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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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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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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103年 11月 28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7年 2月 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107年 12月 24日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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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96 8 287 8 297 24 880 

體育班 1 33 1 29 1 21 3 83 

合計 9 329 9 316 9 318 27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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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體育班 1 33 

合計 9 321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有創藝的智慧學校 

自創校以來，百齡高中歷任校長、教師以熱忱的教育態度、專業的教學能力，多年來團隊兢

兢業業，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以「成就每個百齡人做最好的自己」為核心理念，以「成

為一所提供多元舞臺，激發學生潛能，致力學習翻轉的智慧學校」即「有創藝的智慧學校」

為願景，確認「閱讀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及世界接軌」為五大校本關鍵能

力，提供多元學習環境與機會，將校本願景融入各項課程設計，最終目標：「培育孩子成為

未來世界所需要的人才」。 

因應新課綱，104學年度開學前，全校教師共構「品格力、領導力、自主力、創思力、行動

力及國際力」為本校學生圖像，105學年度上學期教師團隊提出「有創藝的智慧學校」想

法，促使大家思考學校未來發展的關係，為實現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理念，並更加呼應

新課綱精神，故展開重新檢視上圖，邀請教師代表提供修正意見，彙整後如圖 1。之後，行

政團隊再深入討論，提出「百齡高中願景目標關鍵能力與學生圖像脈絡圖」(圖 2)，於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對全校說明，再取得共識，有利於課程發展。  

●為實現 12年國教「適性揚才」理念，並且更加呼應新課綱精神，故重新檢視上圖，展開

重新形塑學校新願景及目標的歷程。我們於大小會議促使大家思考新課綱與學校未來發展的

關係，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前共同備課日老師們提出新的想法，且希望可與本土與國際

連結。此想法並於當學期期初、期末教學研究會說明與討論，後來還邀請老師給與建議，產

出「有創藝的智慧學校~從本土到國際」的概念。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前共同備課日取得

全校教師共識，「有創藝的智慧學校」成為本校 106-110的新願景：創「藝」內隱原先「多

元舞台 激勵潛能」的精神，讓學生的「創意」「藝術」發光發熱；智慧不僅與科技聯結，

也是本校展現之軟實力與巧實力；在地情懷與國際視野與新課綱接軌，成為老師設計課程的

主軸方向。  

●學校目標 

（一）深耕品格發展 

具有品格修養，為擔任領袖人才不或缺的特質，品格的培養是為學習力紮根奠基，一切的學

習先由培養品格開始。除了注重基礎生活教育和道德教育，以培養學生高尚的人格外，更透



過各項活動培養學生領袖品格，建立相互尊重、包容與關懷的友善校園，落實負責、尊重、

感恩與誠實的品格價值。 

（二）蘊育自主學習 

學校教育不僅給予學生「知」的權利，更要教導學生「學」的能力，「學」的能力的培育除

了透過教師的引導外，自主學習動機的展現更能激發出自我的潛能。為了達到自主學習的目

標，學校必須致力學教翻轉，不再只是教導學生應付升學考試，更要讓學生養成自主學習的

習慣，培育各種帶得走的能力。唯有讓學生擔負起大部分的學習責任，學習才能啟動，進而

激發潛能自我實現。 

（三）強化思考表達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僅是知識的吸收，而不知思考消化，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則學習毫無意義；同樣地，只會空想，而不去學習也是枉然。因應數位時代隨手可得知

識的環境，教師不再只是學科知識的提供者，更是思考能力的訓練者，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

教學，讓學生成為問題解決者，思考消化後強化表達溝通能力，才能具備面對未來社會的能

力。 

（四）落實社會參與 

人是群體的動物，個人不能離開社會而單獨生存，善盡社會一份子的責任，就從社會參與開

始。社會環境是學習活動的場域，社區提供的資源，可以獲得與學校教育不同的「境教」，

在校園內蘊育自主學習、強化思考表達後，學生更需以踏實的腳步走入社會，接受未來的挑

戰。落實社會參與，與社會資源連結，必能以充滿自信與積極創新的心態，善盡社會責任。 

（五）開拓國際視野 

在資訊發達與透明的現今社會，天涯若比鄰，地球村的時代已經來臨，學生除了培育自身學

習思考與關懷社區興衰發展外，更應具備有國際視野，以擔負做為世界公民的責任。除加強

學生外語能力外，並藉由課程或活動的實施培育世界公民素養，增加國際交流的機會，建置

校園國際情境，從日常生活中培育國際觀。  

 

二、學生圖像 

 



 

 

全校教師於 104學年度開學前備課日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力與品德之結果，教師們認

為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

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品

格力、領導力、自主力、思考力、行動力以及國際力」。後續經校內多次會議溝通共識之學

生圖像，有助於設計更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程。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領導力  

◆國際力  

◆行動力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 103年 11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教育局 104年 2月 1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431638800 號 

（三） 教育局 106年 9月 2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9530000 號 

二、 目標：本委員會成立目標為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審議學校課程計

畫、審查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及進行課程評鑑等 

三、 成員：本會設置委員 37人，委員均為無給職，經委員會通過，得增聘若干位學者專家

擔任領域課程諮詢委員，其於開會期間支領出席費或車馬費。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校長為當然委員及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



任、圖書館主任、秘書、教學組、學活組、輔導組等組長等 9位，共 10位。 

（二） 各科教師代表：由各科（包括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數學、物

理、化學、生物、地球與環境、家政、生活科技、音樂、美術、體育、特教、國防通識、電

腦及生涯規劃）共 19人 

（三） 各年級代表推選 1 名教師擔任，共 3人 

（四） 家長與社區代表：由本校家長委員會推選學有專長且熱心校務之代表 2人。 

（五） 教師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選代表 1人。 

（六） 專家學者代表 1人：提供課程諮詢。 

（七） 學生代表：由學生班聯會推選代表 1人提供課程諮詢。 

四、 組織：本會置召集委員 1人，由校長兼任。副召集人 1人，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

書 1人，由教學組長兼任。下設核心規劃小組及各學習領域課程教學研究會，並得依任務需

要設置跨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一） 核心智囊團規劃小組：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圖書

館主任、秘書以及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及藝能學科推派 12人，共 23人組成。本

小組成員可以長期參與為佳，得以是學科參與課發會之委員或是另行推派，主要任務為研擬

行政規劃、時數安排等之相關課程發展建議案，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二） 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本校各學科全體教師組成，實際推動各學科課程之發展。教

師可透過教學研究會組成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

材、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 

（三） 跨學科課程發展小組：依重要主題課程發展之需成立，採任務編組，置召集人 1

人，組員若干人。負責規劃該跨學科統整課程之研究發展事宜。 

五、 職掌：本會職掌以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相關事務為主，考量行政執行、

課程實施之可行性。職掌細目如下： 

（一） 決定課程學分配置 

1. 確認部定必修課程：依據領域綱要通過各領域/科目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決定本校高中

各年級各學科之學習節數和彈性學習節數。 

2.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學校依其特色發展、師資結構及相關條件開設需要自主設計課程為

原則之校訂必修課程。本課程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一般科目的統整性、專題探究

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探索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 

3. 審核科目選修課程：選修課程可由教育部定或指定教育專業團體（大學、學術團體或普

通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等）發展課程綱要供學校選用或運用，或由學校發展選修課程教學

大綱；上述內容經本會通過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二） 審查總體課程計畫：統整及審查本校各學科課程及跨學科課程計畫、各學習領域及

跨學科課程計畫，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前審慎擬定新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 

（三） 審查各科課程教材：擬定本校「教科書選用要點」，審查教科用書以及全校性、全

年級使用之自編教材。 

（四） 進行本校課程評鑑：實施本校課程與教學的評鑑以及學習評鑑 

（五） 協調各學科課程社群無法議決之事項及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之事宜。 

六、 任期：本會委員任期以學年度為準，為期 1年。年級與學科教師代表及家長與社區代

表連選得連任，至多連任 2次。委員於任期中若因職務異動或其它因素出缺，應即時遞補

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止。 

七、 召集：本會由校長召集，或經委員 2分之 1以上連署，連署委員互推 1人召集之。 

八、 開會： 

（一） 本會每學期至少舉行 1次會議，最多於每學期期初和期末各 1次為原則，唯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上學期最後 1次會議必須提出下學年度本校總體課程計畫。 

九、 會議：本會須有應出席委員 2分之 1以上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 2分之 1以

上同意，方得議決。表決採無記名投票方式或舉手方式行之。 

十、 諮詢委員：本會得視實際需要邀請諮詢委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參加研討。 

十一、 行政工作：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相關單位協辦。所需經費則由學校相關

經費支應。 

本要點提請校務會議議決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二、學校特色說明 

以學生品格發展、未來進路與生涯規劃為核心素養之內涵，百齡的課程規劃兼具自主行動、

溝通表達、科技新知、品格實踐及多元國際的接觸，以 PBL研究課程做為校訂必修之主軸，

並提供多樣化課程，積極結合數位學習環境，不僅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也提升學教之間不

同以往互動模式。扣合百齡願景 2.0，從高一多元課程的探索，高二課程的分化理解到高三

適性課程的定向發展，讓「有創藝的智慧學校」成就每個百齡學子在學習歷程中，發揮自

我，肯定自我並了解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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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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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2) 2 2 2     6 
  

  

公民與社會 2 2 0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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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上學期為自然

科探究與實作 A, 

2 學分,課程 A為

物理與地科跨科。 

化學 (2)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地球科

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二下學期為自然

科探究與實作 B, 

2 學分,課程 B為

化學與生物跨科。 

生物 2 (2) 0 0     2 
  

  

地球科學 (2) 2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1 1 1 1 4 
  

  

美術 0 0 1 1 1 1 4 
  

  

藝術生活 (2) 2 0 0 0 0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1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1 0 0 0 0 1 
  

  

家政 2 (2) 0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2) 2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2 (2)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7 27 24 24 11 5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2 32 29 29 16 10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PBL研究課程

-From Readin

g to Drama 

    (2) (2)     0   

PBL研究課程

-數學脈絡 
    (2) (2)     0   

PBL研究課程

-社會專題研

究(歷史與公

民) 

    (2) (2)     0   

PBL研究課程

-士林地區導

覽員培訓 

    (2) (2)     0   

PBL研究課程

-食在安全(化

學及生物) 

    (2) (2)     0   

PBL研究課程

-綠能與永續

發展(物理及

地球科學) 

    (2) (2)     0   

PBL研究課程

-精彩運動世

界 

    (2) (2)     0   

PBL研究課程

-經典名著與

專題研究(小

論文)寫作 

    2 2     4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2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2) 2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2 2   

英語聽講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2   2   

英文作文           2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4 4 8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3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3 3   

空間資訊科技         3   3   

社會環境議題           3 3   

現代社會與經

濟 
        3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3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2     2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2 (2)     2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2       2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1 1 2   

創新生活與家

庭 
        1 1 2   

多元選

修 

專題探究 

文學正津津有

味 
3 3         6   

英文萬花筒 (3) (3)         0   

實作(實驗)及

探索體驗 

表達藝術 (3) (3)         0   

時尚 I生活/

食尚生活 
(3) (3)         0   

士林地區議題

探索 
(3) (3)         0   

藝游數學 (3) (3)         0   

動手做科學 (3) (3)         0   

化學超能力 (3) (3)         0   

地球科學野外

踏查 
(3) (3)         0   

ios 基礎程式

設計 
(3) (3)         0   

M bot 機器人

專題 
(3) (3)         0   

健康與休閒活

動 
        (2) (2) 0   

真人圖書館 (3) (3)         0   



一起「讀」生

物 
(3) (3)         0   

科技與生活

(物理) 
        (2) (2) 0   

科技與生活

(化學) 
        (2) (2) 0   

跨領域/科目

專題 

資訊及圖書館

學 
(3) (3)         0   

大學預修課程 

英檢小達人 A         2 2 4   

數學解題 A         (2)   0   

商用微積分           (2)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3 3 4 4 19 25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班別：普通班（班群 B）：數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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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2     6 
  

  

地理 (2) 2 2 2     6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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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下學期為自然

科探究與實作 A, 

2 學分,課程 A為

物理與地科跨科。 

化學 (2)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地球科

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二下學期為自然

科探究與實作 B, 

2 學分,課程 B為

化學與生物跨科。 

生物 2 (2) 0 0     2 
  

  

地球科學 (2) 2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1 1 1 1 4 
  

  

美術 0 0 1 1 1 1 4 
  

  

藝術生活 (2) 2 0 0 0 0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1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1 0 0 0 0 1 
  

  

家政 2 (2) 0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2) 2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2 (2)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7 27 24 24 11 5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2 32 29 29 16 10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PBL研究課程

-經典名著與

專題研究(小

論文)寫作 

    2 2     4   



PBL研究課程

-From 

Reading to 

Drama 

    (2) (2)     0   

PBL研究課程

-數學脈絡 
    (2) (2)     0   

PBL研究課程

-社會專題研

究(歷史與公

民) 

    (2) (2)     0   

PBL研究課程

-士林地區導

覽員培訓 

    (2) (2)     0   

PBL研究課程

-食在安全(化

學及生物) 

    (2) (2)     0   

PBL研究課程

-綠能與永續

發展(物理及

地球科學) 

    (2) (2)     0   

PBL研究課程

-精彩運動世

界 

    (2) (2)     0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2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2 2   

英語聽講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2   2   

英文作文           2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2) (2) (3) (3) 0 
二年級自然學科 4

學科選 2學科 

選修物理-力

學一 
    (2)       0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2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1 1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2 2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2       2   

化學     (2) (2) (3) (3) 0 
二年級自然學科 4

學科選 2學科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2)     0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2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2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1 1 2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2)       0   

生物     (2) (2)     0 
二年級自然學科 4

學科選 2學科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2     2   

地球科學     (2) (2)     0 
二年級自然學科 4

學科選 2學科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2       2   

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

及天文 

      (2)     0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1 1 2   

創新生活與家

庭 
        1 1 2   

多元選

修 

專題探究 

文學正津津有

味 
3 3         6   

英文萬花筒 (3) (3)         0   

實作(實驗)及

探索體驗 

表達藝術 (3) (3)         0   

時尚 I生活/

食尚生活 
(3) (3)         0   



士林地區議題

探索 
(3) (3)         0   

藝游數學 (3) (3)         0   

動手做科學 (3) (3)         0   

化學超能力 (3) (3)         0   

地球科學野外

踏查 
(3) (3)         0   

ios 基礎程式

設計 
(3) (3)         0   

M bot 機器人

專題 
(3) (3)         0   

健康與休閒活

動 
        2 2 4   

真人圖書館 (3) (3)         0   

一起「讀」生

物 
(3) (3)         0   

機器人程式設

計 
        (3)   0   

科技與生活

(物理) 
        3 3 6   

科技與生活

(化學) 
        (3) (3) 0   

物理實驗理論

與實作 
        (3) (3) 0   

化學實驗理論

與實作 
        (3) (3) 0   

跨領域/科目

專題 

資訊及圖書館

學 
(3) (3)         0   

大學預修課程 

英檢小達人 A         (2) (2) 0   

數學解題 A         (2)   0   

商用微積分           (2) 0   

英檢小達人 B         (3) (3) 0   

數學解題 B           (3) 0   

微積分入門           (3)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3 3 4 4 19 25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班別：普通班（班群 C）：醫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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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2     6 
  

  

地理 (2) 2 2 2     6 
  

  

公民與社會 2 2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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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上學期為自然

科探究與實作 A, 

2 學分,課程 A為

物理與地科跨科。 

化學 2 (2) 0 2     4 

說明：二下化學含

跨科目(物理、化

學、生物、地球科

學)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B。 

高二上學期為自然

科探究與實作 B, 

2 學分,課程 B為

化學與生物跨科。 

生物 (2) 2 0 0     2 
  

  

地球科學 2 (2) 0 0     2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1 1 1 1 4 
  

  

美術 0 0 1 1 1 1 4 
  

  

藝術生活 (2) 2 0 0 0 0 2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1 (1) 0 0 0 0 1 
  

  

生涯規劃 (1) 1 0 0 0 0 1 
  

  

家政 2 (2) 0 0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2) 2 0 0 2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0 0 2 (2)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計 27 27 24 24 11 5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2 32 29 29 16 10 148 
  

  

校訂必

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PBL研究課程

-From 

Reading to 

Drama 

    2 2     4   

PBL研究課程

-士林地區導

覽員培訓 

    (2) (2)     0   

PBL研究課程

-社會專題研

究(歷史與公

民) 

    (2) (2)     0   

PBL研究課程

-食在安全(化

學及生物) 

    (2) (2)     0   

PBL研究課程

-經典名著與

專題研究(小

論文)寫作 

    (2) (2)     0   

PBL研究課程

-數學脈絡 
    (2) (2)     0   

PBL研究課程

-綠能與永續

發展(物理及

地球科學) 

    (2) (2)     0   

PBL研究課程

-精彩運動世

界 

    (2) (2)     0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2 0 0 4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2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2 2   

英語聽講           2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2   2   

英文作文           2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2)       0   

物理     (2) (2) (3) (3) 0 
高二自然學科 4學

科選 2學科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2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1 1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2 2   

化學     (2) (2) (3) (3) 0 
高二自然學科 4學

科選 2學科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2       2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2)     0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2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2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1 1 2   

生物     (2) (2) (2) (2) 0 
高二自然學科 4學

科選 2學科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2)       0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2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2     2   

地球科學     (2) (2)     0 
高二自然學科 4學

科選 2學科 

選修地球科學

-地質與環境 
    2       2   

選修地球科學

-大氣、海洋

及天文 

      (2)     0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1 1 2   

創新生活與家

庭 
        1 1 2   

多元選

修 

專題探究 

文學正津津有

味 
3 3         6   

英文萬花筒 (3) (3)         0   

實作(實驗)及

探索體驗 

表達藝術 (3) (3)         0   

時尚 I生活/

食尚生活 
(3) (3)         0   

士林地區議題

探索 
(3) (3)         0   

藝游數學 (3) (3)         0   

動手做科學 (3) (3)         0   

化學超能力 (3) (3)         0   

地球科學野外

踏查 
(3) (3)         0   

ios 基礎程式

設計 
(3) (3)         0   

M bot 機器人

專題 
(3) (3)         0   

真人圖書館 (3) (3)         0   

一起「讀」生

物 
(3) (3)         0   

科技與生活

(物理) 
        3 3 6   



科技與生活

(化學) 
        (3) (3) 0   

物理實驗理論

與實作 
        (3) (3) 0   

化學實驗理論

與實作 
        (3) (3) 0   

跨領域/科目

專題 

資訊及圖書館

學 
(3) (3)         0   

大學預修課程 

英檢小達人 B         (3) (3) 0   

數學解題 B           (3) 0   

微積分入門           (3)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3 3 4 4 19 25 58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 

