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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私立衛道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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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911187-214  

職稱 教學組長 行動電話 0920553277  

姓名 彭大慶 傳真   

Email a31@vtsh.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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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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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62 8 360 8 363 24 1085 

合計 8 362 8 360 8 363 24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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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8 45 

合計 8 360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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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44 年來自法國聖衛道會的周濟東神父基於關懷臺灣青少年教育的熱誠創校，爾後，本土的

耀漢會接續辦學重任，期許每一個衛道人都能在生活中實踐「愛德」，不僅為自己、更為他人的幸

福與快樂而付出。因此，「發揚耶穌之愛，創造衛道之光」是學校的核心價值；「存誠、起敬」是

落實內在涵養的校訓；而「負責的態度」「高尚的道德」「主動的學習」「服務的精神」「進取的

志向」則是全體教職員工生自我精進的願景。 

本校之校訓為「存誠起敬」，教會辦學之理念為誠、敬為做人之根本，學校教育以培育品格超然、

學養優秀的人才為宗旨，做人心存真誠不欺妄、虛偽，立身處世則態度恭敬而盡心負責，正是衛道

中學能夠內化於心，篤行於外的辦學願景。 

面對 12 年國教及 108 課綱之變革與衝擊，本校務實面對挑戰，秉持行政支援教學的理念，共同攜手

並進之策略，面對新世代教育之挑戰。108 課綱強調三大面向以及九大核心素養，本校在課程設計

以及對話討論的過程中，以部定核心素養為本、對應本校核心發展願景，以提升學生跨領域思考、

解決問題等帶得走的能力，以適應 21 世紀全球化之競爭。 

除了衛道中學自身外我們也跨出校園外，嘗試與同是天主教辦學的友校曉明女中共構了選修課，未

來更希望嘗試擬定跨校選課辦法及學分承認機制。除此之外，我們更打破現有公私立的藩籬主動加

入臺中市教育局的優遊臺中學，協助大臺中的地方學課程建構，以期達到 12 年國教「自發、互動、

共好」之理想。 

 

●107 學年度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發展本校子計畫目標與具體作為，本學年度共提出 3

大計畫，期望在前幾年的優質化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滾動式修正，期待能與本校 108 年新課綱之課

程計畫順利接軌以達學校永續發展和學生適性揚才之目標。下圖代表了三大分支計畫之關聯，並且

也說明了本校的辦學願景和實踐策略是緊扣著我們的學生圖像的！這也是我們一直堅信的教育基礎

──以身教代替言教，師生一同成長前進！  

 

二、學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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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時本校為申請優質化第二期程第二年之計畫，我們找了外部專家教授及教師引導課程核

心團隊思索何謂「衛道人」？教師團隊想像的衛道人和學生認知的衛道人有無差異？為此，除了核

心課程團隊產生出來的結果外，本校行政團隊亦針對當時的高三學生開了開放空間論壇，與學生討

論了三年甚至六年在衛道中學學習的內容有無合乎預期。 

我們的團隊整合了教師與學生討論之結果，塑造出了以本校校訓為願景，學生達到 5A 能力之圖像

作為本校辦學的目標。我們也認知到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會隨著時間改變，因此透過專家的引導也

不斷的修正與改進。 

此 5A 衛道人是指靈活知能(Ability)、科際整合(Integration)、溝通協調(Coordination)、優良態度

(Attitude)、熱情服務(Passion)五個面向來開展規劃課程並服膺 12 年國教課綱中之核心素養。  

◆靈活知能(Ability)：  

 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科際整合(Integration)  

 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溝通協調(Coordination)  

 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優良態度(Attitude)  

 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熱情服務(Passion)  

 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本校自 105 學年度為因應 12 國教新課綱開始研擬於課程發展委員會下增加課程核心小組作為發展新課綱

總體課程計畫之前導組織，並且與各科教學研究會形成縝密網絡，針對學生圖像及學校願景，共同形塑

本校之三年課程計畫。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7 年 2 月 1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 年 2 月 21 日修正待 107-2 校務會議提案議決 

壹、依據：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貳、目的： 

一、規劃本校總體課程，建立學校教學特色。 

二、審查各學科及學習領域課程計劃。 

三、協調選修課程、課業輔導科目、節數，增進教學品質。 

四、訂定本校「教科書選用辦法」。 

五、規劃教師專業研習活動，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六、其他有關本校課程發展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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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組織及實施要點： 

一、本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委員最多 40 人，詳列 

如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學校行政人員代表：副校長及各處室主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研發主任、圖書館主

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設備組長、註冊組長、資訊組長、訓育組長、體育組長、特色學程組長、專

案計畫組長)擔任之，共計 15 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行秘書，教學組長兼任副執行秘書。 

(三)領域或學科教師代表：各領域或學科代表（含國文科、英文科、數學科、自然科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社會科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藝術領域、健康與體育領域、綜合活動領域、科技領域）

每領域或學科 1 人，共計 14 人。 

(四)各年級導師代表：高國中各年級導師代表共計 6 人（得由其他出席委員兼任）。 

(五)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家長委員會長擔任代表，共計 1 人。 

(六)專家學者代表：由校長聘任 1 人。 

(七)社區代表：由學校聘任社區代表 1 人擔任之。(註：學校得視需要聘任之) 

(八)學生代表：依據 105 年 6 月 1 日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5 條規定：「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

生權益，對學生學業、生活輔導、獎懲有關規章研訂或影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出席；其人數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另依國教署函文，學校課發會應加入「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學生的加入，主要目的在使學校課程開設，聽取學生的心聲，更能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開設學

生適性與需求的課程，並能安排適當的時間、方法去進行課程，確保學生的教育權益與品質，課發會的

功能中，課程評鑑部份，學生的心聲更顯重要，由校長聘任 1 位學生代表。 

二、本會委員皆以職務為準，委員任期各依該職務定之。 

三、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或其它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列席人員不具投票

權。 

四、本會之執掌如下： 

(一)充分考量學校條件、學生特質、家長期望、學生需求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並審慎規劃全校總體課程計畫。 

(二)審查各學習課程計畫，內容包括：「學年／學期學習目標、單元進度、評量方式、評量標準」等項

目，且應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

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題。 

(三)統整各學科課程計畫，發展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四)依當年度教育主管機關規定時程，擬定下一學年度學校 總體課程計畫。 

(五)擬定「選用教科用書辦法」。 

(六)必要時得邀請學科專家共同組成「自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審查本校教師自編教科用書。 

(七)決定各學習領域選修科目、節數，輔導課科目與學習節數。 

(八)審查各學習領域課程小組之計畫與執行成效。 

(九)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增進專業知能。 

(十)訂定各學科課程與教學評鑑及學生成績考查與學習評量辦法補充規定。 

(十一)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五、本會開會時如有與學生相關之重大議題時，得邀請其他學生列席參與討論。 

六、本會每年定期舉行二次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依教育部規定提出

下學年度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七、本會由校長召集之，或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召集時，得由連署委員互推一人召集之。 

八、本會開會時，需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行之。 

肆、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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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名單 
學校行政代表 領域科目及年級導師教師代表 

職稱 姓名 簽名 職稱 姓名 簽名 

校    長 陳秋敏  
國文科召集人 管新芝  

副校長 梁德勝  
英文科召集人 紀佳華  

校長秘書 
兼研發處主任 

丁上娟  
數學科召集人 盧俊杰  

教務主任 孫立仁  
物理科代表 黃美慧  

學務主任 許倍菁  
化學科代表 吳弘任  

輔導主任 

兼綜合領域代表 
胡湘靈  

生物科代表 黃玲娜  

總務主任 

兼機要秘書 
蒲志煊  

地球科學科代表 曾舒平  

圖書館長 伍瑞英  
歷史科代表 張育慈  

教學組長 彭大慶  
地理科代表 陳弘岦  

設備組長 劉興鴻  
公民社會科代表 書國雲  

註冊組長 陳秀瀅  
藝術領域代表 孫菀嬬  

資訊組長 

兼科技領域代表 
郭學政  

國三導師代表 林欣澤  

訓育組長 曾俊傑  
國二導師代表 陳弘岦  

體育組長 

兼健體領域代表 
林家媺  

國一導師代表 紀佳華  

特色學程組長 劉幸怡  
高三導師代表 唐厚德  

專案計劃組長\ 陳建智  
高二導師代表 吳弘任  

   
高一導師代表 盧俊杰  

專家學者、家長會、社區、學生代表 
職稱 姓名 簽名  

專家學者代表 

新社高中校長 
歐靜瑜  

 

家長委員代表 

(副會長) 
魏維義  

 

社區代表 

家長委員副會長 
王彩蓉  

 

學生代表 

高三乙 
蔡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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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衛道高級中學課程地圖 108/12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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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特色說明 

「存誠起敬──淑己成人」是落實內在涵養到社會責任的學校願景。透過系統思考團隊、外部專家學者協

助，以存誠起敬為底，思考本校辦學願景與學生圖像，產生了培育全方位 5A 衛道人為目標的課程計畫。 

(一)課程設計理念 

縱橫向連結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加深加廣選修、彈性學習與團體活動等課程系統，參考過去

本校畢業生升學進路，設計文教法政、財經管理、醫農生科、理工資訊四類班群課程鷹架供學生選擇，同

時班群間課程亦保留互相選修的彈性，以最大限度的支持學生適性學習的需求。 

(二)校定必修課程： 

本校期望每位學生透三門校定必修課的學習均能成為具有「靈活知能(Ability)」、「科際整合(Integration)」

「溝通協調(Coordination)、「優良態度(Attitude)」、「熱情服務(Passion)」五大素養並具有國際視野的 5A

衛道人 

1.專題研究基本力：以農糧食安、藝文美學、環境素養等議題為素材，培養媒體識讀、閱讀、專題研究的

基本能力，提供學生持續學習的方法，奠定終身學習基礎。 

2.國際議題探究：了解聯合國訂的十七項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以培養國際視野，並培養問題解決

能力。 

3.學習診療室：透過教師引導自我診斷學習狀況，找出學習盲點，進而系統思考找出策略解決問題。進一

步投入課程諮輔教師資源，使每位學生了解班群課程地圖，探索自我性向與未來學群進路並規劃建構自我

學習歷程。 

(三)多元選修課程： 

1.高一「基礎扎根」：不分班群提供 19 門通識性、實作及探索、跨領域/科目專題課程(包含 6 門第二外

語)，課程內容中偏易，以擴大試探廣度，期望學生能夠在上下學期各 2 學分的選修課程中自由進行興趣

試探及定向準備，不偏廢或獨鍾某類能力、指標。 

2.高二「探究深化」：不分班群提供 20 門通識性、實作及探索、跨領域/科目專題課程(包含 5 門第二外

語)，課程內容中偏難，期望學生能夠在上下學期各 2 學分的選修課程中自由進行未來大學學群定向性探

究及深化學習，以形成具有個人獨特性的學習歷程。 

3.高三「大學預備」：為提供學生更大的學習彈性，搭配加深加廣選修提供多選選課機制，設置「專題研

究」、「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設計思考」具專業性內涵之多元選修課程進一步強化學生學習歷程表

現。 

(四)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本校依據設計文教法政、財經管理、醫農生科、理工資訊四類班群課程需求分別開設語文、數學、科技、

社會領域與自然領域加深加廣課程, 以滿足未來大學端學術發展所需。除此之外，並依據大學端審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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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檔案需求開設綜合領域「思考：智慧的啟航」及「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藝術領域：「基本設計」

及「新媒體藝術」實施跑班選修以滿足學生自我探索需求。 

(五)彈性學習 

1.自主學習：預定於每學年段實施每週一節的自主學習。由同學先提出自我學習計畫書及申請書，經通過

後，於指定的場所進行自主學習，由自主學習指導教師進行進度檢核，並在期末發表自主學習成果。 

2.選手培訓：「選手培訓」係針對「代表學校學校參加競賽」之選手，本校目前的選手分四類──語文、

學科、科展、藝術及體育競賽選手。選手培訓每班人數依選訓需求決定，分別開在高一及高二上、下學

期。 

3、充實/增廣教學：本校衡量學生學習情形及學校特色，預計高一及高二上、下學期開設英文會話課程，

採小班分級制並聘用外籍教師供學生自由選課。高三上、下開設國文、英文、數學、生物、地科、地理、

歷史、英文、數學甲/乙、物理、化學、文化評論充實性教學課程，供學生自由選課。 

4.學校特色活動：為形塑本校特色，除運動會、校慶活動外亦辦理學術類及藝術類競賽或微課程、各類特

教講座及升學進路輔導類講座，除全校或全年級活動外學生可自由選擇參加內容。 

(六)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時間每週 2 節。安排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及週會或講座，

並與彈性學習時間之學校特色活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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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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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2     6 
  

高二和地理對開 

地理 2 2 2 (2)     6 
  

高二和歷史對開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高一和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對開 

自然領域 物理 (2)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高一與化學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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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2 (2) 0 0     2 
  

高一與物理對開 

生物 2 (2) 0 2     4 

說明：二下生物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一與地科對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0 0 2 2 4 
  

  

美術 0 0 0 0 2 2 4 
  

  

藝術生活 0 0 (2) 2 0 0 2 
  

高二與家政對開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涯規劃

與公民對開 

生涯規劃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命教育

與公民對開 

家政 0 0 2 (2) 0 0 2 

  

高二與藝術生活對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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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6 26 22 22 14 8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1 31 27 27 19 13 148 
  

  

 

校訂必

修 
專題探究 

專題研究基本

力 
2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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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科目專

題 
國際議題探究 0 1 0 0 0 0 1   

跨領域/科目統

整 
學習診療室 0 1 0 0 0 0 1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0 0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0 0 (2) 0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0 2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0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2 0 2   

英文作文 0 0 0 0 0 2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0 

數乙與多元選專題

研究二選一(學年選

課)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0 0 0 0 3 0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0 0 0 0 0 3 3   

空間資訊科技 0 0 0 0 3 0 3   

社會環境議題 0 0 0 0 0 3 3   

現代社會與經

濟 
0 0 0 0 3 0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0 0 0 0 0 3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0 0 0 0 1 (1) 1 

與多元選修「系統

思考與問題解

決」、「設計思

考」4 選 1 

新媒體藝術 0 0 0 0 (1) 1 1 

與多元選修「系統

思考與問題解

決」、「設計思

考」4 選 1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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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智慧的

啟航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科技領域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2) (2) (2) (2) 0 0 0   

法語 (2) (2) (2) (2) 0 0 0   

德語 (2) (2) (2) (2) 0 0 0   

西班牙語 (2) (2) (2) (2) 0 0 0   

越南語 (2) (2) (2) (2) 0 0 0   

韓語 (2) (2) (2) (2) 0 0 0   

專題探究 

研究方法與專

題討論基礎 
0 0 (2) (2) 0 0 0   

專題研究 0 0 0 0 4 4 8   

生物駭客 (2) (2) 0 0 0 0 0   

銅蛇醫治 0 0 2 (2) 0 0 2   

通識性課程 

旅遊，「英」

該的 
(2) (2) 0 0 0 0 0   

系統思考與問

題解決 
0 0 0 0 (1) (1) 0 

與加深加廣選修

「基本設計」、

「新媒體藝術」4 選

1 

設計思考 0 0 0 0 (1) (1) 0 

與加深加廣選修

「基本設計」、

「新媒體藝術」4 選

1  

科學好好玩 (2) (2) 0 0 0 0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化山論劍 (2) (2) 0 0 0 0 0   

科學好好玩 2 0 0 (2) (2) 0 0 0   

數學分析導引 0 0 (2) (2) 0 0 0   

素描 0 0 (2) (2) 0 0 0   

玩美科學 (2) 2 0 0 0 0 2   

工作細胞 (2) 0 0 0 0 0 0   

好好吃實驗室 0 (2) 0 0 0 0 0   

水湳市場的衛

道 
0 0 (2) 0 0 0 0   

生殖醫學討論

會 
0 0 0 (2) 0 0 0   

電子元件及電

路-模擬及實作 
0 0 (2) (2) 0 0 0   

跨領域/科目專

題 

環境教育 0 0 (2) 2 0 0 2   

經濟與生活 - 

建立正確的理

財觀念 

(2) (2) 0 0 0 0 0   

閱讀臺中市-認

識城市的方法 

Ⅰ 

0 (2)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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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科技-

-3S 地理 
0 0 (2) (2) 0 0 0   

Python 在物

理，game 和演

算法上的應用 

(2) (2) 0 0 0 0 0   

Global eyes 全

球地理新視野 
(2) (2) 0 0 0 0 0   

食品安全與生

活專題 
2 (2) 0 0 0 0 2   

魔法小尖兵---

法律實務探討 
0 0 (2) (2) 0 0 0   

虛實結合──

探索韓劇中的

朝鮮 

0 0 (2) (2) 0 0 0   

綠色生活 喜陽

陽 
(2) (2) 0 0 0 0 0   

TED x V.S.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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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科目統

整 

一帶一路 0 0 (2) (2) 0 0 0   

閱讀臺中市 :認

識城市的方法

II 

0 0 (2) (2) 0 0 0   

蘇東坡遇上達

文西-跨領域人

才培力坊 

(2) (2) 0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8 8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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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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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2)     6 
  

高二和地理對開 

地理 2 2 (2) 2     6 
  

高二和歷史對開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高一和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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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 

物理 2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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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高一與物理對開 

生物 (2) 2 0 2     4 

說明：二下生物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一與地科對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0 0 2 2 4 
  

  

美術 0 0 0 0 2 2 4 
  

  

藝術生活 0 0 2 (2) 0 0 2 
  

高二與家政對開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涯規劃

與公民對開 

生涯規劃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命教育

與公民對開 

家政 0 0 (2) 2 0 0 2 

  

高二與藝術生活對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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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6 26 22 22 14 8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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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節數小計 31 31 27 27 19 13 148 
  

  

 

校訂必

修 

專題探究 
專題研究基本

力 
2 0 0 0 0 0 2   

跨領域/科目專

題 
國際議題探究 0 1 0 0 0 0 1   

跨領域/科目統

整 
學習診療室 0 1 0 0 0 0 1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0 0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0 0 0 0 0 (2) 0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0 2 2   

各類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0 0 0 0 0 (2) 0   

英語聽講 0 0 0 0 0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0 0 0 0 2 0 2   

英文作文 0 0 0 0 0 2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8 

數乙與多元選專題

研究二選一(學年選

課)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0 0 0 0 3 0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0 0 0 0 0 3 3   

空間資訊科技 0 0 0 0 3 0 3   

社會環境議題 0 0 0 0 0 3 3   

現代社會與經

濟 
0 0 0 0 3 0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0 0 0 0 0 3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0 0 0 0 (1) (1) 0 

與多元選修「系統

思考與問題解

決」、「設計思

考」4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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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藝術 0 0 0 0 (1) (1) 0 

與多元選修「系統

思考與問題解

決」、「設計思

考」4 選 1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思考：智慧的

啟航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科技領域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0 0 (2) 2 0 0 2 

每學期 6 選 3(上下

學期不得重覆)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2) (2) (2) (2) 0 0 0   

法語 (2) (2) (2) (2) 0 0 0   

德語 (2) (2) (2) (2) 0 0 0   

西班牙語 (2) (2) (2) (2) 0 0 0   

越南語 (2) (2) (2) (2) 0 0 0   

韓語 (2) (2) (2) (2) 0 0 0   

專題探究 

生物駭客 (2) (2) 0 0 0 0 0   

專題研究 0 0 0 0 (4) (4) 0 

數乙與多元選專題

研究二選一(學年選

課) 

銅蛇醫治 0 0 2 (2) 0 0 2   

研究方法與專

題討論基礎 
0 0 (2) (2) 0 0 0   

通識性課程 

旅遊，「英」

該的 
(2) (2) 0 0 0 0 0   

系統思考與問

題解決 
0 0 0 0 1 (1) 1 

與加深加廣選修

「基本設計」、

「新媒體藝術」4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設計思考 0 0 0 0 (1) 1 1 

與加深加廣選修

「基本設計」、

「新媒體藝術」4 選

1 (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科學好好玩 (2) (2) 0 0 0 0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好好吃實驗室 0 (2) 0 0 0 0 0   

生殖醫學討論

會 
0 0 0 (2) 0 0 0   

素描 0 0 (2) (2) 0 0 0   

工作細胞 (2) 0 0 0 0 0 0   

科學好好玩 2 0 0 (2) (2) 0 0 0   

數學分析導引 0 0 (2) (2) 0 0 0   

水湳市場的衛

道 
0 0 (2) 0 0 0 0   

化山論劍 (2) (2)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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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元件及電

路-模擬及實作 
0 0 (2) (2) 0 0 0   

玩美科學 (2) 2 0 0 0 0 2   

跨領域/科目專

題 

環境教育 0 0 (2) 2 0 0 2   

綠色生活 喜陽

陽 
(2) (2) 0 0 0 0 0   

閱讀臺中市-認

識城市的方法 

Ⅰ 

0 (2) 0 0 0 0 0   

空間資訊科技-

-3S 地理 
0 0 (2) (2) 0 0 0   

Python 在物

理，game 和演

算法上的應用 

(2) (2) 0 0 0 0 0   

Global eyes 全

球地理新視野 
(2) (2) 0 0 0 0 0   

食品安全與生

活專題 
2 (2) 0 0 0 0 2   

經濟與生活 - 

建立正確的理

財觀念 

(2) (2) 0 0 0 0 0   

魔法小尖兵---

法律實務探討 
0 0 (2) (2) 0 0 0   

TED x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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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結合──

探索韓劇中的

朝鮮 

0 0 (2) (2) 0 0 0   

跨領域/科目統

整 

一帶一路 0 0 (2) (2) 0 0 0   

閱讀臺中市 :認

識城市的方法

II 

0 0 (2) (2) 0 0 0   

蘇東坡遇上達

文西-跨領域人

才培力坊 

(2) (2) 0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8 8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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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醫農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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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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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2)     6 
  

高二和地理對開 

地理 2 2 (2) 2     6 
  

高二和歷史對開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高一和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對開 

自然領域 

物理 2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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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高一與物理對開 

生物 (2) 2 0 2     4 

說明：二下生物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一與地科對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0 0 2 2 4 
  

  

美術 0 0 0 0 2 2 4 
  

  

藝術生活 0 0 2 (2) 0 0 2 
  

高二與家政對開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涯規劃

與公民對開 

生涯規劃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命教育

與公民對開 

家政 0 0 (2) 2 0 0 2 

  

高二與藝術生活對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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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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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6 26 22 22 14 8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1 31 27 27 19 13 148 
  

  

 

校訂必

修 

專題探究 
專題研究基本

力 
2 0 0 0 0 0 2   

跨領域/科目專

題 
國際議題探究 0 1 0 0 0 0 1   

跨領域/科目統

整 
學習診療室 0 1 0 0 0 0 1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0 0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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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英文作文 0 0 0 0 0 2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學

一 
0 0 2 0 0 0 2   

選修物理-力學

二與熱學 
0 0 0 2 0 0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0 0 0 0 (2) 0 0 

與多元選修專題試

探 2 選 1 

選修物理-電磁

現象一 
0 0 0 0 (1) (1) 0 

與多元選修專題試

探 2 選 1 

選修物理-電磁

現象二與量子

現象 

0 0 0 0 0 (2) 0 
與多元選修專題試

探 2 選 1 

選修化學-物質

與能量 
0 0 2 0 0 0 2   

選修化學-物質

構造與反應速

率 

0 0 0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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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化學-化學

反應與平衡一 
0 0 0 0 2 0 2   

選修化學-化學

反應與平衡二 
0 0 0 0 1 1 2   

選修化學-有機

化學與應用科

技 

0 0 0 0 0 2 2   

選修生物-細胞

與遺傳 
0 0 2 0 0 0 2 

與「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2 選 1  

選修生物-動物

體的構造與功

能 

0 0 0 2 0 0 2 

與「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及天

文 」2 選 1  

選修生物-生命

的起源與植物

體的構造與功

能 

0 0 0 0 2 0 2 

與「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思

考：智慧的啟航」3

選 1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2 

與「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思

考：智慧的啟航」3

選 1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0 0 (2) 0 0 0 0 

與「選修生物-細胞

與遺傳 」2 選 1  

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及

天文 

0 0 0 (2) 0 0 0 

與「選修生物-動物

體的構造與功能 」2

選 1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2) (2) 0 

與二上「選修生物-

生命的起源與植物

體的構造與功

能 」、二下「選修

生物-生態、演化及

生物多樣性 」及

「思考：智慧的啟

航」3 選 1 

思考：智慧的

啟航 
0 0 0 0 (2) (2) 0 

與二上「選修生物-

生命的起源與植物

體的構造與功

能 」、二下「選修

生物-生態、演化及

生物多樣性 」及

「未來想像與生涯

進路 」3 選 1 

科技領域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2) (2) 0 

「進階程式設

計」、「領域課

程：機器人專

題」 、「安全教育

與傷害防護 」3 選 1 

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 
0 0 0 0 2 (2) 2 

「進階程式設

計」、「領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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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機器人專

題」 、「安全教育

與傷害防護 」3 選 1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安全教育與傷

害防護 
0 0 0 0 (2) 2 2 

「進階程式設

計」、「領域課

程：機器人專

題」 、「安全教育

與傷害防護 」3 選 1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2) (2) (2) (2) 0 0 0   

法語 (2) (2) (2) (2) 0 0 0   

德語 (2) (2) (2) (2) 0 0 0   

西班牙語 (2) (2) (2) (2) 0 0 0   

越南語 (2) (2) (2) (2) 0 0 0   

韓語 (2) (2) (2) (2) 0 0 0   

專題探究 

生物駭客 (2) (2) 0 0 0 0 0   

研究方法與專

題討論基礎 
0 0 (2) (2) 0 0 0   

銅蛇醫治 0 0 2 (2) 0 0 2   

專題試探 0 0 0 0 3 3 6 

與「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選修物理-電磁現

象一」、「選修物

理-電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選 1 

通識性課程 

科學好好玩 (2) (2) 0 0 0 0 0   

旅遊，「英」

該的 
(2) (2) 0 0 0 0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水湳市場的衛

道 
0 0 (2) 0 0 0 0   

玩美科學 (2) 2 0 0 0 0 2   

工作細胞 (2) 0 0 0 0 0 0   

科學好好玩 2 0 0 (2) (2) 0 0 0   

好好吃實驗室 0 (2) 0 0 0 0 0   

化山論劍 (2) (2) 0 0 0 0 0   

生殖醫學討論

會 
0 0 0 (2) 0 0 0   

電子元件及電

路-模擬及實作 
0 0 (2) (2) 0 0 0   

數學分析導引 0 0 (2) (2) 0 0 0   

素描 0 0 (2) (2) 0 0 0   

跨領域/科目專

題 

閱讀臺中市-認

識城市的方法 

Ⅰ 

0 (2) 0 0 0 0 0   

Global eyes 全

球地理新視野 
(2) (2) 0 0 0 0 0   

環境教育 0 0 (2)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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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 喜陽

陽 
(2) (2) 0 0 0 0 0   

Python 在物

理，game 和演

算法上的應用 

(2) (2) 0 0 0 0 0   

魔法小尖兵---

法律實務探討 
0 0 (2) (2) 0 0 0   

TED x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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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結合──

探索韓劇中的

朝鮮 

0 0 (2) (2) 0 0 0   

經濟與生活 - 

建立正確的理

財觀念 

(2) (2) 0 0 0 0 0   

空間資訊科技-

-3S 地理 
0 0 (2) (2) 0 0 0   

食品安全與生

活專題 
2 (2) 0 0 0 0 2   

跨領域/科目統

整 

蘇東坡遇上達

文西-跨領域人

才培力坊 

(2) (2) 0 0 0 0 0   

一帶一路 0 0 (2) (2) 0 0 0   

閱讀臺中市 :認

識城市的方法

II 

0 0 (2) (2)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8 8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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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理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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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2     6 
  

高二和地理對開 

地理 2 2 2 (2)     6 
  

高二和歷史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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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高一和生涯規劃、

生命教育對開 

自然領域 

物理 (2) 2 2 0     4 

說明：二上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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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高一與物理對開 

生物 2 (2) 0 2     4 

說明：二下生物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一與地科對開 

地球科學 (2) 2 0 0     2 
  

高一與生物對開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0 0 2 2 4 
  

  

美術 0 0 0 0 2 2 4 
  

  

藝術生活 0 0 (2) 2 0 0 2 
  

高二與家政對開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涯規劃

與公民對開 

生涯規劃 1 (1) 0 0 0 0 1 

  

高一加上生命教育

與公民對開 

家政 0 0 2 (2) 0 0 2 

  

高二與藝術生活對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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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0 0 1 1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6 26 22 22 14 8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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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1 31 27 27 19 13 148 
  

  

 

校訂必

修 

專題探究 
專題研究基本

力 
2 0 0 0 0 0 2   

跨領域/科目專

題 
國際議題探究 0 1 0 0 0 0 1   

跨領域/科目統

整 
學習診療室 0 1 0 0 0 0 1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0 0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0 0 0 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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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英文作文 0 0 0 0 0 2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學

一 
0 0 2 0 0 0 2   

選修物理-力學

二與熱學 
0 0 0 2 0 0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0 0 0 0 2 0 2   

選修物理-電磁

現象一 
0 0 0 0 1 1 2   

選修物理-電磁

現象二與量子

現象 

0 0 0 0 0 2 2   

選修化學-物質

與能量 
0 0 2 0 0 0 2   

選修化學-物質

構造與反應速

率 

0 0 0 2 0 0 2   

選修化學-化學

反應與平衡一 
0 0 0 0 2 0 2 

與多元選修專題試

探 2 選 1 

選修化學-化學

反應與平衡二 
0 0 0 0 1 1 2 

與多元選修專題試

探 2 選 1 

選修化學-有機

化學與應用科

技 

0 0 0 0 0 2 2 
與多元選修專題試

探 2 選 1 

選修生物-細胞

與遺傳 
0 0 (2) 0 0 0 0 

「選修生物-細胞與

遺傳」、「選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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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科學-地質與環

境」2 選 1 

選修生物-動物

體的構造與功

能 

0 0 0 (2) 0 0 0 

「選修生物-動物體

的構造與功能」、

「選修地球科學-大

氣、海洋及天文」2

選 1 

選修生物-生命

的起源與植物

體的構造與功

能 

0 0 0 0 (2) 0 0 

「選修生物-生命的

起源與植物體的構

造與功能」/「選修

生物-生態、演化及

生物多樣性」、

「未來想像與生涯

進路」、「思考：

智慧的啟航」3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0 

「選修生物-生命的

起源與植物體的構

造與功能」/「選修

生物-生態、演化及

生物多樣性」、

「未來想像與生涯

進路」、「思考：

智慧的啟航」3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0 0 2 0 0 0 2 

「選修生物-細胞與

遺傳」、「選修地

球科學-地質與環

境」2 選 1 

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及

天文 

0 0 0 2 0 0 2 

「選修生物-動物體

的構造與功能」、

「選修地球科學-大

氣、海洋及天文」2

選 1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0 0 0 0 2 (2) 2 

「選修生物-生命的

起源與植物體的構

造與功能」/「選修

生物-生態、演化及

生物多樣性」、

「未來想像與生涯

進路」、「思考：

智慧的啟航」3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思考：智慧的

啟航 
0 0 0 0 (2) 2 2 

「選修生物-生命的

起源與植物體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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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與功能」/「選修

生物-生態、演化及

生物多樣性」、

「未來想像與生涯

進路」、「思考：

智慧的啟航」3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0 0 0 0 2 (2) 2 

「科技領域 工程設

計專題」、「進階

程式設計」、「領

域課程：機器人專

題」、「安全教育

與傷害防護」4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進階程式設計 0 0 0 0 (2) 2 2 

「科技領域 工程設

計專題」、「進階

程式設計」、「領

域課程：機器人專

題」、「安全教育

與傷害防護」4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 
0 0 0 0 (2) (2) 0 

「科技領域 工程設

計專題」、「進階

程式設計」、「領

域課程：機器人專

題」、「安全教育

與傷害防護」4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安全教育與傷

害防護 
0 0 0 0 (2) (2) 0 

「科技領域 工程設

計專題」、「進階

程式設計」、「領

域課程：機器人專

題」、「安全教育

與傷害防護」4 選

1(上下學期不得重

覆) 

 

多元選

修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2) (2) (2) (2) 0 0 0   

法語 (2) (2) (2) (2) 0 0 0   

德語 (2) (2) (2) (2) 0 0 0   

西班牙語 (2) (2) (2) (2) 0 0 0   

越南語 (2) (2) (2) (2) 0 0 0   

韓語 (2) (2) (2)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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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探究 

研究方法與專

題討論基礎 
0 0 (2) (2) 0 0 0   

銅蛇醫治 0 0 2 (2) 0 0 2   

生物駭客 (2) (2) 0 0 0 0 0   

專題試探 0 0 0 0 (3) (3) 0   

通識性課程 

旅遊，「英」

該的 
(2) (2) 0 0 0 0 0   

科學好好玩 (2) (2) 0 0 0 0 0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數學分析導引 0 0 (2) (2) 0 0 0   

水湳市場的衛

道 
0 0 (2) 0 0 0 0   

化山論劍 (2) (2) 0 0 0 0 0   

素描 0 0 (2) (2) 0 0 0   

玩美科學 (2) 2 0 0 0 0 2   

工作細胞 (2) 0 0 0 0 0 0   

科學好好玩 2 0 0 (2) (2) 0 0 0   

好好吃實驗室 0 (2) 0 0 0 0 0   

生殖醫學討論

會 
0 0 0 (2) 0 0 0   

電子元件及電

路-模擬及實作 
0 0 (2) (2) 0 0 0   

跨領域/科目專

題 

魔法小尖兵---

法律實務探討 
0 0 (2) (2) 0 0 0   

閱讀臺中市-認

識城市的方法 

Ⅰ 

0 (2) 0 0 0 0 0   

Global eyes 全

球地理新視野 
(2) (2) 0 0 0 0 0   

綠色生活 喜陽

陽 
(2) (2) 0 0 0 0 0   

TED x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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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結合──

探索韓劇中的

朝鮮 

0 0 (2) (2) 0 0 0   

Python 在物

理，game 和演

算法上的應用 

(2) (2) 0 0 0 0 0   

經濟與生活 - 

建立正確的理

財觀念 

(2) (2) 0 0 0 0 0   

空間資訊科技-

-3S 地理 
0 0 (2) (2) 0 0 0   

食品安全與生

活專題 
2 (2) 0 0 0 0 2   

環境教育 0 0 (2) 2 0 0 2   

一帶一路 0 0 (2) (2) 0 0 0   



28 

 

跨領域/科目統

整 

閱讀臺中市 :認

識城市的方法

II 

0 0 (2) (2) 0 0 0   

蘇東坡遇上達

文西-跨領域人

才培力坊 

(2) (2) 0 0 0 0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2 8 8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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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一、探究與實作課程 

(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A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本課程利用生活中常見的「醣」為題材，引導同學藉由既定的甜食經驗，主動探

索、實驗操作「醣」的樣態，並強調跨領域整合的能力，綜合體驗並理解自然科中

「科學與生活」的跨科概念。 2.每週設計表現任務，一步一步帶領學生體驗「發現

問題」、「規劃與研究」及「論證與建模」的過程，其中搭配「表達與分享」的練

習，期望能培養出具備探究與實作精神的科學衛道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到底有多甜—五感告

訴你  

實作內容：糖溶液的五感觀察 探究內容：

發現問題(形成問題、提出可驗證的觀點) 

表現任務： 1.能運用感官觀察不同濃度糖

液的差別 2.能運用儀器辨識醣溶液的特性 

3.能推測觀察結果的可能原因，並說明元

可能的原理。  

第二週 
一、到底有多甜—糖光閃

閃 1  

實作內容：組裝簡易折射計 探究內容：規

劃與研究（擬定研究計畫） 表現任務： 1.

