  

第十七週 模擬聯合國  學生實作與發表 2  

第十八週 模擬聯合國  學生實作與發表 3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25%  

學生新聞作品 25%  

學生報告 25%  

小組討論 25%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全學年開課，不擋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積分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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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1.根據高中數學的知識來認識微積分的原理與主要學習目標。  

2.銜接高中數學與未來物理、化學、生物、統計、經濟學等專業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多項式與函數  1. 微積分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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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函數及函數局部圖形特徵  

第二週 多項式與函數  
1.多項式與泰勒多項式  

2.導數與極限  

第三週 導數及導函數  微分與導函數  

第四週 導數及導函數  
1.多項式與極值  

2.多項式的極限  

第五週 導數及導函數  
1.導數的極限  

2.導函數的極限  

第六週 期中測驗 1  第 1 週到第 5 週授課內容測驗  

第七週 微分一  微分基本  

第八週 微分一  微分乘法律  

第九週 微分一  切線與一次估計  

第十週 微分二  微分連鎖律與除法律  

第十一週 微分二  微分連鎖律與除法律  

第十二週 微分二  反曲點  

第十三週 微分二  萊布尼茲符號與微量符號  

第十四週 期中測驗 2  第 6 週到第 13 週授課內容測驗  

第十五週 積分一  積分與反導函數  

第十六週 積分一  積分基本公式  

第十七週 積分一  微積分基本定理  

第十八週 期末測驗  第 1 週到第 17 週授課內容測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 20%  

作業 30%  

紙筆測驗 50%(平時佔紙筆測驗 40%、期中及期末測驗佔紙筆測驗 6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解型分析課程  

英文名稱： Anatomy ＆ Morphology Analysis Clas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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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透過光學顯微鏡和解剖顯微鏡下放大的世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邏輯推理以

及思考運用,由此學科培養學生測量,定量,配藥,製作標本,切片染色的技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科學方法 I  
顯微拍攝、目鏡測微器、載物台測微器

介紹  

第二週 科學方法 II  
解剖顯微鏡拍攝、app: Moticam、

Biodigital  

第三週 人體醫療 I  骨骼介紹、中軸骨、附肢骨介紹  

第四週 人體醫療 II  人骨模型-撰寫骨名  

第五週 人體醫療 III  動物模型介紹-撰寫骨名  

第六週 評量週  第一次段考：血球染色-WBC  

第七週 透明魚標本 I  
觀測魚鰓上皮細胞、魚微血管之紅血球

細胞  

第八週 透明魚標本 II  
實驗藥品配置教學-秤重、加熱版、磁

石  

第九週 透明魚標本 III  Trypsin 介紹、酵素的活性 vs.魚的內臟  

第十週 生態庫  採集-探訪生態池  

第十一週 生態庫  生態瓶製作、植物組織培養劑配置  

第十二週 生態庫  生態瓶評分、植物組織培養  

第十三週 評量週  第二次段考：校內講座  

第十四週 實驗動物 I  行為測試 I  

第十五週 實驗動物 II  行為測試 II  

第十六週 實驗動物 III  麻醉測試  

第十七週 實驗動物 IV  大體解剖、臟器標本、標籤製作  

第十八週 期末檢討  測驗、回饋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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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上課地點：生物實驗室  

2.評分標準：出席率、參與度佔 20%、週課程作業 50%、成品 15%、測驗 15％  

3.實驗材料、設備：各實驗器材、實驗藥品、光學顯微鏡、解剖顯微鏡、電子

目鏡、平板 IPAD。  

4.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

再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解型分析課程  

英文名稱： Anatomy ＆ Morphology Analysis Clas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透過光學顯微鏡和解剖顯微鏡下放大的世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邏輯推理以

及思考運用,由此學科培養學生測量,定量,配藥,製作標本,切片染色的技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科學方法 I  
顯微拍攝、目鏡測微器、載物台測微器

介紹  

第二週 科學方法 II  
解剖顯微鏡拍攝、app: Moticam、

Biodigital  

第三週 人體醫療 II  骨骼介紹、中軸骨、附肢骨介紹  

第四週 人體醫療 II  人骨模型-撰寫骨名  

第五週 人體醫療 II  動物模型介紹-撰寫骨名  

第六週 段考週  第一次段考：血球染色-WBC  

第七週 透明魚標本 I  
觀測魚鰓上皮細胞、魚微血管之紅血球

細胞  

第八週 透明魚標本 II  
實驗藥品配置教學-秤重、加熱版、磁

石  

第九週 透明魚標本 III  Trypsin 介紹、酵素的活性 vs.魚的內臟  

第十週 生態庫  採集-探訪生態池  

第十一週 生態庫  生態瓶製作、植物組織培養劑配置  

第十二週 生態庫  生態瓶評分、植物組織培養  

第十三週 段考週  第二次段考：校內講座  

第十四週 實驗動物 I  行為測試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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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實驗動物 II  行為測試 II  

第十六週 實驗動物 III  麻醉測試  

第十七週 實驗動物 IV  大體解剖、臟器標本、標籤製作  

第十八週 期末檢討  測驗、回饋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週課程(線上作業、報告)、期末總結式測驗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備註： 