 

班別：體育班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2 2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0 0 0 0     0  

數學 B 4 4 4 4     16  

社會領域 

歷史             0  

地理             0  

公民與社會             0  

自然領域 

物理             0  

化學             0  

生物             0  

地球科學             0  

藝術領域 

音樂             0  

美術             0  

藝術生活             0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生涯規劃             0  

家政             0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資訊科技             0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1 1 1 1 0 0 4  

全民國防教育             0  

運動學概論 1 1 0 0 0 0 2  



健康與體育領

域 

專項體能訓練 4 4 4 4 4 4 24  

專項技術訓練 4 4 4 4 4 4 24  

必修學分數小計 22 22 21 21 13 11 110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27 27 26 26 18 16 140  

必選修類別 科目代碼 檢核 

必修 

03 

歷史：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歷史：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歷史：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歷史：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歷史：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6 學分 

地理：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地理：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地理：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地理：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地理：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6 學分 

公民與社會：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公民與社會：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公民與社會：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公民與社會：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公民與社會：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6 學分 

社會領域：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8 學分 

04 

物理：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物理：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物理：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物理：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物理：至少修習 2 學分 

物理：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2-4 學分 

化學：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化學：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化學：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化學：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化學：至少修習 2 學分 

化學：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2-4 學分 

生物：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物：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物：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物：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物：至少修習 2 學分 

生物：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2-4 學分 

地球科學：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地球科學：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地球科學：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地球科學：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地球科學：至少修習 2 學分 

地球科學：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2-4 學分 

自然領域：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2 學分 

05 

音樂：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音樂：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音樂：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音樂：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音樂：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音樂：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音樂：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美術：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美術：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美術：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美術：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美術：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美術：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美術：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藝術生活：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藝術生活：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藝術生活：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藝術生活：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藝術生活：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藝術生活：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藝術生活：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藝術領域：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3 學分 

06 

生命教育：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命教育：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命教育：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命教育：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命教育：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命教育：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命教育：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生涯規劃：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涯規劃：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涯規劃：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涯規劃：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涯規劃：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涯規劃：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涯規劃：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家政：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家政：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家政：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家政：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家政：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家政：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家政：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綜合活動領域：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3 學分 

07 

生活科技：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活科技：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活科技：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活科技：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活科技：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生活科技：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生活科技：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資訊科技：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資訊科技：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資訊科技：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資訊科技：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資訊科技：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資訊科技：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資訊科技：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1 學分 

科技領域：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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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1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全民國防教育：1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全民國防教育：2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全民國防教育：2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全民國防教育：3 年級第 1 學期未輸入 

全民國防教育：3 年級第 2 學期未輸入 

全民國防教育：0學分合計低於課綱規定 2 學分 

每週節數小

計 
99_1_03 

『高一上』『高一下』『高二上』『高二下』『高三上』『高三下』

每週節數總計低於課綱規定 35 節 

說明：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一、探究與實作課程 

(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A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跨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課程設計由學生自主決定研究目標，嘗試規畫探究的過程與方法。  

2.訓練獨力探索與思考、邏輯推理、批判修正、自我實踐。  

3.提供學生探究學習、問題解決的機會，從日常生活連結入手。  

4.培養學科探究應有的正確態度。  

5.由學生自主訂定目標，著重於探究的動機與過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堂說明  
課程說明、分組、上課規範  

「觀察現象」練習  

第二週 燃燒與能量  

1.生活中常見的光源有哪些？  

2.仔細觀察蠟燭的燃燒與熄滅 請各舉

出 5 個觀察到的特性，。  

3.要描述蠟燭的燃燒，你認為會牽涉到

哪些「科學原理」？  

分組討論用「科學的描述」去說明蠟燭

由點燃到熄滅的過程  

4.一根蠟燭在燒杯中熄滅，這個現象可

以說明什麼？  

第三週 燃燒與能量  

1.將蠟燭放入塑膠盤中，裝淺層的水。

點燃時蓋上燒杯，熄滅內的水會升。這

個現象可以說明什麼 ？  

2.藉由觀察蠟燭的燃燒，說明什麼是燃

燒三要素。  

3.觀察酒精燈的燃燒，並將觀察結果記

錄下來。  

4.如何將酒精固化？蒐集資料分組報

告。分組發表預測和實際操作的異同並

推測可能原因。  

第四週 燃燒與能量  

1.準備乙醇及醋酸鈣，提出假說並設計

簡單的研究計畫，驗證濃度是否影響酒

精固化所需的時間。  

2.分別探討「操作變因」、「控制變

因」  

「應變變因」  

3.假說、研究主題、研究規畫擬訂時與

變因間的關係  

4.分組討論固體酒精製作方法，各組嘗

試調配所需酒精及醋酸鈣濃度，製作實

驗流程、實驗結果表格，目標為 30秒

內使酒精凝固。  

第五週 燃燒與能量  

1.接續上週實驗，各組嘗試調配所需酒

精及醋酸鈣濃度，製作實驗流程、實驗

結果表格，目標為 30 秒內使酒精凝

固。  

2.各組上台做成果展示及實驗結果分析

討論。  

 

第六週 燃燒與能量  
各組上台做成果展示及實驗結果分析討

論。  

第七週 燃燒與能量  

1.生物體也需要能量。  

2.細菌與真菌的觀察。比較其中的差

異、繪圖、並做成記錄。  



3.學習利用顯微鏡協助觀察。  

 

第八週 燃燒與能量  

1.利用水蘊草觀察植物細胞與原生質流

動。  

2.利用口腔黏膜細胞觀察動物細胞。  

3.滴加亞甲藍液將細胞染色，並與未染

色細胞比較。  

4.觀察並分組報告植物與動物細胞的差

異。  

 

第九週 燃燒與能量  

1.生活中發酵產品有哪些？  

2.發酵產品間有何不同？  

3.發酵產品的歷史與種類簡介  

4.小活動：學生將少量酵母菌及糖水放

在夾鏈袋中放置  

一段時間  

5.請學生說出夾鏈袋內的液體發生甚麼

變化  

 

第十週 燃燒與能量  

酵母菌的醣類代謝  

1.閱讀書面資料(酵母菌的介紹)並回答

問題，了解酵母菌進行糖類代謝時反應

速率測定方式  

2.配製 2%葡萄糖溶液  

(1)各組討論配製方式並繪製成流程圖  

(2)各組發表討論結果並實際操作配製

溶液。  

 

第十一週 燃燒與能量  

定量在溫水中酵母菌產生氣體的速率：  

1.依據老師提供的研究步驟進行實驗

(葡萄糖溶液濃度、酵母菌量、溫度

等)，觀察並記錄溶液發生的變化，用

文字流程圖或繪圖的方式說明測量 CO2 

產生量的方法  

2.分組發表並票選何種方法最適合測量 

CO2 的產生量  

第十二週 燃燒與能量  

定量在溫水中酵母菌產生氣體的速率：  

1.依據老師提供的研究步驟進行實驗

(葡萄糖溶液濃度、酵母菌量、溫度

等)，觀察並記錄溶液發生的變化，用

文字流程圖或繪圖的方式說明測量 CO2 

產生量的方法  

2.分組發表並票選何種方法最適合測量 

CO2 的產生量  

3.由實驗結果分析討論影響酵母菌產生



氣體的因素有哪些。  

 

第十三週 花花世界  

1.觀察並說明單子葉與雙子葉植物根、

莖、葉部的差異。  

2. 介紹族群個體數的調查法。利用樣

區法與捉放法估計族群個體數。  

3.百齡高中校園植物調查。  

第十四週 花花世界  

1.以不同植物測定影響蒸散作用的因

素。（各組需自行設計實驗、並將實驗

結果、數據以圖表呈現）  

2.分組報告實驗結果並討論比較各組差

異。  

第十五週 花花世界  

1. 在酒精膏上滴上不同的溶液，觀察

並比較燃燒的狀況與單純酒精膏燃燒之

間的差異。  

2.依照實驗的結果，分析煙火的成色。  

 

第十六週 花花世界  

設計並發表一個小燃燒實驗，需包含三

種顏色變化。各組需繳交流程圖、實驗

設計、與結果報告。  

第十七週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  

2.實驗報告與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  

2.實驗報告與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研究規劃的設計(40%)：研究題目及假說的擬定、研究的規劃、資料整

理與圖表呈現、研究結果與結論的闡述……  

（2）小組成果發表(40%)：小組發表及參與程度(出席、小組討論、發言……)  

（3）課堂學習單（2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採主題式課程，自然領域四科跨科教學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B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跨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師資來源：  



學習目標： 

1.課程設計由學生自主決定研究目標，嘗試規畫探究的過程與方法。  

2.訓練獨力探索與思考、邏輯推理、批判修正、自我實踐。  

3.提供學生探究學習、問題解決的機會，從日常生活連結入手。  

4.培養學科探究應有的正確態度。  

5.由學生自主訂定目標，著重於探究的動機與過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水杯音樂會(一)  

1.生活中有哪些聲音？  

2.觀察常見的樂器發聲，討論並發表聲

音三要素及聲音形成的可能原理  

3.觀察摩擦水杯會發出聲音的現象(水

量對音調的影響)  

4.提出影響音調的可能因素(設定探討

問題-音調與水位(量)關係)  

 

第二週 水杯音樂會(二)  

設計實驗，探討如何利用水杯發出不同

的音調。  

1.列出操縱變因、應變變因及控制變因  

2.擬定研究計畫(列明實驗步驟及注意

事項)  

3.進行研究實驗及數據資料記錄(一)  

 

第三週 水杯音樂會(三)  

1.研究計畫(實驗步驟)的修正技巧(必

要組別差異化教學)  

2.進行研究實驗及數據資料記錄(二)  

 

第四週 水杯音樂會(四)  

1.實驗數據分析技巧  

2.以所得數據為證據推論及提出結論  

3.嘗試建立模型(只強調方法)  

 

第五週 水杯音樂會(五)  

1.以 1頁海報形式呈現成果，每組作 8

分鐘報告(含進階研究建議)  

2.後一組對前一組之報告提出 3分鐘回

饋與建議(或疑問)  

3.報告組別針對回饋與建議提出 3分鐘

回應與省思  

 

第六週 水杯音樂會(六)  

1.以 1頁海報形式呈現成果，每組作 8

分鐘報告(含進階研究建議)  

2.後一組對前一組之報告提出 3分鐘回

饋與建議(或疑問)  

3.報告組別針對回饋與建議提出 3分鐘

回應與省思  

 



第七週 科學與生活－天地明察  

【實驗主題】  

光譜儀的製作與運用  

【教學內容】  

 恆星光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氣組

成及物理性質  

【發現問題】  

製作光譜儀並利用其觀察不同光源(日

光燈管、省電燈泡、LED 燈泡、鹵素

燈)的光譜類型，探討不同光源之光譜

的差異因素  

【論證與建模】  

分類與歸納不同類型的恆星光譜，嘗試

建立一套分類方式，再對比常用的恆星

光譜分類方式，討論與比較不同分類法

的特性差異  

【表達與分享】  

各小組發表組內建立的分類方法，並說

明其分類的原因和證據，彼此分享建模

的成果並精進修正自己組內的分類模型  

第八週 科學與生活－天地明察  

【實驗主題】  

礦物辨識與岩石分類  

【教學內容】  

 礦物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及物理性

質  

 火成岩形成時岩漿的成分和冷卻速

度會影響外觀  

 不同沉積環境會影響沉積岩組成及

顆粒的大小  

 變質岩的形成受原來母岩和變質程

度的影響，具有不同的外觀型態  

【發現問題】  

了解不同礦物的分類特性，並從不同的

岩石當中找出可能的岩石分類依據  

【論證與建模】  

各組依據其所選定的分類因子進行岩石

分類  

【表達與分享】  

各組發表其歸納出的岩石分類依據，說

明其選定之依據的理由合理性  

第九週 科學與生活－天地明察  

【實驗主題】  

天地明察電影辨曆法  

【教學內容】  

 曆法主要是根據天體運動的規律而

制定  

【發現問題】  



從日劇天地明察電影中找出曆法演變的

原因和限制  

【論證與建模】  

從現行曆法出發，分組分析不同曆法的

日月年定義方式與差異  

【表達與分享】  

各組報告曆法演進可能的原因和遇到的

困難，以及各組分析不同曆法之差異和

現行曆法的優劣勢  

 

第十週 科學與生活－天地明察  

【實驗主題】  

大氣穩定度實驗  

【教學內容】  

 大氣垂直溫度的差異會造成大氣的

不穩定而引發垂直運動  

 大氣垂直運動的形態決定了雲與降

水的形態  

【發現問題】  

進行膨脹冷卻實驗，利用寶特瓶內空氣

加壓與洩壓的方式，觀察雲霧形成的過

程，並透過實驗中找出可能造成大氣垂

直運動的因素  

【論證與建模】  

各組從模擬實驗中找出可能影響大氣垂

直運動的因素，並自行設計實驗驗證假

設之正確性  

【表達與分享】  

各組發表可能影響大氣垂直運動因素之

實驗成果報告  

 

第十一週 科學與生活－天地明察  

【實驗主題】  

模擬氣象預報員  

【教學內容】  

 透過地面觀測和高空觀測、衛星和

雷達遙測可以獲得氣象資料  

 透過觀測的氣溫、降水量、風向、

風速、相對濕度等和衛星雲圖等紀錄，

可以分析天氣系統的變化過程，並提出

適當的解釋  

【發現問題】  

小組收集中央氣象局提供之各氣象因子

預報場資料，嘗試從未來一週預報場資

料中找出現地可能受影響的天氣系統  

【論證與建模】  

各組根據氣象科學理論等進行預報場資



料分析，針對未來一週天氣狀況提出預

報整合結果  

【表達與分享】  

各組模擬成為氣象預報員，播報其分析

之未來一週天氣狀況  

 

第十二週 科學與生活－環境議題  

【實驗主題】  

大台北災害防治懶人包  

【教學內容】  

 山崩、土石流、地質環境及氣象狀

況有密切關連  

 可利用野外測勘、遙測、鑽井等技

術確認地質敏感區  

【發現問題】  

從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已公布之土壤液化

潛勢資料以及地質敏感區等相關資料

中，針對各組自行選定之區域進行未來

可能發生的災害類型與程度評估  

【論證與建模】  

針對各組評估之區域未來可能發生的災

害類型與程度提出防災配套措施  

【表達與分享】  

各組發表完成之災害風險評估報告  

 

第十三週 科學與生活－環境議題  

【實驗主題】  

臺灣潮間帶旅遊景點大揭密  

【教學內容】  

 透過觀測資料可以判斷潮汐的不同

型態  

【發現問題】  

臺灣不同海岸特性有不同的潮汐型態，

各組從中央氣象局潮汐表資料中選定一

海岸或港口，分析其潮汐類型  

【論證與建模】  

根據選定景點的潮汐變化發展出一套當

地潮間帶的微旅遊行程  

【表達與分享】  

各組分享其選定景點的微旅行規劃內容  

 

第十四週 科學與生活－環境議題  

【實驗主題】  

臺灣海鮮選購指南－吃海鮮也可以做環

保  

【教學內容】  

 瞭解臺灣海洋生物資源與環境的關

係，及其永續利用的具體策略  



 瞭解人為因素，如誤捕、濫捕、棲

地破壞等，對海洋生物資源造成的影響  

【發現問題】  

了解台灣海洋生物資源漸趨拮据的問

題，從生活中常吃的海鮮種類中了解其

生態現況，認識何謂海鮮選購指南  

【論證與建模】  

各組在了解海鮮選購指南後，分析與討

論出依據此指南延伸到生活中可以實踐

的具體作為  

【表達與分享】  

各組分享其發想可落實在生活中吃海鮮

做環保的具體方式  

 

第十五週 科學與生活－環境議題  

【實驗主題】  

世界咖啡館－台灣能源與資源永續發展  

【教學內容】  

 瞭解臺灣海洋能源的開發及其成果  

 了解再生能源發展的現況與限制  

 提出適合臺灣未來的能源配置規劃  

【發現問題】  

了解台灣目前能源開發成果與使用現

狀，並比較台灣與其他各國能源使用配

置狀況的差異，提出台灣能源發展可能

遇到的限制或困難  

【論證與建模】  

放眼未來二十年，各組從新聞或報章雜

誌等蒐集與台灣能源發展所面臨的困難

或問題相關的資料，進行小組討論，嘗

試提出所選定的能源問題之解決方式與

配套措施等  

【表達與分享】  

各組發表其所選定的能源問題與解決策

略  

 

第十六週 浮沈子救生員  

觀察浮沈子。並學習製作。改變製作的

因子，討論並記錄影響浮沈子浮沈的因

素。  

第十七週 浮沈子救生員  

設計實驗，讓浮沈子在瓶中有順序的浮

沈。  

1.列出操縱變因、應變變因及控制變因  

2.擬定研究計畫(列明實驗步驟及注意

事項)  

3.進行研究實驗及數據資料記錄  

 



第十八週 學習評量  各組展示製作成果。並繳交實驗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研究規劃的設計(40%)：研究題目及假說的擬定、研究的規劃、資料整

理與圖表呈現、研究結果與結論的闡述……  

（2）小組成果發表(40%)：小組發表及參與程度(出席、小組討論、發言……)  

（3）課堂學習單（2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生命科學、生物資源、地球環境  

備註： 採主題式課程，自然領域四科跨科教學  

  

(二)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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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引導學生從日常生活現象的議題或問題出發，培養社會探究能力的四個要項：

「發現與界定問題」、「觀察與蒐集資料」、「分析與詮釋資料」及「總結與

反思」。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教師介紹課程綱要、評量方式與學生

的學習準備注意事項  

2.課程分組：學生進行自我介紹，並利

用體驗活動進行分工，以利於後續的分

組活動與團隊合作精神的培養。  

第二週 

探究與實作的相關案例

研讀—介紹社會研究的

四大要項  

教師發下有關「社會參與行動方案」、

「日常生活的意義理解與探究」、「經

驗事實的描繪與量化探究」以及「規範

或論述的反思探究」四種實作取徑的研

究各一份，讓同學進行研讀並摘錄重

點，最後歸納不管何種實作取徑都要有

四大要素：  

1. 發現與界定問題  

2. 觀察與蒐集資料  

3. 分析與詮釋資料  

4. 總結與反思  

第三週 

讀報訓練與議題探究

(一)：一個事件為何會

出現報導結果差異那麼

大?  

1.為什麼各家報紙都會出現這則新聞?