能觀察與判定影響光折射的因素，並分析

其在醣溶液中的變化。 2.能計畫適當的方

法、材料、設備與流程。 3.能依據所提的

影響因素，設計並組裝簡易折射計檢測已

知醣量。  

第三週 
一、到底有多甜—糖光閃

閃 2  

實作內容：精緻自製簡易折射計 探究內

容：規劃與研究（尋找變因或條件） 表現

任務： 1.能判定影響光折射的因素，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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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在醣溶液中的變化。 2.能依據所提的

影響因素，再調整自製簡易折射計檢測未

知醣量。 3.經由多次測試結果檢視並設定

自製折射計的最佳化條件。  

第四週 
一、到底有多甜—老王賣

瓜的謊言  

實作內容：檢測水果醣量 探究內容：規劃

與研究（收集研究資料數據） 表現任務： 

1.能正確且安全地操作自製折射計。 2.能

設計適合的紀錄表格以便紀錄、 3.能利用

自製折射計推測水果中的醣量。  

第五週 
一、到底有多甜—老王賣

瓜的真相  

實作內容：第 1 次報告 探究內容：表達與

分享（表達與溝通、評價與省思） 表現任

務： 第 1 次報告：分享自己推測的假說及

驗證後的結果，並反思自製折射計在應用

上的限制與改進方法。  

第六週 
二、此甜非彼甜—糖的前

世  

實作內容：操作氧化還原測定醣類 探究內

容：規劃與研究（尋找變因或條件） 表現

任務： 1.依據先前觀察及結果反省提出其

他醣溶液的特性。 2.能運用感官或儀器辨

識醣溶液的特性及並合理推測可能結果。 

3.能分辨並評估其他精準的醣類檢測方

式。 4.能依據推測結果應用或組裝合適的

檢測儀器。  

第七週 
二、此甜非彼甜—糖的今

生  

實作內容：設計精準的醣量檢測流程 探究

內容：規劃與研究（擬定研究計畫） 表現

任務： 1.能計畫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

與流程以操作氧化還原滴定。 2.能觀察與

判定影響醣溶液滴定的因素，並分析其在

氧化還原中的變化。 3.能依據所提的影響

因素，調整變因檢測已知醣量。  

第八週 
二、此甜非彼甜—糖形現

身  

實作內容：精緻氧化還原檢測流程 探究內

容：規劃與研究（尋找變因或條件） 表現

任務： 1.能觀察與判定影響醣溶液滴定的

因素，並分析其在氧化還原中變化中的關

係。 2.能依據所提的影響因素，再調整變

因。 3.經由多次測試結果檢視並設定實驗

流程的標準作業條件。  

第九週 
二、此甜非彼甜—老王賣

瓜的謊言  

實作內容：醣類檢測法的應用 探究內容：

論證與建模（分析資料和呈現證據） 表現

任務： 1.能利用氧化還原法推測水果中的

醣量並詳實記錄在自製表格中。 2.能有效

整理資料數據。 3.能比較前次和本次方法

的優缺點。  

第十週 
二、此甜非彼甜—老王賣

瓜的真相  

實作內容：第 2 次報告 探究內容：表達與

分享（表達與溝通） 表現任務： 第 2 次報

告： 1.能正確運用科學名詞分享自己實驗

流程 2.能有條理地陳述探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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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三、甜心任務—瓜瓜初認

識  

實作內容：醣類測定的生活應用 探究內

容：驗證與建模（解釋與推理） 表現任

務： 1.能閱讀並理解熱量代換表的應用。 

2.能利用秤重法估計水果熱量及醣量。 3.

能設計合理的食物醣類對照表  

第十二週 
三、甜心任務—甜死人不

償命 1？  

實作內容：利用文獻歸納影響血糖的因素 

探究內容：發現問題（蒐集資訊） 表現任

務： 1.能利用報紙、圖書、網路資源等文

獻，整理影響且醣變化的因素。 2.探究醣

攝取影響血糖的變因及相關文獻。  

第十三週 
三、甜心任務—甜死人不

償命 2？  

實作內容：設計影響血糖的實驗 探究內

容：規劃與研究（擬定研究計畫） 表現任

務： 1.能依據文獻設計醣(水果)攝取對血

糖影響的實驗。 2.能完成並討論自訂之實

驗流程及結果。  

第十四週 
三、甜心任務—老王賣瓜

的謊言  

實作內容：實施血糖實驗 探究內容：規劃

與研究（收集研究資料數據） 表現任務： 

1.能正確且安全地操作血糖測定。 2.能利

用血糖測定法推估影響血糖的因素並詳實

記錄在自製表格中。 3.實施醣(水果)攝取

對血糖影響的實驗。  

第十五週 
三、甜心任務—老王賣瓜

的真相  

實作內容：檢討血糖變化實驗 探究內容：

論證與建模（提出結論或解決方案） 表現

任務： 1.能正確且安全地操作血糖測定。 

2.能利用血糖測定法推估影響血糖的因素

並詳實記錄在自製表格中。 3.重新檢視(水

果)攝取對血糖影響實驗的合理性和正確

性，並形成論點。 4.提出改善高血糖症狀

的假說及證明方式（不用進行實驗）  

第十六週 
糖糖少男少女—準備期末

成果  

實作內容：準備期末成果發表會 探究內

容：表達與分享（表達與溝通） 表現任

務： 1.小組製作成果海報。 2.拍攝 10 分鐘

的成果介紹影片  

第十七週 糖糖少男少女—成果發表  
小組成果提問攻防及互評。 ◎表達與分享

（合作與討論）  

第十八週 糖糖少男少女—課程回饋  學期總回顧 ◎表達與分享（評價與省思）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每週活動紀錄 15*3%=45%【完成每週指定表現任務，並詳實紀錄討論及操作的過程

於實驗紀錄本，並於下課前找老師簽名認證】 第 1 次小組報告 10%，第 2 次小組報

告 20%，期末報告 25% 【報告評分規準於前三週利用網路平台討論並決定之】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備註： 每次課程由 2 位不同科別教師入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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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B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校園中的水資源與生活息息相關。本課程藉由探究與實作課程 A 的操作後，學生

應具備觀察現象、發現問題、提出變因設計實驗、並解釋實驗結果等基本從事科學

活動的能力。 2.承襲課程 A 的內容，課程 B 由學生從老師指定的範疇中發想「科學

與生活」之探究問題，並搭配每週設計之表現任務，再次體驗「發現問題」、「規

劃與研究」及「論證與建模」的過程。並更進一步循序建構高層次的問題解決能

力，以生活周遭的議題，實踐「資源與永續性」的對話，期望藉由此歷程能培養出

具備探究與實作精神的科學衛道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什麼是「水」：五感體驗  

實作內容：操作特定儀器 探究內容：發現

問題（觀察現象、） 表現任務： 1.從日常

經驗觀察校園中的水 2.能正確選擇且安全

地利用基礎工具。 3.能設計適當的表格並

詳實記錄觀察的結果。  

第二週 什麼是「水」：工具體驗  

實作內容：用科學方法描述水的特性 探究

內容：發現問題（觀察現象、形成問

題）、表達與分享（合作與討論） 表現任

務： 1.能正確且安全地利用基礎測量工

具。 2.能設計適當的表格並詳實記錄測量

的結果。 3.依據證據提出合理的解釋。 4.

能有條理的用一種科學方式描述「純水」  

第三週 
什麼是「水」：五感及工

具觀察  

實作內容：觀察並紀錄「資源與永續性」

相關的現象 探究內容：發現問題（觀察現

象） 表現任務： 1.能利用前兩週所學之 1

項儀器或設備觀察 1 個生活中的現象（小

組討論決定）。 2.能依據時間或空間的不

同，至少利用 3 種工具描述觀察物之特

徵。  

第四週 
什麼是「水」：有差異

嗎？  

實作內容：觀察並紀錄「校園中水資源」

相關的現象 探究內容：發現問題（觀察現

象、提出可驗證的觀點）、表達與分享(合

作與討論) 表現任務： 1.能利用前兩週所學

及各組分享的方法，觀察兩個校園中的水

樣（小組討論決定）。 2.能依據時間或空

間的不同，至少利用 2 種工具比較 2 項觀

察物之異同。 3.能評估同學針對不同水樣

描述之優缺點。  

第五週 
什麼是「水」：文章中的

水  

實作內容：蒐集相關文獻解讀現象 探究內

容：發現問題（蒐集資訊） 表現任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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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報紙、圖書或網路資源判斷資訊來

源的正確性。 2.能閱讀、理解並整理以提

取適當的訊息。 3.能將 1 篇科普文章（如

科學人雜誌的專題）濃縮成 300 字以內之

摘要。  

第六週 
什麼是「水」：我認為的

水  

實作內容：蒐集相關文獻解讀現象 探究內

容：發現問題（蒐集資訊）、表達與溝通 

表現任務： 1.能利用報紙、圖書或網路資

源判斷資訊來源的正確性。 2.能閱讀、理

解並整理以提取適當的訊息。 3.能從 2 篇

以上的文章比較並列出至少 5 項之內容異

同。 4.適當利用文字呈現他人之成果。  

第七週 
什麼是「水」：水有用

嗎？  

實作內容：如何有效利用校園水資源 探究

內容：發現問題（提出可驗證的觀點）、

擬定研究計畫 表現任務： 1.能依據觀察到

的現象提出想法、或模型 2.能繪製實作流

程圖，並選擇或應用適合的器材。  

第八週 如何用「水」1  

實作內容：規劃與進行專題探究 探究內

容：規劃與研究（收集研究資料數據） 表

現任務： 1.能繪製實作流程圖，列出操作

變因、控制變因及應變變因，並提出實作

材料。 2.能確實記錄實作流程及結果。  

第九週 如何用「水」2  

實作內容：蒐集相關解釋實作結果 探究內

容：發現問題（蒐集資訊）、論證與建模

（建立模型) 表現任務： 1.能閱讀並整理與

專題相關的資料 2.能利用文獻說明或加強

實作流程的精準度。 3.嘗試由探究過程建

立合理的解決方法。  

第十週 如何用「水」3  

實作內容：進行與修訂專題研究 探究內

容：論證與建模（分析資料和呈現證

據）、提出結論或解決方案(由探究所得的

解釋形成論點) 表現任務： 1.能利用資訊或

數學等方法清楚且有效地整理數據結果。 

2.能將實作結果以至少 2 種圖表的方式呈

現，並提出相關說明佐證。 3.能檢核自己

資訊和證據的優缺。  

第十一週 如何用「水」4  

實作內容：進行與修訂專題研究 提出假設

的實作變因 探究內容：規劃與研究（收集

資料數據）、表達與分享(表達與溝通) 、

論證與建模(建立模型) 表現任務： 1.能發

展系統性的資料收集方法。並能做定量或

定性資料的科學描述 2.能正確運用科學描

述，定義何謂「校園水資源之有效利

用」。 3.能察覺其專題模型的侷限性。  

第十二週 如何用「水」  

實作內容：分析實驗結果 探究內容：規劃

與研究（收集研究資料數據、解釋與推

理） 表現任務： 1.能進行簡易實作，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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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記錄實作流程及結果。 2.根據探究結果

形成可能的解釋。  

第十三週 如何用「水」  

實作內容：提出論證或建模以解釋特定現

象 探究內容：論證與建模（分析資料和呈

現證據） 表現任務： 能將實作結果以至少

3 種圖表的方式呈現。  

第十四週 如何用「水」  

實作內容：提出實作改正方案 探究內容：

論證與建模（建立模型） 表現任務： 能將

3 次實作內容整理成一篇至少 1000 字的報

告。  

第十五週 我所知道的「水」1  

實作內容：上台分享實作結果 探究內容：

表達與分享（表達與溝通） 表現任務： 每

組能上台完成 10 分鐘之實作期末報告。

（評分細目表待擬）  

第十六週 我所知道的「水」2  

實作內容：上台分享實作結果 探究內容：

表達與分享（合作與討論） 表現任務： 能

針對每一組的報告提出合理懷疑、具體建

議或改善方法。  

第十七週 我所知道的「水」3  

實作內容： 探究內容：表達與分享（合作

與討論） 表現任務： 能針對他組的提問修

改實作流程。  

第十八週 課程回饋  學期總回顧 ◎表達與分享（評價與省思）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每週活動紀錄 15*5%=75%【完成每週指定表現任務，並詳實紀錄討論及操作的過

程於實驗紀錄本，並於下課前找老師簽名認證】 2.期末報告 25% 【報告評分規準於

前三週利用網路平台討論並決定之】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物資源  

備註： 每次課程由 2 位不同科別教師入班操作  

  

(二)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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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夠理解並學習從社會運動議題進行探討，以培養深化議題之能力。 2.學生能

主動發覺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並對該議題進行深入的資料蒐集與內容 探討，進而

培養解決問題與理性溝通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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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介紹課程  

(1) 課程簡介與講解社會運動對社會變遷的

重要性 (2) 觀看《太陽不遠》紀錄片，了

解台灣社會運動，並進行問題發想  

第二週 民主政治轉型  

(1) 課堂討論：探討社會運動對民主政治轉

型的影響與評估 (2) 觀看野百合運動、太

陽花記錄片，讓學生了解從威權體制到現

代民主體制的 轉型  

第三週 女性意識覺醒  

(1) 課堂討論:女性地位轉變到同婚公投的

探討及反思 (2) 影片：《女權之聲》回顧

婦權運動艱困心酸史  

第四週 我國人權的演變  

(1) 課堂討論：從人權運動探討弱勢族群的

發展與困境 (2) 影片：《人權的故事》探

討誰是人權的捍衛者？  

第五週 環境與永續發展  

(1) 課堂討論主題：探討環境運動對環境變

遷的影響、回顧與展望。 (2) 影片觀摩：

《看見台灣》探討人類是毀滅地球的兇

手？  

第六週 司法改革與正義  

(1) 課堂討論主題：從洪仲丘案、白玫瑰運

動到人民觀審制度的探討，以促進對 司法

改革的了解。 (2) 影片：《黃背心運動》

探討司法能展現社會正義？  

第七週 秋鬥與勞資關係  

(1)課堂討論主題：探討勞工運動與勞資關

係的轉變與困境 (2)影片：《台灣勞權發展

史》探討勞工是資本家的生產工具？  

第八週 社會議題探究與發想  

(1) 藉由前幾週社會運動議的討論進行歸納

統整，進一步反思與探究。 (2) 透過新聞

或網路等各種資料，發想專題。  

第九週 議題確立  
(1) 確定專題方向 (2) 討論專題主旨與確立

議題軸線  

第十週 搜集資料  

(1) 尋找與主題相關的書面資料或資源 (2) 

網路蒐集資料：網路搜尋技巧說明，用以

蒐集相關報導、法規等  

第十一週 分析資料  

(1) 解說量化、質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 

針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擬訂專題大

綱  

第十二週 專題寫作示例與解說  
(1) 學長姊小論文獲獎作品觀摩與討論 (2) 

深入對議題之詮釋，發展專題架構  

第十三週 專題實作（一）  
針對專題內容進行修正與討論，各組同學

相互給予建議與回饋  

第十四週 專題實作（二）  
針對專題內容進行修正與討論，各組同學

相互給予建議與回饋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一）  (1) 小組以 PPT 發表專題 (2) 反思與回饋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二）  (1) 小組以 PPT 發表專題 (2) 反思與回饋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三）  (1) 小組以 PPT 發表專題 (2) 反思與回饋  

第十八週 期末討論  (1) 學習歷程回顧 (2) 反思的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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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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習討論單 2. 上課態度 3. 專題小論文成果發表與座談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文史哲、法政  

備註： 
本課程旨透過社會運動的議題討論，讓學生發現問題及對社會議題之深化探討與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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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夠理解並學習從社會運動議題進行探討，以培養深化議題之能力。 2.學生能

主動發覺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並對該議題進行深入的資料蒐集與內容 探討，進而

培養解決問題與理性溝通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介紹課程  

(1) 課程簡介與講解社會運動對社會變遷的

重要性 (2) 觀看《太陽不遠》紀錄片，了

解台灣社會運動，並進行問題發想  

第二週 民主政治轉型  

(1) 課堂討論：探討社會運動對民主政治轉

型的影響與評估 (2) 觀看野百合運動、太

陽花記錄片，讓學生了解從威權體制到現

代民主體制的 轉型  

第三週 女性意識覺醒  

(1) 課堂討論:女性地位轉變到同婚公投的

探討及反思 (2) 影片：《女權之聲》回顧

婦權運動艱困心酸史  

第四週 我國人權的演變  

(1) 課堂討論：從人權運動探討弱勢族群的

發展與困境 (2) 影片：《人權的故事》探

討誰是人權的捍衛者？  

第五週 環境與永續發展  

(1) 課堂討論主題：探討環境運動對環境變

遷的影響、回顧與展望。 (2) 影片觀摩：

《看見台灣》探討人類是毀滅地球的兇

手？  

第六週 司法改革與正義  

(1) 課堂討論主題：從洪仲丘案、白玫瑰運

動到人民觀審制度的探討，以促進對 司法

改革的了解。 (2) 影片：《黃背心運動》

探討司法能展現社會正義？  

第七週 秋鬥與勞資關係  

(1)課堂討論主題：探討勞工運動與勞資關

係的轉變與困境 (2)影片：《台灣勞權發展

史》探討勞工是資本家的生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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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社會議題探究與發想  

(1) 藉由前幾週社會運動議的討論進行歸納

統整，進一步反思與探究。 (2) 透過新聞

或網路等各種資料，發想專題。  

第九週 議題確立  
(1) 確定專題方向 (2) 討論專題主旨與確立

議題軸線  

第十週 搜集資料  

(1) 尋找與主題相關的書面資料或資源 (2) 

網路蒐集資料：網路搜尋技巧說明，用以

蒐集相關報導、法規等  

第十一週 分析資料  

(1) 解說量化、質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 

針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擬訂專題大

綱  

第十二週 專題寫作示例與解說  
(1) 學長姊小論文獲獎作品觀摩與討論 (2) 

深入對議題之詮釋，發展專題架構  

第十三週 專題實作（一）  
針對專題內容進行修正與討論，各組同學

相互給予建議與回饋  

第十四週 專題實作（二）  
針對專題內容進行修正與討論，各組同學

相互給予建議與回饋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一）  (1) 小組以 PPT 發表專題 (2) 反思與回饋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二）  (1) 小組以 PPT 發表專題 (2) 反思與回饋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三）  (1) 小組以 PPT 發表專題 (2) 反思與回饋  

第十八週 期末討論  (1) 學習歷程回顧 (2) 反思的交流分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學習討論單 2. 上課態度 3. 專題小論文成果發表與座談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文史哲、法政  

備註： 
本課程旨透過社會運動的議題討論，讓學生發現問題及對社會議題之深化探討與省

思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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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觀察、歸納的能力 2.培養學生利用所學知識、技能解決問題 3.讓學生能理

解台中環境與飲食文化之間的關聯 4.讓學生能創作出具在地特色的飲食，並說出創

作理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 課程內容與課堂規定說明 2 學生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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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世界飲食文化  

1 閱讀：《世界飲食文化》 2 教學：自

然、歷史、文化習俗、宗教信仰與飲食的

關聯  

第三週 台中概述  介紹台中自然環境、歷史脈絡、地區文化  

第四週 台中飲食文化  

1 閱讀：《台灣 1001 個故事―台中太陽

餅》紀錄片 2 教學：以「太陽餅」為例，

說明台中環境、文史描述與飲食的關聯 3

實察：太陽餅博物館  

第五週 台中在地飲食認識與體驗  

1 教學：從台中環境、文史描述認識黃麻

(麻薏)、青草茶、大麵羹 2 實作：體驗烹

煮麻薏湯、青草茶、大麵羹  

第六週 台中在地飲食探究  
分組討論：為何黃麻(麻薏)、羅氏秋水

茶、大麵羹能代表台中在地文化  

第七週 
實察準備──手機攝影技

術  

1 閱讀：《不山不市的小學生攝影課》 2

教學：器材簡介、基本攝影技巧  

第八週 實察準備──手機攝影  

1 教學：資料蒐集―紀錄片製作原則 資料

整理―操作「小影」、「iMovie」 2 作

業：練習拍攝、剪輯簡易紀錄片  

第九週 
台中在地飲食探究──在

地故事  

1 利用假日分組實察：逢甲夜市、一中商

圈、中華商圈、精明一街、第二市場、宮

原眼科、綠園道商圈、公益路商圈 2 作

業：採訪台中特色小吃名店  

第十週 期中報告  

1 各組報告：簡介人氣店家並呈現採訪成

果 2 討論各商圈人氣商店，歸納台中美食

特色  

第十一週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  

1 探究：分組探討台中飲食及特色小吃採

訪過程中，什麼是台中在地飲食元素與精

神？ 2 擬定預計運用的食材，動手設計一

份蘊含台中味道的菜單 3 各組報告設計理

念  

第十二週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  

1 分組討論：結合在地飲食元素與精神、

食材運用，討論菜單背後蘊含的故事 2 實

作：為菜單撰寫故事  

第十三週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  
1 按食譜內容試做、拍攝紀錄影片並試吃 2

相互評分  

第十四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1 閱讀：欣賞各項展覽紀錄片 2 規劃展覽

場地、宣傳、內容 3 工作分配  

第十五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製作海報(創意食譜發想過程、食譜故事、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與誠品介紹)  

第十六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整理影片(烹煮過程、試吃心得、製作心

得)、導覽練習  

第十七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依展覽場地、宣傳、內容規劃進行佈展  

第十八週 
成果呈現──在地食坊展

覽  
1 展覽 2 教師、參觀者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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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主題的報告作業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地球環境、建築設計、文史哲、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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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觀察、歸納的能力 2.培養學生利用所學知識、技能解決問題 3.讓學生能理

解台中環境與飲食文化之間的關聯 4.讓學生能創作出具在地特色的飲食，並說出創

作理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 課程內容與課堂規定說明 2 學生分組  

第二週 世界飲食文化  

1 閱讀：《世界飲食文化》 2 教學：自

然、歷史、文化習俗、宗教信仰與飲食的

關聯  

第三週 台中概述  介紹台中自然環境、歷史脈絡、地區文化  

第四週 台中飲食文化  

1 閱讀：《台灣 1001 個故事―台中太陽

餅》紀錄片 2 教學：以「太陽餅」為例，

說明台中環境、文史描述與飲食的關聯 3

實察：太陽餅博物館  

第五週 台中在地飲食認識與體驗  

1 教學：從台中環境、文史描述認識黃麻

(麻薏)、青草茶、大麵羹 2 實作：體驗烹

煮麻薏湯、青草茶、大麵羹  

第六週 台中在地飲食探究  
分組討論：為何黃麻(麻薏)、羅氏秋水

茶、大麵羹能代表台中在地文化  

第七週 
實察準備──手機攝影技

術  

1 閱讀：《不山不市的小學生攝影課》 2

教學：器材簡介、基本攝影技巧  

第八週 實察準備──手機攝影  

1 教學：資料蒐集―紀錄片製作原則 資料

整理―操作「小影」、「iMovie」 2 作

業：練習拍攝、剪輯簡易紀錄片  

第九週 
台中在地飲食探究──在

地故事  

1 利用假日分組實察：逢甲夜市、一中商

圈、中華商圈、精明一街、第二市場、宮

原眼科、綠園道商圈、公益路商圈 2 作

業：採訪台中特色小吃名店  

第十週 期中報告  

1 各組報告：簡介人氣店家並呈現採訪成

果 2 討論各商圈人氣商店，歸納台中美食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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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  

1 探究：分組探討台中飲食及特色小吃採

訪過程中，什麼是台中在地飲食元素與精

神？ 2 擬定預計運用的食材，動手設計一

份蘊含台中味道的菜單 3 各組報告設計理

念  

第十二週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  

1 分組討論：結合在地飲食元素與精神、

食材運用，討論菜單背後蘊含的故事 2 實

作：為菜單撰寫故事  

第十三週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  
1 按食譜內容試做、拍攝紀錄影片並試吃 2

相互評分  

第十四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1 閱讀：欣賞各項展覽紀錄片 2 規劃展覽

場地、宣傳、內容 3 工作分配  

第十五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製作海報(創意食譜發想過程、食譜故事、

台中在地創意食譜與誠品介紹)  

第十六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整理影片(烹煮過程、試吃心得、製作心

得)、導覽練習  

第十七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依展覽場地、宣傳、內容規劃進行佈展  

第十八週 
成果製作──在地食坊展

覽  
1 展覽 2 教師、參觀者評分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相關主題的報告作業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地球環境、建築設計、文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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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形式史料的辨讀、分析，學習史料的蒐集應用 2、探討具體的事例，使

學生學習判讀史料與史實的差異、歷史事實是如何建構，以及歷史解釋是如何形成 

3、透過分組、溝通合作的實作訓練，使學生完成小論文的探究與撰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引導  1、本學期課程說明 2、學生分組  

第二週 為什麼學歷史？  
1、課程簡介：「歷史」是什麼？ 2、「歷

史學」的基本要素  

第三週 如何學習歷史？  
1、歷史認知與歷史思維 2、歷史認知的多

元觀點 3、學習歷史的五項思維能力 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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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新聞事件為例，說

明歷史思維在生活中的應用  

第四週 
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

（一）  

1、何謂歷史事實？何謂歷史解釋？ 2、歷

史事實如何建構？ 3、歷史解釋怎麼形

成？ 4、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臺灣坊

間教科書內容為例，比較歷史事實與歷史

解釋的不同  

第五週 
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

（二）  

1、歷史解釋的類型、影響歷史解釋的因素 

2、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臺灣坊間教科

書內容為例，討論不同的歷史解釋之差異

與原因  

第六週 期中評量：成果展演  焦點討論法：學習歷史的意義  

第七週 期中評量：成果展演  KJ 法：歷史與生活之結合應用  

第八週 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  

1、何謂「史觀」？「史觀」的分類與比較 

2、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兩岸坊間教科

書內容為例，分析不同史觀間之差異  

第九週 什麼是歷史證據？（一）  
1、史料的意義、種類 2、如何蒐集與整理

史料？ 3、史料蒐集應注意的問題  

第十週 什麼是歷史證據？（二）  
1、何謂史料考證？ 2、如何考證、分析、

比對史料 3、史料的運用  

第十一週 史料辨別與運用（一）  
1、介紹文字史料的分類 2、介紹非文字史

料的分類  

第十二週 史料辨別與運用（二）  

1、教師提供文字史料、非文字史料文本

（例：「吐魯番文書」、「阿斯塔那」古

墓群出土文物等） 2、學生分組逐一閱讀

後，針對文字內容與進行文本的歷史解釋 

3、教師引導學生分析圖像文物史料與應用  

第十三週 
小論文撰寫（一）：問題

設定  

1、學生初步鎖定個人感興趣的「歷史事

件」 2、引導學生運用史料從「人」、

「事」、「時」、「地」中來做選擇  

第十四週 
小論文撰寫（二）：蒐集

資料  

1、師生前往圖書館尋找其他文本或影像資

料 2、學生進行「歷史研究」中「史料」

的搜尋方法  

第十五週 
小論文撰寫（三）：史料

選擇  

世界咖啡館：史料蒐集、史家與辨正間的

關係  

第十六週 
小論文撰寫（四）：研擬

大綱  

1、指導學生擬定小論文大綱 2、教導學生

如何依據題目與大綱過濾、排比參考資料 

3、指引學生組織小論文內容，與進行大綱

調整與修改  

第十七週 
小論文撰寫（五）：撰寫

論文  

依據學生擬定大綱與蒐集之資料，進行小

論文撰寫  

第十八週 
小論文撰寫（六）：撰寫

論文  
1、小論文撰寫 2、教師個別指導與修正  

第十九週 
期末成果報告（一）：小

論文發表  

以簡報或影片發表小論文，並解析「史

料」與選擇史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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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期末成果報告（二）：小

論文發表  

以簡報或影片發表小論文，並解析「史

料」與選擇史料的原因  

第二十一週 
期末成果報告（三）：各

組互評  
網路平臺回饋與應用  

第二十二週 課程總結  
1、針對本學期成果進行教師回饋 2、統整

史料、史家、史觀與歷史撰寫間的關係  

學習評量： 實作評量、檔案評量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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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形式史料的辨讀、分析，學習史料的蒐集應用 2、探討具體的事例，使

學生學習判讀史料與史實的差異、歷史事實是如何建構，以及歷史解釋是如何形成 

3、透過分組、溝通合作的實作訓練，使學生完成小論文的探究與撰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引導  1、本學期課程說明 2、學生分組  

第二週 為什麼學歷史？  
1、課程簡介：「歷史」是什麼？ 2、「歷

史學」的基本要素  

第三週 如何學習歷史？  

1、歷史認知與歷史思維 2、歷史認知的多

元觀點 3、學習歷史的五項思維能力 4、學

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新聞事件為例，說

明歷史思維在生活中的應用  

第四週 
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

（一）  

1、何謂歷史事實？何謂歷史解釋？ 2、歷

史事實如何建構？ 3、歷史解釋怎麼形

成？ 4、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臺灣坊

間教科書內容為例，比較歷史事實與歷史

解釋的不同  

第五週 
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

（二）  

1、歷史解釋的類型、影響歷史解釋的因素 

2、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臺灣坊間教科

書內容為例，討論不同的歷史解釋之差異

與原因  

第六週 期中評量：成果展演  焦點討論法：學習歷史的意義  

第七週 期中評量：成果展演  KJ 法：歷史與生活之結合應用  

第八週 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  

1、何謂「史觀」？「史觀」的分類與比較 

2、學生分組討論與發表：以兩岸坊間教科

書內容為例，分析不同史觀間之差異  

第九週 什麼是歷史證據？（一）  
1、史料的意義、種類 2、如何蒐集與整理

史料？ 3、史料蒐集應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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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什麼是歷史證據？（二）  
1、何謂史料考證？ 2、如何考證、分析、

比對史料 3、史料的運用  

第十一週 史料辨別與運用（一）  
1、介紹文字史料的分類 2、介紹非文字史

料的分類  

第十二週 史料辨別與運用（二）  

1、教師提供文字史料、非文字史料文本

（例：「吐魯番文書」、「阿斯塔那」古

墓群出土文物等） 2、學生分組逐一閱讀

後，針對文字內容與進行文本的歷史解釋 

3、教師引導學生分析圖像文物史料與應用  

第十三週 
小論文撰寫（一）：問題

設定  

1、學生初步鎖定個人感興趣的「歷史事

件」 2、引導學生運用史料從「人」、

「事」、「時」、「地」中來做選擇  

第十四週 
小論文撰寫（二）：蒐集

資料  

1、師生前往圖書館尋找其他文本或影像資

料 2、學生進行「歷史研究」中「史料」

的搜尋方法  

第十五週 
小論文撰寫（三）：史料

選擇  

世界咖啡館：史料蒐集、史家與辨正間的

關係  

第十六週 
小論文撰寫（四）：研擬

大綱  

1、指導學生擬定小論文大綱 2、教導學生

如何依據題目與大綱過濾、排比參考資料 

3、指引學生組織小論文內容，與進行大綱

調整與修改  

第十七週 
小論文撰寫（五）：撰寫

論文  

依據學生擬定大綱與蒐集之資料，進行小

論文撰寫  

第十八週 
小論文撰寫（六）：撰寫

論文  
1、小論文撰寫 2、教師個別指導與修正  

第十九週 
期末成果報告（一）：小

論文發表  

以簡報或影片發表小論文，並解析「史

料」與選擇史料的原因  

第二十週 
期末成果報告（二）：小

論文發表  

以簡報或影片發表小論文，並解析「史

料」與選擇史料的原因  

第二十一週 
期末成果報告（三）：各

組互評  
網路平臺回饋與應用  

第二十二週 課程總結  
1、針對本學期成果進行教師回饋 2、統整

史料、史家、史觀與歷史撰寫間的關係  

學習評量： 實作評量、檔案評量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管理  

備註： 
下學期通常時數較少，在「以學生為主體」的前提下，保留學生討論與實作的課程

時數，精簡前十週老師引導、帶領的部分  

  

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國際議題探究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Issues Stud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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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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Ability)：、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溝通協調(Coordination)、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優良態度(Attitude)、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目標： 了解聯合國訂的十七項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並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分組、課程介紹、完成 Active global 

citizenship survey  

第二週 為什麼？為什麼？  

1. 由教師分配各組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第 2 週至第 9 週皆依此所分配的目標進 

行討論與活動） 2. 利用 Why-why-why chain

訓練學生找出問題的成因。  

第三週 成果發表  各組上台發表完成的 why-why-why chain  

第四週 
World facts and global goals 

Part I  

1. 學生參考相關網路連結，搜尋並找出全

球關於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情形。 2. 將所

查到的情形用圖像表達出來。  

第五週 
World facts and global goals 

Part II  

1. 學生參考相關網路連結，搜尋並找出全

球關於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情形。 2. 將所

查到的情形用圖像表達出來。  

第六週 成果發表  
各組上台發表說明完成的實踐情形圖像。

（中英文皆可）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學生個別完成 why-why-why chain，教師據

以評分  

第八週 

Facts in Taiwan and the 

targe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art I  

1. 各組上網閱讀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的各項子目標 2. 各組上網查資料，找

出台灣目前針對「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

狀況  

第九週 

Facts in Taiwan and the 

targe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art II  

1. 各組上網閱讀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的各項子目標。 2. 各組上網查資料，

找出台灣目前針對「永續發展目標」的實

踐狀況。 3. 各組完成 Facts in Taiwan 和各

項子目標的對照表。  

第十週 Trigger photos  
利用 the Nepalese 生活的照片，激發學生思

考尼泊爾人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有哪些？  

第十一週 
Challenge：Squashed 

tomatos Part I  

1. 利用 K'NEX，讓學生動腦組裝出可以協

助尼泊爾人有效地搬運蕃茄的模型。 2. 各

組製作不同模型，並記錄各種模型的優缺

點。  

第十二週 
Challenge：Squashed 

tomatos Part II  

1. 利用 K'NEX，讓學生動腦組裝出可以協

助尼泊爾人有效地搬運蕃茄的模型。 2.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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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製作不同模型，並記錄各種模型的優缺