1.上課地點：生物實驗室  

2.評分標準：出席率、參與度佔 20%、週課程作業 50%、成品 15%、測驗 15％  

3.實驗材料、設備：各實驗器材、實驗藥品、光學顯微鏡、解剖顯微鏡、電子

目鏡、平板 IPAD。  

4.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

再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漫步文學桃花源  

英文名稱： Strolling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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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提高閱讀、欣賞語體文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文學是什麼  源於生活的文學  

第二週 桃花之寄情  桃在中國文學中的意象  

第三週 陶淵明的生活環境  〈桃花源記并詩〉意境之探討  

第四週 唐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雲山仙境 —— 王維〈桃源行  

第五週 唐代桃花源詩-  
王維〈桃源行〉創作背景與思想探討---

--  

第六週 宋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理想家園 —— 王安石〈桃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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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宋代桃花源詩  
王安石〈桃源行〉創作背景與思想探討

-  

第八週 宋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心靈淨地 —— 蘇軾〈和陶淵

明桃花源詩〉  

第九週 宋代桃花源詩  
蘇軾〈和陶淵明桃花源詩〉創作背景與

思想探討  

第十週 元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遺民樂土 —— 趙孟頫〈題桃

源圖〉  

第十一週 元代桃花源詩  
趙孟頫〈題桃源圖〉創作背景與思想探

討  

第十二週 「桃源」概念分析  理想國的概念  

第十三週 儒家理想國  禮運大同篇  

第十四週 道家理想國  小國寡民  

第十五週 墨家理想國  蒹愛思想  

第十六週 魏晉文學  避世思想  

第十七週 魏晉文學  山水田園詩  

第十八週 唐代文學  貶謫文學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50%)、口頭報告(30%)、分組合作(20%)  

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漫步文學桃花源  

英文名稱： Strolling literature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提高閱讀、欣賞語體文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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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文學是什麼 源於生活的

文學  
源於生活的文學  

第二週 桃花之寄情  桃在中國文學中的意象  

第三週 陶淵明的生活環境  〈桃花源記并詩〉意境之探討  

第四週 唐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雲山仙境 —— 王維〈桃源

行〉  

第五週 唐代桃花源詩-  王維〈桃源行〉創作背景  

第六週 宋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理想家園 —— 王安石〈桃源

行〉  

第七週 宋代桃花源詩-  
王安石〈桃源行〉創作背景與思想探討

-  

第八週 宋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心靈淨地 —— 蘇軾〈和陶淵

明桃花源詩〉-  

 

第九週 宋代桃花源詩-  

蘇軾〈和陶淵明桃花源詩〉創作背景與

思想探討-  

 

第十週 元代桃花源詩  
桃花源之遺民樂土 —— 趙孟頫〈題桃

源圖〉  

第十一週 元代桃花源詩  
趙孟頫〈題桃源圖〉創作背景與思想探

討  

第十二週 「桃源」概念分析  理想國的概念  

第十三週 儒家理想國  禮運大同篇  

第十四週 道家理想國  小國寡民  

第十五週 墨家理想國  蒹愛思想  

第十六週 魏晉文學  避世思想  

第十七週 魏晉文學  山水田園詩  

第十八週 唐代文學  貶謫文學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50%)、口頭報告(30%)、分組合作(20%)  

對應學群： 文史哲,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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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演習  

英文名稱： Math Practic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學習目標： 
認知：加強學生基本運算能力邏輯思辨  

技能：於日常生活中活用數學邏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式的運算  三次乘法公式， 根式與分式的運算。  

第二週 多項式之除法原理  因式定理與餘式定理  

第三週 多項式之除法原理  因式定理與餘式定理  

第四週 一次與二次函數  
一次函數圖形，數線上的分點公式與一

次函數求值。  

第五週 一次與二次函數  
用配方將二次函數化為標準式，二次函

數圖形的關係，情境中的應用問題。  

第六週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  認識一般三次函數之平移  

第七週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  

二 次、三次函數圖形的對稱性，兩者

圖形的大域 (global)特徵由最高次項決

定，而局部(local)則近似一條直線。  

第八週 多項式不等式  
解一次、二次、或已分解之多項式不等

式的解區間，連結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第九週 多項式不等式  
解一次、二次、或已分解之多項式不等

式的解區間，連結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第十週 集合  

集合的表示法、宇集、空集、子集、交

集、聯集、餘集、屬於和包含關係、文

氏圖  

第十一週 數據分析  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  

第十二週 數據分析  
二維數據的散布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

數、數據的標準化、  

第十三週 數據分析  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數據的標準化  

第十四週 有系統的計數  
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加法原理、乘

法原理、取捨原理  

第十五週 有系統的計數  直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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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有系統的計數  組合  

第十七週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  
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

性質  

第十八週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  期望值、變異數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率：10%  

學習態度：20%  

作業：30%  

評量：4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瞎子摸象─「人類探索宇宙的星路歷程」  

英文名稱： Planetary Geolog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力, 思辨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素養認知：在上完這堂課程後，學生不必借助講義或筆記，能夠敘述宇宙中各

項定律，以及宇宙中相關知識。  

素養技能：當上完這堂課程後，學生們將有能力上網查詢相關資料，並且能夠

在個人科學專題報告中，以 powerpoint 進行口頭報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用數學語言寫成的宇宙  