這個議題有何重要性?(發現與界定問

題)  

2.找出不同報紙對同一新聞事件報導的



差異點? (觀察與蒐集資料)  

3.內容分析與比較：不同報紙為什麼對

同一新聞事件的報導會出現那麼大的差

異?(分析與詮釋資料)  

4.總結與反思媒體識讀的重要性  

 

第四週 

讀報訓練與議題探究

(二)：刻板印象和隱藏

性歧視?  

1.發現生活中的常見的刻板印象和隱藏

性歧視(發現與界定問題)  

2.收集資料：找出報紙或媒體常會針對

哪些族群出現刻板印象和隱藏性歧視的

報導? (觀察與蒐集資料)  

3.收集資料與資訊解讀：訪問或調查刻

板印象和隱藏性歧視對個人造成的傷害  

4.收集資料：政府如何針對媒體的刻板

印象和隱藏性歧視進行約束和規範?  

5.法規解讀：政府法令對媒體的刻板印

象和隱藏性歧視的規範的效力? (分析

與詮釋資料)  

6.總結與反思如何避免媒體的刻板印象

和隱藏性歧視  

 

第五週 
影片欣賞與討論—黛比

的生活日記  

1.為何會出現新移民?新移民包括哪些

人? (發現與界定問題)  

2.我國政府對新移民有何規範? (觀察

與蒐集資料)  

3.新移民進入台灣社會常面臨什麼問

題? (觀察與蒐集資料)  

(1)生活適應方面  

(2)經濟、教育、文化的弱勢族群  

(3)婚姻暴力問題  

(4)子女教養問題  

(5)新台灣之子學習問題  

4.從現行法規分析台灣社會對新移民有

何刻板印象或歧視? (分析與詮釋資料)  

(1)國籍法的歸化  

(2)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中國籍配偶與外配的差異  

(3)入出國及移民法  

(4)《就業服務法》  

5.政府是否應放寬移民的限制?(總結與

反思)  

 

第六週 
移工專題講座--移工問

題面面觀  

1.邀請非營利組織志工蒞班演講，分享

個人工作經驗心得與探討台灣移工政策

的現況  



2.以座談會形式進行，讓學生針對專題

講座內客進行發問、討論與回饋  

第七週 
讀報訓練與議題探究

(三)：社會議題探究 1  

請各組學生自行選擇任一議題（例如：

勞資爭議、經濟開發與環境影響評估爭

議、原住民族土地開發爭議、刑法修改

爭議等），依照以下探究與實作的步驟

進行議題的探究  

1.說明如何發現問題，該問題有何重要

性(以下以原基法 21條傳統領域開發為

例)  

2.觀察與蒐集對此一爭議性議題的相關

資料：不論選擇哪一個議題，都必須包

括正反兩方的立場  

(1)政府的立場  

(2)原住民族(含不同族群的立場)  

(3)漢人的立場(含企業的立場)  

3.分析與詮釋不同意見的爭執點：針對

不同立場的說法，分析與解釋引起爭議

的原因  

(1)傳統領域的範疇  

(2)傳統領域的開發方式  

4.總結與反思  

 

第八週 
讀報訓練與議題探究

(三)：社會議題探究 2  
小組討論與小組個別指導  

第九週 
讀報訓練與議題探究

(三)：社會議題探究 3  

1. 繳交書面報告  

2. 各組進行口頭報告  

3. 同學進行互評與回饋  

第十週 公民行動介紹(一)  

1.教師介紹近年來中外社會中的公民行

動,並分析國內外成功的公民行動經

驗。  

2.學生透過分組資料收集與研讀，並報

告自己印象中比較深刻的國內外公民行

動實例。  

第十一週 公民行動介紹(二)  

1.邀請曾參與公民行動的公民或非營利

組織工作者蒞班演講,分享個人工作經

驗心得  

2.學生針對專題講座內容進行發問、討

論與回饋  

 

第十二週 參訪非營利組織  

1. 認識非營利組織在社會議題和公民

行動參與中扮演的角色  

2. 學生針對參訪心得進行分享與記

錄。  

 



第十三週 公民行動工作會議(一)  

1. 各小組討論公民行動的主題與實踐

方式：主題規劃與策略擬定  

2. 針對各種公民行動的實踐方式進行

SWOT分析  

3.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台下各組針對

專題研究內容  

進行反饋與建議  

 

第十四週 公民行動工作會議(二)  

1. 各組報告工作進度  

2. 各針對各組報告結果，台下各組給

予反饋和建議  

3. 分組進行工作會議  

 

第十五週 公民行動工作會議(三)  

1.分組進行工作會議  

2.各組報告工作進度  

3.各針對各組報告結果，台下各組給予

反饋和建議  

 

第十六週 公民行動成果分享(一)  

1.學生以分組方式進行公民行動的成果

發表  

2.透過老師與同儕的回饋，學生自省本

組策略的成果與缺失，藉此養成學生反

思能力  

 

第十七週 公民行動成果分享(二)  

1.學生以分組方式進行公民行動的成果

發表  

2.透過老師與同儕的回饋，學生自省本

組策略的成果與缺失，藉此養成學生反

思能力  

 

第十八週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課程

評鑑/師生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評量(30%) .檔案評量(50) 自我評量(5%) 同儕互評(5%) 出席與態度

(1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法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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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理解及思辨  

地 1b-V-3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地 1c-V-2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態度及價值  

地 2b-V-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境議題。  

地 2c-V-2 珍視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永續價值,並意付諸行動保護。  

●實作及參與  

地 3b-V-2 選擇統計方法、地理資訊系統等適當工具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  

地 3c-V-1 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思考資料的意義並判別資料的可靠性。  

地 3d-V-2 小組合作共同執行解決問題的策略,並發表執行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學的研究法  發掘問題的方法  

第二週 地理學的研究法  研究流程與研究方法  

第三週 地理學的研究法  資料蒐集與解析技能  

第四週 觀光產業的發展與變遷  了解觀光產業的發展特性與變遷  

第五週 觀光產業的發展與變遷  了解觀光產業的發展特性與變遷  

第六週 休閒農業的發展  了解休閒農業的發展  

第七週 休閒農業衍生的議題  
分析休閒農業可能衍生的議題並試圖提

出解決的方案  

第八週 休閒農業衍生的議題  
分析休閒農業可能衍生的議題並試圖提

出解決的方案  

第九週 
陽明山觀光果園的發展

與地理景觀的探討  
了解陽明山觀光果園的發展  

第十週 
陽明山觀光果園的發展

與地理景觀的探討  
探討陽明山觀光果園地理景觀的特性  

第十一週 
陽明山觀光果園的發展

與地理景觀的探討  
探討陽明山觀光果園地理景觀的今昔  

第十二週 訪問陽明山觀光果園  
實地參觀並訪問陽明山觀光果園，並發

現觀光果園帶來的議題  

第十三週 
討論 陽明山觀光果園衍

生的議題  
討論陽明山觀光果園衍生的議題  

第十四週 討論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討論陽明山觀光果園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第十五週 討論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討論陽明山觀光果園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第十六週 彙整與製作 PPT  
彙整與製作陽明山觀光果園相關議題解

決方案之 PPT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PPT說明解決方案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PPT說明解決方案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製作 PPT 20%/成果發表 30%/課堂參與度 50%  

對應學群： 文史哲、管理、遊憩運動  

備註： 
因課程需要參訪陽明山觀光果園，有調課及租車需求，建議編列相關預算，以

利課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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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及思辨  

地 1b-V-3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地 1c-V-2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態度及價值  

地 2b-V-1 具備地方感與鄉土愛、關懷其他地區的社會及環境議題。  

地 2c-V-2 珍視不同空間尺度的環境永續價值,並意付諸行動保護。  

●實作及參與  

地 3b-V-2 選擇統計方法、地理資訊系統等適當工具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  

地 3c-V-1 參與小組討論,與他人共同思考資料的意義並判別資料的可靠性。  

地 3d-V-2 小組合作共同執行解決問題的策略,並發表執行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學研究法複習  複習上學期前三週的地理學研究法理論  

第二週 都市化帶來的優缺點  
1.了解工業革命後都市化的成因  

2.討論都市化帶來的優缺點  

第三週 都市生態景觀 探討  蒐集各知名都市的生態景觀  

第四週 都市生態景觀 探討  發表蒐集之都市之生態景觀特色  

第五週 都市生態景觀的變遷  
分組各擇二都市進行都市生態景觀之比

較  

第六週 都市生態景觀的變遷  
分組各擇二都市進行都市生態景觀之比

較  

第七週 都市生態景觀的變遷  各組發表比較結果  

第八週 都市生態景觀的變遷  各組發表比較結果  

第九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的探討  
以臺北市陽明山地區為例-探討產業發

展帶來的環境變遷  

第十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的探討  
以臺北市陽明山地區為例-探討國家公

園帶來的環境變遷  

第十一週 環境與生態景觀的探討  
以臺北市陽明山地區為例-探討觀光帶

來的環境變遷  



第十二週 參觀陽明山國家公園  實地參觀陽明山國家公園  

第十三週 
提出 陽明山地區相關議

題  
提出陽明山地區相關議題  

第十四週 討論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討論陽明山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第十五週 討論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討論陽明山相關議題解決方案  

第十六週 彙整與製作 PPT  
彙整與製作陽明山相關議題解決方案之

PPT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PPT說明解決方案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PPT說明解決方案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製作 PPT 20%/成果發表 30%/課堂參與度 50%  

對應學群： 文史哲、管理、遊憩運動  

備註： 
因課程需要參訪陽明山地區，有調課及租車需求，建議編列相關預算，以利課

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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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學生團隊合作及研究能力  

建學生歷史研究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學期授課重點、分組  

2.課程進行方式介紹  

第二週 
史學方法：歷史、史料

與史實  

為什麼學歷史？什麼是歷史證據？歷史

事實如何建構？  

第三週 
歷史思維(一)：歷史解

釋與反思  

歷史解釋怎麼形成？  

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  

第四週 
歷史思維(二)：歷史解

釋與反思  

分組報告：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  

學習歷史的意義。  

第五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分

析(一)  

歷史著作分析。  

如何寫作歷史？  

第六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分

析(二)  
分組報告：歷史著作分析。  

第七週 臺灣政治議題分析  
針對臺灣民主現況、臺灣族群互動，臺

灣海祥文化內涵等議題探討  

第八週 臺灣社會文化議題分析  
兩岸文化傳承，社會分離，政治對峙事

件分析與探討  



第九週 
臺灣重大政治及經濟事

件議題分析  
世界各地發生的重大政治或者經濟事件  

第十週 歷史行動實作  

當兩岸發生各項重大事件，如何影響到

我們的日常生活？反之，我們的日常生

活固定活動，是否可能影響。  

第十一週 歷史行動實作  
從生活中發現公共議題:小組設定行動

議題  

第十二週 公民行動實作  
討論如何「改變現況」：小組討論決解

公共問題的行動方案  

第十三週 公民行動實作  
討論如何「改變現況」：小組討論行動

的策略  

第十四週 公民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落實  

第十五週 公民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成果追蹤  

第十六週 公民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整理成果報告  

第十七週 全班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課程

評鑑/師生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Rubrics 評量法、實作評量、檔案評量、自我評量、同儕互評  

製作 PPT20%，成果發表 25%小組分工 35%，實作報告 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文史哲、教育、管理  

備註：  

  

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From Reading to Drama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From Reading to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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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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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能閱讀英文短篇小說，並對小說內容進行文學分析、評論。  

2. 能將短篇小說改編成劇本。  

3. 具備有以英文進行口頭簡報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並進行分組  

第二週 短篇小說閱讀  

1. 各組學生從教師提供之數十本短篇

小說中，自行挑出一本來閱讀，並依照

教師所提供之學習單，進行文學分析、

評論，包括場景設定、人物性格，劇情

起承轉合、象徵手法…等要素。亦可上

網搜尋相關資料。  

2. 各組將討論內容，製作英文口頭簡

報 PPT  

 

第三週 短篇小說閱讀  

1. 各組學生從教師提供之數十本短篇

小說中，自行挑出一本來閱讀，並依照

教師所提供之學習單，進行文學分析、

評論，包括場景設定、人物性格，劇情

起承轉合、象徵手法…等要素。亦可上

網搜尋相關資料。  

2. 各組將討論內容，製作英文口頭簡

報 PPT  

 

第四週 短篇小說閱讀  

1. 各組學生從教師提供之數十本短篇

小說中，自行挑出一本來閱讀，並依照

教師所提供之學習單，進行文學分析、

評論，包括場景設定、人物性格，劇情

起承轉合、象徵手法…等要素。亦可上

網搜尋相關資料。  

2. 各組將討論內容，製作英文口頭簡

報 PPT  

 

第五週 短篇小說閱讀  

1. 各組學生從教師提供之數十本短篇

小說中，自行挑出一本來閱讀，並依照

教師所提供之學習單，進行文學分析、

評論，包括場景設定、人物性格，劇情

起承轉合、象徵手法…等要素。亦可上

網搜尋相關資料。  

2. 各組將討論內容，製作英文口頭簡

報 PPT  

 



第六週 短篇小說閱讀  

1. 各組學生從教師提供之數十本短篇

小說中，自行挑出一本來閱讀，並依照

教師所提供之學習單，進行文學分析、

評論，包括場景設定、人物性格，劇情

起承轉合、象徵手法…等要素。亦可上

網搜尋相關資料。  

2. 各組將討論內容，製作英文口頭簡

報 PPT  

 

第七週 短篇小說閱讀  

1. 各組學生從教師提供之數十本短篇

小說中，自行挑出一本來閱讀，並依照

教師所提供之學習單，進行文學分析、

評論，包括場景設定、人物性格，劇情

起承轉合、象徵手法…等要素。亦可上

網搜尋相關資料。  

2. 各組將討論內容，製作英文口頭簡

報 PPT  

 

第八週 小組簡報  
各組上台進行英文口頭簡報，介紹並分

析評論所閱讀之短篇小說。  

第九週 小組簡報  
各組上台進行英文口頭簡報，介紹並分

析評論所閱讀之短篇小說。  

第十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一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二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三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四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五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六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七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八週 劇本撰寫並演出  

1. 教師介紹英文劇本撰寫格式  

2. 各組將自己閱讀的小說改編成劇

本，並於期末繳交。  

3.各組排練自編的劇本，並上台演出。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各組學習單  

2. 個人課堂參與度  

3. 各組劇本  

4. 各組口頭簡報  

 

對應學群： 藝術、外語、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From Reading to Drama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From Reading to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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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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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能創作英文劇本，並將劇本搬上舞台演出。  

2.藉由英文話劇的製作、表演，學生能發揮不同的長才，例如：領導統籌、歌

唱、跳舞、服裝設計、舞台設計、影像處理…等。  

3.將來申請大學時，希望申請英文系、劇場設計系、服裝設計系、戲劇表演系

等科系的同學，能夠累積學習歷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分組  

1. 介紹本學期課程內容。  

2. 學生並從上學期各組撰寫的劇本

中，選出一篇最優秀、並希望搬上舞台

表演的作品。  

3. 進行英文話劇表演工作分配，選出

總籌、導演、演員、服裝道具組、音效

組、燈光組、字幕組等。  

 

第二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三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四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五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六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七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八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九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十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十一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十二週 英文話劇製作  

1.教師將劇本修改後，印給所有學生。  

2.全班一起進行劇本 Table Read。  

2.幕後各組開始進行討論、製作。  

3.導演安排各場景演員排練。  

 

第十三週 演技訓練  
邀請校外專業戲劇表演者，指導演員肢

體表演、走位等等。  

第十四週 演技訓練  
邀請校外專業戲劇表演者，指導演員肢

體表演、走位等等。  

第十五週 演技訓練  
邀請校外專業戲劇表演者，指導演員肢

體表演、走位等等。  

第十六週 彩排  於表演場地彩排  

第十七週 彩排  於表演場地彩排  

第十八週 正式演出  

1. 於表演場地正式演出  

2. 將表演內容攝影記錄下來，可上傳

影片，參加隔年的「全國高中英語話劇

比賽」。(如果台師大有舉辦的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團隊合作參與度  

2. 表演成果  

 

對應學群： 藝術、外語、文史哲  

備註： 服裝、道具需經費支援，並需聘請戲劇表演指導老師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士林地區導覽員培訓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The Training of the Tour Guides in 

Shinli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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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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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領導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藉由導覽讓學生熟悉與了解士林地區的發展與特性，進而表達與服務人

群。  

2. 盡可能搭配第二外語融入導覽內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導引  
說明士林地區的歷史起源與寺廟信仰圈

之關係。  

第二週 課程導引  說明士林地區的地形與環境。  

第三週 課程導引  
說明士林地區商業活動與交通發展之關

係。  

第四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說明觀察法  

第五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課堂演練----觀察法  

第六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說明史料蒐集與分析  

第七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課堂演練----史料蒐集與分析  

第八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說明訪談法  

第九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課堂演練----訪談法  

第十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說明問卷設計  

第十一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課堂演練----問卷調查法  



第十二週 研究方法理論與實作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  

第十三週 實際操作  依各組主題操作各種研究方法  

第十四週 實際操作  依各組主題操作各種研究方法  

第十五週 主題研究初稿報告  依各組主題口頭報告初稿與回饋  

第十六週 主題研究初稿報告  依各組主題口頭報告初稿與回饋  

第十七週 主題研究初稿報告  依各組主題口頭報告初稿與回饋  

第十八週 繳交書面報告  依各組主題撰寫並繳交書面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主題書面報告  

2. 口頭初稿報告  

3. 學習參與度  

 

對應學群： 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1. 本課程需長時間校外訪查，建議身心狀況不適者，不宜選讀。  

2. 有宗教信仰禁忌者，不宜選讀。  

3. 選讀者需繳交家長同意書。  

4. 本課程因校外訪查安全顧慮，故課程人數上限為 30人。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士林地區導覽員培訓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The Training of the Tour Guides in 

Shinli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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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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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領導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藉由導覽讓學生熟悉與了解士林地區的發展與特性，進而表達與服務人

群。  



2. 盡可能搭配第二外語融入導覽內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主題選定  各組選定導覽主題  

第二週 主題選定  各組選定導覽主題  

第三週 資料蒐集與彙整  依主題蒐集資料與彙整  

第四週 資料蒐集與彙整  依主題蒐集資料與彙整  

第五週 課堂模擬導覽  說明導覽訣竅  

第六週 課堂模擬導覽  課堂模擬導覽  

第七週 課堂模擬導覽  課堂模擬導覽  

第八週 實地模擬導覽  實地模擬導覽演練  

第九週 實地模擬導覽  實地模擬導覽演練  

第十週 實地模擬導覽  實地模擬導覽演練  

第十一週 實地模擬導覽  實地模擬導覽演練  

第十二週 實地模擬導覽  實地模擬導覽演練  

第十三週 實地模擬導覽  實地模擬導覽演練  

第十四週 導覽成果檢討與回饋  檢討與回饋  

第十五週 導覽成果檢討與回饋  檢討與回饋  

第十六週 導覽成果檢討與回饋  檢討與回饋  

第十七週 導覽成果檢討與回饋  檢討與回饋  

第十八週 認證典禮  頒發合格通過考驗之認證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導覽成果  

2. 課堂參與度  

 

對應學群： 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1. 本課程需長時間校外訪查，建議身心狀況不適者，不宜選讀。  

2. 有宗教信仰禁忌者，不宜選讀。  

3. 選讀者需繳交家長同意書。  

4. 本課程因校外訪查安全顧慮，故課程人數上限為 30人。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社會專題研究(歷史與公民)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The Project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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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領導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學生將理解：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性/從事小論文寫作或電子書專題研究有

助於興趣探索/扎實的小論文寫作或專題研究的成果將成為未來學習方向與生

涯發展之基礎。  

2. 學生將知道：完成小論文所需要的知能/研究方法的步驟/完成研究成果報

告的方法。  

3. 學生將能夠：運用圖書資訊蒐尋之技巧/展現演繹歸納分析應用資料之能力

/提升語文表達能力/展現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 學期授課重點、分組  

2. 課程進行方式介紹  

3. 小論文寫作的觀念、實施流程、撰

寫說明、及參賽時間  

 

第二週 專案專題研究作品觀摩  
從摘要認識專題作品--從觀摩作品延伸

到研究主題  

第三週 
研究主題的選擇--論文

題目的擬定  

大方向的選擇、小方向的選擇、研究主

題的形成  

題目的問題意識、題目的範圍、訂題的

原則  

學生作業 1：歷屆優秀作品觀摩心得  

 

第四週 

資料的蒐集-整理和摘記 

閱讀策略及摘要(文獻探

討)  

圖書館的使用、網際網路的使用、摘要

與筆記  

學生作業 2：報紙新聞摘要與評述  

 

第五週 內容分析法的運用  

欣賞並討論分析文學作品或電影並寫作

心得  

例如：從父後七日與禮儀師比較台灣與

日本的喪禮  

學生作業 3：文學作品或電影並寫作心



得  

 

第六週 資料的蒐集-訪談技巧  

為何需要訪談 ?  