點。  

第十三週 運送競賽  
各組依教師設定的距離、坡度條件進行運

送比賽  

第十四週 各組成果互評  
各組上台發表所設計的運送模型，及如此

設計的原因。  

第十五週 A New Goal  
教師重新分配各組一個新的「永續發展目

標」，並進行 why-why-why chain 討論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  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第十七週 
World facts and global goals 

Part III  

1. 學生參考相關網路連結，搜尋並找出全

球關於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情形。 2. 將所

查到的情形用圖像表達出來。  

第十八週 
World facts and global goals 

Part IV  

1. 學生參考相關網路連結，搜尋並找出全

球關於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情形。 2. 將所

查到的情形用圖像表達出來。  

第十九週 成果發表  
各組上台發表說明完成的實踐情形圖像。

（中英文皆可）  

第二十週 
Challenge: Water for the 

world Part I  

各組上網查找世界各地的缺水情形，並製

做成海報  

第二十一週 
Challenge: Water for the 

world Part II  

各組上網查找世界各地的缺水情形，並製

做成海報  

第二十二週 簡易濾水器競賽  各組利用用限預算，製做簡易濾水器。  

學習評量： 觀察小組成員表現、上台報告、實作成品、個別學習單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外語  

備註： 

透過課程教學及實作，跨域整合問題解決能力，培養學生具備本校學生圖像(Global

全方位 5A 衛道人)中「靈活知能(Ability)」──課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

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溝通協調(Coordination)」──課綱核心素養 B1.符號

運用與溝通表達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優良態度(Attitude)」──C3.多元文化與

國際理解三項素養。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研究基本力  

英文名稱： Basic Skills for Individu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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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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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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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Integration)、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 、溝通協調(Coordination)、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人

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熱情服務(Passion)、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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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強化學生的農糧食安意識，培養媒體識讀能力。 2.提點學生的藝文美學概念，培養

閱讀能力。 3.堤升學生的環境素養，培養專題研究的能力。 4.提供學生持續學習的

方法，奠定終身學習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  

第二週 

第一篇 新聞教育 第一章 

理論解析－「世說新語」

法  

媒體識讀、班級讀報法、玩英文報法  

第三週 
第一篇 新聞教育 第二章 

範例觀摩－推陳出新  
新聞專題共讀法、利用新聞寫小論文  

第四週 
第一篇 新聞教育 第三章 

實作評量－日新又新  
農糧食安：新聞標題的重要性與寫法  

第五週 
第一篇 新聞教育 第三章 

實作評量－日新又新  
頭版新聞的觀察、歸類與分析  

第六週 
第一篇 新聞教育 第三章 

實作評量－日新又新  
認識國際新聞、破解廣告行銷  

第七週 
第二篇 讀書會 第一章 理

論解析－「竹林七賢」法  
閱讀方法、讀書會五部曲的運作  

第八週 
第二篇 讀書會 第二章 範

例觀摩－見賢思齊  
多元閱讀實例、班級讀書會經營法  

第九週 
第二篇 讀書會 第三章 實

作評量－集賢沙龍  
藝文美學導讀：簡介故宮與文物菁華  

第十週 
第二篇 讀書會 第三章 實

作評量－集賢沙龍  
觀賞電影《經過》  

第十一週 
第二篇 讀書會 第三章 實

作評量－集賢沙龍  
電影《經過》讀書會  

第十二週 
第二篇 讀書會 第三章 實

作評量－集賢沙龍  
讀書會：《清明上河圖》與《百駿圖》  

第十三週 
第二篇 讀書會 第三章 實

作評量－集賢沙龍  
讀書會會後活動：練八段錦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農糧食安」剪報讀書會  

第十五週 

第三篇 專題研究－世界‧

地球‧環境 第一章 理論解

析－「弱水三千」法  

專題的取材選題、訂綱要製作與發表  

第十六週 

第三篇 專題研究－世界‧

地球‧環境 第二章 範例觀

摩－水乳交融  

小論文完整示範、專題研究的實驗設計  

第十七週 

第三篇 專題研究－世界‧

地球‧環境 第三章 實作評

量－水到渠成  

綠色旅行：先備知識、行前練習  

第十八週 

第三篇 專題研究－世界‧

地球‧環境 第三章 實作評

量－水到渠成  

從空間看世界：時空收斂、地圖投影  

第十九週 

第三篇 專題研究－世界‧

地球‧環境 第三章 實作評

量－水到渠成  

從議題認識地球：地球四大圈、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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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三篇 專題研究－世界‧

地球‧環境 第三章 實作評

量－水到渠成  

從「心」思考環境：關懷圈、河川戰爭  

第二十一週 

第三篇 專題研究－世界‧

地球‧環境 第三章 實作評

量－水到渠成  

從觀念提升環境素養：環境承載力、極限  

第二十二週 《Recycling》讀書會  《Recycling》讀書會  

學習評量： 

1.全班評量：國際新聞蒐集與分布、環境議題分類與說明 2.小組評量：頭版新聞解

析、報告式讀書會、遊戲競合、實察安排與解說 3.個人評量：新聞導言分析、讀書

會逐字稿解析、互動式讀書會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地球環境、藝術、社會心理、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教育、遊憩運

動  

備註： 

透過課程教學及實作，跨域整合議題探討及分組活動，培養學生具備本校學生圖像

(Global 全方位 5A 衛道人)中「科際整合(Integration)」──課綱核心素養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溝通協調(Coordination)」──課綱核心素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熱情服務(Passion)」──C1.道德實

踐與公民意識課綱核心素養三項素養。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學習診療室  

英文名稱： Learning Consulting Room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學習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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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Ability)：、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溝通協調(Coordination)、符應課綱核心素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  

學習目標： 

1.透過自我學習診斷及教師引導 ，找出學習盲點，進而系統思考找出策略解決問

題。 2.透過教師引導，了解班群課程地圖，探索自我性向與未來學群進路。 3.透過

教師引導，規劃建構自我學習歷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介紹課程內容、作業、評量方式  

第二週 為何學習  學生開放空間討論 OST，形成共識  

第三週 學習方法  
分組以焦點討論法具體分享學習策略與方

法  

第四週 學習策略 1  心智圖、魚骨圖實作摘要重點  

第五週 學習策略 2  時間管理，圓餅圖分析及甘特圖規劃實作  

第六週 學習策略 3  
閱讀理解策略 SQ3R 法、筆記摘要整理技

術實作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筆記摘要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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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自我診斷  分組以焦點討論法討論學習問題與盲點  

第九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1  什麼是系統？熱身活動及討論發表  

第十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2  
問題三角(現況、目標、與差距)，解決策

略實作  

第十一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3  時間滯延、後遺症、利害關係與建模實作  

第十二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4  個人學習問題的系統分析發表  

第十三週 期中評量  系統思考建模  

第十四週 我的未來想像  學生開放空間討論 OST，個人發表  

第十五週 現況盤點  SWOT 實作分析自身條件  

第十六週 資源盤點  認識學習地圖，搜尋課內課外學習資源  

第十七週 自我學習歷程規劃  提案撰寫  

第十八週 期末評量：  自我學習歷程規劃發表  

第十九週 期末評量：  自我學習歷程規劃發表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發表多元評量：20% 作業：20% 期中評量(兩次)：30% 期末報告：3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建築設計、社會心理、外

語、文史哲、教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1.透過方法學指導針對個人學習分析優勢劣勢，進行系統思考提出問題解決方法。 2.

透過閱讀理解及摘要訓練建立學習基礎能力 3.了解學習地圖與性向發展間的關聯，

規劃個人學習歷程，規劃自主學習方向。  

  

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Global eyes 全球地理新視野  

英文名稱： Global eyes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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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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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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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探究國際政治與經濟的時事議題，培養同學國際觀，成為全方面的領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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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課規則 2.課程內容安排、評分方式介

紹 3.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  

第二週 Who is the leader?  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  

第三週 Who is the leader?  1.美國的國際關係 2.美國與臺灣的關係  

第四週 Who is the leader?  分組報告-非典型政治人物  

第五週 Alliance or Separation-Brexit  英國脫歐議題探討  

第六週 Alliance or Separation-Brexit  國際上的結盟與分裂  

第七週 Alliance or Separation  分組報告-結盟與分裂  

第八週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全球恐怖組織  

第九週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世界難民 (難民來源、往哪逃?)  

第十週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分組報告-世界難民  

第十一週 全球人才移動  人才流動 vs.固著  

第十二週 全球人才移動  讓自己成為國際人才  

第十三週 全球人才移動  分組報告-訪談國際人才  

第十四週 幻想實現的 Disneyland  Disneyland 動畫產業的誕生  

第十五週 幻想實現的 Disneyland  
1.Disneyland & Pixar 2.動畫產業與美國高科

技的發展  

第十六週 幻想實現的 Disneyland  分組報告-全球娛樂事業  

第十七週 消費正義  
1.一件 T 恤的全球經濟之旅 2.後殖民時代

的不公平交易  

第十八週 消費正義  對環境的不公不義  

第十九週 消費正義  分組報告-消費正義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團體成績與個人成績各佔 50% 2.分組報告成績(團體):內容 50%、口語表達 20%、

PPT20%、參與度 10% 3.資料蒐集(個人):內容完整性 60%、系統性 20%、美觀 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Global eyes 全球地理新視野  

英文名稱： Global eyes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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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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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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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探究國際政治與經濟的時事議題，培養同學國際觀，成為全方面的領導人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上課規則 2.課程內容安排、評分方式介

紹 3.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  

第二週 Who is the leader?  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  

第三週 Who is the leader?  1.美國的國際關係 2.美國與臺灣的關係  

第四週 Who is the leader?  分組報告-非典型政治人物  

第五週 Alliance or Separation-Brexit  英國脫歐議題探討  

第六週 Alliance or Separation-Brexit  國際上的結盟與分裂  

第七週 Alliance or Separation  分組報告-結盟與分裂  

第八週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全球恐怖組織  

第九週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世界難民 (難民來源、往哪逃?)  

第十週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分組報告-世界難民  

第十一週 全球人才移動  人才流動 vs.固著  

第十二週 全球人才移動  讓自己成為國際人才  

第十三週 全球人才移動  分組報告-訪談國際人才  

第十四週 幻想實現的 Disneyland  Disneyland 動畫產業的誕生  

第十五週 幻想實現的 Disneyland  
1.Disneyland & Pixar 2.動畫產業與美國高科

技的發展  

第十六週 幻想實現的 Disneyland  分組報告-全球娛樂事業  

第十七週 消費正義  
1.一件 T 恤的全球經濟之旅 2.後殖民時代

的不公平交易  

第十八週 消費正義  對環境的不公不義  

第十九週 消費正義  分組報告-消費正義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團體成績與個人成績各佔 50% 2.分組報告成績(團體):內容 50%、口語表達 20%、

PPT20%、參與度 10% 3.資料蒐集(個人):內容完整性 60%、系統性 20%、美觀 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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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ython 在物理，game 和演算法上的應用  

英文名稱： Python for P.G.A. (Physics,Game,Algorithm)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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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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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建立程式語言的邏輯觀 2.利用 Python 學物理、演算法並應用在經典 game 上 3. " 圖

形化 AI 演算法 "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幹部及分組：  上課紀錄上傳 及 PPT 模板練習  

第二週 Vpython 練習：  基本環境介紹 一維等速運動  

第三週 Vpython 練習：  自由落體  

第四週 物理探究實作-1  自由落體 g 值量測  

第五週 Vpython 練習：  拋體運動-憤怒鳥 (機器學習)  

第六週 Vpython 練習：  力的合成 虎克定律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寫一個 project  

第八週 Vpython 練習：  單擺  

第九週 物理探究實作-2  
3D 影像及影片製作 利用 Vpython 寫出光線

反射路徑  

第十週 Vpython 練習  等速率圓周運動  

第十一週 Vpython 練習：  滾動的球 行星運轉  

第十二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三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2 人合寫一個 project  

第十五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六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七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八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九週 
Microbit (MicroPython)微控

制器：  
Microbit GPIO  

第二十週 
Microbit (MicroPython)微控

制器：  
燈光瀑布 顯示溫度  

第二十一週 
Microbit (MicroPython)微控

制器：  
簡易指北針 加速度小遊戲：自製迷宮  

第二十二週  2 人合寫一個 project  

學習評量： 依 3 次 project 完整度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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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  

備註： 歡迎對 程式 有興趣同學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ython 在物理，game 和演算法上的應用  

英文名稱： Python for P.G.A. (Physics,Game,Algorithm)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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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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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建立程式語言的邏輯觀 2.利用 Python 學物理、演算法並應用在經典 game 上 3. " 圖

形化 AI 演算法 "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幹部及分組：  上課紀錄上傳 及 PPT 模板練習  

第二週 Vpython 練習：  基本環境介紹 一維等速運動  

第三週 Vpython 練習：  自由落體  

第四週 物理探究實作-1  自由落體 g 值量測  

第五週 Vpython 練習：  拋體運動-憤怒鳥 (機器學習)  

第六週 Vpython 練習：  力的合成 虎克定律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寫一個 project  

第八週 Vpython 練習：  單擺  

第九週 物理探究實作-2  
3D 影像及影片製作 利用 Vpython 寫出光線

反射路徑  

第十週 Vpython 練習  等速率圓周運動  

第十一週 Vpython 練習：  滾動的球 行星運轉  

第十二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三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2 人合寫一個 project  

第十五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六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七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八週 Vpython 練習：  圖形化 AI 演算法  

第十九週 
Microbit (MicroPython)微控

制器：  
Microbit GPIO  

第二十週 
Microbit (MicroPython)微控

制器：  
燈光瀑布 顯示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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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Microbit (MicroPython)微控

制器：  
簡易指北針 加速度小遊戲：自製迷宮  

第二十二週  2 人合寫一個 project  

學習評量： 依 3 次 project 完整度評分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  

備註： 歡迎對 程式 有興趣同學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TED x V.S. TAICHUNG  

英文名稱： TED x V.S. TAICHUNG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透過方法學、簡報表達技巧及踏查訓練學生以臺中市地方學各面向尋找「宜居城

市」相關議題提出觀點及問題解決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破冰  
介紹課程單元及評量方式，進行破冰活動

並分組  

第二週 簡報與表達力  
以焦點討論法探討簡報核心觀念並進行小

組表達力訓練  

第三週 翻轉視野：地景文學  
透過認識臺中市地景小組競賽活動及焦點

討論法建構學生對都市地景的感受及情感  

第四週 臺中地景詩發表  第 3 週課程小組作業發表競賽  

第五週 臺中都市發展變遷  
小組以閱讀理解策略分析臺中市史料文本

依不同專題發表臺中歷史變遷報告  

第六週 臺中地理空間變遷  
利用 GIS 地理空間資訊軟體查找新舊地名

變遷及地景變化製作個人報告  

第七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八週 水湳踏查  
以衛道高中所處水湳社區為踏查對象了解

社區社團運作  

第九週 傳產轉型 智慧科技  
參訪臺中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PMC)了解精密機械產業現況  

第十週 綠能未來  
以臺中能源現況小組探討政策及其影響並

發表  

第十一週 食安講座(臺中市衛生局)  
邀請臺中市衛生局官員以台中市食品安全

為題進行講座  

第十二週 臺中市民健康數據量化  分組依不同健康指標建立量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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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簡報組織與結構  
系統思考簡介並使用短片分組演練 PREP

心智圖結構建立簡報大綱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踏查闖關設計  
台中中區踏查及校園闖關設計，訓練戶外

表達力  

第十六週 資料歸納 圖表製作  
小組使用試算表軟體進行資料歸納並製作

圖表發表  

第十七週 版面美學  
學習使用 Photoshop 製作投影片母片及投影

片版面美學  

第十八週 實作預演 1  1~5 組期末報告預演並依回饋進行修正  

第十九週 實作預演 2  6~10 組期末報告預演並依回饋進行修正  

第二十週 成果展 1  1~5 組期末報告並回饋  

第二十一週 成果展 2  6~10 組期末報告並回饋  

第二十二週 課程回饋  小組及個人發表課程回饋  

學習評量： 採小組競賽、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方式進行多元評量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TED x V.S. TAICHUNG  

英文名稱： TED x V.S. TAICHUNG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透過方法學、簡報表達技巧及踏查訓練學生以臺中市地方學各面向尋找「宜居城

市」相關議題提出觀點及問題解決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破冰  
介紹課程單元及評量方式，進行破冰活動

並分組  

第二週 簡報與表達力  
以焦點討論法探討簡報核心觀念並進行小

組表達力訓練  

第三週 翻轉視野：地景文學  
透過認識臺中市地景小組競賽活動及焦點

討論法建構學生對都市地景的感受及情感  

第四週 臺中地景詩發表  第 3 週課程小組作業發表競賽  

第五週 臺中都市發展變遷  
小組以閱讀理解策略分析臺中市史料文本

依不同專題發表臺中歷史變遷報告  

第六週 臺中地理空間變遷  
利用 GIS 地理空間資訊軟體查找新舊地名

變遷及地景變化製作個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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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八週 水湳踏查  
以衛道高中所處水湳社區為踏查對象了解

社區社團運作  

第九週 傳產轉型 智慧科技  
參訪臺中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PMC)了解精密機械產業現況  

第十週 綠能未來  
以臺中能源現況小組探討政策及其影響並

發表  

第十一週 食安講座(臺中市衛生局)  
邀請臺中市衛生局官員以台中市食品安全

為題進行講座  

第十二週 臺中市民健康數據量化  分組依不同健康指標建立量化資料  

第十三週 簡報組織與結構  
系統思考簡介並使用短片分組演練 PREP

心智圖結構建立簡報大綱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踏查闖關設計  
台中中區踏查及校園闖關設計，訓練戶外

表達力  

第十六週 資料歸納 圖表製作  
小組使用試算表軟體進行資料歸納並製作

圖表發表  

第十七週 版面美學  
學習使用 Photoshop 製作投影片母片及投影

片版面美學  

第十八週 實作預演 1  1~5 組期末報告預演並依回饋進行修正  

第十九週 實作預演 2  6~10 組期末報告預演並依回饋進行修正  

第二十週 成果展 1  1~5 組期末報告並回饋  

第二十一週 成果展 2  6~10 組期末報告並回饋  

第二十二週 課程回饋  小組及個人發表課程回饋  

學習評量： 採小組競賽、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方式進行多元評量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帶一路  

英文名稱： One Belt and O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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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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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

作)  

學習目標： 透過一帶一路的舞台，讓學生能夠運用並探究所學的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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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綱要  課程綱要說明  

第二週 路線自然環境概述  路線自然環境概述  

第三週 絲路上的貿易  絲路上的貿易方式  

第四週 一帶一路的現代區域文化  東南亞文化體驗  

第五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中國、中亞的文化特色  

第六週 交通與資源交流  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與國際關係  

第七週 學習單  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與國際關係  

第八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介紹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第九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介紹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第十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介紹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第十一週 第一講：西安  介紹西安這個城市  

第十二週 第二講：敦煌  介紹敦煌的文化  

第十三週 第三講：敦煌  介紹敦煌的文化  

第十四週 學習單  篆刻佛像  

第十五週 
第四講：（東）土耳其斯

坦  
介紹第四講：（東）土耳其斯坦  

第十六週 
第四講：（西）土耳其斯

坦  
第四講：（西）土耳其斯坦  

第十七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十八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十九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二十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二十一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二十二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學習評量： 討論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帶一路  

英文名稱： One Belt and O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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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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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

作)  

學習目標： 透過一帶一路的舞台，讓學生能夠運用並探究所學的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綱要  課程綱要說明  

第二週 路線自然環境概述  路線自然環境概述  

第三週 絲路上的貿易  絲路上的貿易方式  

第四週 一帶一路的現代區域文化  東南亞文化體驗  

第五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中國、中亞的文化特色  

第六週 交通與資源交流  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與國際關係  

第七週 學習單  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與國際關係  

第八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介紹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第九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介紹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第十週 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介紹沿線國家文化特色  

第十一週 第一講：西安  介紹西安這個城市  

第十二週 第二講：敦煌  介紹敦煌的文化  

第十三週 第三講：敦煌  介紹敦煌的文化  

第十四週 學習單  篆刻佛像  

第十五週 
第四講：（東）土耳其斯

坦  
介紹第四講：（東）土耳其斯坦  

第十六週 
第四講：（西）土耳其斯

坦  
第四講：（西）土耳其斯坦  

第十七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十八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十九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二十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二十一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五講：海上絲路  

第二十二週  第五講：海上絲路  

學習評量： 討論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工作細胞  

英文名稱： Workihg cell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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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學習血球分化成熟的歷程、血液相關疾病的成因和血液相關檢驗項目所代表的指標

以及免疫系統的重要性。 2.藉由實驗操作，讓學生從動手做的過程，去發現問題進

而解決問題。 3.實施 PBL 課程：訓練學生聽、說、讀、寫能力，並培養團隊學習的

精神。 4.訓練學生透過影片(文章)發現並解決問題，設計作業、規劃學習方向，並培

養統合資訊之能力。 5.訓練學生透分組小論文的設計，學習與人合作溝通、規劃科

學方法的施行，並找出修正過程的方法之能力。 6.儲備學生因應多元入學的資料及

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分組&資料填寫  訂立學習目標、分組和雲端資料夾建立  

第二週 血液循環  20 分鐘影片、講解、血液玻片觀察繪圖  

第三週 顯微繪圖  顯微繪圖說明練習  

第四週 血液抹片製作  劉氏染劑、自製血液玻片觀察繪圖  

第五週 血球計數  測微器、微量滴管、血球計數器的使用  

第六週 主題：600 公里的危機  

紀錄片首先告訴觀眾一個驚人的事實，那

就是人類腦部血管的長度加總竟達 600 公

里！  

第七週 期中評量  PBL：600 公里的危機+科學閱讀  

第八週 PBL 分組報告 I  錄影、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第九週 豬心解剖  心臟構造介紹、操作豬心解剖  

第十週 非專一性防禦  
20 分鐘影片、講解、討論發炎反應機制原

理+資料查詢  

第十一週 專一性防禦  
20 分鐘影片、講解、討論免疫反應機制原

理+資料查詢  

第十二週 血型  血型的類別、遺傳+抗原抗體的探討活動  

第十三週 健康檢查報告  
檢視自己的新生健康檢查報告+討論血液相

關檢驗項目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PBL：健檢項目  

第十五週 PBL 分組報告Π  錄影、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第十六週 淋巴循環  20 分鐘影片、講解、水蚤心搏實驗  

第十七週 細菌感染  20 分鐘影片、講解、細菌的觀察  

第十八週 花粉過敏  20 分鐘影片、講解、花粉的觀察實驗  

第十九週 血液相關疾病  20 分鐘影片、講解+組別小論文討論  

第二十週 分組小論文 I  分組小論文 I  

第二十一週 分組小論文Π  分組小論文Π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分組小論文發表  

學習評量： 

1.PBL：600 公里的危機+科學閱讀(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面報告) 2.PBL：健康檢

查(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面報告) 3.分組小論文發表：(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

面報告) 4.實作紀錄、演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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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教育  

備註： 

講座:1〜2 次/學期 校外參訪實作:1 次(中國醫大或其他大學) 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

評量以實作為主，強調課程參與與分組合作學習。採多元評量，以實作紀錄、演講

心得、團隊報告及組別探索成果為主。 二、     分組合作學習的過程，包含組內合作、

組間合作，評量中的組內互評、組間互評，不接受「無效評量」。 三、     本課程上課

地點在生物實驗室，請同學操作課程進行時，務必穿著實驗衣，未穿著實驗衣者依

安全因素考量，請在視聽教室自習，並登錄「缺席」。 四、  每 4 位同學一組，需至

少一位同學可攜帶或筆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山論劍  

英文名稱： Huashan sword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

作)  

學習目標： 

1.學生能了解人類生活與化學息息相關。 2.學生能了解化學發展史進而與部定課程章

節連貫 3.學生能了解課程中化學家們當年所提出的理論與現象 4.學生能進入實驗室

進行實驗並正確的操作儀器與器材 5.學生能運用已學習的化學原理解決現實生活中

簡單的化學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本學期共有六大實驗 一 酸鹼指示劑的製備

與改良 二 氧化還原的滴定 三 再結晶實驗 

四 糖葫蘆與爆米花的製作 五 花青素的探

討 六 清潔劑性質檢測與調配  

第二週 
酸鹼指示劑的製備與改良

(part1)  

說明 實驗以一般的酸鹼指示劑來滴定 將實

驗過程及結果紀錄用以下週討論  

第三週 指示劑的討論  
針對一般酸鹼指示劑的 優缺點來進行討論 

並進行改良的動作  

第四週 
酸鹼指示劑的製備與改良

(part2)  

依照改良後的指示劑進行實驗 並與一般指

示劑進行比較  

第五週 氧化還原的滴定(part1)  進行氧化還原滴定 以課本規定的方式進行  

第六週 氧化還原的討論  
針對上禮拜的實驗結果進行討論並改良實

驗方法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停課一周 並進行課程討論修整  

第八週 氧化還原的滴定(part2)  依照改良的氧化還原進行實驗  

第九週 再結晶實驗(part1)  
選用硫酸銅及碳酸鈉來進行結晶實驗並記

錄過程及結果  

第十週 在結晶實驗的討論  
針對不同晶體的結晶實驗來討論 並找出更

好的結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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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再結晶實驗(part2)  依照改良後的結晶實驗來進行  

第十二週 
糖葫蘆與爆米花的製作

(part1)  
說明實驗內容及原理 並依照步驟進行實驗  

第十三週 
討論糖葫蘆與爆米花的實

驗  

依照上週的實驗來進行討論 根據所要加強

的變因來進行改良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停課一週 進行其中課程討論  

第十五週 
糖葫蘆與爆米花的製作

(part2)  
依照所要加強的變因來進行實驗  

第十六週 花青素的探討(part1)  

依照改良的方式來進行實驗,探討改良的變

因是否成功花青素的探討(part2)利用前幾

週所學到酸鹼及氧化還原的方式來檢驗花

青素  

第十七週 花青素的討論研究  利用實驗數據來推測是否適用其他色素  

第十八週 花青素的探討(part2)  
利用改良過的實驗方式來檢測,並擴大到其

他種類的色素  

第十九週 
清潔劑性質檢測與調配

(part1)  

製備肥皂與人造清潔劑 並實際檢測清潔效

果  

第二十週 清潔劑的討論  
依照實驗結果與課本上的內容進行比較 並

針對不足的地方進行改良  

第二十一週 
清潔劑性質檢測與調配

(part2  
進行改良後的實驗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請學生將本學期進行的實驗上台說明並發

表想法  

學習評量： 出席狀況 上課態度 實驗討論的筆記書寫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山論劍  

英文名稱： Huashan sword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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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

作)  

學習目標： 

1.學生能了解人類生活與化學息息相關。 2.學生能了解化學發展史進而與部定課程章

節連貫 3.學生能了解課程中化學家們當年所提出的理論與現象 4.學生能進入實驗室

進行實驗並正確的操作儀器與器材 5.學生能運用已學習的化學原理解決現實生活中

簡單的化學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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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說明  

本學期共有六大實驗 一 酸鹼指示劑的製備

與改良 二 氧化還原的滴定 三 再結晶實驗 

四 糖葫蘆與爆米花的製作 五 花青素的探

討 六 清潔劑性質檢測與調配  

第二週 
酸鹼指示劑的製備與改良

(part1)  

說明 實驗以一般的酸鹼指示劑來滴定 將實

驗過程及結果紀錄用以下週討論  

第三週 指示劑的討論  
針對一般酸鹼指示劑的 優缺點來進行討論 

並進行改良的動作  

第四週 
酸鹼指示劑的製備與改良

(part2)  

依照改良後的指示劑進行實驗 並與一般指

示劑進行比較  

第五週 氧化還原的滴定(part1)  進行氧化還原滴定 以課本規定的方式進行  

第六週 氧化還原的討論  
針對上禮拜的實驗結果進行討論並改良實

驗方法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停課一周 並進行課程討論修整  

第八週 氧化還原的滴定(part2)  依照改良的氧化還原進行實驗  

第九週 再結晶實驗(part1)  
選用硫酸銅及碳酸鈉來進行結晶實驗並記

錄過程及結果  

第十週 在結晶實驗的討論  
針對不同晶體的結晶實驗來討論 並找出更

好的結晶方式  

第十一週 再結晶實驗(part2)  依照改良後的結晶實驗來進行  

第十二週 
糖葫蘆與爆米花的製作

(part1)  
說明實驗內容及原理 並依照步驟進行實驗  

第十三週 
討論糖葫蘆與爆米花的實

驗  

依照上週的實驗來進行討論 根據所要加強

的變因來進行改良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停課一週 進行其中課程討論  

第十五週 
糖葫蘆與爆米花的製作

(part2)  
依照所要加強的變因來進行實驗  

第十六週 花青素的探討(part1)  

依照改良的方式來進行實驗,探討改良的變

因是否成功花青素的探討(part2)利用前幾

週所學到酸鹼及氧化還原的方式來檢驗花

青素  

第十七週 花青素的討論研究  利用實驗數據來推測是否適用其他色素  

第十八週 花青素的探討(part2)  
利用改良過的實驗方式來檢測,並擴大到其

他種類的色素  

第十九週 
清潔劑性質檢測與調配

(part1)  

製備肥皂與人造清潔劑 並實際檢測清潔效

果  

第二十週 清潔劑的討論  
依照實驗結果與課本上的內容進行比較 並

針對不足的地方進行改良  

第二十一週 
清潔劑性質檢測與調配

(part2  
進行改良後的實驗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請學生將本學期進行的實驗上台說明並發

表想法  

學習評量： 出席狀況 上課態度 實驗討論的筆記書寫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醫藥衛生、地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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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BASIC JAPANESE LANGUAGE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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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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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關懷, 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1 學習日本文化 2 旅遊觀光必備會話句型 3 提升會話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 四、生活

禮貌用語  

第二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問候語 

四、生活禮貌用語、打招呼  

第三週 五十音 六大發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四週 
五十音（片假名）六大發

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五週 
第一課 名詞（人）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名詞

（人）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

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六週 
第二課 名詞（物）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加深加廣

名詞（物）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七週 
第三課 筆記作業指指導檢

查 會話實境演練  

一、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二、日本街頭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八週 
第四課（人、地、物）句

型與活用  

一、加深加廣名詞（人、地、物）句型與

活用 二、互動精熟度再提升（聽懂） 三、

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基

本電話用語與禮節  

第九週 第一課 到 第四課 總複習  
一、解說金錢、量詞等名詞表現句 二、互

動精熟度在提升（回答問題） 三、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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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日本街頭

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十週 第五課 存在動詞實用句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地理  

第十一週 第五課 存在動詞實用句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旅遊觀光地簡介  

第十二週 
第六課 基本動詞變化 肯定

句 否定句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句 否定句 

二、起床、睡覺等實用句型  

第十三週 

第七課 移動式動詞 之 動

詞變化、（肯定、否定、

過去式 ）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二、起床、睡覺等實

用句型 三、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

通、時間的實用文法  

第十四週 
第七課 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

詞變化、肯定式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定

式 二、解說助詞文法、 三、同伴、交通、

時間的實用文法  

第十五週 
第八課 基本動詞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否定、

過去式 ）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

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

用文法  

第十六週 
第八課基 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解

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用

文法  

第十七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十八週 
第九課 時態變化（肯定、

否定、現在式）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現在

式）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較

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紹  

第十九週 
第九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週 
第十課 形容詞 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一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日文總複習、會話實境段考、作業檢討  

學習評量： 會話實境段考 30% 作業檢討 30% 上課 互動 反應 態度 4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外語、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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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BASIC JAPANESE LANGUAG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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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學生圖像： 同理關懷, 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1 學習日本文化 2 旅遊觀光必備會話句型 3 提升會話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 四、生活

禮貌用語  

第二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問候語 

四、生活禮貌用語、打招呼  

第三週 五十音 六大發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四週 
五十音（片假名）六大發

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五週 
第一課 名詞（人）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名詞

（人）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

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六週 
第二課 名詞（物）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加深加廣

名詞（物）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七週 
第三課 筆記作業指指導檢

查 會話實境演練  

一、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二、日本街頭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八週 
第四課（人、地、物）句

型與活用  

一、加深加廣名詞（人、地、物）句型與

活用 二、互動精熟度再提升（聽懂） 三、

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基

本電話用語與禮節  

第九週 第一課 到 第四課 總複習  

一、解說金錢、量詞等名詞表現句 二、互

動精熟度在提升（回答問題） 三、學習日

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日本街頭

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十週 第五課 存在動詞實用句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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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第五課 存在動詞實用句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旅遊觀光地簡介  

第十二週 
第六課 基本動詞變化 肯定

句 否定句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句 否定句 

二、起床、睡覺等實用句型  

第十三週 

第七課 移動式動詞 之 動

詞變化、（肯定、否定、

過去式 ）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二、起床、睡覺等實

用句型 三、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

通、時間的實用文法  

第十四週 
第七課 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

詞變化、肯定式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定

式 二、解說助詞文法、 三、同伴、交通、

時間的實用文法  

第十五週 
第八課 基本動詞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否定、

過去式 ）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

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

用文法  

第十六週 
第八課基 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解

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用

文法  

第十七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十八週 
第九課 時態變化（肯定、

否定、現在式）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現在

式）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較

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紹  

第十九週 
第九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週 
第十課 形容詞 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一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日文總複習、會話實境段考、作業檢討  

學習評量： 會話實境段考 30% 作業檢討 30% 上課 互動 反應 態度 4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外語、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BASIC JAPA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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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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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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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關懷, 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1 學習日本文化 2 旅遊觀光必備會話句型 3 提升會話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 四、生活

禮貌用語  

第二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問候語 

四、生活禮貌用語、打招呼  

第三週 五十音 六大發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四週 
五十音（片假名）六大發

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五週 
第一課名詞（人）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名詞

（人）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

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六週 
第二課名詞（物）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加深加廣

名詞（物）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七週 
複習、會話實境演練、作

業檢討  

一、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二、日本街頭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八週 
第四課（人、地、物）句

型與活用  

一、加深加廣名詞（人、地、物）句型與

活用 二、互動精熟度再提升（聽懂） 三、

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基

本電話用語與禮節  

第九週 
第三課 金錢、量詞等名詞

表現句  

一、解說金錢、量詞等名詞表現句 二、互

動精熟度在提升（回答問題） 三、學習日

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日本街頭

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十週 
第五課 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地理  

第十一週 第五課 存在動詞實用句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旅遊觀光地簡介  

第十二週 
第六課 基本動詞變化、肯

定句 否定句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句 否定句 

二、起床、睡覺等實用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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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第六課 （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二、起床、睡覺等實

用句型 三、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

通、時間的實用文法  

第十四週 
複習、會話實境演練、作

業檢討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定

式 二、解說助詞文法、 三、同伴、交通、

時間的實用文法  

第十五週 

第七課 、移動式動詞 實用

句 （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否定、

過去式 ）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

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

用文法  

第十六週 

第七課 & 第八課 基本動詞

變化 移動式動詞實用句、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解

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用

文法  

第十七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十八週 
第九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現在式）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現在

式）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第十九週 
第九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週 
第十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一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二十二週 
日文總複習、會話實境段

考、作業檢討  
日文總複習、會話實境段考、作業檢討  

學習評量： 會話實境段考 30% 作業檢討 30% 上課 互動 反應 態度 40%  

對應學群： 外語、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BASIC JAPA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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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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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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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同理關懷, 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1 學習日本文化 2 旅遊觀光必備會話句型 3 提升會話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 四、生活

禮貌用語  

第二週 
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平假名  

ㄧ、五十音、單字書寫概述 二、簡易基礎

名詞（人）應用篇 三、自我介紹、問候語 

四、生活禮貌用語、打招呼  

第三週 五十音 六大發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四週 
五十音（片假名）六大發

音總整理  

ㄧ、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六大發音

總整理 二、單字聽說讀寫入門篇 三、簡易

名詞表現句型實用 四、日常生活用語 10

句  

第五週 
第一課名詞（人）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名詞

（人）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

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六週 
第二課名詞（物）句型與

活用  

一、單字聽說讀寫進階練習 二、加深加廣

名詞（物）句型與活用 三、旅遊必備句型 

四、日本文化、古蹟、美食  

第七週 
複習、會話實境演練、作

業檢討  

一、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二、日本街頭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八週 
第四課（人、地、物）句

型與活用  

一、加深加廣名詞（人、地、物）句型與

活用 二、互動精熟度再提升（聽懂） 三、

學習日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基

本電話用語與禮節  

第九週 
第三課 金錢、量詞等名詞

表現句  

一、解說金錢、量詞等名詞表現句 二、互

動精熟度在提升（回答問題） 三、學習日

本文化中應注意的互動方式 四、日本街頭

巷尾常用流行語  

第十週 
第五課 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地理  

第十一週 第五課 存在動詞實用句  

一、提升會話能力 二、家族、親屬稱謂、

敬語用法 三、在哪裡？存在動詞實用句 

四、日本旅遊觀光地簡介  

第十二週 
第六課 基本動詞變化、肯

定句 否定句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句 否定句 

二、起床、睡覺等實用句型  

第十三週 
第六課 （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

定、否定、過去式 ） 二、起床、睡覺等實

用句型 三、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

通、時間的實用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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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複習、會話實境演練、作

業檢討  

一、解說移動式動詞 基本動詞變化、肯定

式 二、解說助詞文法、 三、同伴、交通、

時間的實用文法  

第十五週 

第七課 、移動式動詞 實用

句 （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一、解說基本動詞變化、（肯定、否定、

過去式 ）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

解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

用文法  

第十六週 

第七課 & 第八課 基本動詞

變化 移動式動詞實用句、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解說 二、吃喝玩樂日本語應用 三、解

說助詞文法 四、同伴、交通、時間的實用

文法  

第十七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十八週 
第九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現在式）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現在

式）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第十九週 
第九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週 
第十課 形容詞時態變化

（肯定、否定、過去式  

一、形容詞時態變化（肯定、否定、過去

式 ） 二、活用形容詞做情緒轉達 三、比

較及句型的導入及實用 四、既～又句型介

紹  

第二十一週 旅遊必備會話  
一、吃喝玩樂生活日本語 二、旅遊必備會

話  

第二十二週 
日文總複習、會話實境段

考、作業檢討  
日文總複習、會話實境段考、作業檢討  

學習評量： 會話實境段考 30% 作業檢討 30% 上課 互動 反應 態度 40%  

對應學群： 外語、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水湳市場的衛道  

英文名稱： Viator+Shuinan market：Biology around neighborhood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認識與觀察身旁的生物的變化，培養對環境的關懷與敏銳度。 2.藉由學校和鄰近市

場所取得的材料進行實驗操作，讓學生從動手做的過程，去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

題。 3.實施 PBL 課程：訓練學生聽、說、讀、寫能力，並培養團隊學習的精神。 4.