十大宇宙定律「刻卜勒定律、萬有引力

定律、動量守恆、角動量守恆、維恩位

移、能量守恆、熵增定律、質能互換、

哈柏定律、廣義相對論」  

第二週 歷史可以改變嗎？  
狹義相對論、時光旅行、蟲洞、平行宇

宙  

第三週 黑洞確實存在嗎？  黑洞簡介，觀測史和最新觀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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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偷窺宇宙的成員  
史匹哲太空望遠鏡、哈柏太空望遠鏡觀

測  

第五週 宇宙中隱形支配者  
「暗物質」簡介與其存在必要性、暗物

質最新研究  

第六週 宇宙中神祕力量  
「暗能量」簡介，大爆炸後加速膨脹的

宇宙  

第七週 隱藏的維度  維度簡介，超弦理論入門  

第八週 重力波的觀測  時空的彎曲，重力透視效應  

第九週 恆星之死  紅巨星的演化，白矮星與超新星爆炸  

第十週 膨脹與收縮的恆星  
脈動變星、噴發型變星、激變星、食變

星  

第十一週 自太空的週期訊號  
中子星(脈衝星)的形成，與其發射規律

無線電波訊號  

第十二週 科學專題(1)  個人科學專題報告評分  

第十三週 科學專題(2)  個人科學專題報告評分  

第十四週 科學專題(3)  個人科學專題報告評分  

第十五週 科學專題(4)  個人科學專題報告評分  

第十六週 科學專題(5)  個人科學專題報告評分  

第十七週 科學專題(6)  個人科學專題報告評分  

第十八週 評量  期末筆試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出席率 10% 2.個人科學專題報告同儕互評 20%  

3.臺風與報告內容 20% 4.上課態度(參與度、發問、討論)20%  

5.期末筆試測驗 3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備註： 學生自由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學習策略學英文  

英文名稱： Learning English from strategie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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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學習目標： 

認知：藉由聽說讀寫策略訓練學生基本能力  

技能：應考技巧訓練，協助學生通過專業英文檢定測驗。  

情意：能從中認識外語文化與特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學習英語得聽說讀寫策略  

第二週 前測  前測  

第三週 閱聽策略-懂主旨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掌握對話內容的

主旨，主題：History/Culture  

第四週 閱聽策略-懂目的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掌握對話內容的

談話目的，主題：Biology/Science  

第五週 閱聽策略-懂推論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推

論事情前後可能的原因與結果，主題：

Social Studies/Population  

第六週 閱聽策略-懂預測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預

測未來即將發生的事與結果，主題：

Word and Space/Media  

第七週 閱聽策略-懂修辭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理

解文中的修辭結構，主題：Earth Science  

第八週 閱聽策略-懂架構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理

解文章整體架構，主題：辨認文章架構

Arts  

第九週 後測  後測  

第十週 前測  前測  

第十一週 閱讀理解-懂主旨  辨認文章主旨 Main Idea Questions  

第十二週 閱讀理解-懂訊息  
文章重要訊息與細節 Factual Inforamtion 

Questions  

第十三週 閱讀理解-懂細節  
文章重要訊息與細節 Factual Inforamtion 

Questions  

第十四週 閱讀理解-懂組織  
文章組織與邏輯 Organization and Logic 

Questions  

第十五週 閱讀理解-懂邏輯  
文章組織與邏輯 Organization and Logic 

Questions  

第十六週 閱讀理解-懂推論  
文章推論 Referentail Relationship and 

Inference  

第十七週 後測  後測  

第十八週 綜合評量  
藉由綜合測驗評量學生學習的不同策略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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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30%、紙筆測驗 35%、口試與聽力測驗 35%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學習策略學英文  

英文名稱： Learning English from strategie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力, 移動力,  

學習目標： 

認知：藉由聽說讀寫策略訓練學生基本能力  

技能：應考技巧訓練，協助學生通過專業英文檢定測驗。  

情意：能從中認識外語文化與特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英文檢定測驗考試規則與特色  

第二週 前測  前測  

第三週 閱聽策略-懂主旨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掌握對話內容的

主旨，主題：History/Culture  

第四週 閱聽策略-懂目的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掌握對話內容的

談話目的，主題：Biology/Science  

第五週 閱聽策略-懂推論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推

論事情前後可能的原因與結果，主題：

Social Studies/Population  

第六週 閱聽策略-懂預測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預

測未來即將發生的事與結果，主題：

Word and Space/Media  

第七週 閱聽策略-懂修辭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理

解文中的修辭結構，主題：Earth Science  

第八週 閱聽策略-懂架構  藉由閱聽策略，學生能從對話內容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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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文章整體架構，主題：辨認文章架構

Arts  

第九週 後測  後測  

第十週 前測  前測  

第十一週 閱讀理解-懂主旨  辨認文章主旨 Main Idea Questions  

第十二週 閱讀理解-懂訊息  
文章重要訊息與細節 Factual Inforamtion 

Questions  

第十三週 閱讀理解-懂細節  
文章重要訊息與細節 Factual Inforamtion 

Questions  

第十四週 閱讀理解-懂組織  
文章組織與邏輯 Organization and Logic 

Questions  

第十五週 閱讀理解-懂邏輯  
文章組織與邏輯 Organization and Logic 

Questions  

第十六週 閱讀理解-懂推論  
文章推論 Referentail Relationship and 

Inference  

第十七週 後測  後測  

第十八週 綜合評量  
藉由綜合測驗評量學生學習的不同策略

的效能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30%、紙筆測驗 35%、口試與聽力測驗 35%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高二高三跨年段開課，提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二修過此課之同學，高三不可再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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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英文名稱： English Enrichment in Grammar and Writ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透過不同英文用字與句型的探究，能將所學用法實際運用於語言溝通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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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英文的詞性— 名詞/