訪談的技巧練習  

訪談的分工  

學生作業 4-1：確定訪談主題及訪談大

綱  

 

第七週 
資料的蒐集-訪談技巧的

練習  

訪談的技巧練習  

訪談後的工作  

學生作業 4-2：訪談設計與實作練習

(一個主題、30分鐘。附訪談大綱、反

省與心得)  

 

第八週 
資料的蒐集-訪談技巧的

練習  

訪談的技巧練習  

訪談後的工作  

學生作業 4-2：訪談設計與實作練習

(一個主題、30分鐘。附訪談大綱、反

省與心得)  

 

第九週 
資料的蒐集-淺談 SWOT

分析  

訪談的技巧練習  

訪談後的工作  

學生作業 4-2：訪談設計與實作練習

(一個主題、30分鐘。附訪談大綱、反

省與心得)  

 

第十週 資料的蒐集-問卷設計  

市場調查與問卷設計  

使用 Google Google Form 設計問卷  

學生作業 5-1：討論問卷主題  

 

第十一週 
問卷分析(二)相關性與

統計分析  

分析統計結果  

學生作業 5-2：設計問卷題目  

 

第十二週 

問卷分析(三)複選題與

Google文件處理問卷結

果  

分析統計結果  

學生作業 5-3：解釋問卷結果  

 

第十三週 論文結構與寫作技巧  

緒論（前言）、文獻探討、引用、結論  

學生作業 6-1：討論小論文主題  

 

第十四週 
寫作的規格 專題/小論

文排版  

字句、段落、篇章與行文語調、剽竊與

引用、數字、專有名詞與標點符號的使

用、腳註、引用書目格 式、圖表與附

錄、常見的寫作困擾及問題  



學生作業 6-2：小論文資料收集  

 

第十五週 

做好上台報告/簡報的技

巧/簡報製作的概念與技

巧  

頁面設計、大綱、腳本、時間掌控  

學生作業 6-3：小論文寫作架構擬定  

 

第十六週 小論文研究計畫  學生作業 6-4：小論文計畫  

第十七週 小論文研究計畫  小論文計畫定稿報告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Rubrics 評量法  

2. 口試晤談評量  

3. 實作評量  

4. 自我評量  

5.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社會專題研究(歷史與公民)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The Project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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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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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領導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學生將理解：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性/從事小論文寫作或電子書專題研究有

助於興趣探索/扎實的小論文寫作或專題研究的成果將成為未來學習方向與生

涯發展之基礎。  

2. 學生將知道：完成小論文所需要的知能/研究方法的步驟/完成研究成果報



告的方法。  

3. 學生將能夠：運用圖書資訊蒐尋之技巧/展現演繹歸納分析應用資料之能力

/提升語文表達能力/展現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研究方法重點復習  

專題研究方法與流程  

 

 

第二週 專題寫作重點復習  
專題寫作 /確定研究題目 /訂定論文題

目  

第三週 資料收集  小組個別指導  

第四週 資料收集  小組個別指導  

第五週 資料分析  小組個別指導  

第六週 資料分析  小組個別指導  

第七週 論文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八週 論文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九週 論文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週 論文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一週 論文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二週 論文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三週 成果發表準備  課堂口頭練習  

第十四週 成果發表準備  課堂口頭練習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準備  課堂口頭練習  

第十六週 全校成果發表   

第十七週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課程評鑑/師生回饋  

第十八週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課程評鑑/師生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Rubrics 評量法  

2. 口試晤談評量  

3. 實作評量  

4. 自我評量  

5. 同儕互評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法政、管理、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食在安全(化學及生物)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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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能從生物學的觀點、化學反應的角度探討民生最基本的問題---食。  

2. 會關心食品安全問題，包括食品添加劑、農藥殘留…等對生理、健康、環

境的影響。  

3. 認識與探討生技產業的發展與創新。  

4. 資料蒐集、閱讀討論、實驗操作、創思表達的練習。  

5. 專案專題研究能力的建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本學期的課程計畫與目標。  

第二週 基本食聊  食安與毒物學議題之提問與討論。  

第三週 基本食聊  食安與毒物學議題之提問與討論。  

第四週 基本食聊  食安與毒物學議題之提問與討論。  

第五週 基本食聊  食安與毒物學議題之提問與討論。  

第六週 生技產業探索  鎖定主題，認識、研究、理解。  

第七週 生技產業探索  鎖定主題，認識、研究、理解。  

第八週 生技產業探索  鎖定主題，認識、研究、理解。  

第九週 生技產業探索  鎖定主題，認識、研究、理解。  

第十週 新聞話題  因果討論，探究與了解。  

第十一週 新聞話題  因果討論，探究與了解。  

第十二週 新聞話題  因果討論，探究與了解。  

第十三週 新聞話題  因果討論，探究與了解。  

第十四週 實驗方法與操作  溫度計、pH計、電導度計的測量。  

第十五週 實驗方法與操作  溶解與萃取、沉澱與離心、層析法。  

第十六週 實驗方法與操作  色度計、光譜儀。  

第十七週 實驗方法與操作  微量酸鹼滴定。  

第十八週 建構下學期課程  為下學期專題研究的目標作準備。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老師評分，學生自評、學生互評。依據評量規準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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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食在安全(化學及生物)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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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建立：專案專題研究主題的建立。  

2. 展現：資料蒐集、閱讀討論、實驗操作、綜合分析、創思表達力的展現。  

3. 產出：專案專題研究的能力表現與具體產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研究方法介紹  
擬定主題、資料蒐集、設定變因、研究

分析、實驗探究、結果與討論。  

第二週 設定主題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三週 資料蒐集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四週 資料蒐集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五週 設計實驗或研究方法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六週 階段性報告  各組報告研究計畫。  

第七週 專題研究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八週 專題研究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九週 專題研究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十週 專題研究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十一週 
小論文與毒物學短片撰

寫介紹  
依小論文與毒物學短片甄選格式要求。  

第十二週 結果分析與整理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十三週 結果分析與整理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十四週 結果分析與整理  小組進行，個別指導。  

第十五週 模擬發表  
三個小組相互模擬發表、相互提問、老

師進行觀察。  

第十六週 發表前組內整理  
產出最終之小論文、報告用之 ptt或毒

物學短片。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口頭報告、簡報、小論文本或毒物學短

片。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口頭報告、簡報、小論文本或毒物學短

片。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老師評分，學生自評、學生互評。依據評量規準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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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經典名著與專題研究(小論文)寫作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Individual Studies in Classics 

Reading (Thesi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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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領導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經典寫作的文史筆法。  

2. 理性評述歷史人物或事件。  

3. 邏輯表達自己的看法。  

4. 運用蒐尋各項學習資源之技巧。  

5. 合作解決研究過程的疑難。  

6. 撰述簡明鍊達的小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學期授課重點、分組  

2.課程進行方式介紹  

3.小論文寫作的觀念、實施流程、撰寫

說明、及時程規劃  

 

第二週 專題研究作品觀摩  
從摘要認識專題作品--從觀摩作品延伸

到研究主題  

第三週 研究主題的選擇  

大方向的選擇、小方向的選擇、研究主

題的形成  

題目的問題意識、題目的範圍、訂題的

原則  

學生活動 1：歷屆優秀作品觀摩心得  

 

第四週 

資料的蒐集-整理和摘記 

閱讀策略及摘要(文獻探

討)  

圖書館的使用、網際網路的使用、摘要

與筆記  

學生活動 2：相關論題作品摘要與評述  

 

第五週 資料的蒐集-整理和摘記  

圖書館的使用、網際網路的使用、摘要

與筆記  

學生活動 3：大學相關公開課程學習心

得  

 

第六週 內容分析法的運用  

欣賞並討論分析文學作品或電影並寫作

心得  

例如：從「鴻門宴」影片與〈史記 項

羽本紀〉文本比較  

學生活動 4：寫作心得  

 

第七週 
文史經典導讀及分組討

論（一）  
以〈史記 項羽本紀〉為例  

第八週 
文史經典導讀及分組討

論（二）  

以〈史記 項羽本紀〉為例  

學生活動 5：項羽人物性格評述學習單  

 

第九週 
論文結構與寫作技巧

（一）  

緒論（前言）、研究方法、文獻探討  

學生活動 6-1：分組討論小論文主題  

 

第十週 
論文結構與寫作技巧

（二）  

正文、引註資料、結論  

學生活動 6-2：確認小論文主題  

 

第十一週 擬定小論文研究計畫  

研究時程 及 分工  

學生活動 6-3：研究資料收集/擬定專

題研究寫作架  

 



第十二週 
專題/小論文寫作規格及

排版（一）  

論文實例講評  

字句、段落、篇章與行文語調、剽竊與

引用、數字、專有名詞與標點符號的使

用、腳註、引用書目格 式、圖表與附

錄、常見的寫作困擾及問題  

學生活動 6-4：專題研究初稿寫作  

 

第十三週 
專題/小論文寫作規格及

排版（二）  

論文實例講評  

字句、段落、篇章與行文語調、剽竊與

引用、數字、專有名詞與標點符號的使

用、腳註、引用書目格 式、圖表與附

錄、常見的寫作困擾及問題  

學生活動 6-5：專題研究初稿寫作  

 

第十四週 專題研究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五週 專題研究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六週 
專題發表簡報製作的概

念與表達技巧  

頁面設計、大綱、腳本、時間掌控  

學生活動 6-6：專題研究定稿寫作  

 

第十七週 專題發表準備  課堂分組發表練習及發表資料準備  

第十八週 小型專題發表會  課堂分組發表及成果資料統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口頭報告 2.上課互動 3.專題寫作 4.同儕互評 5.自我評量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教育、法政、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經典名著與專題研究(小論文)寫作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Individual Studies in Classics 

Reading (Thesi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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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領導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經典寫作的文史筆法。  

2. 理性評述歷史人物或事件。  

3. 邏輯表達自己的看法。  

4. 運用蒐尋各項學習資源之技巧。  

5. 合作解決研究過程的疑難。  

6. 撰述簡明鍊達的小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學期授課重點、分組  

2.課程進行方式介紹  

3.小論文寫作的觀念、實施流程、撰寫

說明、及時程規劃  

4.介紹相關參考書籍，請同學至圖書館

借閱，做筆記摘要，並上網蒐集相關論

文成果。  

第二週 
《史記》重要篇章的閱

讀探究與交互討論  

1.各組學生挑選與論文題目相關的篇

章，進行多元層面的閱讀、賞析與討

論。  

2.將討論的結果與蒐集的資料、論文題

目進行廣泛的討論。  

3.將討論好的內容分門別類，作成口頭

報告的 ppt。  

第三週 
《史記》重要篇章的閱

讀探究與交互討論  

1.各組學生挑選與論文題目相關的篇

章，進行多元層面的閱讀、賞析與討

論。  

2.將討論的結果與蒐集的資料、論文題

目進行廣泛的討論。  

3.將討論好的內容分門別類，作成口頭

報告的 ppt。  

第四週 
《史記》重要篇章的閱

讀探究與交互討論  

1.各組學生挑選與論文題目相關的篇

章，進行多元層面的閱讀、賞析與討

論。  

2.將討論的結果與蒐集的資料、論文題

目進行廣泛的討論。  

3.將討論好的內容分門別類，作成口頭

報告的 ppt。  

第五週 
《史記》重要篇章的閱

讀探究與交互討論  

1.各組學生挑選與論文題目相關的篇

章，進行多元層面的閱讀、賞析與討

論。  

2.將討論的結果與蒐集的資料、論文題



目進行廣泛的討論。  

3.將討論好的內容分門別類，作成口頭

報告的 ppt。  

第六週 
《史記》重要篇章的閱

讀探究與交互討論  

1.各組學生挑選與論文題目相關的篇

章，進行多元層面的閱讀、賞析與討

論。  

2.將討論的結果與蒐集的資料、論文題

目進行廣泛的討論。  

3.將討論好的內容分門別類，作成口頭

報告的 ppt。  

第七週 
《史記》重要篇章的閱

讀探究與交互討論  

1.各組學生挑選與論文題目相關的篇

章，進行多元層面的閱讀、賞析與討

論。  

2.將討論的結果與蒐集的資料、論文題

目進行廣泛的討論。  

3.將討論好的內容分門別類，作成口頭

報告的 ppt。  

第八週 
《史記》重要篇章的閱

讀探究與交互討論  

1.各組學生挑選與論文題目相關的篇

章，進行多元層面的閱讀、賞析與討

論。  

2.將討論的結果與蒐集的資料、論文題

目進行廣泛的討論。  

3.將討論好的內容分門別類，作成口頭

報告的 ppt。  

第九週 
專題/小論文的簡報與交

互討論  

1.各組上台進行討論成果的簡要報告，

並與各組交互詰問討論。  

2.各組均需對他組的詰問討論提出自己

的看法。  

第十週 
專題/小論文的簡報與交

互討論  

1.各組上台進行討論成果的簡要報告，

並與各組交互詰問討論。  

2.各組均需對他組的詰問討論提出自己

的看法。  

第十一週 
專題/小論文的簡報與交

互討論  

1.各組上台進行討論成果的簡要報告，

並與各組交互詰問討論。  

2.各組均需對他組的詰問討論提出自己

的看法。  

第十二週 
專題/小論文的簡報與交

互討論  

1.各組上台進行討論成果的簡要報告，

並與各組交互詰問討論。  

2.各組均需對他組的詰問討論提出自己

的看法。  

第十三週 
專題/小論文的修正與完

成  

1.小組個別指導  

2.專題研究定稿寫作  

第十四週 
專題/小論文的修正與完

成  

1.小組個別指導  

2.專題研究定稿寫作  



第十五週 
專題/小論文的修正與完

成  

1.小組個別指導  

2.專題研究定稿寫作  

第十六週 
專題/小論文的修正與完

成  

1.小組個別指導  

2.專題研究定稿寫作  

第十七週 專題發表準備  課堂分組發表練習及發表資料準備  

第十八週 小型專題發表會  課堂分組發表及成果資料統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口頭報告 2.上課互動 3.專題寫作 4.同儕互評 5.自我評量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教育、法政、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精彩運動世界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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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每年可以選定不同運動項目為主題，以運動教育模式進行不同的角色扮演，培

養社會互動溝通能力。  

1.品格力: 培養運動家精神。  

2.自主力: 培養資訊蒐集能力，提升表達能力。  

3.創思力: 透過舉辦運動賽事發揮創造力並進行職涯探索。  

4.領導力: 透過賽事舉辦培養團隊合作力與領導力。  

5.行動力: 培養學生執行力，負責舉辦賽會相關事宜。  

6.國際力: 從運動領域讓孩子更具國際視野，透過國際運動賽事或職業運動了

解多元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授課重點  

課程介紹、學生自我介紹  

 

第二週 運動世界/職涯探討  

運動相關職涯初探-以 NBA為例  

進行職位招募  

 

第三週 職位應徵/運動季-訓練  

公開面試體驗  

專項體能  

 

第四週 
賽會籌備課程/運動季-

訓練  

賽程規劃、選秀活動  

專項體能  

 

第五週 運動產業  

運動傳播  

小記者體驗  

 

第六週 運動產業/競技運動  

運動行銷與公關  

認識學校運動代表隊  

 

第七週 
賽會業務/運動季-熱身

賽  

裁判  

熱身賽與裁判賽前訓練  

 

第八週 
賽會業務/運動季-熱身

賽  

紀錄臺  

熱身賽與紀錄臺賽前訓練  

 

第九週 
賽會業務/運動季-熱身

賽  

教練、選手、防護員  

熱身賽與賽前訓練  

 

第十週 運動產業  運動場館-運動中心參訪  

第十一週 
運動與公益/運動季-例

行賽  

公益運動賽事  

例行賽  

 

第十二週 
賽會宣傳/運動季-例行

賽  

賽前記者會、宣傳影片首映  

例行賽  

 

第十三週 
總決賽籌備會/運動季-

季後賽  
學生分組報告籌備進度/季後賽  

第十四週 
總決賽籌備會/運動季-

季後賽  
學生分組報告籌備進度/季後賽  

第十五週 賽會籌備會  學生分組報告籌備進度  

第十六週 總決賽預演  學生預演彩排  

第十七週 運動季-總決賽  總決賽  

第十八週 賽後發表會  

進行賽後發表會  

慶功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歷程檔案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教育、管理、遊憩運動  