訓練學生透過影片(文章)發現並解決問題，設計作業、規劃學習方向，並培養統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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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能力。 5.訓練學生透分組小論文的實驗設計，學習與人合作溝通、規劃科學方

法的施行，並找出修正過程的方法之能力。 6.藉由學科能力競賽試題的內容讓學生

了解學習就在日常生活中，儲備學生因應多元入學的資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分組&資料填寫  訂立學習目標、分組和雲端資料夾建立  

第二週 從衛道到水湳市場  學生自衛道到水湳市場的所有觀察和紀錄  

第三週 顯微技術的訓練  
顯微繪圖說明練習+測微器+微量滴管+計

數器  

第四週 這些陪伴我們的綠巨人  
菩提、樟樹、肯氏南洋杉、黑板樹、桃花

心木、小葉欖仁……….  

第五週 還有默默貢獻的小綠  
土馬騌、紫背萬年青、車前草、夜來香、

金露花、日日春……….  

第六週 植物的奧秘  影片+PBL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科學閱讀+PBL  

第八週 PBL 分組報告 I  錄影、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第九週 水湳市場走一回  
學生親自走訪水湳市場調查紀錄時令蔬果

和食材+學習單  

第十週 
三層肉、雞腳、雞翅、雞

腿  

動物組織的觀察：骨骼肌、脂肪組織、軟

骨、硬骨  

第十一週 同源器官的探討  雞翅骨骼標本的製作/透明魚的製作  

第十二週 魚的解剖  觀察魚的外型+內部探索  

第十三週 過魚  影片+PBL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第一、二階段個人+組別作業  

第十五週 PBL 分組報告Π  錄影、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第十六週 學科能力競賽試題：蝦  蝦的解剖+競賽試題探討  

第十七週 學科能力競賽試題：蛤蜊  蛤蜊解剖+競賽試題探討  

第十八週 分組小論文實驗設計  小組實驗設計討論+資料收集  

第十九週 分組小論文 I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 I  

第二十週 分組小論文Π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Π  

第二十一週 分組小論文Ш  實驗設計數據處理、分析、撰寫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成果分組報告  

學習評量： 

1.PBL：植物的奧秘+科學閱讀(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面報告) 2.PBL：過魚、海洋

生態的關懷(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面報告) 3.分組小論文發表：(組內互評、組間

互評、書面報告) 4.實作紀錄、演講心得、標本製作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教育  

備註： 

講座:1〜2 次/學期 校外參訪實作:1 次(中國醫大或其他大學) 注意事項： 一、本課程

評量以實作為主，強調課程參與與分組合作學習。採多元評量，以實作紀錄、演講

心得、團隊報告及組別探索成果為主。 二、 分組合作學習的過程，包含組內合作、

組間合作，評量中的組內互評、組間互評，不接受「無效評量」。 三、 本課程上課

地點在生物實驗室，請同學操作課程進行時，務必穿著實驗衣，未穿著實驗衣者依

安全因素考量，請在視聽教室自習，並登錄「缺席」。 四、 每 4 位同學一組，需至

少一位同學可攜帶或筆電或是 iPad（查資料與製作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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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駭客  

英文名稱： Bioh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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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學習目標： 

1. 瞭解生物科技。 2. 瞭解 DNA 和 RNA 分子結構。 3. 瞭解轉錄與轉譯。 4. 瞭解 PCR

和 cloning。 5. 瞭解 biohacker 及 CRISPR/Cas9。 6. 綜合所學結合生活經驗並適當表達

自身看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生物科技介紹  

第二週 核酸  DNA、RNA 與核苷酸  

第三週 DNA 複製  DNA 半保留複製和 PCR  

第四週 實驗操作  DNA 粗萃取  

第五週 基因的表現  轉錄、轉譯及電泳  

第六週 基因工程  基因轉殖 Cloning 和 Vector 和限制酶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科學論文閱讀  

第八週 電腦操作  操作 SerialCloner  

第九週 基因改造生物  GMO  

第十週 記錄片探討  苦澀的種子  

第十一週 複製生物  動、植物的複製  

第十二週 實驗操作  組織培養  

第十三週 biohacker  介紹生物駭客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科學論文閱讀  

第十五週 基因剪刀  CRISPR/Cas9  

第十六週 期末科學論文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七週 期末科學論文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八週 合成生物學  新科技探究  

第十九週 生物科技社會議題及討論  分組討論  

第二十週 IGEM  發想合成生物  

第二十一週 IGEM  發現合成生物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科學論文閱讀  

對應學群： 資訊、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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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駭客  

英文名稱： Bioh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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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學習目標： 

1. 瞭解生物科技。 2. 瞭解 DNA 和 RNA 分子結構。 3. 瞭解轉錄與轉譯。 4. 瞭解 PCR

和 cloning。 5. 瞭解 biohacker 及 CRISPR/Cas9。 6. 綜合所學結合生活經驗並適當表達

自身看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生物科技介紹  

第二週 核酸  DNA、RNA 與核苷酸  

第三週 DNA 複製  DNA 半保留複製和 PCR  

第四週 實驗操作  DNA 粗萃取  

第五週 基因的表現  轉錄、轉譯及電泳  

第六週 基因工程  基因轉殖 Cloning 和 Vector 和限制酶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科學論文閱讀  

第八週 電腦操作  操作 SerialCloner  

第九週 基因改造生物  GMO  

第十週 記錄片探討  苦澀的種子  

第十一週 複製生物  動、植物的複製  

第十二週 實驗操作  組織培養  

第十三週 biohacker  介紹生物駭客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科學論文閱讀  

第十五週 基因剪刀  CRISPR/Cas9  

第十六週 期末科學論文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七週 期末科學論文報告  分組報告  

第十八週 合成生物學  新科技探究  

第十九週 生物科技社會議題及討論  分組討論  

第二十週 IGEM  發想合成生物  

第二十一週 IGEM  發現合成生物  

第二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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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科學論文閱讀  

對應學群： 資訊、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殖醫學討論會  

英文名稱： Seminars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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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學習人類生殖歷程、不孕症的成因和胚胎或新生兒篩檢及實際操作其檢測方法。 2.

了解不孕症及試管嬰兒對個人、家庭、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及倫理道德與法律相關問

題。 3.實施 PBL 課程：訓練學生聽、說、讀、寫能力，並培養團隊學習的精神。 4.

訓練學生透過事件(劇幕)發現並解決問題，設計作業、規劃學習方向，並培養統合資

訊之能力。 5.藉由植物生殖器官的實驗操作，讓學生了解學習就在日常生活中，並

從動手做的過程，去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6.訓練學生透分組小論文的實驗設

計，學習與人合作溝通、規劃科學方法的施行，並找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分組&資料填寫  訂立學習目標、分組和雲端資料夾建立  

第二週 顯微技術的訓練  
顯微繪圖說明練習+測微器+微量滴管+計

數器  

第三週 酵母菌的生殖  
酵母菌的稀釋、計數、生理試驗、出芽生

殖  

第四週 植物的生殖：花  花的觀察+花粉管的萌發  

第五週 植物的生殖：果實、種子  果實、種子的觀察 + 果實、種子的散播  

第六週 植物的生殖：種子萌發  種子萌芽條件的測試  

第七週 期中評量  PBL：科學閱讀 (分子保險套 )  

第八週 主題：蟲蟲危機  
全世界男人的生殖系統正遭受「環境荷爾

蒙」猛烈攻擊，並且節節敗退。  

第九週 PBL 分組報告 I  錄影、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第十週 精子泳動力  講座：精子泳動力的檢測  

第十一週 睪丸、精子的觀察  
鼠、兎睪丸切片+ 雞、豬睪丸解剖+ 豬精

子  

第十二週 女性的生殖生理  女性的生殖週期 + 鼠、兎、人卵巢切片  

第十三週 試管神仙  
以宗教與科學的辯證為撞擊點，討論中

醫、冷凍胚胎、試管嬰兒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PBL：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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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PBL 分組報告Π  錄影、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第十六週 中醫調體質  講座：以中醫的觀點談論身體的保養  

第十七週 紫雲膏的製作  中藥材的初探 + 紫雲膏的製作  

第十八週 分組小論實驗設計  小組實驗設計討論+資料收集  

第十九週 分組小論文 I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 I  

第二十週 分組小論文Π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Π  

第二十一週 分組小論文Ш  實驗設計數據處理、分析、撰寫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成果分組報告  

學習評量： 

1.PBL：蟲蟲危機+科學閱讀(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面報告) 2.PBL：試管神仙、不

孕症(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面報告) 3.分組小論文發表：(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書面報告) 4.實作紀錄、演講心得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地球環境  

備註： 

講座:1〜2 次/學期(精子泳動力+中醫講座) 校外參訪實作:1 次(中國醫大或其他大學) 

注意事項： 一、本課程評量以實作為主，強調課程參與與分組合作學習。採多元評

量，以實作紀錄、演講心得、團隊報告及組別探索成果為主。 二、 分組合作學習的

過程，包含組內合作、組間合作，評量中的組內互評、組間互評，不接受「無效評

量」。 三、 本課程上課地點在生物實驗室，請同學操作課程進行時，務必穿著實驗

衣，未穿著實驗衣者依安全因素考量，請在視聽教室自習，並登錄「缺席」。 四、 

每 4 位同學一組，需至少一位同學可攜帶或筆電或是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好好吃實驗室  

英文名稱： Eat well in the lab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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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運用常見的食材來學習生物相關知識、便當生物學更貼合學生日常生活經驗，讓學

習動機更強、學習效果更佳。 2.藉由實驗操作，讓學生從動手做的過程，去發現問

題進而解決問題。 3.由午餐便當出發，整合了化學、生物、物理、家政、健康與護

理、美術與體育科的主題是學習。 4.訓練學生透過參訪、講座、手作，發現並解決

問題，設計作業、規劃學習方向，並培養統合資訊之能力。 5.訓練學生透過分組討

論的過程，學習與人合作溝通、規劃成果報告方式的施行，並找出整合過程中不同

意見的能力。 6.儲備學生因應多元入學的資料及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分組&資料填寫  訂立學習目標、分組和雲端資料夾建立  

第二週 便當營養學  便當菜色、營養素、熱量分析  

第三週 便當生物學 1  
芹菜、空心菜、青江菜、白色高麗菜、紫

色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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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便當生物學 2  馬鈴薯、胡蘿菠、芋頭、玉米、洋蔥  

第五週 水湳市場走一回  
學生親自走訪水湳市場體會買菜的辛勞+學

習單  

第六週 便當肌肉學  
買菜、製作便當時正確姿勢及肌肉的使用

(核心肌群的訓練)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第一階段個人+組別作業  

第八週 參觀便當(團膳)工廠  
藉由參觀團膳工廠了解便當(團膳的製造流

程)  

第九週 便當生物學 3  排骨、雞肉、雞翅、雞腿  

第十週 便當骨骼肌肉學 1  雞翅骨骼標本的製作  

第十一週 便當骨骼肌肉學 2  台灣脊椎神醫+人體骨骼的介紹  

第十二週 便當骨骼肌肉學 3  演講：脊椎保健  

第十三週 便當包裝學  
便當袋的材質(化學)+便當袋的包溫效果(物

理)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第一階段分組報告  

第十五週 便當的好朋友 1  手搖杯飲料的秘密  

第十六週 便當的好朋友 2  蘋果、梨、芭樂、番茄、香蕉  

第十七週 便當包裝學  便當袋的製作 1(家政、美術)  

第十八週 水餃也可以當便當  水餃的製作與品嘗(家政、美術)  

第十九週 便當包裝學 2  
便當盒的種類、材質：紙盒、不鏽鋼、玻

璃(理化)  

第二十週 吃完便當後 1  剩食、回收議題的討論  

第二十一週 吃完便當後 2  
成果發表小組討論+呈現 PPT 和短片的製

作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成果分組報告  

學習評量： 
1.實作紀錄、骨骼標本、演講心得、便當袋成品 2.分組報告(組內互評、組間互評、

書面報告) 3.分組成果發表：(組內互評、組間互評、書面報告)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藝術  

備註： 

講座:2 次/學期(1.演講：脊椎保健 2.手搖杯飲料的秘密) 校外參訪實作:1 次(參觀團膳

工廠) 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評量以實作為主，強調課程參與與分組合作學習。採

多元評量，以實作紀錄、演講心得、手做成品、團隊報告及組別探索成果為主。 

二、     分組合作學習的過程，包含組內合作、組間合作，評量中的組內互評、組間互

評，不接受「無效評量」。 三、     本課程上課地點在生物實驗室，請同學操作課程進

行時，務必穿著實驗衣，未穿著實驗衣者依安全因素考量，請在視聽教室自習，並

登錄「缺席」。 四、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Basic Spanis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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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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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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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 奠定良好的西班牙語發音基礎. 2) 學習西班牙語實用辭彙並活用基本溝通句型. 3) 

認識基本西語語法, 理解基本的語言學知識. 4) 認識西語系國家文化, 增進跨文化領域

的溝通技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西班牙語初探  
引導認識西班牙語基本知識及西語系國家

相關文化  

第二週 前置單元 西語發音  字母發音、音標  

第三週 前置單元 發音與語調  例字練習發音、基礎日常問候語  

第四週 前置單元 發音及音標應用  
選填西文名字、辨音練習、簡易西文歌曲

教唱  

第五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 

問候道別語  
Tema 1: 打招呼、國家名&國籍  

第六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主格人稱代名詞、形容詞陰陽性單

複數、ser / estar 動詞的使用。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發音與第一課評量  

第八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三大規則動詞變化 / 介紹名字  

第九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課文與聽力/ 口語練習  

第十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職業單字練習/ 名詞的陰陽性單複數變化  

第十一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規則變化動詞 trabajar, estudiar / 不規則變化

動詞 hacer  

第十二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語法習題與口說練習  

第十三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課文聽力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第二單元評量  

第十五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0-100 數字, 年紀的表達  

第十六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電話號碼, 電郵的表達  

第十七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地址的表達, 基數與序數  

第十八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應用/短文閱讀與口說練習  

第十九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家庭稱謂單字與練習  

第二十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指示詞, 介紹自己與家人  

第二十一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課文與聽力/ 西班牙王室家庭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介紹自己口說表達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及學習態度 50%, 小考與學習單 30% 期末口語表達 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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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Basic Spanish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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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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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 奠定良好的西班牙語發音基礎. 2) 學習西班牙語實用辭彙並活用基本溝通句型. 3) 

認識基本西語語法, 理解基本的語言學知識. 4) 認識西語系國家文化, 增進跨文化領域

的溝通技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西班牙語初探  
引導認識西班牙語基本知識及西語系國家

相關文化  

第二週 前置單元 西語發音  字母發音、音標  

第三週 前置單元 發音與語調  例字練習發音、基礎日常問候語  

第四週 前置單元 發音及音標應用  
選填西文名字、辨音練習、簡易西文歌曲

教唱  

第五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 

問候道別語  
Tema 1: 打招呼、國家名&國籍  

第六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主格人稱代名詞、形容詞陰陽性單

複數、ser / estar 動詞的使用。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發音與第一課評量  

第八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三大規則動詞變化 / 介紹名字  

第九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課文與聽力/ 口語練習  

第十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職業單字練習/ 名詞的陰陽性單複數變化  

第十一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規則變化動詞 trabajar, estudiar / 不規則變化

動詞 hacer  

第十二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語法習題與口說練習  

第十三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課文聽力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第二單元評量  

第十五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0-100 數字, 年紀的表達  

第十六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電話號碼, 電郵的表達  

第十七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地址的表達, 基數與序數  

第十八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應用/短文閱讀與口說練習  

第十九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家庭稱謂單字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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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指示詞, 介紹自己與家人  

第二十一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課文與聽力/ 西班牙王室家庭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介紹自己口說表達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及學習態度 50%, 小考與學習單 30% 期末口語表達 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Basic 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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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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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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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 奠定良好的西班牙語發音基礎. 2) 學習西班牙語實用辭彙並活用基本溝通句型. 3) 

認識基本西語語法, 理解基本的語言學知識. 4) 認識西語系國家文化, 增進跨文化領域

的溝通技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西班牙語初探  
引導認識西班牙語基本知識及西語系國家

相關文化  

第二週 前置單元 西語發音  字母發音、音標  

第三週 前置單元 發音與語調  例字練習發音、基礎日常問候語  

第四週 前置單元 發音及音標應用  
選填西文名字、辨音練習、簡易西文歌曲

教唱  

第五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 

問候道別語  
Tema 1: 打招呼、國家名&國籍  

第六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主格人稱代名詞、形容詞陰陽性單

複數、ser / estar 動詞的使用。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發音與第一課評量  

第八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三大規則動詞變化 / 介紹名字  

第九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課文與聽力/ 口語練習  

第十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職業單字練習/ 名詞的陰陽性單複數變化  

第十一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規則變化動詞 trabajar, estudiar / 不規則變化

動詞 hacer  

第十二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語法習題與口說練習  

第十三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課文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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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第二單元評量  

第十五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0-100 數字, 年紀的表達  

第十六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電話號碼, 電郵的表達  

第十七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地址的表達, 基數與序數  

第十八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應用/短文閱讀與口說練習  

第十九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家庭稱謂單字與練習  

第二十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指示詞, 介紹自己與家人  

第二十一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課文與聽力/ 西班牙王室家庭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介紹自己口說表達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及學習態度 50%, 小考與學習單 30% 期末口語表達 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Basic 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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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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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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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 奠定良好的西班牙語發音基礎. 2) 學習西班牙語實用辭彙並活用基本溝通句型. 3) 

認識基本西語語法, 理解基本的語言學知識. 4) 認識西語系國家文化, 增進跨文化領域

的溝通技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西班牙語初探  
引導認識西班牙語基本知識及西語系國家

相關文化  

第二週 前置單元 西語發音  字母發音、音標  

第三週 前置單元 發音與語調  例字練習發音、基礎日常問候語  

第四週 前置單元 發音及音標應用  
選填西文名字、辨音練習、簡易西文歌曲

教唱  

第五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 

問候道別語  
Tema 1: 打招呼、國家名&國籍  

第六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主格人稱代名詞、形容詞陰陽性單

複數、ser / estar 動詞的使用。  

第七週 期中評量  發音與第一課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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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Tema 1: 三大規則動詞變化 / 介紹名字  

第九週 第一課 我的名字與國籍  課文與聽力/ 口語練習  

第十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職業單字練習/ 名詞的陰陽性單複數變化  

第十一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規則變化動詞 trabajar, estudiar / 不規則變化

動詞 hacer  

第十二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語法習題與口說練習  

第十三週 第二課 你的職業是什麼?  課文聽力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第二單元評量  

第十五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0-100 數字, 年紀的表達  

第十六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電話號碼, 電郵的表達  

第十七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地址的表達, 基數與序數  

第十八週 第三課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應用/短文閱讀與口說練習  

第十九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家庭稱謂單字與練習  

第二十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指示詞, 介紹自己與家人  

第二十一週 第四課 我的家庭  課文與聽力/ 西班牙王室家庭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介紹自己口說表達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及學習態度 50%, 小考與學習單 30% 期末口語表達 2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英文名稱： System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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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透過系統思考工具方法

將問題建模 3.透過系統思考哲學找出根本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破冰  
介紹課程單元及評量方式，進行破冰活動

並分組  

第二週 系統思考三工具 1  
簡介流量儲量圖、趨勢圖(BOT)並透過實例

操作  

第三週 系統思考三工具 2  連結上一節課內容簡介圓上因子圖並實作  

第四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1  增強環：實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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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2  調節環：實例操作  

第六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3  時間滯延：實例操作  

第七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八週 三工具及三元件綜合運用  
自行選取三工具及三元件至少各一實例操

作並發表  

第九週 電腦建模 VENSIM  實際上機操作以 VENSI 建模工具  

第十週 建模練習 1：短片  以「婆羅洲的貓」短片建模並發表  

第十一週 建模練習 2-1：新聞報導  
以「學生睡眠時間不足」新聞報導進行抽

取因子並發表  

第十二週 建模練習 2-2：新聞報導  
以「學生睡眠時間不足」新聞報導進行流

量儲量圖並發表  

第十三週 建模練習 2-3:新聞的缺陷  

以「學生睡眠時間不足」新聞報導進行建

模並針對新聞報導全面性及歸因問題進行

反思及討論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建模練習 3-1:BOT  
以「快時尚的快速崛起」為題，審視數據

統計資料判斷趨勢並發表  

第十六週 建模練習 3-2:補足系統  
閱讀「快時尚」相關文本抽取因子進行建

模並練習補足文本位提到之因子  

第十七週 建模練習 3-3:簡化系統  針對主題進行模型分析並簡化系統  

第十八週 系統思考哲學：系統基模  
實例簡介基模：1.成長上限 2.飲鴆止渴 3.

捨本逐末 4.共同悲劇  

第十九週 系統思考哲學：微妙法則  

實例簡介微妙法則：1.今日問題來自昨日

的解 2.魚與熊掌可以兼得 3.欲速則不達 4.

尋找小而有效的槓桿解  

第二十週 主題發表  
小組由時事新聞或生活實例找尋系統性(動

態複雜)問題進行初步發表  

第二十一週 建模發表  接續上週議題建模並發表  

第二十二週 課程回饋  小組及個人發表課程回饋  

學習評量： 採小組競賽、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方式進行多元評量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英文名稱： System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81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透過系統思考工具方法

將問題建模 3.透過系統思考哲學找出根本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破冰  
介紹課程單元及評量方式，進行破冰活動

並分組  

第二週 系統思考三工具 1  
簡介流量儲量圖、趨勢圖(BOT)並透過實例

操作  

第三週 系統思考三工具 2  連結上一節課內容簡介圓上因子圖並實作  

第四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1  增強環：實例操作  

第五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2  調節環：實例操作  

第六週 系統思考三元件 3  時間滯延：實例操作  

第七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八週 三工具及三元件綜合運用  
自行選取三工具及三元件至少各一實例操

作並發表  

第九週 電腦建模 VENSIM  實際上機操作以 VENSI 建模工具  

第十週 建模練習 1：短片  以「婆羅洲的貓」短片建模並發表  

第十一週 建模練習 2-1：新聞報導  
以「學生睡眠時間不足」新聞報導進行抽

取因子並發表  

第十二週 建模練習 2-2：新聞報導  
以「學生睡眠時間不足」新聞報導進行流

量儲量圖並發表  

第十三週 建模練習 2-3:新聞的缺陷  

以「學生睡眠時間不足」新聞報導進行建

模並針對新聞報導全面性及歸因問題進行

反思及討論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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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小組競賽、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方式進行多元評量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Basic Frenc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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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 聽懂日常生活用語、對話與簡單的敘述。 2. 以正確的發音及語調說出簡單的句

子。 3. 能夠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賀卡、表格、書信與短文。 4. 具有填寫表格、

個人資料、簡短卡片與撰寫簡單書信的能力。 5. 增進學生對法國歷史文化與風土民

情的了解，逐步拓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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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地理與人文  

第二週 Leçon 0  認識法語的特色與發音  

第三週 法語發音  法語母音  

第四週 法語發音  法語半母音  

第五週 法語發音  法語子音  

第六週 發音練習  認識法語 26 字母、數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法語筆試  

第八週 法語基礎文法簡介  介紹冠詞、代名詞、動詞變位  

第九週 Leçon 1 Bonjour !  基本問候用語、與初次見面的人對話用語  

第十週 
Leçon 2 Nationalité et 

profession  
介紹自己的國籍與職業  

第十一週 Leçon 3 Ville et langue  介紹居住地與會說的語言  

第十二週 Leçon 4 Amour  談論自己的嗜好與興趣  

第十三週 Leçon 5 Personne  描述人的特徵與個性  

第十四週 介紹法國文化  法國影片欣賞  

第十五週 Leçon 6 Objet  對事物的描述用語  

第十六週 Leçon 7 Maison  對住家內部的描述用語  

第十七週 Leçon 8 Ville  城市情境用語、問路  

第十八週 Leçon 9 Café  咖啡館情境用語  

第十九週 Leçon 10 Restaurant  餐廳情境用語  

第二十週 Leçon 11 Marché  市場購物情境用語  

第二十一週 法國文化活動  介紹法國飲食文化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法語口試  

學習評量： 1. 學習態度與隨堂測驗：40% 2. 期中評量：30% 3. 期末評量：3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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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Basic French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 聽懂日常生活用語、對話與簡單的敘述。 2. 以正確的發音及語調說出簡單的句

子。 3. 能夠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賀卡、表格、書信與短文。 4. 具有填寫表格、

個人資料、簡短卡片與撰寫簡單書信的能力。 5. 增進學生對法國歷史文化與風土民

情的了解，逐步拓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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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地理與人文  

第二週 Leçon 0  認識法語的特色與發音  

第三週 法語發音  法語母音  

第四週 法語發音  法語半母音  

第五週 法語發音  法語子音  

第六週 發音練習  認識法語 26 字母、數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法語筆試  

第八週 法語基礎文法簡介  介紹冠詞、代名詞、動詞變位  

第九週 Leçon 1 Bonjour !  基本問候用語、與初次見面的人對話用語  

第十週 
Leçon 2 Nationalité et 

profession  
介紹自己的國籍與職業  

第十一週 Leçon 3 Ville et langue  介紹居住地與會說的語言  

第十二週 Leçon 4 Amour  談論自己的嗜好與興趣  

第十三週 Leçon 5 Personne  描述人的特徵與個性  

第十四週 介紹法國文化  法國影片欣賞  

第十五週 Leçon 6 Objet  對事物的描述用語  

第十六週 Leçon 7 Maison  對住家內部的描述用語  

第十七週 Leçon 8 Ville  城市情境用語、問路  

第十八週 Leçon 9 Café  咖啡館情境用語  

第十九週 Leçon 10 Restaurant  餐廳情境用語  

第二十週 Leçon 11 Marché  市場購物情境用語  

第二十一週 法國文化活動  介紹法國飲食文化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法語口試  

學習評量： 1. 學習態度與隨堂測驗：40% 2. 期中評量：30% 3. 期末評量：30%  

對應學群： 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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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Basic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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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 聽懂日常生活用語、對話與簡單的敘述。 2. 以正確的發音及語調說出簡單的句

子。 3. 能夠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賀卡、表格、書信與短文。 4. 具有填寫表格、

個人資料、簡短卡片與撰寫簡單書信的能力。 5. 增進學生對法國歷史文化與風土民

情的了解，逐步拓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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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地理與人文  

第二週 Leçon 0  認識法語的特色與發音  

第三週 法語發音  法語母音  

第四週 法語發音  法語半母音  

第五週 法語發音  法語子音  

第六週 發音練習  認識法語 26 字母、數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法語筆試  

第八週 法語基礎文法簡介  介紹冠詞、代名詞、動詞變位  

第九週 Leçon 1 Bonjour !  基本問候用語、與初次見面的人對話用語  

第十週 
Leçon 2 Nationalité et 

profession  
介紹自己的國籍與職業  

第十一週 Leçon 3 Ville et langue  介紹居住地與會說的語言  

第十二週 Leçon 4 Amour  談論自己的嗜好與興趣  

第十三週 Leçon 5 Personne  描述人的特徵與個性  

第十四週 介紹法國文化  法國影片欣賞  

第十五週 Leçon 6 Objet  對事物的描述用語  

第十六週 Leçon 7 Maison  對住家內部的描述用語  

第十七週 Leçon 8 Ville  城市情境用語、問路  

第十八週 Leçon 9 Café  咖啡館情境用語  

第十九週 Leçon 10 Restaurant  餐廳情境用語  

第二十週 Leçon 11 Marché  市場購物情境用語  

第二十一週 法國文化活動  介紹法國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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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法語口試  

學習評量： 1. 學習態度與隨堂測驗：40% 2. 期中評量：30% 3. 期末評量：3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Basic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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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 聽懂日常生活用語、對話與簡單的敘述。 2. 以正確的發音及語調說出簡單的句

子。 3. 能夠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賀卡、表格、書信與短文。 4. 具有填寫表格、

個人資料、簡短卡片與撰寫簡單書信的能力。 5. 增進學生對法國歷史文化與風土民

情的了解，逐步拓展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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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地理與人文  

第二週 Leçon 0  認識法語的特色與發音  

第三週 法語發音  法語母音  

第四週 法語發音  法語半母音  

第五週 法語發音  法語子音  

第六週 發音練習  認識法語 26 字母、數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法語筆試  

第八週 法語基礎文法簡介  介紹冠詞、代名詞、動詞變位  

第九週 Leçon 1 Bonjour !  基本問候用語、與初次見面的人對話用語  

第十週 
Leçon 2 Nationalité et 

profession  
介紹自己的國籍與職業  

第十一週 Leçon 3 Ville et langue  介紹居住地與會說的語言  

第十二週 Leçon 4 Amour  談論自己的嗜好與興趣  

第十三週 Leçon 5 Personne  描述人的特徵與個性  

第十四週 介紹法國文化  法國影片欣賞  

第十五週 Leçon 6 Objet  對事物的描述用語  

第十六週 Leçon 7 Maison  對住家內部的描述用語  

第十七週 Leçon 8 Ville  城市情境用語、問路  

第十八週 Leçon 9 Café  咖啡館情境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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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Leçon 10 Restaurant  餐廳情境用語  

第二十週 Leçon 11 Marché  市場購物情境用語  

第二十一週 法國文化活動  介紹法國飲食文化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法語口試  

學習評量： 1. 學習態度與隨堂測驗：40% 2. 期中評量：30% 3. 期末評量：30%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玩美科學  

英文名稱： The Science of Beauty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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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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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探索, 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用實作與程式設計體驗科學之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歷程檔案語課程介紹  歷程檔案製作與幹部選出  

第二週 漫遊藝術  String Art 與美的形式原理  

第三週 漫遊藝術  String Art 與美的形式原理  

第四週 顯微鏡下的唯美世界  生物觀察與纏繞  

第五週 顯微鏡下的唯美世界  生物美學與程式設計  

第六週 顯微鏡下的唯美世界  生物美學與程式設計  

第七週 物理之美與程式設計  物理與 Python 程式設計  

第八週 物理之美與程式設計  物理與 Python 程式設計  

第九週 物理之美與程式設計  物理與 Python 程式設計  

第十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一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二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三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四週 遊藝數學  Demos 程式設計  

第十五週 遊藝數學  Demos 程式設計  

第十六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十七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十八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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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二十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二十一週 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建檔  

第二十二週 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建檔  

學習評量： 學習歷程檔案與作品彙整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玩美科學  

英文名稱： The Science of Beaut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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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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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探索, 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用實作與程式設計體驗科學之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歷程檔案語課程介紹  歷程檔案製作與幹部選出  

第二週 漫遊藝術  String Art 與美的形式原理  

第三週 漫遊藝術  String Art 與美的形式原理  

第四週 顯微鏡下的唯美世界  生物觀察與纏繞  

第五週 顯微鏡下的唯美世界  生物美學與程式設計  

第六週 顯微鏡下的唯美世界  生物美學與程式設計  

第七週 物理之美與程式設計  物理與 Python 程式設計  

第八週 物理之美與程式設計  物理與 Python 程式設計  

第九週 物理之美與程式設計  物理與 Python 程式設計  

第十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一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二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三週 遊藝數學  DESMOS  