代名詞  

認識說明名詞與代名詞，舉例分類正確

的的名詞與代名詞，於英文語境中使用

正確的名詞與代名詞  

第二週 
認識英文的詞性— 動詞/

助動詞  

認識說明動詞與助動詞，舉例分類正確

的的動詞與助動詞，於英文語境中使用

正確的動詞與助動詞  

第三週 
認識英文的詞性— 形容

詞/分詞  

認識說明形容詞與分詞，舉例分類正確

的的形容詞與分詞，於英文語境中使用

正確的形容詞與分詞  

第四週 
認識英文的詞性— 副詞/

不定詞  

認識說明副詞與不定詞，舉例分類正確

的的副詞與不定詞，於英文語境中使用

正確的副詞與不定詞  

第五週 
認識英文的詞性— 連接

詞/介詞  

認識說明連接詞與介詞，舉例分類正確

的的連接詞與介詞，於英文語境中使用

正確的連接詞與介詞  

第六週 
比較區分英文的各種詞

性  

識別英文不同詞性，根據語用情境選擇

正確的詞性  

第七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不及物動詞 (S + vi)  

定義、陳述主詞與不及物動詞的概念，

辨別不及物動詞，使用此句型結構簡單

人事時地物  

第八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不及物動詞 (S + vi)  

定義、陳述主詞與不及物動詞的概念，

辨別不及物動詞，使用此句型結構簡單

人事時地物  

第九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不及物動詞+主詞補語

(S + vi + SC)  

說明主詞、不及物動詞的概念，定義與

陳述主詞補語的概念，識別主詞補語，

使用此句型結構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不及物動詞+主詞補語

(S + vi + SC)  

說明主詞、不及物動詞的概念，定義與

陳述主詞補語的概念，識別主詞補語，

使用此句型結構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一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及物動詞+受詞 (S + vt. 

+ O)  

定義、陳述及物動詞與受詞的概念，辨

別及物動詞與受詞，比較及物動詞和不

及物動詞的異同，使用此句型結構簡單

人事時地物  

第十二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及物動詞+受詞 (S + vt. 

+ O)  

定義、陳述及物動詞與受詞的概念，辨

別及物動詞與受詞，比較及物動詞和不

及物動詞的異同，使用此句型結構簡單

人事時地物  

第十三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及物動詞+間接受詞+直

接受詞 (S + vt. + IO + 

DO)  

說明及物動詞與受詞的概念，定義與陳

述直接受詞與間接受詞的概念，識別直

接受詞與間接受詞，使用此句型結構簡

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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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及物動詞+間接受詞+直

接受詞 (S + vt. + IO + 

DO)  

說明及物動詞與受詞的概念，定義與陳

述直接受詞與間接受詞的概念，識別直

接受詞與間接受詞，使用此句型結構簡

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五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及物動詞+受詞+受詞補

語(S + vt. + O + OC)  

說明及物動詞與受詞的概念，定義與陳

述受詞補語的概念，識別受詞補語，使

用此句型結構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六週 

認識英文基本句型:主詞

+及物動詞+受詞+受詞補

語(S + vt. + O + OC)  

說明及物動詞與受詞的概念，定義與陳

述受詞補語的概念，識別受詞補語，使

用此句型結構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七週 
比較區分英文五大基本

句型  

分類歸納英文五大基本句型的異同，定

義說明主詞、受詞、主詞補語與受詞補

語的種類，再不同語境中挑選正確的句

型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八週 
比較區分英文五大基本

句型  

分類歸納英文五大基本句型的異同，定

義說明主詞、受詞、主詞補語與受詞補

語的種類，再不同語境中挑選正確的句

型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選課方式：讓學生依據自我專長，自行選課進行英文科科目的充實增廣。  

評量方式：上課表現 20%、學生作業 40%、學生報告 10%、小組討論 10%、紙

筆評量 20%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  

英文名稱： English Enrichment in Grammar and Writ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透過不同英文用字與句型的探究，能將所學用法實際運用於語言溝通與寫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探究現在簡單式  

定義說明現在簡單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現在簡單式，並用現在簡單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二週 探究現在簡單式  

定義說明現在簡單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現在簡單式，並用現在簡單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三週 探究過去簡單式  定義說明過去簡單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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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過去簡單式，並用過去簡單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四週 探究過去簡單式  

定義說明過去簡單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過去簡單式，並用過去簡單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五週 探究未來簡單式  

定義說明未來簡單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未來簡單式，並用未來簡單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六週 探究未來簡單式  

定義說明未來簡單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未來簡單式，並用未來簡單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七週 
區分現在、過去與未來

簡單式  

比較分析和辨別現在、過去與未來簡單

式，於英文語境中選擇正確的時態  

第八週 探究現在進行式  

定義說明現在進行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現在進行式，並用現在進行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九週 探究過去進行式  

定義說明過去進行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過去進行式，並用過去進行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十週 探究未來進行式  

定義說明未來進行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未來進行式，並用未來進行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十一週 
區分現在、過去與未來

進行式  

比較分析和辨別現在、過去與未來進行

式，於英文語境中選擇正確的時態  

第十二週 探究現在完成式  

定義說明現在完成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現在完成式，並用現在完成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十三週 探究過去完成式  