備註： 需要攝影、直播器材。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精彩運動世界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The Wonderful World of Sport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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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每年可以選定不同運動項目為主題，以運動教育模式進行不同的角色扮演，培

養社會互動溝通能力。  

1.品格力: 培養運動家精神。  

2.自主力: 培養資訊蒐集能力，提升表達能力。  

3.創思力: 透過舉辦運動賽事發揮創造力並進行職涯探索。  

4.領導力: 透過賽事舉辦培養團隊合作力與領導力。  

5.行動力: 培養學生執行力，負責舉辦賽會相關事宜。  

6.國際力: 從運動領域讓孩子更具國際視野，透過國際運動賽事或職業運動了

解多元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授課重點/課程介紹、學生自我介紹  

第二週 運動世界/職涯探討  

運動相關職涯初探-以 NBA為例  

進行職位招募  

 

第三週 職位應徵/運動季-訓練  

公開面試體驗  

專項體能  

 



第四週 
賽會籌備課程/運動季-

訓練  

賽程規劃、選秀活動  

專項體能  

 

第五週 運動產業  

運動傳播  

小記者體驗  

 

第六週 運動產業/競技運動  

運動行銷與公關  

認識學校運動代表隊  

 

第七週 
賽會業務/運動季-熱身

賽  
裁判/熱身賽與裁判賽前訓練  

第八週 
賽會業務/運動季-熱身

賽  
紀錄臺/熱身賽與紀錄臺賽前訓練  

第九週 
賽會業務/運動季-熱身

賽  

教練、選手、防護員  

熱身賽與賽前訓練  

 

第十週 運動產業  運動場館-運動中心參訪  

第十一週 
運動與公益/運動季-例

行賽  

公益運動賽事  

例行賽  

 

第十二週 
賽會宣傳/運動季-例行

賽  

賽前記者會、宣傳影片首映  

例行賽  

 

第十三週 
總決賽籌備會/運動季-

季後賽  

學生分組報告籌備進度  

季後賽  

 

第十四週 
總決賽籌備會/運動季-

季後賽  

學生分組報告籌備進度  

季後賽  

 

第十五週 賽會籌備會  學生分組報告籌備進度  

第十六週 總決賽預演  學生預演彩排  

第十七週 運動季-總決賽  總決賽  

第十八週 賽後發表會  

進行賽後發表會  

慶功宴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歷程檔案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大眾傳播、外語、教育、管理、遊憩運動  

備註： 需要攝影、直播器材。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綠能與永續發展(物理及地球科學)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Gree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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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能了解科學研究方法與 PBL專題寫作  

2.能了解並具體產出科學探究中各項研究步驟的作品  

3.能運用科學研究資料蒐集與整理之策略-Endnote、APA格式  

4.能運用科學文章閱讀及摘要之策略  

5.能依主題選擇合適研究方法進行 spss 統計軟體的操作  

6.能說明研究結果、討論與結論三者內容的差異，以及寫作結構的不同  

7.能熟悉 Microsoft 系列文書軟體(Word、Excel、PowerPoint 等)常用功能  

8.能掌握科展和小論文的寫作格式  

9.能在短時間內完整而精簡地表達報告內容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與緒論  

【研究方法奠基】  

 認識研究方法與 PBL 專題寫作  

 研究方法的層次(質性研究與量化研

究的差異)  

 PBL的核心理念與操作方法  

 如何找題目、如何擬定研究計畫、

確認學術寫作格式與流程  

 分組與任務分工  

 

第二週 專案專題研究作品觀摩  

【能源與永續主題探索】  

- 以各國能源結構分析或環境資源永續

發展為主題之專題研究作品  

 從摘要認識專題作品  

 從觀摩作品延伸到研究主題的擬定  

 

第三週 
研究主題的 選擇與擬定 

(研究目的與動機)  

【研究方法產出】  

 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大方向的選



擇、小方向的選擇)  

 研究主題的形成(題目的問題意識、

題目的範圍、訂題的原則)  

 

第四週 文獻探討 I  

【研究方法奠基】  

 科學研究資料蒐集與整理之策略-

Endnote實作、APA格式練習  

 科學文章閱讀及摘要之策略-筆記術  

 

第五週 文獻探討 II  

【能源與永續主題深究、研究方法產

出】  

以各國能源結構分析或環境資源永續發

展為主題  

 科學文章或研究成果資料蒐集-整理

和摘記  

 

第六週 文獻探討 III  

【能源與永續主題深究、研究方法產

出】  

以各國能源結構分析或環境資源永續發

展為主題  

 科學學術名詞解釋資料整理  

 

第七週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奠基】  

 介紹不同類型之科學研究方法(包含

實驗設計、統計分析方式等)  

 SPSS統計分析介紹  

 

第八週 研究方法 (問卷分析)  

【研究方法奠基】  

 問卷分析法(信度、效度、前後測、

顯著差異、相關性)  

 Google表單運用  

 

第九週 研究方法 (問卷分析)  

【研究方法產出】  

 SPSS統計分析實作  

 以選定之研究主題找出合適的統計

分析方法  

 

第十週 研究方法 與工具  

【能源與永續主題深究、研究方法產

出】  

 以選定之主題設計出合適的研究方

法與所需之研究工具  

 判斷研究方法之可行性與適切性，

並且預估研究結果可能的樣貌  

 



第十一週 研究結果、討論與結論  

【能源與永續主題深究、研究方法產

出】  

 說明研究結果、討論與結論三者內

容的差異，以及寫作結構的不同  

 以選定之主題預想研究結果、討論

與結論三者的樣貌  

 

第十二週 文書處理工具奠基 I  

【研究方法奠基】  

 學習 Microsoft系列文書軟體

(Word、Excel等)常用功能(函數計

算、資料排序、合併列印、表格建立、

段落大綱、版面配置、追蹤修訂、目錄

產生、頁碼修正等)  

 

第十三週 
科展與小論文的寫作格

式  

【能源與永續主題深究、研究方法產

出】  

 以選定之主題做科展和小論文的寫

作格式編排  

 依格式製作多層次清單、目錄、圖

表格式修正、大綱、邊界設定、引用書

目格式、附錄、專有名詞與標點符號的

使用、提醒常見的寫作錯誤等  

 科展與小論文競賽時間與報名資格

等相關規定說明  

 

第十四週 文書處理工具奠基 II  

【研究方法奠基】  

 學習 Microsoft系列文書軟體

(Power Point等)常用功能(換場、動

畫、頁面文字大小與排版、簡報筆的運

用、圖與文字的編排比例、演練計時、

大綱與腳本等)  

 學習 Google表單、雲端硬碟、學術

搜尋以及翻譯等多項工具  

 

第十五週 口頭報告 的重點  

【研究方法奠基】  

 學習與觀摩口頭報告的肢體語言、

服裝儀容、表達技巧、眼神、時間掌

控、腳本大綱、引起聽眾注意與共鳴、

心理調適(緊張、壓力等)  

 如何在短時間內完整而精簡地表達

報告內容  

 

第十六週 口頭報告 表達技巧 I  

【能源與永續主題深究、研究方法產

出】  

 以選定之主題進行 7分鐘 short 



talk  

 展現所學肢體語言、服裝儀容、表

達技巧、眼神、時間掌控、腳本大綱、

心理調適(緊張、壓力等)等  

 同儕互評、自我修正與反思  

 

第十七週 口頭報告 表達技巧 II  

【能源與永續主題深究、研究方法產

出】  

 以選定之主題進行 7分鐘 short 

talk  

 展現所學肢體語言、服裝儀容、表

達技巧、眼神、時間掌控、腳本大綱、

心理調適(緊張、壓力等)等  

 同儕互評、自我修正與反思  

 

第十八週 學習成果展現  

【課堂成果展】  

 書面報告成果展示，學生相互觀摩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研究產出作業 60%、隨堂學習成果 20%、口頭報告 10%、書面報告 10%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  

備註： 須提供安裝有 SPSS統計分析軟體之電腦(須合乎班級學生數量)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綠能與永續發展(物理及地球科學)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Gree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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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能獨力完成科學 PBL專題寫作  

2.能熟悉並運用科學研究資料蒐集與整理之策略-Endnote、APA 格式  

3.能撰寫科學研究作品符合科展和小論文的寫作格式  

4.能完整而清楚地表達科學研究報告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緒論  

【研究方法重點複習】  

 複習研究方法與 PBL 專題寫作方法  

 科學研究寫作格式與流程  

 分組與訂題  

 

第二週 科學研究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三週 科學研究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四週 科學研究寫作  小組個別指導  

第五週 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  

第六週 科學研究實驗  小組個別指導  

第七週 科學研究實驗  小組個別指導  

第八週 科學研究實驗  小組個別指導  

第九週 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  

第十週 科學研究成果報告撰寫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一週 科學研究成果報告撰寫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二週 科學研究成果報告撰寫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三週 書報討論  書報討論  

第十四週 成果發表準備  

海報製作、書面報告格式確認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準備  

海報製作、書面報告排版印刷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準備  
海報排版印刷、口頭報告練習  

小組個別指導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主題一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主題二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書報討論 20%、成果發表口頭報告 30%、成果發表書面報告 30%、成果發表海

報製作 20%  

對應學群： 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  

備註： 需行政支應海報及書面報告印刷作業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數學脈絡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Math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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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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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能獨立進行或藉由團隊合作思考數學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2. 培養利用數學分析問題的能力，進而能解決問題；  

3. 鍛鍊生活和學習相關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4. 能欣賞數學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和結構嚴謹合理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二週 小論文範本導讀   

第三週 小論文範本導讀   

第四週 數學研究工具教學  
數學軟體-

excel,word,geogebra,desmos  

第五週 數學研究工具教學  
數學軟體-

excel,word,geogebra,desmos  

第六週 數學研究工具教學  
數學軟體-

excel,word,geogebra,desmos  

第七週 小論文蒐集討論  小論文蒐集討論  

第八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探究  
第 1次學生分組報告小論文範本、學生

分享、教師回饋與提供問題探究 1  

第九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探究  
第 2次學生分組報告小論文範本、學生

分享、教師回饋與提供問題探究 2  

第十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探究  

第 3次學生分組報告小論文範本、學生

分享、教師回饋與提供問題探究 3  

 

第十一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探究  
第 4次學生分組報告小論文範本、學生

分享、教師回饋與提供問題探究 4  

第十二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探究  
第 5次學生分組報告小論文範本、學生

分享、教師回饋與提供問題探究 5  

第十三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探究  
第 6次學生分組報告小論文範本、學生

分享、教師回饋與提供問題探究 6  



第十四週 小論文寫作格式指導   

第十五週 問題探究與解決(一)  
問題探究(1、2、3)之解決、分組報

告、教師總結  

第十六週 問題探究與解決(二)  
問題探究(4、5、6)之解決、分組報

告、教師總結  

第十七週 擬訂主題  各組擬訂專題主題及大綱  

第十八週 擬訂主題  各組擬訂專題主題及大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頭報告､專題寫作的修改､全班互評與建議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BL研究課程-數學脈絡  

英文名稱： PBL Research course - Math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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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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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本校於 104.08.28開學前備課日全校教師共同繪製學生圖像，歸納能

力與品德之結果，我們發現符合本校理想的學生圖像為「品格力、學習力、自

主力、創思力以及國際力」；105學年度上學期高中部自主發起辦理「開放空

間論壇 OST」，依學生的角度建議學校建構學生「學習力、品格力、思考力、

國際力、領導力以及行動力」。右圖乃彙整教師及學生之綜合版圖像，其中異

同之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討論釐清，進而設計更加符合建構學生能力之課

程。、自主力、創思力、國際力、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能獨立進行或藉由團隊合作思考數學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2. 培養利用數學分析問題的能力，進而能解決問題；  

3. 鍛鍊生活和學習相關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4. 能欣賞數學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和結構嚴謹合理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研究方法重點複習  質性或量化研究､研究流程  

第二週 專題寫作重點複習  確定研究題目  

第三週 上台報告技巧重點  頁面設計､大綱､腳本､時間掌控  

第四週 文獻分析  摘要重點及過去研究成果  

第五週 文獻分析  摘要重點及過去研究成果  

第六週 資料收集  小組討論與收集資料  

第七週 資料收集  小組討論與收集資料  



第八週 資料分析  將資料作整理歸納  

第九週 資料分析  將資料作整理歸納  

第十週 論文寫作  
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

成果､  

第十一週 論文寫作  及未來建議  

第十二週 論文寫作  寫作到完稿  

第十三週 論文寫作  寫作到完稿  

第十四週 成果發表準備  製作簡報檔及海報  

第十五週 成果發表準備  課堂口頭練習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準備  課堂口頭發表  

第十七週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  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師生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頭報告､專題寫作的修改､全班互評與建議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文史哲  

備註：  

  

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ios 基礎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The Basic Design of iOS Program – App Development with 

Swift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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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充實資訊科學基礎知識，為將來就讀資訊相關科系做準備  

透過課程之互動，培養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自我學習、團隊合作及利用電腦解

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準備事項、硬體與作業

系統解、Google 

Classroom 說明 簡介 

Swift 和 Playground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影片 2  



Constants, Variables, 

and Data Type  

第二週 

Constants, Variables, 

and Data Type 

Operator UILabel 

UIButton 和 print  

Google Classroom:影片 2  

App 01 哈囉百齡 實作 (10%)  

第三週 

Constants, Variables, 

and Array Data Type 

UILabel UIButton 

UIImageView 

arc4random  

Google Classroom:影片 3  

App 02 籤筒 實作 (10%)  

第四週 測驗 ： 撰寫程式碼  
Google Classroom:作業  

App 03 骰子(10%)  

第五週 

Playground Basic : 

Variable, Constant, 

Data Type (Integer, 

Float, Double, 

String, Bool) , print 

Stat  

Google Classroom:影片 4  

第六週 
Playground Basic : 

Function  
Google Classroom:影片 5  

第七週 

playground 範例：

BMI 。包含四則運算，

String，pow 函數。  

Google Classroom:影片 6  

第八週 

option Binding，

UIImageView，

UITextField，

UILabel，UIButton  

Google Classroom:影片 7  

App 04 計算身體 BMI 值(10%)  

第九週 

實作練習： 比７大比７

小。玩家隨機猜測一數

字(1-13)，電腦告知答

對了或提示比猜測數字

大或小，直到答對為

止。  

Google Classroom:影片 8  

App 05 比７大比７小(10%)  

第十週 

playground 迴圈 

for ，費氏數列，奇

數，偶數，％，＝＝等  

Google Classroom:影片 9  

第十一週 
class 與 object 說明

練習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0  

第十二週 

UISwitch UISegment 

UISlider UIAlert 和 

AutoLayout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1  

第十三週 
撰寫程式碼產生 UI 物

件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2  



第十四週 
App 06 智慧大挑戰：是

非題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3(10%)  

第十五週 實作、程式設計練習  測驗：App 07 (40%)  

第十六週 實作、程式設計練習  測驗：App 07  

第十七週 實作、程式設計練習  測驗：App 07  

第十八週 Exam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實作(60%)、期末程式設計(4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ios 基礎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The Basic Design of iOS Program – App Development with 

Swift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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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充實資訊科學基礎知識，為將來就讀資訊相關科系做準備  

透過課程之互動，培養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自我學習、團隊合作及利用電腦解

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準備事項、硬體與作業

系統解、Google 

Classroom 說明 簡介 

Swift 和 Playground 

Constants, Variables, 

and Data Type  

Google Classroom :  

影片 1、影片 2  

第二週 

Constants, Variables, 

and Data Type 

Operator UILabel 

UIButton 和 print  

Google Classroom:影片 2  

App 01 哈囉百齡 實作 (10%)  

第三週 

Constants, Variables, 

and Array Data Type 

UILabel UIButton 

Google Classroom:影片 3  

App 02 籤筒 實作 (10%)  

 



UIImageView 

arc4random  

第四週 測驗 ： 撰寫程式碼  

Google Classroom:作業  

App 03 骰子(10%)  

 

第五週 

Playground Basic : 

Variable, Constant, 

Data Type (Integer, 

Float, Double, 

String, Bool) , print 

Stat  

Google Classroom:影片 4  

第六週 
Playground Basic : 

Function  
Google Classroom:影片 5  

第七週 

playground 範例：

BMI 。包含四則運算，

String，pow 函數。  

Google Classroom:影片 6  

第八週 

option Binding，

UIImageView，

UITextField，

UILabel，UIButton  

Google Classroom:影片 7  

App 04 計算身體 BMI 值(10%)  

 

第九週 

實作練習： 比７大比７

小。玩家隨機猜測一數

字(1-13)，電腦告知答

對了或提示比猜測數字

大或小，直到答對為

止。  

Google Classroom:影片 8  

App 05 比７大比７小(10%)  

 

第十週 

playground 迴圈 

for ，費氏數列，奇

數，偶數，％，＝＝等  

Google Classroom:影片 9  

第十一週 
class 與 object 說明

練習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0  

第十二週 

UISwitch UISegment 

UISlider UIAlert 和 

AutoLayout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1  

第十三週 
撰寫程式碼產生 UI 物

件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2  

第十四週 
App 06 智慧大挑戰：是

非題  
Google Classroom:影片 13(10%)  

第十五週 實作、程式設計練習  測驗：App 07 (40%)  

第十六週 實作、程式設計練習   

第十七週 實作、程式設計練習   

第十八週 Exam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實作(60%)、期末程式設計(4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M bot 機器人專題  

英文名稱： Mbot Robotics Project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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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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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 藉由機械機構應用與程式設計，訓練學生整合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等不同學科知識，進行創意思考，以團隊合作的方式解這問題，最後能夠加強

學生「溝通協調合作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獨立思維能力」與「創新

與研究能力」。  

(二)以團隊合作方式，完成專題製作實作產品，並於期末公開發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電子電路基礎課程  

1.了解工作安全守則與工具設備操作  

2.電子電路基本概念  

3.電子電路實作( LED 電路實驗)  

第二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組裝 mBot機器人  

mBot機器車前進、後退、左轉、右轉

與音效控制  

第三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組裝 mBot機器人  

mBot機器車前進、後退、左轉、右轉

與音效控制  

第四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認識控制馬達的程式與參數  

使用「雙馬達控制」積木  

第五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使用「雙馬達控制」搭配「時間」積木  

學習使用「重複」積木  

學習機器人轉彎的四種方式  

第六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學習使用「單馬達控制」積木  

使用「單馬達控制」積木完成任務  

第七週 電子電路元件控制  避障、感光、聲控機器車  

第八週 mBot自走與藍芽控制  
使用藍芽遙控 mBot  

綜合應用電子電路元件  



第九週 
mBlock程式設計應用課

程  

針對任務內容與硬體配置編寫 mBlock

程式  

第十週 
mBlock程式設計應用課

程  

針對任務內容與硬體配置編寫 mBlock

程式  

第十一週 
mBlock程式設計應用課

程  

針對任務內容與硬體配置編寫 mBlock

程式  

第十二週 mBot創意機器人實測  選定主題  

第十三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發展功能機構與控制程式  

第十四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五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六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七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八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公開發