第十四週 遊藝數學  Demos 程式設計  

第十五週 遊藝數學  Demos 程式設計  

第十六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十七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十八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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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二十週 數學建模與 AI 程式設計  AI 程式設計原理  

第二十一週 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建檔  

第二十二週 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建檔  

學習評量： 學習歷程檔案與作品彙整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空間資訊科技--3S 地理  

英文名稱：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S RS GP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一、學生具備處理空間資訊之能力 1.使用空間資訊軟體處理各種多樣化資料 2.觀

察、蒐集、整理地理空間資訊並做成專題報告及主題地圖 3.實察、實作並整合地理

資訊與討論技能 二、學生體會在地環境之重要性，培養其觀察能力之態度 1.觀察生

活周遭環境的多樣性及複雜性 2.關心所處環境的人為活動(例如都市重劃)並提出自身

想法。 3.表達對地方及全球環境議題的關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空間思考與空間資訊科技

進展  
空間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空間思考  

第二週 地圖投影  建立台灣各縣市二度分帶投影地圖  

第三週 空間資料獲取  由開放政府平台獲取空間資料  

第四週 資料與資訊  繪製人口統計圖與人口統計地圖  

第五週 空間資料數化與建立  建立向量圖徵並處理資料內容  

第六週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1--向量

資料  
建立新的圖徵、繪製主題地圖  

第七週 多元評量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2-向量資料  

第八週 
空間分析--環域、疊圖、

查詢分析  
GNSS 簡介--全球導航系統  

第九週 
實作掌上型 GPS 並做校園

定位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3--網格資料  

第十週 
製作地形分析、坡度、坡

向分析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4--網格資料  

第十一週 等高線地形圖製作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4--網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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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太陽輻射量分析、淹水潛

勢地圖製作  
自願性地理資訊概論(VGI)  

第十三週 
開放街圖與 Google Map 應

用  
網頁地圖繪製  

第十四週 多元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網頁內嵌地圖  基本程式碼應用與分析以 API 為例子  

第十六週 網頁地圖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十七週 Story Map 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十八週 Story Map 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十九週 Story Map 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二十週 期末成果發表  小組發表  

第二十一週 期末成果發表  小組發表  

第二十二週 評量  小組評量  

學習評量： 1.假日實察手冊 2.課堂地圖製作 3.表現任務--故事地圖建構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建築設計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空間資訊科技--3S 地理  

英文名稱：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S RS GP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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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一、學生具備處理空間資訊之能力 1.使用空間資訊軟體處理各種多樣化資料 2.觀

察、蒐集、整理地理空間資訊並做成專題報告及主題地圖 3.實察、實作並整合地理

資訊與討論技能 二、學生體會在地環境之重要性，培養其觀察能力之態度 1.觀察生

活周遭環境的多樣性及複雜性 2.關心所處環境的人為活動(例如都市重劃)並提出自身

想法。 3.表達對地方及全球環境議題的關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空間思考與空間資訊科技

進展  
空間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空間思考  

第二週 地圖投影  建立台灣各縣市二度分帶投影地圖  

第三週 空間資料獲取  由開放政府平台獲取空間資料  

第四週 資料與資訊  繪製人口統計圖與人口統計地圖  

第五週 空間資料數化與建立  建立向量圖徵並處理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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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1--向量

資料  
建立新的圖徵、繪製主題地圖  

第七週 多元評量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2-向量資料  

第八週 
空間分析--環域、疊圖、

查詢分析  
GNSS 簡介--全球導航系統  

第九週 
實作掌上型 GPS 並做校園

定位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3--網格資料  

第十週 
製作地形分析、坡度、坡

向分析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4--網格資料  

第十一週 等高線地形圖製作  空間資料儲存模式 4--網格資料  

第十二週 
太陽輻射量分析、淹水潛

勢地圖製作  
自願性地理資訊概論(VGI)  

第十三週 
開放街圖與 Google Map 應

用  
網頁地圖繪製  

第十四週 多元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網頁內嵌地圖  基本程式碼應用與分析以 API 為例子  

第十六週 網頁地圖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十七週 Story Map 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十八週 Story Map 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十九週 Story Map 概論  ARC GIS ONLINE  

第二十週 期末成果發表  小組發表  

第二十一週 期末成果發表  小組發表  

第二十二週 評量  小組評量  

學習評量： 1.假日實察手冊 2.課堂地圖製作 3.表現任務--故事地圖建構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建築設計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研究方法與專題討論基礎  

英文名稱： Basic Reasearch Method and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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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由多樣化的思考方法將

生活當中有意義的問題轉為問題解決的材料 3.提出研究計畫書並付諸實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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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時間管理  
簡介課程並分析學生一周的生活作息以規

劃研究  

第二週 專題的意義與研究歷程  1.何謂專題 2.研究的過程如何實行  

第三週 現象觀察與分析  1.生活中的現象討論 2.分析摘要  

第四週 科普文章分析  
1.分析科普文章中的觀點 2.練習摘要並分

析文章觀點  

第五週 文獻探討的意義與力量  
1.文本閱讀 2.文獻分析及文獻回顧 3.查找

文獻的方法例如圖書館、電子期刊  

第六週 資料蒐集方法  
1.資料的類型 2.透過 python 進行資料爬梳

3.處理資料  

第七週 文獻回顧作業一篇  質性研究法  

第八週 

1.質性的研究方法與常見

的人文社會科學 2.地理學

研究法的質性分析  

1.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分

析 2.透過訪談結構化資料  

第九週 田野觀察與訪談技巧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及為何需要田野調查

2.田調的技巧  

第十週 
量化研究法 1--數理自然學

科為例  

1.量化研究法概論 2.實驗數據建模與量化

研究  

第十一週 
量化研究法 2--圖表處理與

分析及問卷設計技巧  

1.問卷設計的注意事項 2.透過文書處理軟

體或統計軟體處理數據  

第十二週 量化質性研究法綜合應用  

看訪談影片進行綜合提問，練習質化量化

的提問及分析。看看學者專家如何進行訪

談及討論並設計出好的問題  

第十三週 研究計畫生成與撰寫  由團隊共創法討論研究計畫  

第十四週 研究主題選擇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五週 

1.小論文的撰寫格式 2.文

獻引用的格式 3.論文的結

構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六週 文獻查找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七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寫作的力量 2.文章摘要分析  

第十八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模擬大學二階的小論文面試思考 2.分析

文章的因果進行系統思考  

第十九週 表達力與精要的發表結構  1.表達力的練習 2.PREP 的精純思考  

第二十週 學術文章分析  
1.高中小論文優秀作品評析 2.學者的論文

特色  

第二十一週 
期末發表(校內成發及跨校

聯合發表展)  
小組互評、教師及外校來賓回饋  

第二十二週 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  

學習評量： 研究計畫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跨領域因此可對應眾多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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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研究方法與專題討論基礎  

英文名稱： Basic Reasearch Method and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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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由多樣化的思考方法將

生活當中有意義的問題轉為問題解決的材料 3.提出研究計畫書並付諸實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時間管理  
簡介課程並分析學生一周的生活作息以規

劃研究  

第二週 專題的意義與研究歷程  1.何謂專題 2.研究的過程如何實行  

第三週 現象觀察與分析  1.生活中的現象討論 2.分析摘要  

第四週 科普文章分析  
1.分析科普文章中的觀點 2.練習摘要並分

析文章觀點  

第五週 文獻探討的意義與力量  
1.文本閱讀 2.文獻分析及文獻回顧 3.查找

文獻的方法例如圖書館、電子期刊  

第六週 資料蒐集方法  
1.資料的類型 2.透過 python 進行資料爬梳

3.處理資料  

第七週 文獻回顧作業一篇  質性研究法  

第八週 

1.質性的研究方法與常見

的人文社會科學 2.地理學

研究法的質性分析  

1.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分

析 2.透過訪談結構化資料  

第九週 田野觀察與訪談技巧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及為何需要田野調查

2.田調的技巧  

第十週 
量化研究法 1--數理自然學

科為例  

1.量化研究法概論 2.實驗數據建模與量化

研究  

第十一週 
量化研究法 2--圖表處理與

分析及問卷設計技巧  

1.問卷設計的注意事項 2.透過文書處理軟

體或統計軟體處理數據  

第十二週 量化質性研究法綜合應用  

看訪談影片進行綜合提問，練習質化量化

的提問及分析。看看學者專家如何進行訪

談及討論並設計出好的問題  

第十三週 研究計畫生成與撰寫  由團隊共創法討論研究計畫  

第十四週 研究主題選擇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五週 

1.小論文的撰寫格式 2.文

獻引用的格式 3.論文的結

構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六週 文獻查找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七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寫作的力量 2.文章摘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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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模擬大學二階的小論文面試思考 2.分析

文章的因果進行系統思考  

第十九週 表達力與精要的發表結構  1.表達力的練習 2.PREP 的精純思考  

第二十週 學術文章分析  
1.高中小論文優秀作品評析 2.學者的論文

特色  

第二十一週 
期末發表(校內成發及跨校

聯合發表展)  
小組互評、教師及外校來賓回饋  

第二十二週 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  

學習評量： 研究計畫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跨領域因此可對應眾多學群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好好玩  

英文名稱： Playing wi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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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培養能運用工具、設備動手實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介紹 SEESAW 平台  

第二週 電學  製作驗電器  

第三週 尋找重力加速度 1  利用四種不同方法測量重力加速度  

第四週 尋找重力加速度 2  利用四種不同方法測量重力加速度  

第五週 下坡玩具大車拼  製作下坡玩具並競賽  

第六週 翻滾吧阿信  製作翻滾仔並競賽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八週 斜抛實驗 1  手工製作斜面，並測量相關物理量  

第九週 斜抛實驗 2  手工製作斜面，並測量相關物理量  

第十週 初音大未來  利用全像術製作虛擬實境人物  

第十一週 一飛沖天  製作不同型式的迴力鏢與飛行玩具  

第十二週 當個神射手  製作竹筷弓箭並競賽  

第十三週 竹片飛機  製作竹片飛機並競賽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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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拋蛋實驗  研究如何拋蛋使蛋保持完整  

第十六週 光的干涉繞射  光的干涉繞射實驗探究  

第十七週 測量地球磁場  利用手機 app 量測地磁  

第十八週 水火箭  製作水火箭並競賽  

第十九週 浮沈玩偶  製作浮沈玩偶並競賽  

第二十週 平衡玩偶  製作平衡玩偶並找出變因  

第二十一週 彈跳子  製作彈跳子並競賽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上台報告，與各週競賽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建築設計、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好好玩  

英文名稱： Playing wi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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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培養能運用工具、設備動手實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介紹 SEESAW 平台  

第二週 電學  製作驗電器  

第三週 尋找重力加速度 1  利用四種不同方法測量重力加速度  

第四週 尋找重力加速度 2  利用四種不同方法測量重力加速度  

第五週 下坡玩具大車拼  製作下坡玩具並競賽  

第六週 翻滾吧阿信  製作翻滾仔並競賽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八週 斜抛實驗 1  手工製作斜面，並測量相關物理量  

第九週 斜抛實驗 2  手工製作斜面，並測量相關物理量  

第十週 初音大未來  利用全像術製作虛擬實境人物  

第十一週 一飛沖天  製作不同型式的迴力鏢與飛行玩具  

第十二週 當個神射手  製作竹筷弓箭並競賽  

第十三週 竹片飛機  製作竹片飛機並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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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五週 拋蛋實驗  研究如何拋蛋使蛋保持完整  

第十六週 光的干涉繞射  光的干涉繞射實驗探究  

第十七週 測量地球磁場  利用手機 app 量測地磁  

第十八週 水火箭  製作水火箭並競賽  

第十九週 浮沈玩偶  製作浮沈玩偶並競賽  

第二十週 平衡玩偶  製作平衡玩偶並找出變因  

第二十一週 彈跳子  製作彈跳子並競賽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上台報告，與各週競賽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建築設計、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好好玩 2  

英文名稱： Playing Wi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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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能將科學知識，透過好玩的科學實驗來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分組  
簡單介紹本學期的課程，並將同學分組，

選出班級幹部  

第二週 神探伽利略  
印證歷史中伽利略的比薩斜塔實驗，並估

計測量鳴遠樓的高度  

第三週 一飛沖天  由發射水火箭，探討反作用力的原理  

第四週 命懸一線  從平衡遊戲，探討重心的概念  

第五週 遠古攻城神器-投石器  製作投石器，研究影響投擲距離的要素  

第六週 力拔山河  利用槓桿與滑輪，製作省力裝置  

第七週 牛頓與蘋果  探討牛頓運動定律  

第八週 彈跳玩具  
使用瓦楞板和橡皮筋，製作彈跳玩具進行

比賽  

第九週 冰棒棍骨牌  使用冰棒棍的堆疊，製作長形骨牌  

第十週 一支筷子也能提起米  
藉由筷子跟米粒的摩擦力，比賽看誰提的

米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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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空中灌籃  
使用細木棍、黏土、瓶蓋、小杯子，讓黏

土順利在空中進入杯中  

第十二週 聽話的螺旋槳  
使用鐵絲纏繞於竹筷上，用另一支竹筷摩

擦讓螺旋槳旋轉  

第十三週 浮浮沉沉  製作浮沉子進行比賽  

第十四週 做功來轉換能量  探討功與能量的關係  

第十五週 液壓升降機  使用針筒與竹筷製作升降機  

第十六週 離心力起重機  使用離心力來達成搬運重物  

第十七週 空氣砲  使用寶特瓶與汽球製作空氣砲進行比賽  

第十八週 知識與題目的碰撞  碰撞的問題與討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製作簡報或影片期末發表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學好好玩 2  

英文名稱： Playing Wi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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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能將科學知識，透過好玩的科學實驗來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分組  
簡單介紹本學期的課程，並將同學分組，

選出班級幹部  

第二週 神探伽利略  
印證歷史中伽利略的比薩斜塔實驗，並估

計測量鳴遠樓的高度  

第三週 一飛沖天  由發射水火箭，探討反作用力的原理  

第四週 命懸一線  從平衡遊戲，探討重心的概念  

第五週 遠古攻城神器-投石器  製作投石器，研究影響投擲距離的要素  

第六週 力拔山河  利用槓桿與滑輪，製作省力裝置  

第七週 牛頓與蘋果  探討牛頓運動定律  



97 

 

第八週 彈跳玩具  
使用瓦楞板和橡皮筋，製作彈跳玩具進行

比賽  

第九週 冰棒棍骨牌  使用冰棒棍的堆疊，製作長形骨牌  

第十週 一支筷子也能提起米  
藉由筷子跟米粒的摩擦力，比賽看誰提的

米比較重  

第十一週 空中灌籃  
使用細木棍、黏土、瓶蓋、小杯子，讓黏

土順利在空中進入杯中  

第十二週 聽話的螺旋槳  
使用鐵絲纏繞於竹筷上，用另一支竹筷摩

擦讓螺旋槳旋轉  

第十三週 浮浮沉沉  製作浮沉子進行比賽  

第十四週 做功來轉換能量  探討功與能量的關係  

第十五週 液壓升降機  使用針筒與竹筷製作升降機  

第十六週 離心力起重機  使用離心力來達成搬運重物  

第十七週 空氣砲  使用寶特瓶與汽球製作空氣砲進行比賽  

第十八週 知識與題目的碰撞  碰撞的問題與討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製作簡報或影片期末發表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食品安全與生活專題  

英文名稱： Special Topic on Food Safety and Life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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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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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探索, 問題解決, 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 瞭解食品安全的生物基礎。 2. 瞭解食品安全的化學基礎。 3. 瞭解食品安全相關實

驗操作。 4. 瞭解、評析食品安全相關社會議題。 5. 綜合所學結合生活經驗並適當表

達自身看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分組、食品安

全的範疇  
課程說明、分組、食品安全的範疇  

第二週 酸與鹼  標準酸鹼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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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氧化與還原  維生素 C 的測定  

第四週 氧化與還原  油脂的測定  

第五週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第六週 三大營養素  營養素的檢驗  

第七週 三大營養素  營養素的檢驗  

第八週 應用實作  乳酸菌的觀察  

第九週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第十週 六大類食物  早餐熱量  

第十一週 食品添加物  人工飲料製作  

第十二週 應用實作  乳化劑的應用  

第十三週 產品檢驗  產品檢驗  

第十四週 產品檢驗  產品檢驗  

第十五週 乳酸飲料成果發表會  乳酸飲料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應用實作  乳化劑的應用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討論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討論  

第十九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第二十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第二十一週 課程討論與回饋  課程討論與回饋  

第二十二週 課程討論與回饋  課程討論與回饋  

學習評量： 
項目 項目 次數 分數比例 1 乳酸飲料成果發表會 1 40 2 校外週末實驗 1 15 3 期末口頭

報告 1 15 4 校外參訪或演講學習單 2 10 5 學習態度（學習歷程檔案） 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食品安全與生活專題  

英文名稱： Special Topic on Food Safety and Life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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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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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探索, 問題解決, 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 瞭解食品安全的生物基礎。 2. 瞭解食品安全的化學基礎。 3. 瞭解食品安全相關實

驗操作。 4. 瞭解、評析食品安全相關社會議題。 5. 綜合所學結合生活經驗並適當表

達自身看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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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說明、分組、食品安

全的範疇  
課程說明、分組、食品安全的範疇  

第二週 酸與鹼  標準酸鹼溶液  

第三週 氧化與還原  維生素 C 的測定  

第四週 氧化與還原  油脂的測定  

第五週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第六週 三大營養素  營養素的檢驗  

第七週 三大營養素  營養素的檢驗  

第八週 應用實作  乳酸菌的觀察  

第九週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活動】校外活動或演講  

第十週 六大類食物  早餐熱量  

第十一週 食品添加物  人工飲料製作  

第十二週 應用實作  乳化劑的應用  

第十三週 產品檢驗  產品檢驗  

第十四週 產品檢驗  產品檢驗  

第十五週 乳酸飲料成果發表會  乳酸飲料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應用實作  乳化劑的應用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討論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討論  期末報告討論  

第十九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第二十週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第二十一週 課程討論與回饋  課程討論與回饋  

第二十二週 課程討論與回饋  課程討論與回饋  

學習評量： 
項目 項目 次數 分數比例 1 乳酸飲料成果發表會 1 40 2 校外週末實驗 1 15 3 期末口頭

報告 1 15 4 校外參訪或演講學習單 2 10 5 學習態度（學習歷程檔案） 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英」該的  

英文名稱： Enguide Travel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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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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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蒐集資料，並將資料有系統地整理，能使用英語為工具，做出完整的英語旅遊簡

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ourse introduction  
Before traveling：booking (hotel, flight ticket), 

google map  

第二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Teacher instruction + Student worksheet  

第三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collect information  

第四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organize information  

第五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六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七週 Food in Tokyo  Teacher instruction + Student worksheet  

第八週 Food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collect information  

第九週 Food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organize information  

第十週 Food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一週 Food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二週 Midterm Banquet  Sushi making + worksheet  

第十三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Teacher instruction + Student worksheet  

第十四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Student team work: collect information  

第十五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Student team work: organize information  

第十六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七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八週 Itinerary making  student team work + itinerary making  

第十九週 Brochure making:  Publisher + student team work  

第二十週 Final present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第二十一週 Final present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Final presentation + vote for the best package 

tour  

學習評量： 學期中三次個人報告，期末整組報告，期末完成個人學習檔案  

對應學群： 外語、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英」該的  

英文名稱： Enguide Travel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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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蒐集資料，並將資料有系統地整理，能使用英語為工具，做出完整的英語旅遊簡

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ourse introduction  
Before traveling：booking (hotel, flight ticket), 

google map  

第二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Teacher instruction + Student worksheet  

第三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collect information  

第四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organize information  

第五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六週 Tourist spots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七週 Food in Tokyo  Teacher instruction + Student worksheet  

第八週 Food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collect information  

第九週 Food in Tokyo  Student team work: organize information  

第十週 Food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一週 Food in Tokyo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二週 Midterm Banquet  Sushi making + worksheet  

第十三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Teacher instruction + Student worksheet  

第十四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Student team work: collect information  

第十五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Student team work: organize information  

第十六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七週 Cultural difference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practice English 

presentation  

第十八週 Itinerary making  student team work + itinerary making  

第十九週 Brochure making:  Publisher + student team work  

第二十週 Final present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第二十一週 Final present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Final presentation + vote for the best package 

tour  

學習評量： 學期中三次個人報告，期末整組報告，期末完成個人學習檔案  

對應學群： 外語、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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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素描  

英文名稱： sketch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1，準確描繪各類物體的造型比例結構 2，以單色調表現物體光影明暗層次、立體感

與質感 3，掌握畫面構圖配置、空間布局與距離深度 4，運用筆觸技法表現畫面結構

與氣氛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素描與工具介紹  素描介紹與素課程所需用具  

第二週 建築素描  建築物之素描與建築系介紹  

第三週 工設素描  素描在工業上的運用與工業設計系教紹  

第四週 
鉛筆素描—三角錐與立方

體  
角錐與角柱素描練習  

第五週 本校段考  段考停課  

第六週 鉛筆素描—圓柱與球  圓柱與球素描練習  

第七週 鉛筆素描—靜物(水果)  水果素描練習  

第八週 
鉛筆素描—靜物(玻璃、

鐵)  
靜物(玻璃、鐵)素描練習  

第九週 
鉛筆素描—三角錐與立方

體  
三角錐與立方體素描練習  

第十週 炭筆素描—靜物(水果)  靜物(水果)炭筆素描練習  

第十一週 粉彩練習  粉彩練習實作  

第十二週 麥克筆(造型)  麥克筆練習(造型)實作  

第十三週 麥克筆(背景)  麥克筆練習(背景)實作  

第十四週 麥克筆(綜合)  麥克筆練習(綜合)實作  

第十五週 鉛、炭筆素描—模擬測驗  
模擬測驗--模擬大學術科考試(發放考卷測

驗)  

第十六週 鉛、炭筆素描—模擬測驗  
模擬測驗--模擬 20 年前大學術科考試(擺放

靜物，抽籤決定位置)  

第十七週 學期總結  
素描在美術之中的重要性，並檢視自己這

學期的進步  

第十八週 本校期末考停課  本校期末考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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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素描  

英文名稱： sketch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1，準確描繪各類物體的造型比例結構 2，以單色調表現物體光影明暗層次、立體感

與質感 3，掌握畫面構圖配置、空間布局與距離深度 4，運用筆觸技法表現畫面結構

與氣氛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素描與工具介紹  素描介紹與素課程所需用具  

第二週 建築素描  建築物之素描與建築系介紹  

第三週 工設素描  素描在工業上的運用與工業設計系教紹  

第四週 
鉛筆素描—三角錐與立方

體  
角錐與角柱素描練習  

第五週 本校段考  段考停課  

第六週 鉛筆素描—圓柱與球  圓柱與球素描練習  

第七週 鉛筆素描—靜物(水果)  水果素描練習  

第八週 
鉛筆素描—靜物(玻璃、

鐵)  
靜物(玻璃、鐵)素描練習  

第九週 
鉛筆素描—三角錐與立方

體  
三角錐與立方體素描練習  

第十週 炭筆素描—靜物(水果)  靜物(水果)炭筆素描練習  

第十一週 粉彩練習  粉彩練習實作  

第十二週 麥克筆(造型)  麥克筆練習(造型)實作  

第十三週 麥克筆(背景)  麥克筆練習(背景)實作  

第十四週 麥克筆(綜合)  麥克筆練習(綜合)實作  

第十五週 鉛、炭筆素描—模擬測驗  
模擬測驗--模擬大學術科考試(發放考卷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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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鉛、炭筆素描—模擬測驗  
模擬測驗--模擬 20 年前大學術科考試(擺放

靜物，抽籤決定位置)  

第十七週 學期總結  
素描在美術之中的重要性，並檢視自己這

學期的進步  

第十八週 本校期末考停課  本校期末考停課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研究  

英文名稱： Reasearch Method and Seminar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由多樣化的思考方法將

生活當中有意義的問題轉為問題解決的材料 3.提出研究計畫書並付諸實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時間管理  簡介課程並分析規劃研究甘特圖  

第二週 專題的意義與研究歷程  1.何謂專題 2.研究的過程如何實行  

第三週 現象觀察與分析  1.現象討論 2.分析摘要  

第四週 文獻分析  
1.分析期刊論文中的觀點 2.練習摘要並分

析文章觀點  

第五週 文獻探討的意義與力量  
1.文本閱讀 2.文獻分析及文獻回顧 3.查找

文獻的方法例如圖書館、電子期刊  

第六週 資料蒐集方法  
1.資料的類型 2.透過 python 進行資料爬梳

3.處理資料  

第七週 文獻回顧作業一篇  質性研究法  

第八週 
1.質性的研究方法與運用

2.質性分析  

1.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分

析 2.透過訪談結構化資料  

第九週 田野觀察與訪談技巧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及為何需要田野調查

2.田調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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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量化研究法 1--社會學科為

例  
1.量化研究法概論 2.數據建模與量化研究  

第十一週 
量化研究法 2--圖表處理與

分析及問卷設計技巧  

1.問卷設計的注意事項 2.透過文書處理軟

體或統計軟體處理數據  

第十二週 量化質性研究法綜合應用  

看訪談影片進行綜合提問，練習質化量化

的提問及分析。看看學者專家如何進行訪

談及討論並設計出好的問題  

第十三週 研究計畫生成與撰寫  由團隊共創法討論研究計畫  

第十四週 研究主題選擇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五週 

1.小論文的撰寫格式 2.文

獻引用的格式 3.論文的結

構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六週 文獻查找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七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寫作的力量 2.文章摘要分析  

第十八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模擬大學二階的小論文面試思考 2.分析

文章的因果進行系統思考  

第十九週 表達力與精要的發表結構  1.表達力的練習 2.PREP 的精純思考  

第二十週 學術文章分析  
1.高中小論文優秀作品評析 2.學者的論文

特色  

第二十一週 
期末發表(校內成發及跨校

聯合發表展)  
小組互評、教師及外校來賓回饋  

第二十二週 研究計畫   

學習評量： 研究計畫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跨領域因此可對應眾多學群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研究  

英文名稱： Reasearch Method and Seminar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由多樣化的思考方法將

生活當中有意義的問題轉為問題解決的材料 3.提出研究計畫書並付諸實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時間管理  簡介課程並分析規劃研究甘特圖  

第二週 專題的意義與研究歷程  1.何謂專題 2.研究的過程如何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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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現象觀察與分析  1.現象討論 2.分析摘要  

第四週 文獻文章分析  
1.分析期刊論文中的觀點 3.練習摘要並分

析文章觀點  

第五週 文獻探討的意義與力量  
1.文本閱讀 2.文獻分析及文獻回顧 3.查找

文獻的方法例如圖書館、電子期刊  

第六週 資料蒐集方法  
1.資料的類型 2.透過 python 進行資料爬梳

3.處理資料  

第七週 文獻回顧作業一篇  質性研究法  

第八週 
1.質性的研究方法與運用

3.質性分析  

1.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分

析 2.透過訪談結構化資料  

第九週 田野觀察與訪談技巧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及為何需要田野調查

2.田調的技巧  

第十週 
量化研究法 1--社會學科為

例  
1.量化研究法概論 2.數據建模與量化研究  

第十一週 
量化研究法 2--圖表處理與

分析及問卷設計技巧  

1.問卷設計的注意事項 2.透過文書處理軟

體或統計軟體處理數據  

第十二週 量化質性研究法綜合應用  

看訪談影片進行綜合提問，練習質化量化

的提問及分析。看看學者專家如何進行訪

談及討論並設計出好的問題  

第十三週 研究計畫生成與撰寫  由團隊共創法討論研究計畫  

第十四週 研究主題選擇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五週 

1.小論文的撰寫格式 2.文

獻引用的格式 3.論文的結

構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六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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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計畫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跨領域因此可對應眾多學群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試探  

英文名稱： Science Reasearch Method and Seminar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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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由多樣化的思考方法將

生活當中有意義的問題轉為問題解決的材料 3.提出研究計畫書並付諸實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時間管理  簡介課程並分析規劃研究甘特圖  

第二週 專題的意義與研究歷程  1.何謂專題 2.研究的過程如何實行  

第三週 現象觀察與分析  1.現象討論 2.分析摘要  

第四週 科普文章分析  
1.分析科普文章中的觀點 2.練習摘要並分

析文章觀點  

第五週 文獻探討的意義與力量  
1.文本閱讀 2.文獻分析及文獻回顧 3.查找

文獻的方法例如圖書館、電子期刊  

第六週 資料蒐集方法  
1.資料的類型 2.透過 python 進行資料爬梳

3.處理資料  

第七週 文獻回顧作業一篇  質性研究法  

第八週 
1.質性的研究方法與運用

2.質性分析  

1.以科學的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分析 2.結構

化資料  

第九週 田野觀察與紀錄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2.田調的技巧  

第十週 
量化研究法 1--數理自然學

科為例  

1.量化研究法概論 2.實驗數據建模與量化

研究  

第十一週 
量化研究法 2--圖表處理與

分析  
1.透過文書處理軟體或統計軟體處理數據  

第十二週 量化質性研究法綜合應用  

看訪談影片進行綜合提問，練習質化量化

的提問及分析。看看學者專家如何進行訪

談及討論並設計出好的問題  

第十三週 研究計畫生成與撰寫  由團隊共創法討論研究計畫  

第十四週 研究主題選擇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五週 

1.小論文的撰寫格式 2.文

獻引用的格式 3.論文的結

構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六週 文獻查找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七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寫作的力量 2.文章摘要分析  

第十八週 寫作的思維方式  
1.模擬大學二階的小論文面試思考 2.分析

文章的因果進行系統思考  

第十九週 表達力與精要的發表結構  1.表達力的練習 2.PREP 的精純思考  

第二十週 學術文章分析  
1.高中小論文優秀作品評析 2.學者的論文

特色  

第二十一週 
期末發表(校內成發及跨校

聯合發表展)  
小組互評、教師及外校來賓回饋  

第二十二週 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  

學習評量： 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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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跨領域因此可對應眾多學群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題試探  

英文名稱： Science Reasearch Method and Seminar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透過討論學習，學習如何提問並提出有系統性觀點的論述 2.由多樣化的思考方法將

生活當中有意義的問題轉為問題解決的材料 3.提出研究計畫書並付諸實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時間管理  簡介課程並分析規劃研究甘特圖  

第二週 專題的意義與研究歷程  1.何謂專題 2.研究的過程如何實行  

第三週 現象觀察與分析  1.現象討論 2.分析摘要  

第四週 科普文章分析  
1.分析科普文章中的觀點 2.練習摘要並分

析文章觀點  

第五週 文獻探討的意義與力量  
1.文本閱讀 2.文獻分析及文獻回顧 3.查找

文獻的方法例如圖書館、電子期刊  

第六週 資料蒐集方法  
1.資料的類型 2.透過 python 進行資料爬梳

3.處理資料  

第七週 文獻回顧作業一篇  質性研究法  

第八週 
1.質性的研究方法與運用

3.質性分析  

1.以科學的觀點進行質性研究分析 2.結構

化資料  

第九週 田野觀察與紀錄  1.田野調查的重要性 2.田調的技巧  

第十週 
量化研究法 1--數理自然學

科為例  

1.量化研究法概論 2.實驗數據建模與量化

研究  

第十一週 
量化研究法 2--圖表處理與

分析  
1.透過文書處理軟體或統計軟體處理數據  

第十二週 量化質性研究法綜合應用  

看訪談影片進行綜合提問，練習質化量化

的提問及分析。看看學者專家如何進行訪

談及討論並設計出好的問題  

第十三週 研究計畫生成與撰寫  由團隊共創法討論研究計畫  

第十四週 研究主題選擇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五週 

1.小論文的撰寫格式 2.文

獻引用的格式 3.論文的結

構  

研究計畫撰寫  

第十六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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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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計畫  

學習評量： 研究計畫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跨領域因此可對應眾多學群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設計思考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引入思考過程、工具運用、如何關注使用者、如何兼顧人文概念、如何誘發自我破

壞式創新，讓學生體驗到整個創意發想過程 2.引入圖像思考與設計思考方法，釋放

出創意活力，跳出傳統窠臼。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破冰  
介紹課程單元及評量方式，進行破冰活動

並分組  

第二週 關於設計思考  
文本閱讀及短片觀賞並透過焦點討論闡發

何謂「設計思考」  

第三週 介紹創意思考  短片觀賞並透過焦點討論「打破框架」  

第四週 創意基礎 1  
1.創意與模仿一線之隔 2.重視智慧財產權

才有優秀的創意 3.沒有免費的創意  

第五週 創意基礎 2  

實例探討：「Want」會產生創意：1.想出

好點子的制式條件 2.百分之一的偶然，九

十九分的努力  

第六週 創意基礎 3  創意練習活動：1.命名 2.玩笑+創意  

第七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八週 創意產生法 1  1.集體思考確定主題 2.靈感筆記實作  

第九週 創意產生法 2  
實例探討：1.跨界交流與學習遺忘 2.錯誤

具有創造性  

第十週 觀察與分析  
延長線與慣性法則實作：1.思考「往後的

未來」2.利用物理慣性讓思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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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創意發想 –圖像思考工具  實作：關係圖、圖片庫、塗鴉  

第十二週 創建創意團隊 –創意管理  

實作：1.集體思考＞獨立思考 2.在自由尊

重的氛圍下發想 3.聆聽讚美可以激發想像

力  

第十三週 創意規劃 –收斂我的想法  
實作：1.ORID 焦點討論 2.主客易位能創造

全新世界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創意設計  
實作：1.雞尾酒法則 2.比喻法則 3.組合法

則 4.類推法則  

第十六週 如何更有創意的發表  
實例探討：1.以既有的創意為背景 2.用部

分更換帶來新意  

第十七週 創意檢驗  專利工程師講座與回饋  

第十八週 修正與微調設計  報告修正內容及微調  

第十九週 預演發表/互動時間  報告預演並回饋  

第二十週 成果發表/互動時間 1  期末報告並回饋  

第二十一週 成果發表/互動時間 2  期末報告並回饋  

第二十二週 總整理與回顧  小組及個人發表課程回饋  

學習評量： 採小組競賽、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方式進行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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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思考  

英文名稱： Design think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1.引入思考過程、工具運用、如何關注使用者、如何兼顧人文概念、如何誘發自我破

壞式創新，讓學生體驗到整個創意發想過程 2.引入圖像思考與設計思考方法，釋放

出創意活力，跳出傳統窠臼。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破冰  
介紹課程單元及評量方式，進行破冰活動

並分組  

第二週 關於設計思考  
文本閱讀及短片觀賞並透過焦點討論闡發

何謂「設計思考」  

第三週 介紹創意思考  短片觀賞並透過焦點討論「打破框架」  



111 

 