定義說明過去完成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過去完成式，並用過去完成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十四週 探究未來完成式  

定義說明未來完成式，於正確的語境中

使用未來完成式，並用未來完成式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十五週 
區分現在、過去與未來

完成式  

比較分析和辨別現在、過去與未來完成

式，於英文語境中選擇正確的時態  

第十六週 探究完成進行式  

定義說明現在、過去與未來完成進行

式，於正確的語境中使用完成進行式，

並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七週 探究助動詞的完成式  

定義說明助動詞的完成式，於正確的語

境中使用助動詞的完成式，並簡單描述

人事時地物  

第十八週 總結與歸納英文的時態  
綜合所學英文時態，分類歸納與比較分

析不同的英文時態，於英語語境中選擇



86 

 

正確的時態，使用正確的時態簡單描述

人事時地物並完成一篇記敘文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選課方式：讓學生依據自我專長，自行選課進行英文科科目的充實增廣。  

評量方式：上課表現 20%、學生作業 40%、學生報告 10%、小組討論 10%、紙

筆評量 20%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  

英文名稱： English Enrichment in Grammar and Writ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透過不同英文用字與句型的探究，能將所學用法實際運用於語言溝通與寫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主動語態  
定義說明英文主動語態，並使用正確主

動語態簡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二週 
認識被動語態— 簡單式

被動語態  

定義說明英文簡單式被動語態，並使用

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述人事時地

物  

第三週 
認識被動語態— 進行式

被動語態  

定義說明英文進行式被動語態，並使用

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述人事時地

物  

第四週 
認識被動語態— 完成式

被動語態  

定義說明英文完成式被動語態，並使用

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述人事時地

物  

第五週 
認識被動語態— 助動詞

被動語態  

定義說明英文助動詞被動語態，並使用

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述人事時地

物  

第六週 認識不動詞與動名詞  

定義說明不動詞與動名詞，比較分析不

定詞與動名詞的使用時機，於英語語境

中選擇正確的用法  

第七週 
認識被動語態— 不定詞

與動名詞之被動語態  

定義說明英文不定詞與動名詞的被動語

態，並使用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

述人事時地物  

第八週 認識感官動詞  
定義說明感官動詞，選擇正確的感官動

詞簡單描述個人情感與事物狀態  

第九週 認識被動語態— 感官動 定義說明英文感官動詞之被動語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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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之被動語態  使用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述個人

情感與事物狀態  

第十週 認識使役動詞  
定義說明使役動詞，使用正確的使役動

詞，  

第十一週 
認識被動語態— 使役動

詞之被動語態  

定義說明英文使役動詞之被動語態，並

使用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表達命令

與要求  

第十二週 
認識被動語態— 動詞片

語改為被動式  

定義說明英文動詞片語之被動語態，並

使用正確語態與動詞片語改寫句子且簡

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三週 
認識被動語態— 介係詞

使用  

定義說明不同介係詞在被動語態中的使

用方法，並使用正確介係詞與語態改寫

句子與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四週 
認識被動語態— 客觀的

說法  

定義說明客觀說法之被動語態，並使用

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述人事時地

物  

第十五週 
認識被動語態— 不能使

用被動式  

定義說明不能使用被動語態的語境，並

使用正確語態改寫句子與簡單描述人事

時地物  

第十六週 
總結與歸納英文的主/被

動語態  

區分辨識英文主動與被動語態，於語境

中選擇正確的語態，並使用正確語態簡

單描述人事時地物  

第十七週 
總結與歸納英文的主/被

動語態  

熟悉英文主動與被動語態，使用正確語

態完成一篇記敘文介紹某一人事物  

第十八週 綜合評量  

口述歸納分析英文主動被動語態使用時

機與用法，舉例說明主動被動語態使用

規則，使用正確主動被動語態簡單描述

介紹一人事物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選課方式：讓學生依據自我專長，自行選課進行英文科科目的充實增廣。  

評量方式：上課表現 20%、學生作業 40%、學生報告 10%、小組討論 10%、紙

筆評量 20%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 Curriculum Enrichment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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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利用探索高中數學競賽試題以融會貫通所學數學概念。  

2.利用思考、演練數學題目來訓練學生閱讀及思考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AMC10、IMC10  AMC、IMC 介紹  

第二週 實數  數線、有理數  

第三週 絕對值  不等式  

第四週 指數  基本運算  

第五週 常用對數  查表、基本運算  

第六週 AMC、IMC 題目講解  題目解說  

第七週 數列、級數  等差、等比數列級數概念  

第八週 遞迴關係  遞迴關係觀察  

第九週 座標圖形  線與點對稱  

第十週 直線方程式  斜率、方程式求法、點到直線的距離  

第十一週 圓方程式  圓的標準式  

第十二週 廣義角和極座標  廣義角和極座標的定義  

第十三週 正弦餘弦定理  定理介紹  

第十四週 除法原理  綜合除法  

第十五週 二次函數  配方法化標準式  

第十六週 三次函數  圖形 圖形介紹  

第十七週 AMC、IMC 題目講解  題目解說  

第十八週 期末測驗  分組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選課方式：讓學生依據自我專長，自行選課進行數學科科目的充實增廣。  

評量方式：學習態度 20%、作業 50%、紙筆測驗 30%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 Curriculum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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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探究高中學競賽試題以融會貫通所學的數學概念。  