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20%、課堂實作表現 30%、專題製作成果 5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建築設計,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M bot 機器人專題  

英文名稱： Mbot Robotics Project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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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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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 藉由機械機構應用與程式設計，訓練學生整合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等不同學科知識，進行創意思考，以團隊合作的方式解這問題，最後能夠加強

學生「溝通協調合作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獨立思維能力」與「創新

與研究能力」。  

(二)以團隊合作方式，完成專題製作實作產品，並於期末公開發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電子電路基礎課程  

1.了解工作安全守則與工具設備操作  

2.電子電路基本概念  

3.電子電路實作( LED 電路實驗)  



第二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認識 Arduino、Scratch 與 mBot機器人  

第三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組裝 mBot機器人  

mBot機器車前進、後退、左轉、右轉

與音效控制  

第四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認識控制馬達的程式與參數  

使用「雙馬達控制」積木  

第五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使用「雙馬達控制」搭配「時間」積木  

學習使用「重複」積木  

學習機器人轉彎的四種方式  

第六週 
mBlock程式設計基礎課

程  

學習使用「單馬達控制」積木  

使用「單馬達控制」積木完成任務  

第七週 電子電路元件控制  避障、感光、聲控機器車  

第八週 mBot自走與藍芽控制  
使用藍芽遙控 mBot  

綜合應用電子電路元件  

第九週 
mBlock程式設計應用課

程  

針對任務內容與硬體配置編寫 mBlock

程式  

第十週 
mBlock程式設計應用課

程  

針對任務內容與硬體配置編寫 mBlock

程式  

第十一週 
mBlock程式設計應用課

程  

針對任務內容與硬體配置編寫 mBlock

程式  

第十二週 mBot創意機器人實測  選定主題  

第十三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發展功能機構與控制程式  

第十四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五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六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七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  組裝測試修正  

第十八週 
機器人專題創作公開發

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20%、課堂實作表現 30%、專題製作成果 5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建築設計,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起「讀」生物  

英文名稱： Let's Read Life Science Together！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訓練學生擷取資訊、解讀資訊以及分析歸納的能力。  

2.訓練學生將閱讀材料與生活經驗結合，並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

力。  

3.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進行專題研究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介紹本學期的課程計畫與目標。  

2.說明如何以批判性思考評估一篇科學

新聞。  

 

第二週 期刊資料  
從近十期的牛頓雜誌中選出兩篇文章並

節錄重點。  

第三週 期刊資料  
從近十期的科學人雜誌中選出兩篇文章

並節錄重點。  

第四週 網站資訊  
搜尋並推薦科學網站，例如：明日科

學、泛科學。  

第五週 網站資訊  
從指定的科學網站瀏覽並解釋一則科學

新聞。  

第六週 班級共讀圖書  閱讀「科學實驗王」並發表心得。  

第七週 班級共讀圖書  
閱讀「科學發現幕後的黑色喜劇」並發

表心得。  

第八週 班級共讀圖書  閱讀「你不知道的森林」並發表心得。  

第九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細胞學說的發展。  

2.節錄虎克、許旺以及許來登的研究重

點。  

 

第十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演化論的形成。  

2.節錄居維業、拉馬克以及達爾文的研

究重點。  

 

第十一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遺傳法則的發現。  

2.節錄孟德爾與摩根的研究重點。  

 

第十二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 DNA結構的發現。  

2.節錄富蘭克林、華生以及克里克的研

究重點。  

 

第十三週 諾貝爾獎的榮耀  
1.介紹 2010~2012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研

究主題。  



2.節錄 2010~2012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的

研究重點。  

 

第十四週 諾貝爾獎的榮耀  

1.介紹 2013~2015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研

究主題。  

2.節錄 2013~2015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的

研究重點。  

 

第十五週 諾貝爾獎的榮耀  

1.介紹 2016~2018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研

究主題。  

2.節錄 2016~2018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的

研究重點。  

 

第十六週 書報討論  

1.從本學期介紹的單元中選取小組報告

主題。  

2.製作小組報告投影片。  

3.繳交小組報告投影片初稿。  

 

第十七週 書報討論  

1.修改小組報告投影片。  

2.選定小組報告成員。  

3.繳交小組報告投影片。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1.小組報告。  

2.各組互評並提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個人書面報告：30%。  

2.個人課堂表現：10%。  

3.小組報告：60%(學生自評：20%；學生互評：20%；老師評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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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起「讀」生物  

英文名稱： Let's Read Life Science Together！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訓練學生擷取資訊、解讀資訊以及分析歸納的能力。  

2.訓練學生將閱讀材料與生活經驗結合，並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

力。  

3.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進行專題研究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介紹本學期的課程計畫與目標。  

2.說明如何以批判性思考評估一篇科學

新聞。  

 

第二週 期刊資料  
從近十期的牛頓雜誌中選出兩篇文章並

節錄重點。  

第三週 期刊資料  
從近十期的科學人雜誌中選出兩篇文章

並節錄重點。  

第四週 網站資訊  
搜尋並推薦科學網站，例如：明日科

學、泛科學。  

第五週 網站資訊  
從指定的科學網站瀏覽並解釋一則科學

新聞。  

第六週 班級共讀圖書  閱讀「科學實驗王」並發表心得。  

第七週 班級共讀圖書  
閱讀「科學發現幕後的黑色喜劇」並發

表心得。  

第八週 班級共讀圖書  閱讀「你不知道的森林」並發表心得。  

第九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細胞學說的發展。  

2.節錄虎克、許旺以及許來登的研究重

點。  

 

第十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演化論的形成。  

2.節錄居維業、拉馬克以及達爾文的研

究重點。  

 

第十一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遺傳法則的發現。  

2.節錄孟德爾與摩根的研究重點。  

 

第十二週 漫談科學史  

1.漫談 DNA結構的發現。  

2.節錄富蘭克林、華生以及克里克的研

究重點。  

 

第十三週 諾貝爾獎的榮耀  

1.介紹 2010~2012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研

究主題。  

2.節錄 2010~2012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的

研究重點。  

 



第十四週 諾貝爾獎的榮耀  

1.介紹 2013~2015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研

究主題。  

2.節錄 2013~2015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的

研究重點。  

 

第十五週 諾貝爾獎的榮耀  

1.介紹 2016~2018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研

究主題。  

2.節錄 2016~2018年諾貝爾生醫學獎的

研究重點。  

 

第十六週 書報討論  

1.從本學期介紹的單元中選取小組報告

主題。  

2.製作小組報告投影片。  

3.繳交小組報告投影片初稿。  

 

第十七週 書報討論  

1.修改小組報告投影片。  

2.選定小組報告成員。  

3.繳交小組報告投影片。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1.小組報告。  

2.各組互評並提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個人書面報告：30%。  

2.個人課堂表現：10%。  

3.小組報告：60%(學生自評：20%；學生互評：20%；老師評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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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士林地區議題探索  

英文名稱： The Issue Explosion in Shinlin District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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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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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士林地區發展相關知識。  

2. 初探士林地區相關議題並提出思考研究。  

3. 作為校訂必修[士林地區導覽培訓]之初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的地形  

第二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市場的歷史發展  

第三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市場的信仰中心  

第四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市場的商業活動  

第五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市場的交通發展  

第六週 課程導引  探討士林市場的環保議題  

第七週 實地訪查  觀察與選定研究主題  

第八週 實地訪查  蒐集主題相關資料  

第九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一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二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三週 報告初稿  分組提出研究報告初稿  

第十四週 報告初稿  分組提出研究報告初稿  

第十五週 報告初稿  分組提出研究報告初稿  

第十六週 繳交書面報告  繳交書面報告  

第十七週 回饋書面報告  教師給予書面報告回饋  

第十八週 修訂書面報告  修訂書面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主題書面報告  

2. 口頭初稿報告  

3. 學習參與度  

對應學群： 文史哲, 遊憩運動,  

備註： 

1. 本課程需長時間校外訪查，建議身心狀況不適者，不宜選讀。  

2. 有宗教信仰禁忌者，不宜選讀。  

3. 選讀者需繳交家長同意書。  

4. 本課程因校外訪查安全顧慮，故課程人數上限為 30人。  

5.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士林地區議題探索  

英文名稱： The Issue Explosion in Shinlin District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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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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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士林地區發展相關知識。  

2. 初探士林地區相關議題並提出思考研究。  

3. 作為校訂必修[士林地區導覽培訓]之初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的地形  

第二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市場的歷史發展  

第三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市場的信仰中心  

第四週 課程導引  認識士林市場的交通發展  

第五週 課程導引  探討士林市場的環保議題  

第六週 課程導引  探討士林市場的環保議題  

第七週 實地訪查  觀察與選定研究主題  

第八週 實地訪查  蒐集主題相關資料  

第九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一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二週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第十三週 報告初稿  分組提出研究報告初稿  

第十四週 報告初稿  分組提出研究報告初稿  

第十五週 報告初稿  分組提出研究報告初稿  

第十六週 繳交書面報告  繳交書面報告  

第十七週 回饋書面報告  教師給予書面報告回饋  

第十八週 修訂書面報告  學生修訂書面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主題書面報告  

2. 口頭初稿報告  

3. 學習參與度  

 

對應學群： 文史哲, 遊憩運動,  



備註： 

1. 本課程需長時間校外訪查，建議身心狀況不適者，不宜選讀。  

2. 有宗教信仰禁忌者，不宜選讀。  

3. 選讀者需繳交家長同意書。  

4. 本課程因校外訪查安全顧慮，故課程人數上限為 30人。  

5.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超能力  

英文名稱： The Chemical Magic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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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學生對於探究有興趣。  

2.學會操作行動載具及數位科技產品及相關應用程式輔助技能。  

3.能分組討論完成組別任務。  

4.能利用合宜的工具以及技術來收集、分析及詮釋資料。  

5.能使用所收集的證據來描述、解釋。利用邏輯思考與批判思考將證據與解釋

連結。  

6.能以書面或口頭表達研究結果與見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實驗室安全守則、認識

實驗室及實驗器材、練

習 iPad的操作、上傳檔

案  

1. 教師說明實驗室安全守則，提供歷

年災害實例，讓同學閱讀後，寫出分析

災害發生及避免之道，及一旦發生災害

如何處理以降低傷害。請學生簽名實驗

室安全守則。(Classroom)  

2. 各組學生在雲端硬碟的文件上共

編，以實驗桌上挑出實驗器材加以拍照

並編輯該實驗器材的用途及用法

(google文件)  

3. 利用 quizlet.live 讓學生熟悉實驗

室器材  

 

第二週 綠色化學是王道  

1. 教師說明綠色化學的意義  

2. 教師介紹綠色化學的十二項原則  

3. 觀看影片，同組討論並能指出影片

中不恰當的部分，能提出修正方案

(Classkick)  

4. 教師提供綠色化學創意競賽歷屆的

作品，讓學生觀摩，各組討論提供看法



及想法  

 

第三週 

基礎化學實驗技能(1) 

①酒精燈、電磁加熱攪

拌器、電子天平、藥品

稱量、量筒、吸量管、

滴定管的使用 ②清洗實

驗器材  

1. 教師以影片先說明酒精燈、電磁加

熱攪拌器、電子天平的使用。  

2. 讓學生自行觀看影片後，點名組別

上來操作並說明量筒、滴定管及吸量管

的使用。  

3. 清洗實驗室器材  

 

第四週 
基礎化學實驗技能(2) 

①容量瓶、溶液配製  

1. 老師說明容量瓶及配製溶液的方

法。  

2. 老師給予情境題讓各組學生實際操

作各種配製的方法。(iPad 錄影照相)  

3. 各組上台發表，配製操作的過程及

注意事項。  

 

第五週 

基礎化學實驗技能(3) 

①傾析、重力過濾、減

壓過濾、離心機、萃取

及再結晶  

1. 教師以影片先說明離心機、重力過

濾及減壓過濾的使用老師  

2. 利用沙拉油萃取茄紅素的及粗鹽精

製實驗練習萃取及再結晶  

 

第六週 
使用數位感測器(1)溫度

計  

1. 學會操作數位感測儀—溫度計  

2. 進行實驗並能探究主題將數位溫度

計來比較不同  

液體的揮發狀況，並探討分子間的作用

力  

3.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七週 
使用數位感測器(2)色度

計  

1. 利用層析法分離水溶性色素  

2. 學會操作數位感測儀—色度計  

3. 利用濾紙色層分析法的結果和色度

計呈現的圖譜  

作比對並能解釋  

4.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八週 
使用數位感測器(3)pH

計、導電率計  

1. 對於市面上所販售的飲料進行預估

其酸鹼性，再利用 pH 計測量各種飲料

的 pH值，並能解釋  

2. 對於運動飲料所強調的平衡身體的

電解質，利用所學想辦法作印證  

3.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九週 
練習數據處理及圖表的

製作  

1. 教師提供數據，學生利用電腦來作

圖表，並能由圖表的呈現，練習作一個



合理結論  

2. 同學利用教師提供的小論文範本，

分析作品中的圖表和結論的關係  

3.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十週 選擇適當的主題  

1. 各組討論選擇期末成發的主題  

2. 搜集和主題相關的參考文獻，並將

各文獻整理後上傳至雲端硬碟，並與同

組組員及老師共用  

3. 逐條列出各文獻所探討的自變項、

應變項、控制變因、結論以及自省內容  

4. 試著找出各文獻，未探究的部分  

5. 各組就找到的主題，列出各自變

項、應變項、控制變因及假設  

 

第十一週 
主題架構及實驗器材藥

品及實驗裝置確認  

1. 各組討論後，上台報告組別主題  

2. 台下各組就台上報告的內容提問並

給予建議  

3. 各組將實驗計畫上傳雲端並與同組

組員與教師共用  

 

第十二週 實驗進行(1)  各組進行實驗  

第十三週 實驗進行(2)  各組進行實驗  

第十四週 實驗進行(3)  各組進行實驗  

第十五週 實驗進行(4)  

各組進行實驗  

抽籤決定下兩週模擬成發的順序  

 

第十六週 模擬成發(1)  

各組上台發表  

各組進行修正  

 

第十七週 模擬成發(2)  

各組上台發表  

各組進行修正  

 

第十八週 大成發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 20%  

作業繳交 20%  

上台發表 30%  

書面報告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超能力  

英文名稱： The Chemical Magic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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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學生對於探究有興趣。  

2.學會操作行動載具及數位科技產品及相關應用程式輔助技能。  

3.能分組討論完成組別任務。  

4.能利用合宜的工具以及技術來收集、分析及詮釋資料。  

5.能使用所收集的證據來描述、解釋。利用邏輯思考與批判思考將證據與解釋

連結。  

6.能以書面或口頭表達研究結果與見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實驗室安全守則、認識

實驗室及實驗器材、練

習 iPad的操作、上傳檔

案  

1. 教師說明實驗室安全守則，提供歷

年災害實例，讓同學閱讀後，寫出分析

災害發生及避免之道，及一旦發生災害

如何處理以降低傷害。請學生簽名實驗

室安全守則。(Classroom)  

2. 各組學生在雲端硬碟的文件上共

編，以實驗桌上挑出實驗器材加以拍照

並編輯該實驗器材的用途及用法

(google文件)  

3. 利用 quizlet.live 讓學生熟悉實驗

室器材  

第二週 綠色化學是王道  

1. 教師說明綠色化學的意義  

2. 教師介紹綠色化學的十二項原則  

3. 觀看影片，同組討論並能指出影片

中不恰當的部分，能提出修正方案

(Classkick)  

4. 教師提供綠色化學創意競賽歷屆的

作品，讓學生觀摩，各組討論提供看法

及想法  

第三週 

基礎化學實驗技能(1) 

①酒精燈、電磁加熱攪

拌器、電子天平、藥品

稱量、量筒、吸量管、

1. 教師以影片先說明酒精燈、電磁加

熱攪拌器、電子天平的使用。  

2. 讓學生自行觀看影片後，點名組別

上來操作並說明量筒、滴定管及吸量管



滴定管的使用 ②清洗實

驗器材  

的使用。  

3. 清洗實驗室器材  

第四週 
基礎化學實驗技能(2) 

①容量瓶、溶液配製  

1. 老師說明容量瓶及配製溶液的方

法。  

2. 老師給予情境題讓各組學生實際操

作各種配製的方法。(iPad 錄影照相)  

3. 各組上台發表，配製操作的過程及

注意事項。  

第五週 

基礎化學實驗技能(3) 

①傾析、重力過濾、減

壓過濾、離心機、萃取

及再結晶  

1. 教師以影片先說明離心機、重力過

濾及減壓過濾的使用老師  

2. 利用沙拉油萃取茄紅素的及粗鹽精

製實驗練習萃取及再結晶  

第六週 
使用數位感測器(1)溫度

計  

1. 學會操作數位感測儀—溫度計  

2. 進行實驗並能探究主題將數位溫度

計來比較不同  

液體的揮發狀況，並探討分子間的作用

力  

3.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七週 
使用數位感測器(2)色度

計  

1. 利用層析法分離水溶性色素  

2. 學會操作數位感測儀—色度計  

3. 利用濾紙色層分析法的結果和色度

計呈現的圖譜  

作比對並能解釋  

4.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八週 
使用數位感測器(3)pH

計、導電率計  

1. 對於市面上所販售的飲料進行預估

其酸鹼性，再利用 pH 計測量各種飲料

的 pH值，並能解釋  

2. 對於運動飲料所強調的平衡身體的

電解質，利用所學想辦法作印證  

3.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九週 
練習數據處理及圖表的

製作  

1. 教師提供數據，學生利用電腦來作

圖表，並能由圖表的呈現，練習作一個

合理結論  

2. 同學利用教師提供的小論文範本，

分析作品中的圖表和結論的關係  

3. 能製做簡報並上台發表  

第十週 選擇適當的主題  

1. 各組討論選擇期末成發的主題  

2. 搜集和主題相關的參考文獻，並將

各文獻整理後上傳至雲端硬碟，並與同

組組員及老師共用  

3. 逐條列出各文獻所探討的自變項、

應變項、控制變因、結論以及自省內容  

4. 試著找出各文獻，未探究的部分  



5. 各組就找到的主題，列出各自變

項、應變項、控制變因及假設  

第十一週 
主題架構及實驗器材藥

品及實驗裝置確認  

1. 各組討論後，上台報告組別主題  

2. 台下各組就台上報告的內容提問並

給予建議  

3. 各組將實驗計畫上傳雲端並與同組

組員與教師共用  

第十二週 實驗進行(1)  各組進行實驗  

第十三週 實驗進行(2)  各組進行實驗  

第十四週 實驗進行(3)  各組進行實驗  

第十五週 實驗進行(4)  
各組進行實驗  

抽籤決定下兩週模擬成發的順序  

第十六週 模擬成發(1)  
各組上台發表  

各組進行修正  

第十七週 模擬成發(2)  
各組上台發表  

各組進行修正  

第十八週 大成發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 20%  

作業繳交 20%  

上台發表 30%  

書面報告 30%  

 