第四週 創意基礎 1  
1.創意與模仿一線之隔 2.重視智慧財產權

才有優秀的創意 3.沒有免費的創意  

第五週 創意基礎 2  

實例探討：「Want」會產生創意：1.想出

好點子的制式條件 2.百分之一的偶然，九

十九分的努力  

第六週 創意基礎 3  創意練習活動：1.命名 2.玩笑+創意  

第七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八週 創意產生法 1  1.集體思考確定主題 2.靈感筆記實作  

第九週 創意產生法 2  
實例探討：1.跨界交流與學習遺忘 2.錯誤

具有創造性  

第十週 觀察與分析  
延長線與慣性法則實作：1.思考「往後的

未來」2.利用物理慣性讓思考持續  

第十一週 創意發想 –圖像思考工具  實作：關係圖、圖片庫、塗鴉  

第十二週 創建創意團隊 –創意管理  

實作：1.集體思考＞獨立思考 2.在自由尊

重的氛圍下發想 3.聆聽讚美可以激發想像

力  

第十三週 創意規劃 –收斂我的想法  
實作：1.ORID 焦點討論 2.主客易位能創造

全新世界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評量  

第十五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六週 期末成果發表  期末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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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小組競賽、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方式進行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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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實結合──探索韓劇中的朝鮮  

英文名稱： The Reality of Fiction-Exploring the Korean Dream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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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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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四大能力：（一）基本能力─製作專題作業、口語文字表達、應用科技資

訊、組織歸納分析、蒐集學習資料、掌握學習資源；（二）基本態度─閱讀學習、

自主學習、多元學習、合作學習、回饋服務；（三）宏觀視野─時代背景、環境形

態、群我關係；（四）人文素養─能入門文學、音樂、藝術、語言領域，最後進而

欣賞並成為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說明課本編輯方式、使用方法、多元能力

運用的準備。  

第二週 導讀之一：地理環境  
島嶼眾多、四季分明、山明水秀、三面環

海、崇山峻嶺、國家公園  

第三週 導讀之二：歷史背景  

檀君開國、古朝鮮、三國新羅、三國高句

麗、三國百濟、新羅王朝、高麗王朝、朝

鮮王朝、日帝三十六年、大韓民國  

第四週 經濟、產業與交通  

經濟政策、農業、手工業、冶礦業、漁

業、商業、現代產業、水路交通、陸路交

通  

第五週 醫藥、疾病與飲食  醫藥治療、身體調理、飲食料理  

第六週 宗教、神話與數術  
開國神話、宗教信仰、祭祀儀式、施蠱巫

術、占卜預言、宗教迫害  

第七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一：讀書

會與讀報學習  

資料 25%（記錄 5%、分類 10%、剪報數量

10%），討論 25%（切合主題 15%、條理

分明 5%、用辭優雅 5%），回應 20%（主

動發言 10%、呼應發言 5%、支援發言

5%），音量 5%，時間 5%（發言時間、準

時上課），回饋 10%（對帶領人、對組

員、對小組），心得 10%（個人自我檢

討）  

第八週 政治、外交與戰爭  
政治議題、外交謀略、軍事戰備、三國爭

戰、內憂外患  

第九週 律令、官制與法醫  
律令法規、審訊刑罰、官階制度、科學辦

案  

第十週 教育、學校與科舉  
宮廷教育、成均館社會、教育樣貌、學生

運動、科舉制度  

第十一週 社會、階級與政爭  社會階級、差別待遇、政治鬥爭  

第十二週 文字、書畫與書籍  
語言文字、文字密碼、書籍儀器、書法繪

畫  

第十三週 建築、宮苑與公園  
皇宮官署、宮庭園林、漢城古今、民宅街

肆、現代公園、植物景觀  

第十四週 禮俗、婚喪與服飾  婚俗、喪俗、官服、便服  

第十五週 休閒、樂舞與運動  休閒、音樂、舞蹈、運動  

第十六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二：規劃

「壯遊南韓」  

計劃(40%)、發表(20%)、提問(10%)、回應

(10%)、時間(10%)、分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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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三：辯士

說韓劇  

選材(50%)、口語解說(30%)、時間(10%)、

分工(10%)  

第十八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四：仵作

剖析韓劇的虛實  

發表(60%)、質詢(20%)、回答(10%)、分工

(10%)  

第十九週 
觀賞韓劇《鄭道傳》、

《乘毖錄》  

鄭道傳為朝鮮王朝開創制度者，《乘毖

錄》則探討朝鮮與日本的關係  

第二十週 
韓國電影欣賞《我只是個

計程車司機》  
觀賞韓國電影  

第二十一週 
讀書會《我只是個計程車

司機》  
召開電影讀書會  

第二十二週 綜合評量  

多元方式測驗：（一）邏輯推理題(15%)、

（二）實作題(10%)、（三）辨圖寫作題

(9%)、（四）問答題(6%)、（五）填表題

(32%)  

學習評量： 觀劇、說劇、口頭問答、繪畫、體驗、實作、讀書會、剪報分析、表格製作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建築設計、藝術、文史哲、法政、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虛實結合──探索韓劇中的朝鮮  

英文名稱： The Reality of Fiction-Exploring the Korean Dream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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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培養學生四大能力：（一）基本能力─製作專題作業、口語文字表達、應用科技資

訊、組織歸納分析、蒐集學習資料、掌握學習資源；（二）基本態度─閱讀學習、

自主學習、多元學習、合作學習、回饋服務；（三）宏觀視野─時代背景、環境形

態、群我關係；（四）人文素養─能入門文學、音樂、藝術、語言領域，最後進而

欣賞並成為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說明課本編輯方式、使用方法、多元能力

運用的準備。  

第二週 導讀之一：地理環境  
島嶼眾多、四季分明、山明水秀、三面環

海、崇山峻嶺、國家公園  

第三週 導讀之二：歷史背景  

檀君開國、古朝鮮、三國新羅、三國高句

麗、三國百濟、新羅王朝、高麗王朝、朝

鮮王朝、日帝三十六年、大韓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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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經濟、產業與交通  

經濟政策、農業、手工業、冶礦業、漁

業、商業、現代產業、水路交通、陸路交

通  

第五週 醫藥、疾病與飲食  醫藥治療、身體調理、飲食料理  

第六週 宗教、神話與數術  
開國神話、宗教信仰、祭祀儀式、施蠱巫

術、占卜預言、宗教迫害  

第七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一：讀書

會與讀報學習  

資料 25%（記錄 5%、分類 10%、剪報數量

10%），討論 25%（切合主題 15%、條理

分明 5%、用辭優雅 5%），回應 20%（主

動發言 10%、呼應發言 5%、支援發言

5%），音量 5%，時間 5%（發言時間、準

時上課），回饋 10%（對帶領人、對組

員、對小組），心得 10%（個人自我檢

討）  

第八週 政治、外交與戰爭  
政治議題、外交謀略、軍事戰備、三國爭

戰、內憂外患  

第九週 律令、官制與法醫  
律令法規、審訊刑罰、官階制度、科學辦

案  

第十週 教育、學校與科舉  
宮廷教育、成均館社會、教育樣貌、學生

運動、科舉制度  

第十一週 社會、階級與政爭  社會階級、差別待遇、政治鬥爭  

第十二週 文字、書畫與書籍  
語言文字、文字密碼、書籍儀器、書法繪

畫  

第十三週 建築、宮苑與公園  
皇宮官署、宮庭園林、漢城古今、民宅街

肆、現代公園、植物景觀  

第十四週 禮俗、婚喪與服飾  婚俗、喪俗、官服、便服  

第十五週 休閒、樂舞與運動  休閒、音樂、舞蹈、運動  

第十六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二：規劃

「壯遊南韓」  

計劃(40%)、發表(20%)、提問(10%)、回應

(10%)、時間(10%)、分工(10%)  

第十七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三：辯士

說韓劇  

選材(50%)、口語解說(30%)、時間(10%)、

分工(10%)  

第十八週 
多元能力運用之四：仵作

剖析韓劇的虛實  

發表(60%)、質詢(20%)、回答(10%)、分工

(10%)  

第十九週 
觀賞韓劇《鄭道傳》、

《乘毖錄》  

鄭道傳為朝鮮王朝開創制度者，《乘毖

錄》則探討朝鮮與日本的關係  

第二十週 
韓國電影欣賞《我只是個

計程車司機》  
觀賞韓國電影  

第二十一週 
讀書會《我只是個計程車

司機》  
召開電影讀書會  

第二十二週 綜合評量  

多元方式測驗：（一）邏輯推理題(15%)、

（二）實作題(10%)、（三）辨圖寫作題

(9%)、（四）問答題(6%)、（五）填表題

(32%)  

學習評量： 觀劇、說劇、口頭問答、繪畫、體驗、實作、讀書會、剪報分析、表格製作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建築設計、藝術、文史哲、法政、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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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越南語  

英文名稱： Vietnamese Train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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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了解異國語言與文化 2.促進同學對外語溝通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A 到 M)  

第二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N 到 Y)  

第三週 越南語字母  
聲調(平聲、玄聲、銳聲、跌聲、問聲、重

聲)  

第四週 常用詞類  1.代詞，領位代詞，疑問代名詞  

第五週 常用詞類  

1.時間副詞，程度副詞，範園副詞，方位

詞 2.連接詞(等立補充關係與主從偏正關

係)  

第六週 數目字  數字和序數  

第七週 時間  星期、四季、分鐘，年月日  

第八週 常用疑問句+肯定句  1.常用短句 2.常用回答短句  

第九週 家庭  家庭中親人名稱  

第十週 復習與期中考  期中考：評分標準(筆試)  

第十一週 問題語  1.打招呼 2.感謝與安慰  

第十二週 職業  常見職業  

第十三週 日常用品  1.家具用品 2.浴室用品 3. 廚房用具  

第十四週 飲食  水果、蔬菜、飲料、食品  

第十五週 交通工具  各種交通工具稱呼  

第十六週 購物  1.在市場或超市買東西 2.購買衣服  

第十七週 生活習慣  1.睡眠 2.外出 3.用餐  

第十八週 理財  1.存款、提款 2.兌換  

第十九週 祝賀詞  1.結婚 2.生日 3.新年 4.開張 5.遠行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口試)  1.對話 2.自我介紹  

第二十一週 補充教材  娛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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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補充教材  用餐方式  

學習評量： 對話、口試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教育  

備註： 1.講義 2.印刷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越南語  

英文名稱： Vietnamese Training Cours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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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了解異國語言與文化 2.促進同學對外語溝通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A 到 M)  

第二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N 到 Y)  

第三週 越南語字母  
聲調(平聲、玄聲、銳聲、跌聲、問聲、重

聲)  

第四週 常用詞類  1.代詞，領位代詞，疑問代名詞  

第五週 常用詞類  

1.時間副詞，程度副詞，範園副詞，方位

詞 2.連接詞(等立補充關係與主從偏正關

係)  

第六週 數目字  數字和序數  

第七週 時間  星期、四季、分鐘，年月日  

第八週 常用疑問句+肯定句  1.常用短句 2.常用回答短句  

第九週 家庭  家庭中親人名稱  

第十週 復習與期中考  期中考：評分標準(筆試)  

第十一週 問題語  1.打招呼 2.感謝與安慰  

第十二週 職業  常見職業  

第十三週 日常用品  1.家具用品 2.浴室用品 3. 廚房用具  

第十四週 飲食  水果、蔬菜、飲料、食品  

第十五週 交通工具  各種交通工具稱呼  

第十六週 購物  1.在市場或超市買東西 2.購買衣服  

第十七週 生活習慣  1.睡眠 2.外出 3.用餐  

第十八週 理財  1.存款、提款 2.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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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祝賀詞  1.結婚 2.生日 3.新年 4.開張 5.遠行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口試)  1.對話 2.自我介紹  

第二十一週 補充教材  娛樂方式  

第二十二週 補充教材  用餐方式  

學習評量： 對話、口試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教育  

備註： 1.講義 2.印刷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越南語  

英文名稱： Vietnamese Train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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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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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了解異國語言與文化 2.促進同學對外語溝通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A 到 M)  

第二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N 到 Y)  

第三週 越南語字母  
聲調(平聲、玄聲、銳聲、跌聲、問聲、重

聲)  

第四週 常用詞類  1.代詞，領位代詞，疑問代名詞  

第五週 常用詞類  

1.時間副詞，程度副詞，範園副詞，方位

詞 2.連接詞(等立補充關係與主從偏正關

係)  

第六週 數目字  數字和序數  

第七週 時間  星期、四季、分鐘，年月日  

第八週 常用疑問句+肯定句  1.常用短句 2.常用回答短句  

第九週 家庭  家庭中親人名稱  

第十週 復習與期中考  期中考：評分標準(筆試)  

第十一週 問題語  1.打招呼 2.感謝與安慰  

第十二週 職業  常見職業  

第十三週 日常用品  1.家具用品 2.浴室用品 3. 廚房用具  

第十四週 飲食  水果、蔬菜、飲料、食品  

第十五週 交通工具  各種交通工具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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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購物  1.在市場或超市買東西 2.購買衣服  

第十七週 生活習慣  1.睡眠 2.外出 3.用餐  

第十八週 理財  1.存款、提款 2.兌換  

第十九週 祝賀詞  1.結婚 2.生日 3.新年 4.開張 5.遠行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口試)  1.對話 2.自我介紹  

第二十一週 補充教材  娛樂方式  

第二十二週 補充教材  用餐方式  

學習評量： 對話、口試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教育  

備註： 1.講義 2.印刷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越南語  

英文名稱： Vietnamese Train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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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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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了解異國語言與文化 2.促進同學對外語溝通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A 到 M)  

第二週 越南語字母  母音拼音(從 N 到 Y)  

第三週 越南語字母  
聲調(平聲、玄聲、銳聲、跌聲、問聲、重

聲)  

第四週 常用詞類  1.代詞，領位代詞，疑問代名詞  

第五週 常用詞類  

1.時間副詞，程度副詞，範園副詞，方位

詞 2.連接詞(等立補充關係與主從偏正關

係)  

第六週 數目字  數字和序數  

第七週 時間  星期、四季、分鐘，年月日  

第八週 常用疑問句+肯定句  1.常用短句 2.常用回答短句  

第九週 家庭  家庭中親人名稱  

第十週 復習與期中考  期中考：評分標準(筆試)  

第十一週 問題語  1.打招呼 2.感謝與安慰  

第十二週 職業  常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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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日常用品  1.家具用品 2.浴室用品 3. 廚房用具  

第十四週 飲食  水果、蔬菜、飲料、食品  

第十五週 交通工具  各種交通工具稱呼  

第十六週 購物  1.在市場或超市買東西 2.購買衣服  

第十七週 生活習慣  1.睡眠 2.外出 3.用餐  

第十八週 理財  1.存款、提款 2.兌換  

第十九週 祝賀詞  1.結婚 2.生日 3.新年 4.開張 5.遠行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口試)  1.對話 2.自我介紹  

第二十一週 補充教材  娛樂方式  

第二十二週 補充教材  用餐方式  

學習評量： 對話、口試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教育  

備註： 1.講義 2.印刷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經濟與生活 - 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英文名稱： Ecnomic & Life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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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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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及早認識理財並規畫正確生涯方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開學準備 & 介紹理財的意

義  

選舉幹部 播放短片_管道 , 說明被動式理財

收入的重要  

第二週 如何理財  介紹各種理財工具  

第三週 個人理財(一)  
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如何記帳 分辨想要和

需要  

第四週 個人理財(二)  
謹慎使用信用卡 逛大賣場守則 如何存得人

生第一桶金  

第五週 家庭理財(一)  如何分階段做規劃與實踐  

第六週 家庭理財(二)  介紹幾個成功的案例  

第七週 生涯理財(一)  如何賺得人生四桶金  

第八週 生涯理財(二)  如何規劃老年生活  

第九週 理財專題講座  
介紹選擇權 SDR 比特幣 馬太效應 龐氏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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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東方理財達人(一)  介紹商聖范蠡 桑弘羊 和珅  

第十一週 東方理財達人(二)  介紹王永慶 馬雲 郭台銘  

第十二週 西方理財達人(一)  介紹股神巴菲特 & 比爾蓋茲  

第十三週 西方理財達人(二)  介紹芒格 洛克斐勒 富蘭克林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課程回顧 & 期中紙筆測驗  

第十五週 基金投資專題  介紹何謂基金 基金種類 如何選擇優良基金  

第十六週 股票投資專題  
介紹 K 線 K 棒 & 如何選股 . 何時買進何時

賣出  

第十七週 股票實務專題  
由丁坤龍老師分享多年股票投資經驗與心

得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一)  第 1~4 組學生做分組學習成果分享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二)  
第 5~6 組學生做分組學習成果分享 & 老師

講評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  課程回顧 & 期末紙筆測驗  

第二十一週 桌遊(一)  金融戰略王桌遊分組初賽  

第二十二週 桌遊(二)  金融戰略王桌遊各組優勝複賽與頒獎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20%) 紙筆測驗(30%) 分組報告 (40%) 桌遊(10%)  

對應學群： 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經濟與生活 - 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英文名稱： Ecnomic & Life  

授課年段：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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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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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學習目標： 及早認識理財並規畫正確生涯方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開學準備 & 介紹理財的意

義  

選舉幹部 播放短片_管道 , 說明被動式理財

收入的重要  

第二週 如何理財  介紹各種理財工具  

第三週 個人理財(一)  
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如何記帳 分辨想要和

需要  

第四週 個人理財(二)  
謹慎使用信用卡 逛大賣場守則 如何存得人

生第一桶金  

第五週 家庭理財(一)  如何分階段做規劃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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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家庭理財(二)  介紹幾個成功的案例  

第七週 生涯理財(一)  如何賺得人生四桶金  

第八週 生涯理財(二)  如何規劃老年生活  

第九週 理財專題講座  
介紹選擇權 SDR 比特幣 馬太效應 龐氏騙

局  

第十週 東方理財達人(一)  介紹商聖范蠡 桑弘羊 和珅  

第十一週 東方理財達人(二)  介紹王永慶 馬雲 郭台銘  

第十二週 西方理財達人(一)  介紹股神巴菲特 & 比爾蓋茲  

第十三週 西方理財達人(二)  介紹芒格 洛克斐勒 富蘭克林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課程回顧 & 期中紙筆測驗  

第十五週 基金投資專題  介紹何謂基金 基金種類 如何選擇優良基金  

第十六週 股票投資專題  
介紹 K 線 K 棒 & 如何選股 . 何時買進何時

賣出  

第十七週 股票實務專題  
由丁坤龍老師分享多年股票投資經驗與心

得  

第十八週 分組報告(一)  第 1~4 組學生做分組學習成果分享  

第十九週 分組報告(二)  
第 5~6 組學生做分組學習成果分享 & 老師

講評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  課程回顧 & 期末紙筆測驗  

第二十一週 桌遊(一)  金融戰略王桌遊分組初賽  

第二十二週 桌遊(二)  金融戰略王桌遊各組優勝複賽與頒獎  

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20%) 紙筆測驗(30%) 分組報告 (40%) 桌遊(10%)  

對應學群： 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元件及電路-模擬及實作  

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Circuits to be Recognized b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Si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以模擬及實作搭配建立學理概念。 利用模擬解決問題。 建立微控制器使用觀念 建

立 3D 列印機使用及 3D 繪圖概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幹部及分組  上課紀錄上傳 及 PPT 模板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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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Ltspice 練習  
直流暫態、交直流分析 Ltspice 介紹((國中

串並聯、歐姆定律、電功率)  

第三週 主要工具介紹：  

示波器、函數產生器、電源供應器、三用

電表、麵包板、色碼電阻介紹及練習串並

聯  

第四週 電子元件介紹 - 1  
二極體(半波、全波整流實作)、電容、電

感性質(C 及 L 濾波實作)  

第五週 電子元件介紹 - 2  
BJT 雙極性接面電晶體介紹 共射極放大、

開關實作  

第六週 Ltspice 練習  

高中電路：柯希荷夫電流定律(結點定

律)、柯希荷夫電壓定律(迴路定律) 半導

體：二極體、BJT  

第七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1  

第八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九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十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電子搶答機(數位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十一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電子搶答機(數位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十二週 Ltspice 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電子搶答機 高中

電路：Y-△互換、惠斯同電橋 模擬及實作  

第十三週 基本 arduino 操作  LED 閃爍  

第十四週 8*8 LED 矩陣  8*8 LED 矩陣 硬體  

第十五週 8*8 LED 矩陣  8*8 LED 矩陣 軟體  

第十六週 8*8 LED 矩陣  8*8 LED 矩陣 on board  

第十七週 
Blender 3D 繪圖軟體 + 3D 

列印機  
藝術圖型 列印  

第十八週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

印機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印機  

第十九週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

印機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印機  

第二十週 
期末同學整理選修課資

料、上傳檔案給老師評分  

期末同學整理選修課資料、上傳檔案給老

師評分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上課成品繳交及評分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  

備註： 

會利用模擬搭建橋樑盡量讓你理解學理，你一定可以學很多有別於高中課程的東

西。 希望同學珍惜實作的機會， 你可以向你讀高職的同學詢問，學了哪些東西做了

那些成品，互相分享心得。 你會發覺這個課程很值得修。 希望對實作有興趣的同學

選修。  



123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元件及電路-模擬及實作  

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Circuits to be Recognized b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Si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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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學習目標： 
以模擬及實作搭配建立學理概念。 利用模擬解決問題。 建立微控制器使用觀念 建

立 3D 列印機使用及 3D 繪圖概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幹部及分組  上課紀錄上傳 及 PPT 模板練習  

第二週 Ltspice 練習  
直流暫態、交直流分析 Ltspice 介紹((國中

串並聯、歐姆定律、電功率)  

第三週 主要工具介紹：  

示波器、函數產生器、電源供應器、三用

電表、麵包板、色碼電阻介紹及練習串並

聯  

第四週 電子元件介紹 - 1  
二極體(半波、全波整流實作)、電容、電

感性質(C 及 L 濾波實作)  

第五週 電子元件介紹 - 2  
BJT 雙極性接面電晶體介紹 共射極放大、

開關實作  

第六週 Ltspice 練習  

高中電路：柯希荷夫電流定律(結點定

律)、柯希荷夫電壓定律(迴路定律) 半導

體：二極體、BJT  

第七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1  

第八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九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十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電子搶答機(數位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十一週 焊接工具及練習  
電子搶答機(數位電路) 麵包板測試、洞洞

板焊接  

第十二週 Ltspice 練習  
三用警報器(類比電路)、電子搶答機 高中

電路：Y-△互換、惠斯同電橋 模擬及實作  

第十三週 基本 arduino 操作  LED 閃爍  

第十四週 8*8 LED 矩陣  8*8 LED 矩陣 硬體  

第十五週 8*8 LED 矩陣  8*8 LED 矩陣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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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8*8 LED 矩陣  8*8 LED 矩陣 on board  

第十七週 
Blender 3D 繪圖軟體 + 3D 

列印機  
藝術圖型 列印  

第十八週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

印機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印機  

第十九週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

印機  
8*8 LED 外殼設計 + 3D 列印機  

第二十週 
期末同學整理選修課資

料、上傳檔案給老師評分  

期末同學整理選修課資料、上傳檔案給老

師評分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上課成品繳交及評分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  

備註： 

會利用模擬搭建橋樑盡量讓你理解學理，你一定可以學很多有別於高中課程的東

西。 希望同學珍惜實作的機會， 你可以向你讀高職的同學詢問，學了哪些東西做了

那些成品，互相分享心得。 你會發覺這個課程很值得修。 希望對實作有興趣的同學

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綠色生活 喜陽陽  

英文名稱： Green Life - Sola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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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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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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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能量與生活息息相關，而太陽提供地球所有的能量。 本課程我們將從太陽出發，介

紹太陽所產生的能量與我們之間的關係，橫向連結所有高中自然學科並縱向延伸至

大學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分組/科學閱讀  課程說明與科學導讀  

第二週 太陽科學初探  認識太陽  

第三週 綠色能源  專題講座  

第四週 光合作用理論與實作  
瞭解光合色素之層析分離的方法，並檢定

出不同種類的光合色素。  

第五週 光合作用理論與實作  
瞭解植物光合作用中，光反應的還原作

用。  

第六週 簡報製作與表達  教授簡報表達力技巧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期中考  

第八週 有機染敏電池初探實作  認識有機太陽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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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水果電池初探實作  人體電池與染敏電池實作  

第十週 
光電化學電池理論與實作

Ⅰ  
電化學電池的原理  

第十一週 
光電化學電池理論與實作

Ⅱ  
光電化學電池的原理與應用  

第十二週 太陽能電池理論與實作Ⅰ  太陽能路燈實作  

第十三週 太陽能電池理論與實作Ⅱ  太陽能電池簡介  

第十四週 太陽能電池理論與實作Ⅲ  半導體、LED 簡介  

第十五週 小組活動設計與探索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  

第十六週 紫外線與皮膚癌探究  講座  

第十七週 小組活動設計與探索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  

第十八週 小組活動設計與探索  實驗設計數據處理、分析  

第十九週 成果發表  分組成果報告  

第二十週 成果發表  分組成果報告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探討活動紀錄報告(組別) 2. 校外參訪與實作多元學習紀錄(個人) 3. 學生組內、組間

互評(個人) 4. 小組成果發表 PPT 及書面報告(組別)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綠色生活 喜陽陽  

英文名稱： Green Life - Sola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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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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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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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能量與生活息息相關，而太陽提供地球所有的能量。 本課程我們將從太陽出發，介

紹太陽所產生的能量與我們之間的關係，橫向連結所有高中自然學科並縱向延伸至

大學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與分組/科學閱讀  課程說明與科學導讀  

第二週 太陽科學初探  認識太陽  

第三週 綠色能源  專題講座  

第四週 光合作用理論與實作  
瞭解光合色素之層析分離的方法，並檢定

出不同種類的光合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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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光合作用理論與實作  
瞭解植物光合作用中，光反應的還原作

用。  

第六週 簡報製作與表達  教授簡報表達力技巧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期中考  

第八週 有機染敏電池初探實作  認識有機太陽能電池  

第九週 水果電池初探實作  人體電池與染敏電池實作  

第十週 
光電化學電池理論與實作

Ⅰ  
電化學電池的原理  

第十一週 
光電化學電池理論與實作

Ⅱ  
光電化學電池的原理與應用  

第十二週 太陽能電池理論與實作Ⅰ  太陽能路燈實作  

第十三週 太陽能電池理論與實作Ⅱ  太陽能電池簡介  

第十四週 太陽能電池理論與實作Ⅲ  半導體、LED 簡介  

第十五週 小組活動設計與探索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  

第十六週 紫外線與皮膚癌探究  講座  

第十七週 小組活動設計與探索  分組小論文實驗操作  

第十八週 小組活動設計與探索  實驗設計數據處理、分析  

第十九週 成果發表  分組成果報告  

第二十週 成果發表  分組成果報告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探討活動紀錄報告(組別) 2. 校外參訪與實作多元學習紀錄(個人) 3. 學生組內、組間

互評(個人) 4. 小組成果發表 PPT 及書面報告(組別)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醫藥衛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銅蛇醫治  

英文名稱： Bronze serpent heal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適性探索, 同理關懷, 問題解決, 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經由各种專業醫事人員認識健康且由 心理層面探討身心的健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簡介  課程介紹與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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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口腔衛生  介紹牙齒構造以及口腔構造與清潔  

第三週 人類常見口腔疾病  牙醫生介紹 疾病以及協助學生製造齒模  

第四週 齒與舌  
討論 不同的言語造成不同的後果 包含讚美

的言語霸凌的言語和說話的藝術  

第五週 醫美與醫不美  
醫生介紹 外科醫生的主要工作內容以及醫

美的內容  

第六週 美麗與哀愁  
討論 何謂美麗？何謂愛情？ 以及探討兩性

關係  

第七週 P B L  簡介何謂 pbl 並且分組及尋找並討論專題  

第八週 分組專題報告  
分組上台 用 PPT 將上週的專題報告 並自

評他評  

第九週 實驗  
利用人體器官模型和組織切片了解人體的

各個結構  

第十週 人體免疫  介紹人體免疫三道防線  

第十一週 常見的免疫疾病  醫生介紹兒童與成人常見的免疫疾病  

第十二週 快樂接受自己  探討快樂的真義  

第十三週 青少年常見疾病  
遊中醫師介紹常在診所內看見的疾病及如

何保健  

第十四週 生與死  
撰寫遺書並且 有聖經的話來了解智慧人 如

何生活  

第十五週 麻醉與清醒  
麻醉科醫師 介紹 何謂死亡 狀態， 及麻醉

內容 和探討安樂死  

第十六週 你我牠  寵物 的照顧 與流浪動物 的問題  

第十七週 
流浪動物的防疫以及流浪

動物 造成的 社會問題  
獸醫生 的工作分享  

第十八週 志工分享  由學生分享這學期起的志工心得  

第十九週 罕見疾病  罕見疾病生命鬥士分享  

第二十週 評量與 回顧  
考試並且 將學習檔案交出並分享 本學期活

動影片製作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齒模製作成果， 組織學與模型心得， 分組報告， 志工證明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銅蛇醫治  

英文名稱： Bronze serpent heal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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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適性探索, 同理關懷, 問題解決, 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經由各种專業醫事人員認識健康且由 心理層面探討身心的健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簡介  課程介紹與分組  

第二週 口腔衛生  介紹牙齒構造以及口腔構造與清潔  

第三週 人類常見口腔疾病  牙醫生介紹 疾病以及協助學生製造齒模  

第四週 齒與舌  
討論 不同的言語造成不同的後果 包含讚美

的言語霸凌的言語和說話的藝術  

第五週 醫美與醫不美  
醫生介紹 外科醫生的主要工作內容以及醫

美的內容  

第六週 美麗與哀愁  
討論 何謂美麗？何謂愛情？ 以及探討兩性

關係  

第七週 P B L  簡介何謂 pbl 並且分組及尋找並討論專題  

第八週 分組專題報告  
分組上台 用 PPT 將上週的專題報告 並自

評他評  

第九週 實驗  
利用人體器官模型和組織切片了解人體的

各個結構  

第十週 人體免疫  介紹人體免疫三道防線  

第十一週 常見的免疫疾病  醫生介紹兒童與成人常見的免疫疾病  

第十二週 快樂接受自己  探討快樂的真義  

第十三週 青少年常見疾病  
遊中醫師介紹常在診所內看見的疾病及如

何保健  

第十四週 生與死  
撰寫遺書並且 有聖經的話來了解智慧人 如

何生活  

第十五週 麻醉與清醒  
麻醉科醫師 介紹 何謂死亡 狀態， 及麻醉

內容 和探討安樂死  

第十六週 你我牠  寵物 的照顧 與流浪動物 的問題  

第十七週 
流浪動物的防疫以及流浪

動物 造成的 社會問題  
獸醫生 的工作分享  

第十八週 志工分享  由學生分享這學期起的志工心得  

第十九週 罕見疾病  罕見疾病生命鬥士分享  

第二十週 評量與 回顧  
考試並且 將學習檔案交出並分享 本學期活

動影片製作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齒模製作成果， 組織學與模型心得， 分組報告， 志工證明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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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德語  

英文名稱： Basic German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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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學習目標： 

(1) 奠定正確的德文發音與語調。 (2) 學習基本的日常詞彙，達到簡單的生活溝通。 

(3) 循序漸進式教學，建構正確的德語語法概念。 (4) 刺激學生能對德語系國家的社

會與文化感興趣，並能具備人文素養與國際視野，尊重不同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Start: 初識德語區國家打招

呼用語  
打招呼用語與字母  

第二週 Start: 初識德語  日程與月份  

第三週 Start: 初識德語  數字 1-20 與顏色  

第四週 Lektion 1 名詞  字彙: 物品與形容詞  

第五週 Lektion 1: 定冠詞  定冠詞 der das die  

第六週 Lektion 1: 自我介紹  Wie heißt du? 你叫甚麼名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小考: Lektion 1  

第八週 電影賞析  觀賞電影與討論移民問題  

第九週 Lektion 2: Sport 運動  認識青少年流行的運動  

第十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表達興趣與介紹慕尼黑啤酒節  

第十一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人稱代名詞與動詞變化  

第十二週 小考: Lektion 2  小考與德國桌游體驗  

第十三週 Lektion 3: 朋友  
Was machen Freunde zusammen? 朋友一起做

甚麼?  

第十四週 Lektion 3: 地理  Wo liegt Wien? 維也納在哪裡?  

第十五週 Lektion 3: 歌曲欣賞  歌曲欣賞 專題報告: 最愛的國家  

第十六週 小考 Lektion 3  小考與介紹聖誕節  

第十七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學科 Fächer 與介紹德國大學以及入學申請  

第十八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是非問句 ja/nein/ doch  

第十九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Fremdsprachen 外語  

第二十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字彙: Schreibwaren 文具  

第二十一週 Lektion 4: 喜愛  Akkusativ 受格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小考 Lektion 4 德國桌遊體驗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課堂表現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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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以青少年德語教材 為主，先從引導課程開始讓學生發現德語發音與英文的不同，再

慢慢帶入德語語法。藉由介紹德國的啤酒節活動與聖誕節，導入文化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德語  

英文名稱： Basic Germa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學習目標： 

(1) 奠定正確的德文發音與語調。 (2) 學習基本的日常詞彙，達到簡單的生活溝通。 

(3) 循序漸進式教學，建構正確的德語語法概念。 (4) 刺激學生能對德語系國家的社

會與文化感興趣，並能具備人文素養與國際視野，尊重不同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Start: 初識德語區國家打招

呼用語  
打招呼用語與字母  

第二週 Start: 初識德語  日程與月份  

第三週 Start: 初識德語  數字 1-20 與顏色  

第四週 Lektion 1 名詞  字彙: 物品與形容詞  

第五週 Lektion 1: 定冠詞  定冠詞 der das die  

第六週 Lektion 1: 自我介紹  Wie heißt du? 你叫甚麼名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小考: Lektion 1  

第八週 電影賞析  觀賞電影與討論移民問題  

第九週 Lektion 2: Sport 運動  認識青少年流行的運動  

第十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表達興趣與介紹慕尼黑啤酒節  

第十一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人稱代名詞與動詞變化  

第十二週 小考: Lektion 2  小考與德國桌游體驗  

第十三週 Lektion 3: 朋友  
Was machen Freunde zusammen? 朋友一起做

甚麼?  

第十四週 Lektion 3: 地理  Wo liegt Wien? 維也納在哪裡?  