2.利用思考、演練數學題目來訓練學生閱讀、讀題及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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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充課綱刪除的高中數學，以充實學生的數學完整性及解題工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弧度量  
弧度量與度度量的互換，使用計算機

rad 鍵。  

第二週 三角函數  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第三週 三角的和差角公式  
正弦與餘弦的和差角、倍角與半角公

式。  

第四週 正餘弦的疊合  同頻波疊合後的頻率、振幅。  

第五週 三角函數圖形  
sin、cos、tan 函數的圖形、定義域、值

域、週期性  

第六週 指數與對數函數  
任式一般底的對數函數，常用對數函數

的圖形，在科學和金融上的應用。  

第七週 對數律  求解指數方程式  

第八週 機率  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第九週 條件機率  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應用。  

第十週 貝式定理  
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貝式定理及其應

用。  

第十一週 圓方程式  圓的標準式  

第十二週 直線與圓  
圓的切線、圓與直線關係的代數與幾何

判定。  

第十三週 平面向量  
坐標平面上的向量係數積與加減，線性

組合。  

第十四週 平面向量的運算  

正射影與內積，面積與行列式，兩向量

的平行與垂直判定，兩向量的夾角，柯

西不等式。  

第十五週 平面向量  孟氏定理與西(賽)瓦定理。  

第十六週 平面向量  三角形的四心問題。  

第十七週 平面上的比例  生活情境和平面幾何的比例問題。  

第十八週 期末測驗  期末測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選課方式：讓學生依據自我專長，自行選課進行數學科科目的充實增廣。  

評量方式：學習態度 20%、作業 30%、紙筆測驗 50%(平時佔紙筆測驗 40%、

期中及期末測驗佔紙筆測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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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  

英文名稱： Math Curriculum Enrichment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利用打破章節的主題式課程來統整學生所學的知識內容。  

2.來訓練學生閱讀、讀題及思考能力。  

3.補充課綱刪除的高中數學，以充實學生的數學完整性及解題工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函數  
認識函數的對應關係與圖形的對應關係

及凹凸性。  

第二週 函數  
了解函數圖形的特性及方程式的改變與

對應圖形的改變。  

第三週 數列與級數  介紹常見的有規則數列  

第四週 數列與級數  
∑及循環小數探討並引入無窮等比級數

的概念。  

第五週 複數  介紹複數的概念、四則運算及複數平面  

第六週 複數與方程式  
實係數方程式與虛根成對性質介紹、1

的 n 次方根說明。  

第七週 期中測驗  第 1 週到第 6 週授課內容測驗  

第八週 指對數  標準指數函數  

第九週 指對數  自然對數函數  

第十週 二次曲線  定義與標準式  

第十一週 二次曲線  參數式的應用  

第十二週 函數  
函數的連續性及絕對值函數與分段定義

型的函數介紹  

第十三週 函數與極限  極限的定義  

第十四週 函數與極限  函數的極限  

第十五週 函數與極限  介值定理與夾擠定理  

第十六週 簡易微分  倒數與導函數的定義  

第十七週 簡易微分  切線與導數與簡單代數的導函數介紹  

第十八週 期末測驗  第 12 週到第 17 週授課內容測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選課方式：讓學生依據自我專長，自行選課進行數學科科目的充實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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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學習態度 20%、作業 30%、紙筆測驗 50%(平時佔紙筆測驗 40%、

期中及期末測驗佔紙筆測驗 60%)  
 

六、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第二外國語文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 English Reading & Writ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培養英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強化寫作能力。  

2.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  

3.培養學生以英文進行邏輯思考及分析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寫作探究引導  
The Writing Process/ Subject, Audience, and 

Purpose  

第二週 
構思方法&文章的基本結

構  

1.Freewriting  

2.Keeping a Journal  

3.Clustering  

第三週 
構思方法&文章的基本結

構  

4.Asking Questions  

5.Keeping a Journal  

Unit 1 Writers’ Workshop: Using Just One 

of Your Five Senses, Describe a Place  

第四週 段落的寫作方式  

1.Defining and Looking at the Paragraph  

2.Narrowing the Topic and Writing the 

Topic Sentence  

3.Generating Ideas for the Body  

第五週 段落的寫作方式  

4.Selecting and Dropping Ideas  

5.Arranging Ideas in a Plan or an Outline  

6.Writing and Revising the Paragraph  

第六週 評量一  看圖作文 (單圖式)(Narration)  

第七週 主題一致性文法加強  

Coherence Through Order Coherence 

Through Related Sentences Coord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第八週 主題一致性文法加強  

Exploring Online Unit 2 Writers’ 

Workshop: Discuss the Pressures to Grow 

Up Fast  

Coord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第九週 
例證 (Illustration)文法加

強  

Thinking and Writing Together Exploring 

Online Avoiding Sentence Errors  

第十週 
例證 (Illustration)文法加

強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 Illustration 

Paragraph Suggested Topic Sentences for 

Illustration Paragraphs Reading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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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ing Sentence Errors  

第十一週 
記敍文(Narration)文法加

強  

Thinking and Writing Together Exploring 

Online Present Tense (Agreement)  

第十二週 
記敍文(Narration)文法加

強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Narrative 

Paragraph Suggested Topics for Narrative 

Paragraphs Reading Selection resent Tense 

(Agreement)  