對應學群：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實驗理論與實作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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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熟悉高中化學實驗操作與認識藥品器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  實驗室安全須知  

第二週 實驗 1-1  混合物的分離  



第三週 實驗 1-2  混合物的分離  

第四週 實驗 2-1  溶解度測定  

第五週 實驗 2-2  溶解度測定  

第六週 實驗 3-1  草酸鐵鉀晶體製備  

第七週 實驗 3-2  藍印術  

第八週 實驗 4-1  酸鹼滴定  

第九週 實驗 4-2  酸鹼滴定  

第十週 實驗 5-1  氧化還原  

第十一週 實驗 5-2  氧化還原  

第十二週 實驗 6-1  氧化還原滴定  

第十三週 實驗 6-2  氧化還原滴定  

第十四週 實驗 7-1  有機實驗  

第十五週 實驗 7-2  有機實驗  

第十六週 實驗 8  凝固點下降測定  

第十七週 實驗 9  沈澱反應  

第十八週 實驗 10  趣味化學實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驗態度 20%、報告 8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實驗理論與實作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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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熟悉高中化學實驗操作與認識藥品器材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  實驗室安全須知  

第二週 實驗 1-1  秒錶反應  

第三週 實驗 1-2  秒錶反應  

第四週 實驗 2-1  平衡常數測定  

第五週 實驗 2-2  平衡常數測定  

第六週 實驗 3-1  溶度積測定  



第七週 實驗 3-2  溶度積測定  

第八週 實驗 4-1  觸媒與催化效應  

第九週 實驗 4-2  觸媒與催化效應  

第十週 實驗 5-1  陽離子定性分析  

第十一週 實驗 5-2  陽離子定性分析  

第十二週 實驗 6-1  明礬的製備  

第十三週 實驗 6-2  明礬的製備  

第十四週 實驗 7-1  有機實驗  

第十五週 實驗 7-2  有機實驗  

第十六週 實驗 8  反應熱的測定  

第十七週 實驗 9  趣味化學實驗  

第十八週 實驗 10  趣味化學實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驗態度 20%、報告 8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文學正津津有味  

英文名稱： The Literary Application of Food  

授課年段：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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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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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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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對於古典及現代飲食散文的閱讀技巧。  

2.透過文學與家政的結合，教導學生品味生活中的飲食意涵。  

3.文本之引導及深入探尋後，進而學習書寫與表達生命的情感與思想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學員自我介

紹及分組  
介紹課程大綱與核心目標  

第二週 

文學大師開講：林文月

〈飲膳札記〉中的記憶

與美味  

1.透過〈飲膳札記〉篇章之介紹與研

讀，探討飲食與回憶之連結  

2.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三週 

文學大師開講：蔡珠兒

〈紅燜廚娘〉中的味覺

饗宴與蔬果滋味  

1.透過文本之研讀與探究，學習善用轉

化與譬喻修辭以美化文辭  

2.學習描摹滋味之技巧  

3.創作小練習：描摹蔬果  

 

第四週 

文學大師開講：焦桐飲

食散文～從台灣味道談

起  

1.閱讀焦桐散文，探知庶民飲食之特色  

2.分享自己吃傳統小吃之經驗  

 

第五週 手做餐點  

1.品嚐自己 DIY的成品  

2.描繪 DIY過程與食物之滋味  

 

第六週 
文學大師開講：米果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1.研讀相關文本，體會一個人吃食之況

味  

2.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七週 
文學大師開講：舒國治

作品中的美食與旅遊  

1.學習旅遊文學的寫作與意涵  

2.結合旅遊與飲食進行個人創作  

 

第八週 

表達實務～創意自我介

紹：自我論述與食物之

連結  

1.以〈活得像一片口香糖〉一文為例，

引導同學以一樣食物來介紹自己  

2.個人創作並上台自我介紹  

 

第九週 
表達實務～廣告文學：

飲食與廣告的結合  

1.蒐集有特色之飲食廣告文案  

2.掌握飲食文學之意涵創作廣告文案  

 

第十週 手做甜點  

1.品嚐自己 DIY的成品  

2.結合廣告文案進行產品之推介  

 

第十一週 

永不熄燈的深夜食堂 ～

中日深夜食堂戲劇之異

同  

1.觀賞深夜食堂的漫畫及戲劇作品  

2.比較中日文化對生活美食介紹手法的

差異性  

3.學習如何創作帶有人情味的飲食文學

短文  

 

第十二週 
鴨川食堂～尋找記憶中

的美味  

1.透過戲劇之欣賞，探討記憶中餐點何

以美味  

2.結合戲劇、原著小說及相關文章進行

討論，同學手繪插圖呈現自己記憶中的

美味  

 

第十三週 
蝸牛食堂～食物的療癒

力  

1.透過電影之欣賞，探討食物的療癒效

果  

2.結合電影、原著及相關文章進行討



論，同學分享深具療癒力的食物  

 

第十四週 
經典中的美味～蘇軾、

袁枚原文研讀  

1.閱讀蘇軾有關飲食之文本  

2.探究袁枚〈隨園食單〉中的美味  

3.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五週 
經典中的美味～〈紅樓

夢〉中的味覺極致  

1.閱讀〈紅樓夢〉論及飲食的相關文本  

2.結合相關戲劇情節，進行小組討論與

探究  

 

第十六週 

經典中的美味～武俠與

美食：以金庸射雕英雄

傳為例  

1.透過原著小說與影劇作品，認識武俠

小說中的美食  

2.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七週 
台灣小吃大特搜暨製作

成發作品  

1.上網查詢台灣各地小吃之特色  

2.介紹自己喜歡之小吃  

 

第十八週 
手做庶民小吃暨成果發

表  

1.手做並品嚐自己 DIY 的成品  

2.分享飲食經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個人報告與小組報告 30%  

2.學習單與作業 40%  

3.家政 DIY成品 30%  

對應學群： 藝術, 文史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文學正津津有味  

英文名稱： The Literary Application of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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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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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對於古典及現代飲食散文的閱讀技巧。  

2.透過文學與家政的結合，教導學生品味生活中的飲食意涵。  



3.文本之引導及深入探尋後，進而學習書寫與表達生命的情感與思想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學員自我介

紹及分組  
介紹課程大綱與核心目標  

第二週 

文學大師開講：林文月

〈飲膳札記〉中的記憶

與美味  

1.透過〈飲膳札記〉篇章之介紹與研

讀，探討飲食與回憶之連結  

2.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三週 

文學大師開講：蔡珠兒

〈紅燜廚娘〉中的味覺

饗宴與蔬果滋味  

1.透過文本之研讀與探究，學習善用轉

化與譬喻修辭以美化文辭  

2.學習描摹滋味之技巧  

3.創作小練習：描摹蔬果  

 

第四週 

文學大師開講：焦桐飲

食散文～從台灣味道談

起  

1.閱讀焦桐散文，探知庶民飲食之特色  

2.分享自己吃傳統小吃之經驗  

 

第五週 手做餐點  

1.品嚐自己 DIY的成品  

2.描繪 DIY過程與食物之滋味  

 

第六週 
文學大師開講：米果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1.研讀相關文本，體會一個人吃食之況

味  

2.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七週 
文學大師開講：舒國治

作品中的美食與旅遊  

1.學習旅遊文學的寫作與意涵  

2.結合旅遊與飲食進行個人創作  

 

第八週 

表達實務～創意自我介

紹：自我論述與食物之

連結  

1.以〈活得像一片口香糖〉一文為例，

引導同學以一樣食物來介紹自己  

2.個人創作並上台自我介紹  

 

第九週 
表達實務～廣告文學：

飲食與廣告的結合  

1.蒐集有特色之飲食廣告文案  

2.掌握飲食文學之意涵創作廣告文案  

 

第十週 手做甜點  

1.品嚐自己 DIY的成品  

2.結合廣告文案進行產品之推介  

 

第十一週 

永不熄燈的深夜食堂 ～

中日深夜食堂戲劇之異

同  

1.觀賞深夜食堂的漫畫及戲劇作品  

2.比較中日文化對生活美食介紹手法的

差異性  

3.學習如何創作帶有人情味的飲食文學

短文  

 



第十二週 
鴨川食堂～尋找記憶中

的美味  

1.透過戲劇之欣賞，探討記憶中餐點何

以美味  

2.結合戲劇、原著小說及相關文章進行

討論，同學手繪插圖呈現自己記憶中的

美味  

 

第十三週 
蝸牛食堂～食物的療癒

力  

1.透過電影之欣賞，探討食物的療癒效

果  

2.結合電影、原著及相關文章進行討

論，同學分享深具療癒力的食物  

 

第十四週 
經典中的美味～蘇軾、

袁枚原文研讀  

1.閱讀蘇軾有關飲食之文本  

2.探究袁枚〈隨園食單〉中的美味  

3.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五週 
經典中的美味～〈紅樓

夢〉中的味覺極致  

1.閱讀〈紅樓夢〉論及飲食的相關文本  

2.結合相關戲劇情節，進行小組討論與

探究  

 

第十六週 

經典中的美味～武俠與

美食：以金庸射雕英雄

傳為例  

1.透過原著小說與影劇作品，認識武俠

小說中的美食  

2.小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七週 
台灣小吃大特搜暨製作

成發作品  

1.上網查詢台灣各地小吃之特色  

2.介紹自己喜歡之小吃  

 

第十八週 
手做庶民小吃暨成果發

表  

1.手做並品嚐自己 DIY 的成品  

2.分享飲食經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個人報告與小組報告 30%  

2.學習單與作業 40%  

3.家政 DIY成品 30%  

對應學群： 藝術, 文史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球科學野外踏查  

英文名稱： Field Survey in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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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能察覺或反思社會議題、科學研究或媒體報導中與科學相關的內容，從中找

出問題，以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2.能根據問題特性以及對社會環境的影響等因素釐清問題  

3.能在釐清問題後依科學事實與理論、價值判斷以及邏輯論述合理性等，進行

獨立思考與問題批判，針對問題提出自我主張  

4.能理性傾聽他人之論點並提出合理之反論點  

5.能積極參與各項科學探究或體驗之課程，於探究歷程中的學習表現能展現學

生所具備的科學素養係逐步提升  

6.能獨立規劃小型的實作探究活動，從中習得並逐漸熟悉科學探究的歷程要素  

7.能分析實作探究活動之結果並提出反思與修正策略  

8.能和他人清楚表達自我主張與問題解決策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序曲－  

 說明與製作「地球科學野外踏察研

究日誌」  

 介紹各週野外踏察活動之前置作

業、研究內容與研究結果報告之撰寫  

 分組與課程任務分工  

 練習操作課程所用之各項工具與儀

器  

第二週 
首部曲：海洋(參訪長榮

海事博物館)  

 參訪長榮海事博物館  

（課程費用約$150/人，學生自付）  

 長榮海運與空運導覽說明與實作體

驗  

 增進對於從事海洋相關產業未來進

路的認識  

 了解船舶發展與海洋運輸的歷史  

了解海洋科技的發展與世界產業脈動的

跨領域連結，擴展學生的國際觀  

第三週 
首部曲：海洋(海洋自救

與獨木舟學習課程)  

 學習海上求生技巧  

 學習獨木舟運動的基礎知識  

獨木舟、SUP划行實作體驗與競賽  

第四週 
首部曲：海洋(淨灘實踐

課程)  

 進行八里北堤海灘環境保育淨灘實

踐課程  

海岸環境教育課程以及海洋廢棄物探討

與反思  

第五週 
首部曲：海洋(城市尋

寶)  

 城市實境解謎（費用約$260/人，學

生自付）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情

境式學習，以城市景點為舞台、尋寶故



事結合在地人文歷史為包裝，走出教

室，實際在故事情節中解決一連串謎

題，訓練問題解決之能力  

尋寶主題（全班共同擇一）：淡水

1884(淡水古蹟)、木柵欄裡的秘密(木

柵動物園)、捷運踩地雷、尖山陶寶(鶯

歌)  

第六週 
二部曲：地質(參訪經濟

部地調所)  

 參訪經濟部地質調查所  

 台灣地質調查發展近況導覽說明  

 認識臺北盆地地質發展歷史  

 瞭解台北地區地質狀況與土讓液化

潛勢資料等  

認識地質嘉年華活動  

第七週 
二部曲：地質(參訪大屯

火山測站)  

 參訪大屯火山測站  

 大屯火山群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瞭解台灣對於大屯火山群活動監測技術

之進展  

第八週 
二部曲：地質(地質探究

小油坑與大油坑)  

 Vernier科學測量工具進行微型地

質探究活動  

 小油坑之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大油坑之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第九週 二部曲：地質(硫磺谷)  

 結合文本《郁永河－北投硫穴記》

認識硫磺谷地質活動歷史  

 硫磺谷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全班共遊 2018年地質嘉年華(假日兩

天一夜)  

第十週 
三部曲：大氣(天氣瓶-

天氣預報)  

 自製天氣瓶  

 搭配天氣觀測資料，觀察天氣瓶中

結晶變化  

撰寫天氣瓶觀測日誌  

第十一週 
三部曲：大氣(參訪天文

館與科教館)  

（門票費用共約$150/人，學生自付）  

 善用社區資源，參訪鄰近之天文館

與科教館  

結合行動裝置（平板或手機）與即時反

饋系統，進行半日雙館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 情境式學習  

第十二週 
三部曲：大氣(臺大探

訪)  

 參訪國立臺灣大學地球科學相關系

所：  

大氣系、地質系、工科海洋系、海研

所、物理研究所(天文)  

增進對於地球科學四大領域相關產業未

來進路的認識(航空、地調、海運、氣

象等)  



第十三週 
三部曲：大氣(參訪中央

氣象局)  

 參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台灣氣象觀測與預報發展歷程導覽

說明  

 瞭解氣象預報工具-數值模式的發展

重點  

增進對於大氣相關產業未來進路的認識  

第十四週 
最終章：天文(天文觀測

工具大比拼)  

 訓練學生資料分析能力與決策能力  

 以學校現有不同種類的天文望遠鏡

做分析（水管望遠鏡、復古牛頓式望遠

鏡、ED103折射式望遠鏡、折反射式望

遠鏡）  

比較不同種類望遠鏡的天體觀測成像效

果  

第十五週 
最終章：天文(天文桌遊

體驗)  

 運用天文桌遊(由台北市立天文館所

發展)學習天文知識  

認識行星組曲  

第十六週 
最終章：天文(夕陽軌跡

攝影)  

 活用課程所學知識，進行恆星軌跡

量測微課程  

 至漁人碼頭拍攝下午時段太陽於天

空運行之軌跡照  

分析軌跡照中，太陽於台北地區天空中

的實際運行軌跡與理論值的差異  

第十七週 
最終章：天文(觀星秘境

探尋)  

 至翠山步道登山口進行天文觀測  

 分析天文觀測的條件與限制，以及

地區性差異  

進行各式天文望遠鏡的架設與操作，並

做主要天體之觀測與攝影  

第十八週 成果展現  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總結性評量：地球科學野外踏察研究日誌成果發表 40%(口頭報告 60%、成果

發表之多媒體呈現 40%)  

2.形成性評量：地球科學野外踏察研究日誌之撰寫完成度 60%（每週課程需繳

交一份書面報告，共 16份書面報告，各佔比例 6.25%）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地球環境,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球科學野外踏查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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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能察覺或反思社會議題、科學研究或媒體報導中與科學相關的內容，從中找

出問題，以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2.能根據問題特性以及對社會環境的影響等因素釐清問題  

3.能在釐清問題後依科學事實與理論、價值判斷以及邏輯論述合理性等，進行

獨立思考與問題批判，針對問題提出自我主張  

4.能理性傾聽他人之論點並提出合理之反論點  

5.能積極參與各項科學探究或體驗之課程，於探究歷程中的學習表現能展現學

生所具備的科學素養係逐步提升  

6.能獨立規劃小型的實作探究活動，從中習得並逐漸熟悉科學探究的歷程要素  

7.能分析實作探究活動之結果並提出反思與修正策略  

8.能和他人清楚表達自我主張與問題解決策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序曲－  

 說明與製作「地球科學野外踏察研

究日誌」  

 介紹各週野外踏察活動之前置作

業、研究內容與研究結果報告之撰寫  

 分組與課程任務分工  

練習操作課程所用之各項工具與儀器  

第二週 
首部曲：海洋(參訪長榮

海事博物館)  

 參訪長榮海事博物館  

（課程費用約$150/人，學生自付）  

 長榮海運與空運導覽說明與實作體

驗  

 增進對於從事海洋相關產業未來進

路的認識  

 了解船舶發展與海洋運輸的歷史  

 了解海洋科技的發展與世界產業脈

動的跨領域連結，擴展學生的國際觀  

第三週 
首部曲：海洋(海洋自救

與獨木舟學習課程)  

 學習海上求生技巧  

 學習獨木舟運動的基礎知識  

 獨木舟、SUP划行實作體驗與競賽  

第四週 
首部曲：海洋(淨灘實踐

課程)  

 進行八里北堤海灘環境保育淨灘實

踐課程  

 海岸環境教育課程以及海洋廢棄物

探討與反思  

第五週 
首部曲：海洋(城市尋

寶)  

 城市實境解謎（費用約$260/人，學

生自付）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情

境式學習，以城市景點為舞台、尋寶故



事結合在地人文歷史為包裝，走出教

室，實際在故事情節中解決一連串謎

題，訓練問題解決之能力  

 尋寶主題（全班共同擇一）：淡水

1884(淡水古蹟)、木柵欄裡的秘密(木

柵動物園)、捷運踩地雷、尖山陶寶(鶯

歌)  

第六週 
二部曲：地質(參訪經濟

部地調所)  

 參訪經濟部地質調查所  

 台灣地質調查發展近況導覽說明  

 認識臺北盆地地質發展歷史  

 瞭解台北地區地質狀況與土讓液化

潛勢資料等  

 認識地質嘉年華活動  

第七週 
二部曲：地質(參訪大屯

火山測站)  