第十五週 Lektion 3: 歌曲欣賞  歌曲欣賞 專題報告: 最愛的國家  

第十六週 小考 Lektion 3  小考與介紹聖誕節  

第十七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學科 Fächer 與介紹德國大學以及入學申請  

第十八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是非問句 ja/nein/ doch  

第十九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Fremdsprachen 外語  

第二十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字彙: Schreibwaren 文具  

第二十一週 Lektion 4: 喜愛  Akkusativ 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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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小考 Lektion 4 德國桌遊體驗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課堂表現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以青少年德語教材 為主，先從引導課程開始讓學生發現德語發音與英文的不同，再

慢慢帶入德語語法。藉由介紹德國的啤酒節活動與聖誕節，導入文化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德語  

英文名稱： Basic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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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學習目標： 

(1) 奠定正確的德文發音與語調。 (2) 學習基本的日常詞彙，達到簡單的生活溝通。 

(3) 循序漸進式教學，建構正確的德語語法概念。 (4) 刺激學生能對德語系國家的社

會與文化感興趣，並能具備人文素養與國際視野，尊重不同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Start: 初識德語區國家打招

呼用語  
打招呼用語與字母  

第二週 Start: 初識德語  日程與月份  

第三週 Start: 初識德語  數字 1-20 與顏色  

第四週 Lektion 1 名詞  字彙: 物品與形容詞  

第五週 Lektion 1: 定冠詞  定冠詞 der das die  

第六週 Lektion 1: 自我介紹  Wie heißt du? 你叫甚麼名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小考: Lektion 1  

第八週 電影賞析  觀賞電影與討論移民問題  

第九週 Lektion 2: Sport 運動  認識青少年流行的運動  

第十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表達興趣與介紹慕尼黑啤酒節  

第十一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人稱代名詞與動詞變化  

第十二週 小考: Lektion 2  小考與德國桌游體驗  

第十三週 Lektion 3: 朋友  
Was machen Freunde zusammen? 朋友一起做

甚麼?  

第十四週 Lektion 3: 地理  Wo liegt Wien? 維也納在哪裡?  

第十五週 Lektion 3: 歌曲欣賞  歌曲欣賞 專題報告: 最愛的國家  

第十六週 小考 Lektion 3  小考與介紹聖誕節  

第十七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學科 Fächer 與介紹德國大學以及入學申請  

第十八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是非問句 ja/nein/ d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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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Fremdsprachen 外語  

第二十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字彙: Schreibwaren 文具  

第二十一週 Lektion 4: 喜愛  Akkusativ 受格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小考 Lektion 4 德國桌遊體驗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課堂表現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以青少年德語教材 為主，先從引導課程開始讓學生發現德語發音與英文的不同，再

慢慢帶入德語語法。藉由介紹德國的啤酒節活動與聖誕節，導入文化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德語  

英文名稱： Basic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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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學習目標： 

(1) 奠定正確的德文發音與語調。 (2) 學習基本的日常詞彙，達到簡單的生活溝通。 

(3) 循序漸進式教學，建構正確的德語語法概念。 (4) 刺激學生能對德語系國家的社

會與文化感興趣，並能具備人文素養與國際視野，尊重不同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Start: 初識德語區國家打招

呼用語  
打招呼用語與字母  

第二週 Start: 初識德語  日程與月份  

第三週 Start: 初識德語  數字 1-20 與顏色  

第四週 Lektion 1 名詞  字彙: 物品與形容詞  

第五週 Lektion 1: 定冠詞  定冠詞 der das die  

第六週 Lektion 1: 自我介紹  Wie heißt du? 你叫甚麼名字  

第七週 期中評量  小考: Lektion 1  

第八週 電影賞析  觀賞電影與討論移民問題  

第九週 Lektion 2: Sport 運動  認識青少年流行的運動  

第十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表達興趣與介紹慕尼黑啤酒節  

第十一週 Lektion 2: Hobby 興趣  人稱代名詞與動詞變化  

第十二週 小考: Lektion 2  小考與德國桌游體驗  

第十三週 Lektion 3: 朋友  
Was machen Freunde zusammen? 朋友一起做

甚麼?  

第十四週 Lektion 3: 地理  Wo liegt Wien? 維也納在哪裡?  

第十五週 Lektion 3: 歌曲欣賞  歌曲欣賞 專題報告: 最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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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小考 Lektion 3  小考與介紹聖誕節  

第十七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學科 Fächer 與介紹德國大學以及入學申請  

第十八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是非問句 ja/nein/ doch  

第十九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Fremdsprachen 外語  

第二十週 Lektion 4: 學校生活  字彙: Schreibwaren 文具  

第二十一週 Lektion 4: 喜愛  Akkusativ 受格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小考 Lektion 4 德國桌遊體驗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課堂表現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  

備註： 
以青少年德語教材 為主，先從引導課程開始讓學生發現德語發音與英文的不同，再

慢慢帶入德語語法。藉由介紹德國的啤酒節活動與聖誕節，導入文化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分析導引  

英文名稱： Guidelines on Mathema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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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一、學生具備初階微分應用並訓練邏輯推理能力 1、學習初階微積分 2、初階微積分

應用到過去所學的數學方法 二、學生具備一些近似值的估計方法 1、了解函數的圖

形與趨勢 2、利用各種方法估算近似值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極限與函數  數列及其極限  

第二週 極限與函數  極限的四則運算  

第三週 極限與函數  函數的概念  

第四週 極限與函數  函數的極限  

第五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導數的概念與應用  

第六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導函數的概念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極限、函數與導數紙筆測驗  

第八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微分的運算  

第九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遞增與遞減  

第十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極值與一階檢定法  

第十一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圖形的描繪  

第十二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凹向性  

第十三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極值與二階檢定法  



134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微分紙筆測驗  

第十五週 多項式函數的積分  積分定義與應用  

第十六週 多項式函數的積分  利用積分求體積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微積分的日常生活與應用  

第十八週 數值方法  方程式的近似跟找法  

第十九週 數值方法  函數的近似值找法  

第二十週 數值方法  平方根的近似值找法  

第二十一週 數值方法  正餘函數的近似值求法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積分、近似值紙本測驗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分析導引  

英文名稱： Guidelines on Mathema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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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一、學生具備初階微分應用並訓練邏輯推理能力 1、學習初階微積分 2、初階微積分

應用到過去所學的數學方法 二、學生具備一些近似值的估計方法 1、了解函數的圖

形與趨勢 2、利用各種方法估算近似值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極限與函數  數列及其極限  

第二週 極限與函數  極限的四則運算  

第三週 極限與函數  函數的概念  

第四週 極限與函數  函數的極限  

第五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導數的概念與應用  

第六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導函數的概念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極限、函數與導數紙筆測驗  

第八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微分的運算  

第九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遞增與遞減  

第十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極值與一階檢定法  

第十一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圖形的描繪  



135 

 

第十二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凹向性  

第十三週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  函數的極值與二階檢定法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微分紙筆測驗  

第十五週 多項式函數的積分  積分定義與應用  

第十六週 多項式函數的積分  利用積分求體積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微積分的日常生活與應用  

第十八週 數值方法  方程式的近似跟找法  

第十九週 數值方法  函數的近似值找法  

第二十週 數值方法  平方根的近似值找法  

第二十一週 數值方法  正餘函數的近似值求法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積分、近似值紙本測驗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閱讀臺中市 :認識城市的方法 II  

英文名稱： Explore Taichung : Ways to Study the City Part II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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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強化學生使用公園的方法與綠色交通的利用，豐富城市生活力和移動能力。 2.深化

學生觀察聚落與產業變遷的角度，養成議題思辨的能力。 3.提升學生的環境素養，

培養專題研究的能力。 4.提供學生持續學習的方法，奠定終身學習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自行車產業、天氣觀察：雲之美  

第二週 自主實察前準備  電子地圖繪製、綠色交通查詢與規劃  

第三週 
四季遊園之「嬉春」－科

博館植物園的介紹與利用  
填字與鬥草遊戲：植物的特徵與名稱  

第四週 
四季遊園之「嬉春」－科

博館植物園的介紹與利用  

認識植物的用途與「食客」、達悟族的拼

板船  

第五週 
四季遊園之「藝夏」－豐

樂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物以類聚：認識雕塑品的文學性與音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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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四季遊園之「藝夏」－豐

樂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藝文組合與創作：八段錦雕塑變身立體派  

第七週 
四季遊園之「觀秋」－都

會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認識時序及昆蟲的演奏家、飛行家、建築

家  

第八週 
四季遊園之「觀秋」－都

會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星星」相印：認識星等、星座  

第九週 期中考  《希臘神話》讀書會  

第十週 
四季遊園之「享冬」－民

俗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閩南建築的配置與裝飾  

第十一週 
四季遊園之「享冬」－民

俗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中國古典園林：造景、池中物、「濠梁之

辯」  

第十二週 
大肚臺地上的傳統聚落：

龍井區南寮  

聚落與自然文化景觀、特殊景觀植物及代

表性農作物  

第十三週 
大肚臺地上的傳統聚落：

龍井區南寮  

周邊產業觀察：六級產業化、農業加值 議

題思辨：原生物種的意義與存續  

第十四週 實察前準備（實察 1）  個人講解選題  

第十五週 
筏子溪畔的遠古聚落：南

屯區惠來  

尋找遺址的方法、考古辨識遺址文物、重

塑當年地理環境  

第十六週 
筏子溪畔的遠古聚落：南

屯區惠來  

產業觀察：臺中市七期重劃區 議題思辨：

七期興起因素與服務業的擴張  

第十七週 
古道上的楓樹腳：聚落與

社區參與  

閩南式廟宇的配置與風格 探索半線到葫墩

古道的風貌 鄉土作物：黃麻  

第十八週 
古道上的楓樹腳：聚落與

社區參與  

產業觀察：烏日啤酒廠的製造與行銷 議題

思辨：觀察社區營造的人、文、地、產、

景五大面向 小論文：〈金門高粱的美麗與

哀愁〉  

第十九週 
葫蘆墩圳圳路上的港尾：

聚落與血緣圈  

墾戶與修圳：六館業戶、修圳始末 祠堂的

配置與風格：垂裕堂、生廖死張  

第二十週 
葫蘆墩圳圳路上的港尾：

聚落與血緣圈  

周邊產業觀察：中科臺中園區 議題思辨：

葫蘆墩圳與製造業的出路 小論文：〈揭開

中市三家製帽業的生存策略〉  

第二十一週 實察前準備（實察 2）  

圳路系統圖：安排實察路線、關鍵設施 圳

路簡圖：PPT 的標誌設計 圳邊植物：葛

藤、紅辣蓼、甜根子草…  

第二十二週 期末考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讀書會  

學習評量： 
上課問答、讀書會、新聞解析、手造童趣、影片觀景、CD 辨蟲聲、演示、鬥草遊

戲、戶外實察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建築設計、藝術、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閱讀臺中市 :認識城市的方法 II  

英文名稱： Explore Taichung : Ways to Study the City Part II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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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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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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強化學生使用公園的方法與綠色交通的利用，豐富城市生活力和移動能力。 2.深化

學生觀察聚落與產業變遷的角度，養成議題思辨的能力。 3.提升學生的環境素養，

培養專題研究的能力。 4.提供學生持續學習的方法，奠定終身學習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自行車產業、天氣觀察：雲之美  

第二週 自主實察前準備  電子地圖繪製、綠色交通查詢與規劃  

第三週 
四季遊園之「嬉春」－科

博館植物園的介紹與利用  
填字與鬥草遊戲：植物的特徵與名稱  

第四週 
四季遊園之「嬉春」－科

博館植物園的介紹與利用  

認識植物的用途與「食客」、達悟族的拼

板船  

第五週 
四季遊園之「藝夏」－豐

樂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物以類聚：認識雕塑品的文學性與音樂性  

第六週 
四季遊園之「藝夏」－豐

樂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藝文組合與創作：八段錦雕塑變身立體派  

第七週 
四季遊園之「觀秋」－都

會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認識時序及昆蟲的演奏家、飛行家、建築

家  

第八週 
四季遊園之「觀秋」－都

會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星星」相印：認識星等、星座  

第九週 期中考  《希臘神話》讀書會  

第十週 
四季遊園之「享冬」－民

俗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閩南建築的配置與裝飾  

第十一週 
四季遊園之「享冬」－民

俗公園的介紹與利用  

中國古典園林：造景、池中物、「濠梁之

辯」  

第十二週 
大肚臺地上的傳統聚落：

龍井區南寮  

聚落與自然文化景觀、特殊景觀植物及代

表性農作物  

第十三週 
大肚臺地上的傳統聚落：

龍井區南寮  

周邊產業觀察：六級產業化、農業加值 議

題思辨：原生物種的意義與存續  

第十四週 實察前準備（實察 1）  個人講解選題  

第十五週 
筏子溪畔的遠古聚落：南

屯區惠來  

尋找遺址的方法、考古辨識遺址文物、重

塑當年地理環境  

第十六週 
筏子溪畔的遠古聚落：南

屯區惠來  

產業觀察：臺中市七期重劃區 議題思辨：

七期興起因素與服務業的擴張  

第十七週 
古道上的楓樹腳：聚落與

社區參與  

閩南式廟宇的配置與風格 探索半線到葫墩

古道的風貌 鄉土作物：黃麻  

第十八週 
古道上的楓樹腳：聚落與

社區參與  

產業觀察：烏日啤酒廠的製造與行銷 議題

思辨：觀察社區營造的人、文、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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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五大面向 小論文：〈金門高粱的美麗與

哀愁〉  

第十九週 
葫蘆墩圳圳路上的港尾：

聚落與血緣圈  

墾戶與修圳：六館業戶、修圳始末 祠堂的

配置與風格：垂裕堂、生廖死張  

第二十週 
葫蘆墩圳圳路上的港尾：

聚落與血緣圈  

周邊產業觀察：中科臺中園區 議題思辨：

葫蘆墩圳與製造業的出路 小論文：〈揭開

中市三家製帽業的生存策略〉  

第二十一週 實察前準備（實察 2）  

圳路系統圖：安排實察路線、關鍵設施 圳

路簡圖：PPT 的標誌設計 圳邊植物：葛

藤、紅辣蓼、甜根子草…  

第二十二週 期末考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讀書會  

學習評量： 
上課問答、讀書會、新聞解析、手造童趣、影片觀景、CD 辨蟲聲、演示、鬥草遊

戲、戶外實察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建築設計、藝術、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閱讀臺中市-認識城市的方法 Ⅰ  

英文名稱： Explore Taichung-Ways to Study the City Part Ⅰ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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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強化學生對氣候、環境變化的掌握，養成身體管理的能力。 2.提點學生城市觀察的

角度，培養城市生活的美學能力。 3.提升學生的環境素養，培養專題研究的能力。 

4.提供學生持續學習的方法，奠定終身學習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城市寶藏、「五

行大火拚」  

簡介科博館與國美館、核心概念:五行的生

剋  

第二週 臺中市的前世今生  臺中市的歷史與族群、年代換算  

第三週 

中國北方式、閩南式、日

本式及歐陸古典式的建築

風格  

解析中國北方式、閩南式、日本式及歐陸

古典式的建築風格的元素  

第四週 臺中市的地理環境  
盆地的自然環境與開發、河川整治、氣候

與建築  

第五週 臺中市的商圈  
商圈變遷、聚集經濟、地價分布、都市更

新、產業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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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學習策略:讀書會實作  
《正港臺灣人》:認識對臺灣有貢獻的二十

個外國人  

第七週 測量與繪製電子地圖  三角點、遙測地圖判讀、身尺丈量  

第八週 微氣候、熱島效應  
學習策略:新聞教育、分析小論文：〈梅川

微氣候分析〉  

第九週 
實察準備： 個人選點解說

練習  

蒐集資料：氣溫數據測量、老樹丈量法、

觀察差異：歷史性建築  

第十週 實察讀書會(期中考)  「建築風格與古蹟維護」讀書會  

第十一週 美學理論與電影美學  
美的模組概念：虛實結合、電影《臥虎藏

龍》導讀  

第十二週 觀賞電影《臥虎藏龍》  
欣賞《臥虎藏龍》電影的拍攝手法、配

樂、服裝、文學、劇情、建築  

第十三週 學習策略:讀書會實作  討論《臥虎藏龍》電影的八種藝術內涵  

第十四週 科學之美  

時間之美：水鐘與日晷、理性與浪漫之

美：反射筒、生命之美：珠光鳳蝶、

DNA、數學之美：河圖洛書與密鋪  

第十五週 現代建築之美  
西班牙現代主義建築:高第風格、閩南式建

築：土地公廟、有應公廟  

第十六週 行道樹之美  
行道樹的欣賞方法: 樹形、樹葉、葉色、花

朵、果實、樹幹、樹根  

第十七週 街道之美  
街道傢俱、招牌、裝置藝術、塗鴉、街頭

表演  

第十八週 
名人故居:孫立人將軍紀念

館  
日式民宅體驗、認識八年抗戰的一位將軍  

第十九週 國美館碑林與梅川公園  
文字之美：篆隸草行楷、公園之美：梅川

整治  

第二十週 

實察準備：檢討第一次氣

溫測量、個人選點解說練

習  

重新設計氣溫數據蒐集法、整合歷史性建

築與現代建築、落實美的體驗  

第二十一週 讀書會與實察後檢討  《天地有大美》與實察體驗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綜合評量  

學習評量： 
讀書會、口頭問答、實驗操作、實察、電腦繪圖、演示、景點解說、小論文解析、

天氣新聞蒐集分析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建築設計、藝術、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環境教育  

英文名稱：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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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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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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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學生圖像：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世界公民--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共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現況  

第二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發展  

第三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應用  

第四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展望  

第五週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現況  

第六週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發展  

第七週 PPT 報告  PPT 報告  

第八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現況  

第九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汙染  

第十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生態  

第十一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保護  

第十二週 綠能  綠能現狀  

第十三週 綠能  綠能發展  

第十四週 報告  報告  

第十五週 綠能  綠能與汙染  

第十六週 綠能  汙染檢測  

第十七週 地球生物  動物  

第十八週 地球生物  植物  

第十九週 地球生物  昆蟲  

第二十週 微觀世界  微觀世界  

第二十一週 微觀世界  微觀世界  

第二十二週 報告  學習報告  

學習評量： 學習報告  

對應學群： 數理化、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外語  

備註： 講義、影片、模組、影印、實地踏查、大型生態模組、各種試劑與測量工具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環境教育  

英文名稱：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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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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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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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

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世界公民--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共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現況  

第二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發展  

第三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應用  

第四週 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展望  

第五週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現況  

第六週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發展  

第七週 PPT 報告  PPT 報告  

第八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現況  

第九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汙染  

第十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生態  

第十一週 海洋環境  海洋環境保護  

第十二週 綠能  綠能現狀  

第十三週 綠能  綠能發展  

第十四週 報告  報告  

第十五週 綠能  綠能與汙染  

第十六週 綠能  汙染檢測  

第十七週 地球生物  動物  

第十八週 地球生物  植物  

第十九週 地球生物  昆蟲  

第二十週 微觀世界  微觀世界  

第二十一週 微觀世界  微觀世界  

第二十二週 報告  學習報告  

學習評量： 學習報告  

對應學群： 數理化、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社會心理、外語  

備註： 講義、影片、模組、影印、實地踏查、大型生態模組、各種試劑與測量工具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  

英文名稱： Basic Korea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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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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適性探索  

學習目標： 

1. 學生可建立更多元的國際觀。 2. 學生可以透過第二外語的學習加強對語言學習的

動機。 3. 學生可以透過文化差異的比較，更貼近國際。 4. 學生藉由課堂練習與口

試，建立說外語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礎發音 1  
基本母音，基本子音教學。 韓文字的構成

及書寫方式。 問候語教學。  

第二週 基礎發音 2  

基本子音，基本母音所組成的單字認讀。 

複合母音，雙子音的教學。 旅行用語教

學。  

第三週 基礎發音 3  

基本母音，基本子音，複合母音，雙子音

所組成的單字認讀。 相近音的區別與加

強。 餐廳用語教學。  

第四週 基礎發音 4  
韓文特有的尾音（終聲）教學。 節慶用語

教學。  

第五週 基礎發音 5  發音規則總整理。 歌曲教學。 隨堂測驗。  

第六週 自我介紹  句子的構成。 助詞的應用教學。  

第七週 指事代名詞  指事代名詞教學。 指事代名詞的疑問句。  

第八週 期中評量  期中考試，包含口試。  

第九週 文化體驗  畫片大賽  

第十週 地點  地點疑問詞，地點助詞的教學。  

第十一週 數字應用 1  純韓文數字教學  

第十二週 數字應用 2  漢字數字音，電話用語教學。  

第十三週 日期  日期教學。 韓國節日介紹。  

第十四週 時間  時間表達方式教學。 數字應用隨堂測驗。  

第十五週 交通  交通相關用語。 地鐵圖判讀。  

第十六週 購物  詢價及購物方式用語教學。  

第十七週 文化體驗 2  簡易韓式料理製作。  

第十八週 動詞  
動詞型態。 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時

態教學。  

第十九週 形容詞  形容詞的接續應用。  

第二十週 電影  韓國電影片段欣賞。  

第二十一週 總複習  學期授課內容統整。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測驗，包含口試。  

學習評量： 1.分組競賽練習 2.課堂口頭發表 3.學習成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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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  

英文名稱： Basic Korea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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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探索  

學習目標： 

1. 學生可建立更多元的國際觀。 2. 學生可以透過第二外語的學習加強對語言學習的

動機。 3. 學生可以透過文化差異的比較，更貼近國際。 4. 學生藉由課堂練習與口

試，建立說外語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礎發音 1  
基本母音，基本子音教學。 韓文字的構成

及書寫方式。 問候語教學。  

第二週 基礎發音 2  

基本子音，基本母音所組成的單字認讀。 

複合母音，雙子音的教學。 旅行用語教

學。  

第三週 基礎發音 3  

基本母音，基本子音，複合母音，雙子音

所組成的單字認讀。 相近音的區別與加

強。 餐廳用語教學。  

第四週 基礎發音 4  
韓文特有的尾音（終聲）教學。 節慶用語

教學。  

第五週 基礎發音 5  發音規則總整理。 歌曲教學。 隨堂測驗。  

第六週 自我介紹  句子的構成。 助詞的應用教學。  

第七週 指事代名詞  指事代名詞教學。 指事代名詞的疑問句。  

第八週 期中評量  期中考試，包含口試。  

第九週 文化體驗  畫片大賽  

第十週 地點  地點疑問詞，地點助詞的教學。  

第十一週 數字應用 1  純韓文數字教學  

第十二週 數字應用 2  漢字數字音，電話用語教學。  

第十三週 日期  日期教學。 韓國節日介紹。  

第十四週 時間  時間表達方式教學。 數字應用隨堂測驗。  

第十五週 交通  交通相關用語。 地鐵圖判讀。  

第十六週 購物  詢價及購物方式用語教學。  

第十七週 文化體驗 2  簡易韓式料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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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動詞  
動詞型態。 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時

態教學。  

第十九週 形容詞  形容詞的接續應用。  

第二十週 電影  韓國電影片段欣賞。  

第二十一週 總複習  學期授課內容統整。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測驗，包含口試。  

學習評量： 1.分組競賽練習 2.課堂口頭發表 3.學習成果測驗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  

英文名稱： Basic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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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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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適性探索  

學習目標： 

1. 學生可建立更多元的國際觀。 2. 學生可以透過第二外語的學習加強對語言學習的

動機。 3. 學生可以透過文化差異的比較，更貼近國際。 4. 學生藉由課堂練習與口

試，建立說外語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礎發音 1  
基本母音，基本子音教學。 韓文字的構成

及書寫方式。 問候語教學。  

第二週 基礎發音 2  

基本子音，基本母音所組成得單字認讀。 

複合母音，雙子音的教學。 旅行用語教

學。  

第三週 基礎發音 3  

基礎子音，基礎母音，複合母音，雙子音

所組成的單字認讀。 相近音的區別及加

強。 餐廳用語。  

第四週 基礎發音 4  
韓文特有的尾音（終聲）教學。 節慶用

語。  

第五週 基礎發音 5  發音規則總複習。 歌曲教學。 隨堂測驗。  

第六週 自我介紹  韓文句子的構成。 助詞的教學。  

第七週 指事代名詞  指事代名詞教學。 指事代名詞的疑問句。  

第八週 期中評量  期中測驗，包含口試。  

第九週 文化體驗 1  畫片大賽  

第十週 地點  地點疑問詞。 地點助詞。  

第十一週 數字應用 1  純韓文數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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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數字應用 2  漢字數字音。 電話用語教學。  

第十三週 日期  日期教學。 韓國節日介紹。  

第十四週 時間  時間表達方式。 數字應用隨堂測驗。  

第十五週 交通  交通相關用語教學。 地鐵圖判讀。  

第十六週 購物  詢價及購物方式用語教學。  

第十七週 文化體驗 2  簡易韓式料理。  

第十八週 動詞  
動詞型態。 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動

詞時態教學。  

第十九週 形容詞  形容詞接續應用教學。  

第二十週 電影  韓國電影片段欣賞。  

第二十一週 總複習  本學期授課內容統整。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測驗，包含口試。  

學習評量： 1.分組競賽練習 2.課堂口頭發表 3.學習成果測驗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  

英文名稱： Basic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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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適性探索  

學習目標： 

1. 學生可建立更多元的國際觀。 2. 學生可以透過第二外語的學習加強對語言學習的

動機。 3. 學生可以透過文化差異的比較，更貼近國際。 4. 學生藉由課堂練習與口

試，建立說外語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礎發音 1  
基本母音，基本子音教學。 韓文字的構成

及書寫方式。 問候語教學。  

第二週 基礎發音 2  

基本子音，基本母音所組成得單字認讀。 

複合母音，雙子音的教學。 旅行用語教

學。  

第三週 基礎發音 3  

基礎子音，基礎母音，複合母音，雙子音

所組成的單字認讀。 相近音的區別及加

強。 餐廳用語。  

第四週 基礎發音 4  
韓文特有的尾音（終聲）教學。 節慶用

語。  

第五週 基礎發音 5  發音規則總複習。 歌曲教學。 隨堂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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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自我介紹  韓文句子的構成。 助詞的教學。  

第七週 指事代名詞  指事代名詞教學。 指事代名詞的疑問句。  

第八週 期中評量  期中測驗，包含口試。  

第九週 文化體驗 1  畫片大賽  

第十週 地點  地點疑問詞。 地點助詞。  

第十一週 數字應用 1  純韓文數字教學。  

第十二週 數字應用 2  漢字數字音。 電話用語教學。  

第十三週 日期  日期教學。 韓國節日介紹。  

第十四週 時間  時間表達方式。 數字應用隨堂測驗。  

第十五週 交通  交通相關用語教學。 地鐵圖判讀。  

第十六週 購物  詢價及購物方式用語教學。  

第十七週 文化體驗 2  簡易韓式料理。  

第十八週 動詞  
動詞型態。 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動

詞時態教學。  

第十九週 形容詞  形容詞接續應用教學。  

第二十週 電影  韓國電影片段欣賞。  

第二十一週 總複習  本學期授課內容統整。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測驗，包含口試。  

學習評量： 1.分組競賽練習 2.課堂口頭發表 3.學習成果測驗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蘇東坡遇上達文西-跨領域人才培力坊  

英文名稱： When Dong Po meets Leonardo da Vinci-Cer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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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利用方法學培養帶著走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元一：達文西其人其事  達文西其人其事  

第二週 單元一：達文西其人其事  達文西臉書，九宮格思考  

第三週 單元一：達文西其人其事  六頂思考帽  

第四週 
單元二：達文西繪畫的運

用  
達文西創作賞析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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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單元二：達文西繪畫的運

用  
達文西創作賞析及運用  

第六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2 plus 軟體應用  

第七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2 plus 軟體應用  

第八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3D 軟體應用  

第九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3D 軟體應用  

第十週 單元四： PPT 工作坊  PPT 工作坊  

第十一週 單元五： 公民演說家  肢體創作與表達訓練  

第十二週 單元五： 公民演說家  肢體創作與表達訓練  

第十三週 單元六：蘇東坡突圍  文獻探討  

第十四週 單元六：蘇東坡突圍  文獻探討  

第十五週 單元六：蘇東坡突圍  文獻探討  

第十六週 單元七：蘇東坡論政  文獻探討  

第十七週 單元七：蘇東坡論政  文獻探討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驗收  期末成果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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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報告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蘇東坡遇上達文西-跨領域人才培力坊  

英文名稱： When Dong Po meets Leonardo da Vinci-Cer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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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決),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利用方法學培養帶著走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元一：達文西其人其事  達文西其人其事  

第二週 單元一：達文西其人其事  達文西臉書，九宮格思考  

第三週 單元一：達文西其人其事  六頂思考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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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單元二：達文西繪畫的運

用  
達文西創作賞析及運用  

第五週 
單元二：達文西繪畫的運

用  
達文西創作賞析及運用  

第六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2 plus 軟體應用  

第七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2 plus 軟體應用  

第八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3D 軟體應用  

第九週 單元三：達文西與數學  Cabri3D 軟體應用  

第十週 單元四： PPT 工作坊  PPT 工作坊  

第十一週 單元五： 公民演說家  肢體創作與表達訓練  

第十二週 單元五： 公民演說家  肢體創作與表達訓練  

第十三週 單元六：蘇東坡突圍  文獻探討  

第十四週 單元六：蘇東坡突圍  文獻探討  

第十五週 單元六：蘇東坡突圍  文獻探討  

第十六週 單元七：蘇東坡論政  文獻探討  

第十七週 單元七：蘇東坡論政  文獻探討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驗收  期末成果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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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報告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藝術、大眾傳播、文史哲、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魔法小尖兵---法律實務探討  

英文名稱： Magic Little Pointer---Discussion on Leg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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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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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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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了解憲法上的權利救濟途徑，具備尋求救助資訊與管道的能力。 2.認識法院組織、

司法人員和律師的角色功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3.習得法學知識，踐行於社會，

並落實保障人權的理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建立關係- 全國

法規資料庫介紹及應用  

1.介紹全國法規資料庫的基本功能及使用 

2.帶領同學應用法規資料庫完成學習單 3.

請同學分享學習單，將法治知識實踐於生

活中  

第二週 
建構友善校園-探討校園修

復式正義  

1.介紹修復式正義在臺灣之實踐 2.介紹修

復式正義應用於校園衝突的處遇 3.介校園

修復式正義作法 4.觀看修復式正義的紀錄

片-「燒橋」 5.「燒橋」觀後，分組討論並

完成學習單及上台分享  

第三週 
網路鄉民正義、霸凌與網

路倫理、安全  

1.觀看新聞時事剪輯 2.介紹網路倫理、安

全及「網路公審」的社會分析 3.資訊相關

法律及網路霸凌的法律責任 4.分組案例討

論及上台分享  

第四週 
認識法庭布置與民、刑、

行政案例探討  

1.認識法院及民事、刑事、行政庭布置 2.

進行民、刑、行政案例探討 3 分組討論並

完成學習單及上台分享  

第五週 
參觀台中地檢署及地方法

院  

1.由地檢署事務官向同學說明「地檢署」

功能及業務內容 2.由地檢署事務官帶領同

學參觀地檢及高檢分院 3.學生分組進行民

事、刑事庭聽訟 4.完成參訪心得及學習單  

第六週 
適性探索-法官訴訟經驗分

享  

1.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說明；資格取得、工

作辛苦談及展望等 2.與法官座談-Q and A 3.

完成心得及學習單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法律時事案例報告  

第八週 
鳥瞰台中法院－律師樓區

位地理優勢  

1.介紹區位地理及經濟優勢 2.觀看新聞剪

輯來談群聚效應 3.分組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及上台分享  

第九週 
適性探索-律師辯護經驗分

享  

1.律師說明；資格取得、工作辛苦談及展

望等 2.與律師座談-Q and A 3.完成心得及學

習單  

第十週 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  

1.由修女與同學分享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

的案例 2 說明立達啟能中心服務學習教

案、活動設計內容及意義  

第十一週 
司法改革-冤獄案當事人現

身說法  

1.說明司法改革現況 2.冤獄案當事人蘇建

和現身說法 3.與蘇建和 Q and A 4.完成心得

及學習單  

第十二週 
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教案

實作及發表  

1.進行立達啟能中心服務學習教案設計 2.

產出活動內容及教具 3.各組上台分享教案

及教具製作成果  

第十三週 
服務學習-生命與社會關懷

實作服務(一)-  

前往立達啟能中心，進行社會關懷實作活

動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案例分享-時事報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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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服務學習-生命與社會關懷

實作服務(二)  

1.前往立達啟能中心進行社會關懷實作活

動 2.完成心得及學習單  

第十六週 國民參審法庭實作  

1.說明國民參審制度 2.案例內容分析、角

色分配及訴訟進行流程 3.進行實作及老師

講評 4.完成心得及學習單  

第十七週 學習成果發表  
1.每位同學製作 ppt 2.同學上台發表學習成

果  

第十八週 學習成果發表  
1.同學上台發表學習成果 2.填寫課程回饋

單 3.完成作業上傳至雲端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表現 2 實作表現 3.學習單 4.學習手冊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魔法小尖兵---法律實務探討  

英文名稱： Magic Little Pointer---Discussion on Leg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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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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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際整合(適性探索), 熱情服務(同理關懷), 靈活知能(創新思辨), 全方位視野(問題解

決), 優良態度(負責堅持), 溝通協調(互助合作)  

學習目標： 

1.了解憲法上的權利救濟途徑，具備尋求救助資訊與管道的能力。 2.認識法院組織、

司法人員和律師的角色功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3.習得法學知識，踐行於社會，

並落實保障人權的理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建立關係- 全國

法規資料庫介紹及應用  

1.介紹全國法規資料庫的基本功能及使用 

2.帶領同學應用法規資料庫完成學習單 3.

請同學分享學習單，將法治知識實踐於生

活中  

第二週 
建構友善校園-探討校園修

復式正義  

1.介紹修復式正義在臺灣之實踐 2.介紹修

復式正義應用於校園衝突的處遇 3.介校園

修復式正義作法 4.觀看修復式正義的紀錄

片-「燒橋」 5.「燒橋」觀後，分組討論並

完成學習單及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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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網路鄉民正義、霸凌與網

路倫理、安全  

1.觀看新聞時事剪輯 2.介紹網路倫理、安

全及「網路公審」的社會分析 3.資訊相關

法律及網路霸凌的法律責任 4.分組案例討

論及上台分享  

第四週 
認識法庭布置與民、刑、

行政案例探討  

1.認識法院及民事、刑事、行政庭布置 2.

進行民、刑、行政案例探討 3 分組討論並

完成學習單及上台分享  

第五週 
參觀台中地檢署及地方法

院  

1.由地檢署事務官向同學說明「地檢署」

功能及業務內容 2.由地檢署事務官帶領同

學參觀地檢及高檢分院 3.學生分組進行民

事、刑事庭聽訟 4.完成參訪心得及學習單  

第六週 
適性探索-法官訴訟經驗分

享  

1.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說明；資格取得、工

作辛苦談及展望等 2.與法官座談-Q and A 3.

完成心得及學習單  

第七週 期中評量  法律時事案例報告  

第八週 
鳥瞰台中法院－律師樓區

位地理優勢  

1.介紹區位地理及經濟優勢 2.觀看新聞剪

輯來談群聚效應 3.分組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及上台分享  

第九週 
適性探索-律師辯護經驗分

享  

1.律師說明；資格取得、工作辛苦談及展

望等 2.與律師座談-Q and A 3.完成心得及學

習單  

第十週 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  

1.由修女與同學分享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

的案例 2 說明立達啟能中心服務學習教

案、活動設計內容及意義  

第十一週 
司法改革-冤獄案當事人現

身說法  

1.說明司法改革現況 2.冤獄案當事人蘇建

和現身說法 3.與蘇建和 Q and A 4.完成心得

及學習單  

第十二週 
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教案

實作及發表  

1.進行立達啟能中心服務學習教案設計 2.