第十三週 評量二  看圖作文(多圖式) (Narration)  

第十四週 
描寫文(Description)文法

加強  

Thinking and Writing Together Exploring 

Online Past Tense  

第十五週 
描寫文(Description)文法

加強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Descriptive 

Paragraph Suggested Topics for Descriptive 

Paragraphs Reading Selection Past Tense  

第十六週 
過程敍述(Process)文法加

強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Process Paragraph  

Suggested Topics for Process Paragraphs 

Reading Selection Past Participle  

第十七週 
過程敍述(Process)文法加

強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Process Paragraph  

Suggested Topics for Process Paragraphs 

Reading Selection Past Participle  

第十八週 評量三  
看圖作文(Narration & Description & 

Process)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30%、學生寫作作品 40%、學生報告 10%、小組討論 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 Advanced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針對常見的寫作方式如敘述文、描寫文、漫畫或故事寫作等，分析大考常見文

體的寫作方式，並引導同學練習寫作，進而建構出自己的寫作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期初測驗、課程簡介  Preparation and placement test  

第二週 主題式翻譯論點講解  Topical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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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學測及指考作文佳作分

析  
Appreciating rewarded writing pieces  

第四週 
閱讀與作文段落式探討

(一)  
Paragrap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第五週 
閱讀與作文段落式探討

(二)  
Paragrap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第六週 評量  Test  

第七週 看圖作文與故事寫作  Picture or story-telling practice  

第八週 漫畫作文  Comic writing practice  

第九週 記敘文(Narrative Writing)  
Learner, as a first-person, writes down their 

own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given topic.  

第十週 記敘文(Narrative Writing)  
Learner, as a first-person, writes down their 

own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given topic.  

第十一週 作文練習  Composition practice based on given topics  

第十二週 學生作品欣賞與分析  
Appreciate and analyze learners’ 

composition  

第十三週 評量  Test  

第十四週 
描寫文(Descriptive 

Writing)  

It will enable learners' writing to be more 

interesting and full of details. Student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use new vocabulary 

words and to clar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ew subject matter.  

第十五週 
描寫文(Descriptive 

Writing)  

It will enable learners' writing to be more 

interesting and full of details. Student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use new vocabulary 

words and to clar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ew subject matter.  

第十六週 
比較對照文(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riting)  

1. Determine the purpose and structure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in writing.  

2. Explain organizational methods used 

when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3. Understand how to write a compare-and-

contrast essay.  

第十七週 
比較對照文(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riting)  

1. Determine the purpose and structure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in writing.  

2. Explain organizational methods used 

when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3. Understand how to write a compare-and-

contrast essay.  

第十八週 評量  Test  

第十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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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課表現 30%、學生寫作作品 40%、學生報告 10%、小組討論 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聽講  

英文名稱： English Listen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涵蓋聽力與口語訓練，注重兩者整合。  

2. 教材編排及教學活動設計以促進學生主動參與，培養簡報能力與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聽力理解 1  聽懂主旨  

第二週 基本聽力理解 2  聽懂目的  

第三週 英聽策略 1  做推論  

第四週 英聽策略 2  做預測  

第五週 英聽策略 3  聽懂語氣  

第六週 英聽策略 4  聽懂細節  

第七週 英聽策略 5  聽懂修辭結構  

第八週 英聽策略 6  聽懂字彙  

第九週 短文聽力理解  聽懂短文重點  

第十週 短文聽力理解  聽懂短文重點 who/where/why/what/how  

第十一週 cnn student news  聽懂新聞英文詞彙 (運動)  

第十二週 cnn student news  聽懂新聞英文詞彙(氣候變遷)  

第十三週 cnn student news  聽懂新聞英文詞彙(娛樂)  

第十四週 cnn student news  聽懂新聞英文詞彙(人物)  

第十五週 cnn student news  聽懂新聞英文詞彙( 政治)  

第十六週 BBC 6 minutes  聽懂新聞英文詞彙  

第十七週 學生評量  評量  

第十八週 學生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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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 20%、自評表 10%、互評表 10%、期中及期末簡報與答辯 6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聽講  

英文名稱： English Listen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與人溝通可無礙地表達一己想法，同時也能傾聽對方  

2.能自覺地梳理談話內容，並於眾人前提綱挈領地報告  

3.對於各種議題皆有正反思辨的能力，且據理爭取認同  

4..清楚自己講話時的表情姿態，及慣用口語  

6.初步具備限時演說的技巧  

7.了解聲情之美，知曉如何運用聲音的變化傳達語意  

8.能觀賞他人的表演、分析優劣，化為己用  

10.能團體分工，規劃並舉辦一場發表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TED 影片欣賞 1  聽懂字彙  

第二週 TED 影片欣賞 2  聽懂演講重點且了解口語表達技巧  

第三週 TED 影片欣賞 3  聽懂演講重點並能口頭報告演講摘要  

第四週 TED 影片欣賞 4  聽懂演講重點並能口頭發表看法  

第五週 著名文演說 1  了解演說的基本架構及常用的字句  

第六週 著名文演說 2  介紹英文演說技巧  

第七週 著名文演說 3  聽懂演講重點並製作英文簡報摘錄重點  

第八週 著名文演說 4  聽懂演講重點並能口頭發表看法  

第九週 著名文演說 5  
聽懂演講重點並能口頭發表看法且分析

優劣  

第十週 國際議題(氣候)  
透過國際新聞網站報導氣變遷議題，聽

完後針對議題提出論點、發表意見  

第十一週 國際議題(氣候)  
如何依照起承轉合的架構來介紹動機與

源起、分享想法與組織論點、結語  

第十二週 國際議題(食物)  
透過國際新聞網站報導食物議題，聽完

後針對議題提出論點、發表意見  

第十三週 國際議題(食物)  
學生在報告的過程中以英語結合簡報檔

提升報告的深度與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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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學生成果發表  個人輪流發表意見並觀摩學習  

第十五週 學生評量  小組專題簡報  

第十六週 學生評量  小組專題簡報  

第十七週 學生評量  個人專題簡報  

第十八週 學生評量  個人專題簡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專題個人簡報 50%、專題小組簡報 5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 

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級活動時數 20 20 20 20 18 16 

社團活動時數 12 12 12 12 18 16 

學生自治活動時數 0 0 0 0 0 0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時數 0 0 0 0 0 0 

週會或講座時數 4 4 4 4 0 0 

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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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類別 內容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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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18 1 1 18 

選手培

訓 

科展培訓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0 0 0 

英文各項競

賽培訓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數學科各項

競賽培訓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0 0 0 

社會科各項

競賽培訓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0 0 0 0 0 0 

語文競賽培

訓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0 0 0 

自然科各項

競賽培訓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1 1 9 

全學期

授課 

充實/增

廣 
英文 0 0 0 2 1 18 0 0 0 2 1 18 0 0 0 2 1 18 

充實/增

廣 
數學 2 1 18 0 0 0 2 1 18 0 0 0 2 1 18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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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

思考 

辦理系統思考

講座 
2 2 2 2 2 2 12 

運用八爪章魚系統思考術協助學生釐

清問題所在，運用於學科學習中 

創意

骨牌

競賽 

定期辦理骨牌

競賽 
6 0 6 0 0 0 12 

結合數理、音樂、美術等領域，激發

學生創意思考，應用解決問題之能力 

英文

戲劇

展演 

各班級競賽 6 0 6 0 0 0 12 

閱讀西方劇作者的文本，跨領域結合

各項能力，統整出一齣屬於各班獨一

無二的戲劇演出 

30 公

里健

行 

校內、校外進

行實際健行體

能技能訓練 

0  0  6 6 0  0  12 
培養學生互助合作、團隊精神，並增

進恆毅力 

古韻 每年下學期辦 0 6 0 6 0  0  12 理解詩詞、展現詩詞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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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唱 理詩詞吟唱比

賽 

主題

教學

成果

展 

透過各領域展

現近年教學成

果，透過備觀

議課，教學相

長 

4 4 4 4 0 0 16 
透過成果展演，提供師生見賢思齊、

教學相長的機會，督促自我精益求精 

志工

服務 

支援鄰近、偏

遠國小各項活

動 

0 0 0 0 0 8 8 
透過志工服務，幫助他人所需，進而

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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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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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08/01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第一學期：

108/08/05 

第二學期：

109/02/03 

學生進行選課  

1.進行分組選課 

2.以電腦選課方式進行 

3.規劃 1.2~1.5 倍選修課程 

4.相關選課流程參閱流程圖 

5.選課諮詢輔導  

4  

第一學期：

108/09/02 

第二學期：

109/02/05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第一學期：

108/09/09 

第二學期：

109/02/10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0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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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涯探索： 

高一開學後教務處協同輔導室舉辦選課說明會，舉辦生涯分享講座，鼓勵學生參與大學學系

營隊探索活動，推薦生涯選文閱讀，推動學生進行生涯探索；舉辦大學參訪活動，讓學生實

際體驗，了解職場實境及趨勢；在生涯規劃課堂中，學生進行自我生涯探索，進行反思及規

劃，再藉由實施多元性向測驗及興趣測驗，讓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三)興趣量表： 

高一下學期實施大考中心線上興趣量表。  

此量表依據 John Holland 的生涯類型論編製而成。Holland 認為個人的職業選擇並非隨意發生

的事件，而是個人基於過去經驗的累積，加上人格特質的影響而做的抉擇，故該職業亦將吸

引有相同經驗與人格特質者，形成同一職業的工作者有相似的人格特質，對許多情境與問題

亦有相近的反應；至於職業上的適應、滿足及成就，乃決定於其人格與該工作環境的諧和程

度。  

興趣量表是一份讓高中以上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特質，功能包括高中高職生的選課選組或選

填志願，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的轉系與選擇研究所的生涯規劃參考工具。 

(四)課程諮詢教師： 

總綱自 108 學年度實施後，學校可自主規劃之課程包括校訂必修、加深加廣選修、校訂選修

（包括多元選修、補強性選修）及彈性學習時間，所以為使學生及家長瞭解學校總體課程之

規劃，學校除應擬訂課程地圖外，並須辦理課程說明會、輔導學生選課及提供學生有關課程

對應未來進路之諮詢。為使學校有系統、有步驟辦理「提供學生課程諮詢」相關事宜。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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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遴選現職合格專任教師輔導室藍志帆主任、高中部導師陳玟君老師參加課程諮詢專業知

能研習，並於完成研習及取得證明文件後，擔任課程諮詢教師，並由藍志帆主任擔任召集

人，統籌規劃及辦理課程諮詢工作。 

(五)其他： 

無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