產出活動內容及教具 3.各組上台分享教案

及教具製作成果  

第十三週 
服務學習-生命與社會關懷

實作服務(一)-  

前往立達啟能中心，進行社會關懷實作活

動  

第十四週 期中評量  案例分享-時事報馬仔  

第十五週 
服務學習-生命與社會關懷

實作服務(二)  

1.前往立達啟能中心進行社會關懷實作活

動 2.完成心得及學習單  

第十六週 國民參審法庭實作  

1.說明國民參審制度 2.案例內容分析、角

色分配及訴訟進行流程 3.進行實作及老師

講評 4.完成心得及學習單  

第十七週 學習成果發表  
1.每位同學製作 ppt 2.同學上台發表學習成

果  

第十八週 學習成果發表  
1.同學上台發表學習成果 2.填寫課程回饋

單 3.完成作業上傳至雲端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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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表現 2 實作表現 3.學習單 4.學習手冊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教育、法政  

備註：  

  

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五、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與社會充實  

英文名稱： Citizens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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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試加強學習的單元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社會學理論 1  社會學理論介紹  

第二週 社會學理論 2  社會學理論介紹  

第三週 社會學理論 3  社會學理論介紹  

第四週 社會學理論 4  社會學理論介紹  

第五週 政治學理論 1  政治學理論介紹  

第六週 政治學理論 2  政治學理論介紹  

第七週 政治學理論 3  政治學理論介紹  

第八週 政治學理論 4  政治學理論介紹  

第九週 憲法與人權  憲法與人權重點整理  

第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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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與社會充實  

英文名稱： Citizens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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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試加強學習的單元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行政法 1  行政法總整理  

第二週 行政法 2  行政法總整理  

第三週 民法  民法重點整理  

第四週 刑法與訴訟法  刑法與訴訟法重點整理  

第五週 經濟學  經濟學基本原理介紹  

第六週 國際貿易與 WTO  國際貿易與 WTO  

第七週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取捨、外部性問題

與公共財  

第八週 政府的收入與支出  政府的收入與支出  

第九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週 無  無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充實  

英文名稱： Chemistry Enrichment Course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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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熟悉基礎的化學原理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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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第二週 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2  物質組成與元素的週期  

第三週 能量的形態與流動  能量的形態與轉換  

第四週 物質的構造與功能 1  物質的分離與鑑定  

第五週 物質的構造與功能 2  物質結構與功用  

第六週 物質系統  氣體  

第七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1  
物質反應規律  

第八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2  
物質反應規律  

第九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3  
物質反應規律  

第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充實  

英文名稱： Chemistry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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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基礎的化學原理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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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水溶液中的變化  

第二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5  
水溶液中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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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6  
氧化與還原反應  

第四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7  
酸鹼反應  

第五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8  
化學反應速率與平衡  

第六週 
物質的反應、平衡與製造

9  
有機化合物的性質、製備與反應  

第七週 
科學、科技、社會與人文

1  

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科學在生

活中的應用  

第八週 資源與永續發展  資源與永續發展  

第九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週 無  無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充實  

英文名稱： Biology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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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分科生物應試知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演化與延續  探討生物的起源  

第二週 生物的構造與功能 1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第三週 生物的構造與功能 2  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1  

第四週 生物的構造與功能 3  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2  

第五週 生物的構造與功能 4  動物組織的構造與功能 1  

第六週 生物的構造與功能 5  動物組織的構造與功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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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演化與延續 1  遺傳染色體學說的建立  

第八週 演化與延續 2  DNA 遺傳物質  

第九週 演化與延續 3  DNA 的複製與基因表現  

第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生物充實  

英文名稱： Biology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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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分科生物應試知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演化與延續 4  基因的調控  

第二週 演化與延續 5  遺傳變異  

第三週 演化與延續 6  生物科技的應用  

第四週 演化與延續 7  現代生物演化理論與族群遺傳學  

第五週 演化與延續 8  演化與物種的形成 、生態學的研究層級  

第六週 生物與環境 1  族群的特徵 、群集間的交互作用  

第七週 生物與環境 2  生態系的組成 、生物多樣性  

第八週 生物與環境 3  臺灣的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第九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週 無  無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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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充實  

英文名稱： Geography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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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實地理分科考知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系統地理  系統地理  

第二週 地形  地形  

第三週 氣候  氣候  

第四週 土壤、水土、生物  土壤、水土、生物  

第五週 農業  農業(邱念圈)  

第六週 製造業  製造業(韋伯工業理論)  

第七週 第三級產業  第三級產業(中地理論)  

第八週 人口、聚 落  人口、聚 落  

第九週 世界劃分  世界劃分  

第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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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充實  

英文名稱： Geography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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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實地理分科考知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亞洲  亞洲  

第二週 美洲  美洲  

第三週 非洲  非洲  

第四週 中國  中國  

第五週 台灣  台灣  

第六週 地理實察  地理實察  

第七週 鄉土地理  鄉土地理  

第八週 總複習  總複習  

第九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週 無  無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充實  

英文名稱： Physics Enrichment Course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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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加物理學習的廣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不確定度  不確定評估與組合  

第二週 物理測量  物理量的因次  

第三週 運動學  直線與平面運動  

第四週 牛頓運動定律  三大定律、動量、角動量、引力  

第五週 功和能量  功、動能、位能，力學能守恆  

第六週 熱學  理想氣體方程式  

第七週 熱力學  氣體動力論  

第八週 波動學  週期波、波反射透射及疊加、駐波 第  

第九週 聲音  基音與泛音、共鳴、波前理論  

第十週 光學  
幾何及物理光學、面鏡及透鏡成像光的干

涉與繞射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充實  

英文名稱： Physics Enrichm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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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物理學習的廣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靜電學  庫倫定律、電場與電位  

第二週 電流磁效應  載流導線磁場、帶電粒子磁場受力  

第三週 電磁感應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冷次定律 、發電

機、變壓器、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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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近代物理  電子的發現、X-射線  

第五週 量子現象 1  量子論的發現  

第六週 量子現象 2  原子模型解釋  

第七週 量子現象 3  物質波探討  

第八週 量子現象 4  基礎原子核物理  

第九週 量子現象 5  動量、角動量、電荷、質能守恆  

第十週 無  無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充實  

英文名稱： English adavnc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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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增廣學習英文的內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1.轉折詞 2.句型  
be regarded/viewed/seen/thought of/referred 

to/looked upon+as+{N/(being) adj.  

第二週 假設語氣  與過去相反的假 設語氣句型  

第三週 動詞: spend/cost/take  花錢/時間的搭配  

第四週 不定詞當形容詞的用法  N+to Verb~  

第五週 直到~才~的三個變換句型  It is/was not until ~that +S+V  

第六週 
含有介系詞的限定與非限 

定的關係子句  
~N(,)+prep.+which/whom+S+V~  

第七週 分詞片語當形容詞  N+P.P/V-ing~  

第八週 插入語置於問句中  
Wh-+(N)+do you 

think/guess/believe...+(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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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疑問詞當連接詞帶出子句 

當名詞子句的用法  
Wh-+(N)+S+V~=Noun Clause  

第十週 評量  評量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CD 自由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會話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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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1-Good memories(1)  Ask questions to get to know people  

第二週 U1-Good memories(2)  Discuss childhoods  

第三週 U1-Good memories(3)  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第五週 U2-Life in the city(1)  Discuss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第六週 U2-Life in the city(2)  Ask questions about visiting citie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2-Life in the city(3)  Speaking/Reading  

第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2  Top travel destinations  

第十週 Progress check (U1-2)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十一週 U3-Making changes(1)  Compare houses and apartments  

第十二週 U3-Making changes(2)  Discuss life changes  

第十三週 U3-Making changes(3)  Speaking/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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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3  A dream come true  

第十六週 U4-Have you ever tried it?(1)  Describe past personal experiences  

第十七週 U4-Have you ever tried it?(2)  Discuss food, recipes, and cooking methods  

第十八週 U4-Have you ever tried it?(3)  Listening/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十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4  Oh, really?  

第二十週 Progress check (U3-4)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二十一週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會話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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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5-Hit the road!(1)  Discuss vacation and travel plans  

第二週 U5-Hit the road!(2)  Give travel advice  

第三週 U5-Hit the road!(3)  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5A  Fun trips  

第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5B  Fun trips  

第六週 U6-Sure! I'll do it.(1)  Discuss common complaint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6-Sure! I'll do it.(2)  Make and respond to requests  

第九週 U6-Sure! I'll do it.(3)  Apologize  

第十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6  I am terribly sorry.  

第十一週 Progress check (U5-6)  Self-assessment  

第十二週 
U7-What do you use this 

for?(1)  
Describe uses and purposes of technology  

第十三週 
U7-What do you use this 

for?(2)  
Give suggestions  

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U7-What do you use this 

for?(3)  
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十六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7  Free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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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U8-Time to celebrate!(1)  Discuss holidays and special occasions  

第十八週 U8-Time to celebrate!(2)  
Describe celebrations, annual events, and 

customs  

第十九週 U8-Time to celebrate!(3)  Speaking/Reading  

第二十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8  It's worth celebrating.  

第二十一週 Progress check (U7-8)  Self-assessment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會話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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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9-Only Time will tell.(1)  Discuss life in different times  

第二週 U9-Only Time will tell.(2)  Discuss consequences  

第三週 U9-Only Time will tell.(3)  Speak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9  Cause and effect  

第五週 
U10-I like working with 

people.(1)  
Discuss job skills  

第六週 
U10-I like working with 

people.(2)  
Discuss kinds of job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10-I like working with 

people.(3)  
Writing/Reading  

第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0  You're hired.  

第十週 Progress check (U9-10)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十一週 
U11-It's really worth 

seeing!(1)  

Discuss famous landmarks, monuments, and 

works of art  

第十二週 
U11-It's really worth 

seeing!(2)  
Discus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第十三週 
U11-It's really worth 

seeing!(3)  
Listening/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1  True or false?  

第十六週 U12-It's a long story.(1)  Tell Stories  

第十七週 U12-It's a long story.(2)  Discuss rec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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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U12-It's a long story.(3)  Speaking/Reading  

第十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2  It's my life.  

第二十週 Progress check (U11-12)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二十一週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會話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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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13-That's entertainment!(1)  Discuss popular entertainment  

第二週 U13-That's entertainment!(2)  Discuss movies and famous Hollywood names  

第三週 U13-That's entertainment!(3)  Speaking/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3  It was hilarious!  

第五週 U14-Now I get it!(1)  
Discuss the meaning of gestures and body 

language  

第六週 U14-Now I get it!(2)  Discuss rules and recognize common sign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14-Now I get it!(3)  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4  Casual observers  

第十週 Progress check (U13-14)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十一週 
U15-I wouldn't have done 

that.(1)  
Discuss imaginary situations  

第十二週 
U15-I wouldn't have done 

that.(2)  
Discuss difficult situations  

第十三週 
U15-I wouldn't have done 

that.(3)  
Listening/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5  Tough Choices  

第十六週 U16-Making excuses(1)  Give reasons and explanations  

第十七週 U16-Making excuses(2)  Discuss statements other people made  

第十八週 U16-Making excuses(3)  Writing/Speaking/Reading  

第十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6A  Just a bunch of excuses  

第二十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6B  Just a bunch of exc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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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Progress check (U15-16)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閱讀理解  

英文名稱：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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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分組討論合作學習，輔以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學習單，使學生具備看懂英文文

章、閱讀理解並訓練批判思考力和表達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前測並進行異質分組  

第二週 新聞英語文章  隨機抽選英語新聞並分組討論發表  

第三週 健康醫療議題文章(一)  收集議題相關新聞並閱讀分析  

第四週 健康醫療議題文章(二)  提出批評並發表觀點  

第五週 環境議題文章(一)  收集議題相關新聞並閱讀分析  

第六週 環境議題文章(二)  提出批評並發表觀點  

第七週 人權議題文章(一)  收集議題相關新聞並閱讀分析  

第八週 人權議題文章(二)  提出批評並發表觀點  

第九週 成果發表  多元評量  

第十週 無  無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會課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授課年段： 一上  



166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1-Good memories(1)  Ask questions to get to know people  

第二週 U1-Good memories(2)  Discuss childhoods  

第三週 U1-Good memories(3)  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第五週 U2-Life in the city(1)  Discuss 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第六週 U2-Life in the city(2)  Ask questions about visiting citie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2-Life in the city(3)  Speaking/Reading  

第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2  Top travel destinations  

第十週 Progress check (U1-2)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十一週 U3-Making changes(1)  Compare houses and apartments  

第十二週 U3-Making changes(2)  Discuss life changes  

第十三週 U3-Making changes(3)  Speaking/Reading  

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3  A dream come true  

第十六週 U4-Have you ever tried it?(1)  Describe past personal experiences  

第十七週 U4-Have you ever tried it?(2)  Discuss food, recipes, and cooking methods  

第十八週 U4-Have you ever tried it?(3)  Listening/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十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4  Oh, really?  

第二十週 Progress check (U3-4)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二十一週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班群 AB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會課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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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5-Hit the road!(1)  Discuss vacation and travel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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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U5-Hit the road!(2)  Give travel advice  

第三週 U5-Hit the road!(3)  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5A  Fun trips  

第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5B  Fun trips  

第六週 U6-Sure! I'll do it.(1)  Discuss common complaint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6-Sure! I'll do it.(2)  Make and respond to requests  

第九週 U6-Sure! I'll do it.(3)  Apologize  

第十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6  I am terribly sorry.  

第十一週 Progress check (U5-6)  Self-assessment  

第十二週 
U7-What do you use this 

for?(1)  
Describe uses and purposes of technology  

第十三週 
U7-What do you use this 

for?(2)  
Give suggestions  

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U7-What do you use this 

for?(3)  
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十六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7  Free advice  

第十七週 U8-Time to celebrate!(1)  Discuss holidays and special occasions  

第十八週 U8-Time to celebrate!(2)  
Describe celebrations, annual events, and 

customs  

第十九週 U8-Time to celebrate!(3)  Speaking/Reading  

第二十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8  It's worth celebrating.  

第二十一週 Progress check (U7-8)  Self-assessment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班群 AB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會課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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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9-Only Time will tell.(1)  Discuss life in different times  

第二週 U9-Only Time will tell.(2)  Discuss consequences  

第三週 U9-Only Time will tell.(3)  Speak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9  Cause 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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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U10-I like working with 

people.(1)  
Discuss job skills  

第六週 
U10-I like working with 

people.(2)  
Discuss kinds of job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10-I like working with 

people.(3)  
Writing/Reading  

第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0  You're hired.  

第十週 Progress check (U9-10)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十一週 
U11-It's really worth 

seeing!(1)  

Discuss famous landmarks, monuments, and 

works of art  

第十二週 
U11-It's really worth 

seeing!(2)  
Discus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第十三週 
U11-It's really worth 

seeing!(3)  
Listening/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1  True or false?  

第十六週 U12-It's a long story.(1)  Tell Stories  

第十七週 U12-It's a long story.(2)  Discuss recent activities  

第十八週 U12-It's a long story.(3)  Speaking/Reading  

第十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2  It's my life.  

第二十週 Progress check (U11-12)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二十一週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班群 AB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會課  

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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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英語口說及聽的能力、通過英語能力檢定以及培養英文閱讀及文學鑑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13-That's entertainment!(1)  Discuss popular entertainment  

第二週 U13-That's entertainment!(2)  Discuss movies and famous Hollywood names  

第三週 U13-That's entertainment!(3)  Speaking/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四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3  It was hilarious!  

第五週 U14-Now I get it!(1)  
Discuss the meaning of gestures and body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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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U14-Now I get it!(2)  Discuss rules and recognize common signs  

第七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八週 U14-Now I get it!(3)  Listening/Writing/Reading  

第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4  Casual observers  

第十週 Progress check (U13-14)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十一週 
U15-I wouldn't have done 

that.(1)  
Discuss imaginary situations  

第十二週 
U15-I wouldn't have done 

that.(2)  
Discuss difficult situations  

第十三週 
U15-I wouldn't have done 

that.(3)  
Listening/Speaking/Writing/Reading  

第十四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第十五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5  Tough Choices  

第十六週 U16-Making excuses(1)  Give reasons and explanations  

第十七週 U16-Making excuses(2)  Discuss statements other people made  

第十八週 U16-Making excuses(3)  Writing/Speaking/Reading  

第十九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6A  Just a bunch of excuses  

第二十週 Interchange activity 16B  Just a bunch of excuses  

第二十一週 Progress check (U15-16)  Self-assessment and review  

第二十二週 Assessment  
Special Project/Presentation and TELC mock 

exam  

備註： 班群 AB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充實  

英文名稱： Chinese Literature Advanc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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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文學相關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應用文 1  名片、柬帖、書信  

第二週 創意文案  創意廣告、圖文  

第三週 自傳、履歷表  履歷與自傳簡介及練習  

第四週 自傳、履歷表 2  履歷、自傳成果發表  

第五週 文學批評 1  從孟子到曹丕到文心雕龍  

第六週 文學批評 2  文學批評實作  

第七週 文學批評 3  成果發表  

第八週 文學流變 1  韻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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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文學流變 2  散文流變  

第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CD 學生自由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乙應用  

英文名稱： Math Enrichment II (Electiv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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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數學乙概念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複數  複數平面，複數的四則運算與絕對值  

第二週 無窮等比級數  循環小數，認識 Σ 符號  

第三週 線性規劃  
目標函數為一次式的極值問題，平行直線

系。  

第四週 方程式的虛根  
方程式的虛根，實係數方程式的代數基本

定理，虛根 成對的性質  

第五週 函數  
對應關係，圖形的對稱關係（奇偶性），

凹凸性的意義  

第六週 函數的極限  

認識函數的連續性與函數在實數 a 的極

限，極限的運算 性質，介值定理，夾擠定

理。  

第七週 微分  

導數與導函數的極限定義，切線與導數，

多項式函數之導函數， 微分基本公式及係

數積和加減性質。  

第八週 導函數(一)  二階導數，萊布尼茲符號。  

第九週 導函數(二)  
函數的單調性與凹凸性判定，基 本的最佳

化問題，導數的邊際意涵  

第十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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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積分(一)  一次與二次函數的反導函數與定積分。  

第十二週 積分(二)  
定積分的面積與總變化 量的意涵，微積分

基本定理  

第十三週 積分的應用(一)  連續函數值的平均，總量與剩餘意涵。  

第十四週 積分的應用(二)  連續函數值的平均，總量與剩餘意涵。  

第十五週 離散型隨機變數(一)  期望值、變異數與標準差，獨立性  

第十六週 離散型隨機變數(二)  伯努力試驗與 重複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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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群 B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甲應用  

英文名稱： Math Enrichment I (Electiv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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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數學甲概念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隨機  隨機  

第二週 期望值、變異數、標準差  期望值、變異數、標準差  

第三週 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  

第四週 二項分布  二項分布  

第五週 抽樣與統計推論  抽樣與統計推論  

第六週 弧度、弧長  弧度、弧長  

第七週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

形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形  

第八週 三角函數的應用  三角函數的應用  

第九週 複數的幾何意涵  複數的幾何意涵  

第十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一週 數列及其極限  數列及其極限  

第十二週 函數的概念  函數的概念  

第十三週 函數的極限  函數的極限  

第十四週 微分  微分  

第十五週 函數性質的判定  函數性質的判定  

第十六週 積分的意義  積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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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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群 CD 學生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應用  

英文名稱： Math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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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數學概念及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三角測量  
直角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正弦定理、餘弦

定理 、差角公式  

第二週 線性規劃  
直線方程式及其圖形 、線性規劃 、圓與直

線的關係  

第三週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的表示法 、平面向量的內積 、面

積與二階行列式  

第四週 空間概念(一)  空間向量的坐標表示法 、空間向量的內積  

第五週 空間概念(二)  外積、體積與行列式  

第六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七週 平面與直線方程式  
平面方程式、 空間直線方程式 、三元一次

聯立方程組  

第八週 矩陣  
線性方程組與矩陣 、矩陣的運算 、矩陣的

應用  

第九週 拋物線、橢圓、雙曲線  拋物線、橢圓、雙曲線  

第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173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CD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充實  

英文名稱： History Advanc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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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實歷史分科應考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史前臺灣  臺灣考古研究的現況與成果  

第二週 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荷蘭、西班牙與鄭氏王國  

第三週 清國入台  「中國化」與「本土化」  

第四週 日本始政  「日本化」與「西化」對臺灣的改變  

第五週 殖民統治下的民智啟迪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文化協會  

第六週 中華民國轉進臺灣  台美中的三方角力 、解嚴與白色恐怖  

第七週 1970 年代的臺灣  
聯合國席位喪失、台美斷交與民主運動的

昂揚  

第八週 史前古文明  
法律的初步制定、猶太人遷徙對現今世界

的影響  

第九週 
文化的燦爛﹕古希臘、羅

馬(一)  

五種政體討論、律法制定的建立與國家關

係  

第十週 
文化的燦爛﹕古希臘、羅

馬(二)  
哲學的發展、基督教與國家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 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歷史充實  

英文名稱： History Advanc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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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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實歷史分科應考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中古時期的歐洲與近東

(一)政治篇  

中古時期基督教、伊斯蘭世界國家建立與

衝突  

第二週 

中古時期的歐洲與近東

(二)﹕社會、經濟、文化

篇  

封建制度與莊園制度、城市的發展  

第三週 近代世界(一)  全球化的開端  

第四週 近代世界(二)  歐洲文化的變化  

第五週 機器取代人力與獸力  資本主義。  

第六週 帝國主義的擴張  新帝國主義、非洲  

第七週 國家的出現與衝突  帝國的建立與衝突  

第八週 時事議題探究 1  分組討論  

第九週 時事議題探究 2  成果發表  

第十週 無  無  

第十一週 無  無  

第十二週 無  無  

第十三週 無  無  

第十四週 無  無  

第十五週 無  無  

第十六週 無  無  

第十七週 無  無  

第十八週 無  無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班群 AB 選修  
 

六、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第二外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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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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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會或講座時數 7 6 7 6 7 5 

社團活動時數 22 22 22 22 22 17 

班級活動時數 13 16 13 16 13 13 

學生自治活動時數 2 0 2 0 2 0 

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經 1071009行政會議通過 

經 1071016課程核心小組提審 

經 1071113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暨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號

令訂定發布「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定自主學習計畫，自主實踐與完

成計畫，並自主辦理發表成果，特訂定此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施、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 

三.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由學務處主辦，統籌各處室辦理相關事宜，並召開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

議。 

1. 學生自主學習小組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成員包含教務處代表 1 人、學務處代表 1 人、

圖書館代表 1 人、輔導室代表 1 人、年級導師代表各 1 人、家長會代表 1 人。 

2. 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應討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實施與相關事宜。 

3. 如召開學生自主學習計劃申請確認會議，會議通過後，陳校長同意後公布與執行。 

(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說明會與審查會議由於開學日前兩週內辦理，並於開學後三週內完

成自主學習計畫審查，公布結果。 

(三)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審查，辦理原則如下： 

1. 高一新生於開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計畫，舊生於指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計畫。 

2. 申請計畫以學期為單位。 

3. 學務處收整學生申請計畫後，排除申請項目與格式不符者，將申請名單列表，提供自主

學習小組會議初審。計畫初審原則為評估計畫是否明確與可行，是否能在學校現有環境

設備下完成。 

4. 學務處將通過初審之學生平均給負責自主學習指導教師，指導學生依計畫執行或輔導計

畫修正，每位指導教師指導學生人數以不超過核定班級人數為原則。 

(四)學生自主學習之場地與指導教師由學務處與教務處協商後安排與公告。 

(五)學生自主學習之指導教師，依下列原則提供學生協助。 

1. 指定學生自主學習班級日誌之負責同學、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初審、進行學生出缺點

名與通報、按月檢視學生自主學習紀錄、了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與困難、協助學生辦理

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2. 指導教師可提供學生諮詢輔導，不須負責學生自主學習成果之品質。 

(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得於指導教師或輔導室協助下，放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七)學生如於自主學習時間需使用其他場地，需經由指導教師同意，並出示相關證明，以便場

地借用與管理。如需使用實驗室與實驗設備，需取得指導教師與實驗室管理者同意後，於

教師陪同下進行實驗。 

(八)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與平台由圖書館負責建置與維護，收理表現優秀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與

成果，並在學生同意下，提供本校其他學生參考與學習。 

(九)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如有學校規劃之重要活動，須全程參加，不得以自主學習為理由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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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四.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項目包含：申請名稱、申請內容、執行進度、預期成果、發表方式、需要設

備等，格式詳如附件一。 

五.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計畫，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學生自主學習計劃項目可包含延伸與預修課程學習，閱讀、線上學習、主題或議題、專題

研討等，惟不得與本校已辦理之非學術社團內容相同。 

(二)學生應於首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前，參加學校辦理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說明會，並依

據規定格式，撰寫自主學習計畫。 

(三)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經家長同意後，向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提出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四)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實施，記錄自主學習情形，按月繳交自主學習紀錄，並於自

主學習計畫完成時於學校規定時間內，辦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六. 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108-1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申請人簽名  班級/座號  

申請人  法定代理人簽名  

計畫名稱  相關學科/領域  

內容說明 

 

 

 

 

 

預計進度 

(週計畫) 

週次 內容 教師簽名 

1 
圖書館閱讀及線上資源說明 圖書館 

2 
彈性學習(含自主學習)實施說明 圖書館與教務處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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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需要設備 
 

 

預期成果 

 

 

 

 

 

 

成果展示 

□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不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僅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__________給其他同學參考 

成果發表形式 □靜態展  □動態展  □其他__________ 

以下為審查填寫欄，申請者勿填。 

規格審查 □通過    □不通過  □其他__________ 

初審 

□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簽名： 

複審及輔導 

□通過    □不通過   

意見：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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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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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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訂 10 1 22 10 1 22 15 1 22 15 1 22 7 1 22 7 1 15 

選手培

訓 

語文競賽 1 1 11 1 1 11 1 1 11 1 1 11             

學科競賽 2 1 11 2 1 11 2 1 11 2 1 11             

體育競賽 1 1 11 1 1 11 1 1 11 1 1 11             

藝術競賽 1 1 11 1 1 11 1 1 11 1 1 11             

科展競賽 1 1 11 1 1 11 1 1 11 1 1 11             

全學期

授課 

充實/

增廣 

數學甲應

用 
                              5 1 16 

充實/

增廣 

數學乙應

用 
                              2 1 16 

充實/

增廣 
英文會話 16 1 22 16 1 22 16 1 22 16 1 22             

週期性

授課 

充實/

增廣 
國文充實                         8 1 10       

充實/

增廣 
英文充實                         8 1 10       

充實/

增廣 
歷史充實                         3 1 10 3 1 9 

充實/

增廣 
地理充實                         3 1 10 3 1 9 

充實/

增廣 
物理充實                         5 1 10 5 1 9 

充實/

增廣 
化學充實                         5 1 10 5 1 9 

充實/

增廣 

公民與社

會充實 
                        3 1 10 3 1 9 

充實/

增廣 
生物充實                         5 1 10 5 1 9 

充實/

增廣 
數學應用                         8 1 10       

充實/

增廣 
文化評論                               1 1 9 

充實/

增廣 

英文閱讀

理解 
                              8 1 9 

三、學校特色活動  

活動名稱 
辦理

方式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時 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科普角 
專題

發表 
2 2 2 2     8 科普題材的認知與探索並發表觀點 

校慶運動會 
體育

競賽 
7   7   7   21 增進體能及運動精神，增強團體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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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角 
專題

發表 
4 4 2 2     12 針對議題以英文發表觀點 

國寫實作 

教學

及實

作 

6 6 6 6     24 增進國寫表達力 

英語話劇比

賽 

英語

競賽 
2 1 2       5 

培養班級團隊合作能力及英語創意發表、選拔校

外比賽選手 

英文單字比

賽 

英語

競賽 
1   1   1   3 選拔校外比賽選手 

特教講座 講座   1   1     2 
提升學生對特殊生的同理及關懷／依據特殊教育

法辦理 

志願分析諮

詢-班級場 

班級

講座 
          1 1 

針對班級特性說明分數及科系選擇之注意事項／

依據高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辦理／ 

校友開講 講座 1   1   1   3 

邀請校友返校舉辦學群介紹，學生於三年內能依

自我興趣選擇探索／依據高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辦理 

備審講座教

授場、指考

衝刺講座 

講座           1 1 
提升學生對二階資料準備方向之理解／依據高中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辦理／ 

數學競賽 競賽 1   1   1   3 選拔校外比賽選手 

性平講座 講座 1   1       2 
提升學生對性平議題的覺察與處理方式／依據性

別平等教育計畫辦理 

多元評量 評量 16 13 1 3     33 各領域年級共同評量 

備審講座校

友場、指考

講座 

講座           1 1 
提供多元升學管道諮詢平台(校友資源)，提升學

生生涯規劃／依據高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辦理／ 

高三繁星說

明會 
講座         1   1 協助高三學生做繁星申請及注意事項 

世界文化週

活動 

探究

課程 
      4     4 提升國際文化視野 

聖歌比賽 
合唱

競賽 
1   1       2 培養團隊及美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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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 

（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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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8/06/17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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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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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30 

第二學期：

109/02/11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第一學期：

108/09/06 

第二學期：

109/02/18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0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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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vtsh.tc.edu.tw/department/index.php?id=99723&pid=99642&k=2&a=103 

(二)生涯探索： 

高一：生涯試探  

1.大學參訪巡禮 2.生涯規劃課程(人格測驗及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3.星光大道學群介紹 4.班群選課輔導  

高二：適性發展  

1.興趣量表施測及分析 2.升學講座 3.轉班群及選課輔導 4.經驗傳承說明會(學長姐)  

高三：生涯定向：  

1.大學校系宣導週 2.國內外大學招生宣導講座 3.備審資料製作研習 4.推甄輔導 5.模擬面試 

(三)興趣量表： 

高一：新編多元性向測驗(下) 於生涯規劃課施測  

1.性向測驗是反映各領域的潛在能力，但不等於各學科成績  

2.測驗項目包括語文推理、數學推理、圖形推理、機械推理、空間關係、中文詞語、英文詞語  

3.結果分析讓學生了解自己能力所在，並在未來選組選學群時能選出合適自己能力的學系  

 

高一：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2017 版興趣量表 (上) 於生涯規劃課施測  

1.面對未來，探索自己想讀有興趣的科系，或感興趣的工作，興趣讓人有熱情、活力與成就感。這

份興趣量表能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  

2.施測項目：我喜歡的事﹝96 題﹞及我喜歡職業﹝83 題﹞及抓週的獻禮：六個生涯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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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應用：Holland 分類的六種類型代碼；對照自己的興趣代碼找到學類 ，學生找到自己真命天

「系」會是哪一個？  

 

高三：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2011 年版大學學系探索量表(下)於團體活動時間施測  

1.本量表為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對大學各學系學習興趣而編製。  

2.學系跨領域發展趨勢，題項文理組都有，共 150 題  

3.施測結果應用有助學生找到適合的「學群」和「學類」。  

 

(四)課程諮詢教師： 

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設置足額課程諮詢教師，強化課程輔導諮詢：  

工作內容如下：  

（一）每學期學生選課前，協助學校編輯選課輔導手冊，並向學生、家長及教師說明學校課程計畫

之課程及其與學生進路發展之關聯。  

（二）每學期學生選課期間，參考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團體或個別方式提供學生諮詢。  

（三）針對有生涯輔導需求之學生，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導師依其性向及興趣測驗結果輔導後，提供

個別方式之課程諮詢。  

（四）將課程諮詢紀錄登載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五)其他：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組織及運作原則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主任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 107 年 4 月 1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024978B 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諮詢教

師設置要點」。  

二、目的：為推動本校課程輔導諮詢相關工作，引導學生適性選修，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目

標，特訂定本原則。  

三、組織成員：  

（一）本遴選會置委員 17 人，包括主任委員 1 人、執行秘書 1 人及其他委員 15 人。  

（二）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執行秘書由教務主任兼任。  

（三）其他委員由副校長、研發處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專案計畫組長、國文科

主席、英文科主席、數學科主席、物理科主席、化學科主席、生物科主席、歷史科主席、地理科主

席、公民與社會科主席。  

（四）本遴選會委員之任期，依其職務任免改聘。  

四、任務：  

（一）遴選現職合格專任教師，參加教育部辦理之課程諮詢專業知能研習。  

（二）遴選具課程諮詢教師資格者，擔任課程諮詢教師。  

（三）遴選課程諮詢教師一人兼任召集人。  

（四）進行課程諮詢教師工作內容推動成效之定期追蹤與檢討。  

（五）協調各處室配合推動課程輔導諮詢之相關事宜。  

（六）課程諮詢教師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規劃及審議。  

（七）課程諮詢教師敘獎之建議。  

五、運作方式：  



183 

 

（一）本遴選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並得視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  

（二）會議主席由主任委員擔任，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定由執行秘書擔任主 席。  

（三）經本遴選會全體委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會議，主任委員應於二週內召集會議。  

（四）本遴選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五）本遴選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  

（六）本遴選會召開會議時，可視需求邀請經遴選擔任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及課程諮詢 教師列席表

示意見。  

（七）本遴選會召開之會議，相關討論決議應作成書面紀錄。  

（八）本遴選會之相關聯絡、協調及決議事項之追蹤控管，由執行秘書辦理。  

六、課程諮詢教師可減授總節數：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減授總節數，以學校當學年度適用總綱之學生總數計算；依計算基準公式，本

校各學年可減授節數如下：  

（一）108 學年：合計最多 5 節。  

（二）109 學年：合計最多 9 節。  

（三）110 學年以後：合計最多 12 節。  

學校得於前項總節數範圍內，調整課程諮詢教師之人數  

七、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方式：  

本校自 108 學年開始可減授總節數為 5~12 節，可設置課程諮詢教師人數大約 3~6 人，採逐年增加擴

編方式，為符合實際任務需求，遴選方式由各處（室）推薦，各處（室）主任可徵詢當事人同意

後，填具推薦表，將推薦表交予執行秘書，由執行秘書提請本遴選會討論，討論通過後，報名參加

適合之「課程諮詢教師專業知能研習」，研習合格者，則擔任本校課程諮詢教師工作。  

八、學校應置課程諮詢教師，其工作內容規定如下：  

（一）每學期學生選課前，編訂學校選課輔導手冊，並向學生、家長及教師說明學校課程計畫之課

程及其與學生進路發展之關聯。  

（二）每學期學生選課期間，參考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團體或個別方式提供學生諮詢。  

（三）針對有生涯輔導需求之學生，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導師依其性向及興趣測驗結果輔導後，提供

個別方式之課程諮詢。  

（四）將課程諮詢紀錄登載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九、本原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184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