 參訪大屯火山測站  

 大屯火山群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瞭解台灣對於大屯火山群活動監測

技術之進展  

第八週 
二部曲：地質(地質探究

小油坑與大油坑)  

 Vernier科學測量工具進行微型地

質探究活動  

 小油坑之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大油坑之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第九週 二部曲：地質(硫磺谷)  

 結合文本《郁永河－北投硫穴記》

認識硫磺谷地質活動歷史  

 硫磺谷地質活動導覽說明  

※全班共遊華林生態園區生態導覽與攀

樹體驗課程(週六一整天)  

第十週 
三部曲：大氣(天氣瓶-

天氣預報)  

 自製天氣瓶  

 搭配天氣觀測資料，觀察天氣瓶中

結晶變化  

撰寫天氣瓶觀測日誌  

第十一週 
三部曲：大氣(參訪天文

館與科教館)  

（門票費用共約$150/人，學生自付）  

 善用社區資源，參訪鄰近之天文館

與科教館  

 結合行動裝置（平板或手機）與即

時反饋系統，進行半日雙館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情境式

學習  

第十二週 
三部曲：大氣(臺大探

訪)  

 參訪國立臺灣大學地球科學相關系

所：  

大氣系、地質系、工科海洋系、海研

所、物理研究所(天文)  

 增進對於地球科學四大領域相關產

業未來進路的認識(航空、地調、海

運、氣象等)  



第十三週 
三部曲：大氣(參訪中央

氣象局)  

 參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台灣氣象觀測與預報發展歷程導覽

說明  

 瞭解氣象預報工具-數值模式的發展

重點  

增進對於大氣相關產業未來進路的認識  

第十四週 
最終章：天文(天文觀測

工具大比拼)  

 訓練學生資料分析能力與決策能力  

 以學校現有不同種類的天文望遠鏡

做分析（水管望遠鏡、復古牛頓式望遠

鏡、ED103折射式望遠鏡、折反射式望

遠鏡）  

比較不同種類望遠鏡的天體觀測成像效

果  

第十五週 
最終章：天文(天文桌遊

體驗)  

 運用天文桌遊(由台北市立天文館所

發展)學習天文知識  

 認識行星組曲  

第十六週 
最終章：天文(夕陽軌跡

攝影)  

 活用課程所學知識，進行恆星軌跡

量測微課程  

 至漁人碼頭拍攝下午時段太陽於天

空運行之軌跡照  

 分析軌跡照中，太陽於台北地區天

空中的實際運行軌跡與理論值的差異  

第十七週 
最終章：天文(觀星秘境

探尋)  

 至翠山步道登山口進行天文觀測  

 分析天文觀測的條件與限制，以及

地區性差異  

 進行各式天文望遠鏡的架設與操

作，並做主要天體之觀測與攝影  

第十八週 成果展現  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總結性評量：地球科學野外踏察研究日誌成果發表 40%(口頭報告 60%、成果

發表之多媒體呈現 40%)  

2.形成性評量：地球科學野外踏察研究日誌之撰寫完成度 60%（每週課程需繳

交一份書面報告，共 16份書面報告，各佔比例 6.25%）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地球環境,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實驗理論與實作  

英文名稱： Theory and experiment of general physics(A)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習熱學、光學及靜電學的理論基礎並於實驗得到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熱學  熱膨脹  

第二週 熱學  理想氣體方程式  

第三週 熱學  氣體動力論  

第四週 波動  繩波的反射與透射  

第五週 波動  駐 波  

第六週 波動  水波的干涉與繞射  

第七週 聲波  聲波的傳播  

第八週 聲波  共振與共鳴  

第九週 聲波  基音與諧音  

第十週 幾何光學  拋物面鏡成像  

第十一週 幾何光學  折射現象  

第十二週 幾何光學  全反射  

第十三週 物理光學  光波動說的發展   

第十四週 物理光學  光的干涉現象  

第十五週 物理光學  光的單狹縫繞射  

第十六週 靜電學  電場與電力線  

第十七週 靜電學  電位能  

第十八週 靜電學  電位與電位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第一次段考 20%，第二次段考 20%，期末考 30%，平常成績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實驗理論與實作  

英文名稱： Theory and experiment of general physics(B)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習電磁學及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並於實驗得到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電流  電動勢與電流  

第二週 電流  電阻與歐姆定律  

第三週 電流  電路分析  

第四週 電流  電路裡的守恆律  

第五週 電流  電功率與電流的熱效應  

第六週 電流的磁效應  載流導線的磁場  

第七週 電流的磁效應  載流導線在磁場中所受的力  

第八週 電流的磁效應  帶電質點在磁場中的運動  

第九週 電流的磁效應  帶電質點在磁場中的運動  

第十週 電磁感應  電磁感應實驗  

第十一週 電磁感應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與冷次定律  

第十二週 電磁感應  發電機與交流電  

第十三週 電磁感應  變壓器  

第十四週 電磁感應  電磁波  

第十五週 量子力學  電子的發現  

第十六週 量子力學  量子論  

第十七週 量子力學  原子結構  

第十八週 量子力學  物質波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第一次段考 20%，第二次段考 20%，期末考 30%，平常成績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達藝術  

英文名稱： The Art of Presenta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實際運用說故事的秘訣及技巧，提升個人自信與表達能力  

2.學習嘗試簡報製作的概念與技巧，強化個人寫作與閱讀理解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分組  閱讀理解文本資料  

第二週 
分組讀書會與說故事分

享  
閱讀理解文本資料  

第三週 簡報軟體的介紹與操作  熟悉 PREZI簡報軟體  

第四週 小組說故事簡報製作  小組故事 PPT製作  

第五週 小組說故事簡報製作  小組故事 PPT製作  

第六週 小組說故事簡報分享  口語表達說故事  

第七週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參訪  認識口語表達與錄音錄影相關大學科系  

第八週 朝會說故事分享練習Ⅰ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九週 朝會說故事分享練習Ⅱ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十週 個人即席演講Ⅰ  運用口語表達與簡報製作能力  

第十一週 個人即席演講Ⅱ  運用口語表達與簡報製作能力  

第十二週 廣播電台參訪體驗  認識口語表達與錄音錄影相關職場  

第十三週 行銷簡報實作練習Ⅰ  分組實作百齡行銷簡報設計  

第十四週 行銷簡報實作練習Ⅱ  分組實作百齡行銷簡報設計  

第十五週 行銷簡報實作練習 III  分組實作百齡行銷簡報設計  

第十六週 
期末分組成果發表練習

Ⅰ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十七週 
期末分組成果發表練習

Ⅱ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十八週 期末分組成果發表  大場成果發表、評審講評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一、實作評量:  

1.個人口語表達表現(即席演講、朝會說故事)20%  

2.小組簡報製作作品(讀書會簡報)30%  

3.小組成果發表作品(百齡行銷簡報)30%  

二、其他評量：  

1.學習態度（學生學習狀況與參與程度）5%  

2.小組合作（小組分工合作情形）5%  

3.參訪學習單 1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教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表達藝術  

英文名稱： The Art of Presenta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實際運用說故事的秘訣及技巧，提升個人自信與表達能力  

2.學習嘗試簡報製作的概念與技巧，強化個人寫作與閱讀理解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分組  閱讀理解文本資料  

第二週 
分組讀書會與說故事分

享  
閱讀理解文本資料  

第三週 簡報軟體的介紹與操作  熟悉 PREZI簡報軟體  

第四週 小組說故事簡報製作  小組故事 PPT製作  

第五週 小組說故事簡報製作  小組故事 PPT製作  

第六週 小組說故事簡報分享  口語表達說故事  

第七週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參訪  認識口語表達與錄音錄影相關大學科系  

第八週 朝會說故事分享練習Ⅰ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九週 朝會說故事分享練習Ⅱ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十週 個人即席演講Ⅰ  運用口語表達與簡報製作能力  

第十一週 個人即席演講Ⅱ  運用口語表達與簡報製作能力  

第十二週 廣播電台參訪體驗  認識口語表達與錄音錄影相關職場  

第十三週 行銷簡報實作練習Ⅰ  分組實作百齡行銷簡報設計  

第十四週 行銷簡報實作練習Ⅱ  分組實作百齡行銷簡報設計  

第十五週 行銷簡報實作練習 III  分組實作百齡行銷簡報設計  

第十六週 
期末分組成果發表練習

Ⅰ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十七週 
期末分組成果發表練習

Ⅱ  
分組課堂練習、同學互評、老師講評  

第十八週 期末分組成果發表  大場成果發表、評審講評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一、實作評量:  

1.個人口語表達表現(即席演講、朝會說故事)20%  

2.小組簡報製作作品(讀書會簡報)30%  

3.小組成果發表作品(百齡行銷簡報)30%  

二、其他評量：  

1.學習態度（學生學習狀況與參與程度）5%  

2.小組合作（小組分工合作情形）5%  

3.參訪學習單 1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教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技與生活(化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認識現代科技與化學之關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  課程簡介  

第二週 二  食品化學（一）  

第三週 三  食品化學（二）  

第四週 四  食品化學（三）  

第五週 五  食品化學（四）  

第六週 六  食品化學（五）  

第七週 七  生物化學（一）  

第八週 八  生物化學（二）  

第九週 九  生物化學（三）  

第十週 十  生物化學（四）  

第十一週 十一  生物化學（五）  

第十二週 十二  化學材料（一）  

第十三週 十三  化學材料（二）  

第十四週 十四  實驗室參訪  

第十五週 十五  生活應用（一）  

第十六週 十六  生活應用（二）  

第十七週 十七  生活應用（三）  

第十八週 十八  生活應用（四）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60%、報告 40%  

對應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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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化學)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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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認識現代科技與化學之關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  課程簡介  

第二週 二  食品化學（一）  

第三週 三  食品化學（二）  

第四週 四  食品化學（三）  

第五週 五  食品化學（四）  

第六週 六  食品化學（五）  

第七週 七  生物化學（一）  

第八週 八  生物化學（二）  

第九週 九  生物化學（三）  

第十週 十  生物化學（四）  

第十一週 十一  生物化學（五）  

第十二週 十二  化學材料（一）  

第十三週 十三  化學材料（二）  

第十四週 十四  實驗室參訪  

第十五週 十五  生活應用（一）  

第十六週 十六  生活應用（二）  

第十七週 十七  生活應用（三）  

第十八週 十八  生活應用（四）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60%、報告 40%  

對應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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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化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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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認識現代科技與化學之關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  食品化學（一）  

第二週 二  食品化學（二）  

第三週 三  食品化學（三）  

第四週 四  食品化學（四）  

第五週 五  食品化學（五）  

第六週 六  生物化學（一）  

第七週 七  生物化學（二）  

第八週 八  生物化學（三）  

第九週 九  生物化學（四）  

第十週 十  生物化學（五）  

第十一週 十一  化學材料（一）  

第十二週 十二  化學材料（二）  

第十三週 十三  實驗室參訪  

第十四週 十四  實驗室參訪  

第十五週 十五  生活應用（一）  

第十六週 十六  生活應用（二）  

第十七週 十七  生活應用（三）  

第十八週 十八  生活應用（四）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60%、報告 40%  

對應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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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化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認識現代科技與化學之關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  食品化學（一）  

第二週 二  食品化學（二）  

第三週 三  食品化學（三）  

第四週 四  食品化學（四）  

第五週 五  食品化學（五）  

第六週 六  生物化學（一）  

第七週 七  生物化學（二）  

第八週 八  生物化學（三）  

第九週 九  生物化學（四）  

第十週 十  生物化學（五）  

第十一週 十一  化學材料（一）  

第十二週 十二  
化學材料（二）  

 

第十三週 十三  實驗室參訪  

第十四週 十四  實驗室參訪  

第十五週 十五  生活應用（一）  

第十六週 十六  生活應用（二）  

第十七週 十七  生活應用（三）  

第十八週 十八  生活應用（四）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60%、報告 40%  

對應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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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and technology (A)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習熱學、光學及靜電學的理論基礎並於實驗得到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熱學  熱膨脹  

第二週 熱學  理想氣體方程式  



第三週 熱學  氣體動力論  

第四週 波動  繩波的反射與透射  

第五週 波動  駐 波  

第六週 波動  水波的干涉與繞射  

第七週 聲波  聲波的傳播  

第八週 聲波  共振與共鳴  

第九週 聲波  基音與諧音  

第十週 幾何光學  拋物面鏡成像  

第十一週 幾何光學  折射現象  

第十二週 幾何光學  全反射  

第十三週 物理光學  光波動說的發展   

第十四週 物理光學  光的干涉現象  

第十五週 物理光學  光的單狹縫繞射  

第十六週 靜電學  電場與電力線  

第十七週 靜電學  電位能  

第十八週 靜電學  電位與電位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第一次段考 20%，第二次段考 20%，期末考 30%，平常成績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技與生活(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and technology (A)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習熱學、光學及靜電學的理論基礎並於實驗得到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熱學  熱膨脹  

第二週 熱學  理想氣體方程式  

第三週 熱學  氣體動力論  

第四週 波動  繩波的反射與透射  

第五週 波動  駐 波  

第六週 波動  水波的干涉與繞射  



第七週 聲波  聲波的傳播  

第八週 聲波  共振與共鳴  

第九週 聲波  基音與諧音  

第十週 幾何光學  拋物面鏡成像  

第十一週 幾何光學  折射現象  

第十二週 幾何光學  全反射  

第十三週 物理光學  光波動說的發展   

第十四週 物理光學  光的干涉現象  

第十五週 物理光學  光的單狹縫繞射  

第十六週 靜電學  電場與電力線  

第十七週 靜電學  電位能  

第十八週 靜電學  電位與電位差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第一次段考 20%，第二次段考 20%，期末考 30%，平常成績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技與生活(物理)  

英文名稱： 英文名稱：physics and technology (B)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習電磁學及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並於實驗得到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電流  電動勢與電流  

第二週 電流  電阻與歐姆定律  

第三週 電流  電路分析  

第四週 電流  電路裡的守恆律  

第五週 電流  電功率與電流的熱效應  

第六週 電流的磁效應  載流導線的磁場  

第七週 電流的磁效應  載流導線在磁場中所受的力  

第八週 電流的磁效應  帶電質點在磁場中的運動  

第九週 電流的磁效應  帶電質點在磁場中的運動  

第十週 電磁感應  電磁感應實驗  



第十一週 電磁感應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與冷次定律  

第十二週 電磁感應  發電機與交流電  

第十三週 電磁感應  變壓器  

第十四週 電磁感應  電磁波  

第十五週 量子力學  電子的發現  

第十六週 量子力學  量子論  

第十七週 量子力學  原子結構  

第十八週 量子力學  物質波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第一次段考 20%，第二次段考 20%，期末考 30%，平常成績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科技與生活(物理)  

英文名稱： physics and technology (B)  

授課年段：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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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習電磁學及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並於實驗得到驗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電流  電動勢與電流  

第二週 電流  電阻與歐姆定律  

第三週 電流  電路分析  

第四週 電流  電路裡的守恆律  

第五週 電流  電功率與電流的熱效應  

第六週 電流的磁效應  載流導線的磁場  

第七週 電流的磁效應  載流導線在磁場中所受的力  

第八週 電流的磁效應  帶電質點在磁場中的運動  

第九週 電流的磁效應  帶電質點在磁場中的運動  

第十週 電磁感應  電磁感應實驗  

第十一週 電磁感應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與冷次定律  

第十二週 電磁感應  發電機與交流電  

第十三週 電磁感應  變壓器  

第十四週 電磁感應  電磁波  



第十五週 量子力學  電子的發現  

第十六週 量子力學  量子論  

第十七週 量子力學  原子結構  

第十八週 量子力學  物質波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第一次段考 20%，第二次段考 20%，期末考 30%，平常成績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萬花筒  

英文名稱： The Kaleidoscope – the Application of English in Usual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通識應用、知識統整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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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瞭解並實際運用英文，提升個人表達能力  

2.強化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Food: 愛吃鬼學英文

(上) —食客篇  

1. 介紹常見西方菜餚的英文名稱，包

含中東、黑人、南美料理傳入美國的融

合菜色。  

2. 讓學生分辨不同香草植物和起司種

類及味道。  

3. 讓學生閱讀英文菜單和酒單。  

 

第二週 
Food: 愛吃鬼學英文

(下) —饕客篇  

1. 介紹葡萄酒，及法式料理常見菜色

英文名稱。  

2. 讓學生觀賞一位女性廚師的傳記電

影，以了解法國料 理做法，以及女性

在廚藝界如何爭取平權地位及他人重視

的過程。  

 

第三週 Food: 夜市美食英文  
1. 介紹夜市美食的英文名稱  

2. 介紹食材的內容與烹調方式，並請



學生以英文解說。  

 

第四週 Food: 咖啡即時通  
了解如何能沖泡一杯好咖啡的相關知

識。  

第五週 Travel: 機場飯店英文  

1. 認識機場設施單字  

2 認識機組人員名稱及工作  

3 模擬登機前辦手續對話情境  

4. 模擬預約飯店對話情境  

 

第六週 Travel: 機場飯店英文  

1. 認識機場設施單字  

2 認識機組人員名稱及工作  

3 模擬登機前辦手續對話情境  

4. 模擬預約飯店對話情境  

 

第七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八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九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十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十一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體驗單字用法、句型結構、特殊用語、

慣用俚語等提升學生閱讀技巧及能力。  

 

第十二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體驗單字用法、句型結構、特殊用語、

慣用俚語等提升學生閱讀技巧及能力。  

 

第十三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Reporting:  

新聞播報  

 

第十四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Reporting:  

新聞播報  

 

第十五週 

Show, write and 

tell：短篇故事撰寫與

述說  

1.學生撰寫英文短篇故事  

2.學生上台述說故事  

 



第十六週 

Show, write and 

tell：短篇故事撰寫與

述說  

1.學生撰寫英文短篇故事  

2.學生上台述說故事  

 

第十七週 Poetry: 詩與旅行  

1. 以詩的形式描繪某物或概念，作為

謎題讓學生猜。  

2. 以詩的形式描繪自己想去或去過的

國家或地點。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個人口語表達表現 20%  

2.個人學習單 30%  

3.小組發表 40%  

4.個人學習態度及小組活動參與度 10%  

 

對應學群： 資訊, 藝術, 外語, 文史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萬花筒  

英文名稱： The Kaleidoscope – the Application of English in Usual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通識應用、知識統整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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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瞭解並實際運用英文，提升個人表達能力  

2.強化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Food: 愛吃鬼學英文

(上) —食客篇  

1. 介紹常見西方菜餚的英文名稱，包

含中東、黑人、南美料理傳入美國的融

合菜色。  

2. 讓學生分辨不同香草植物和起司種

類及味道。  

3. 讓學生閱讀英文菜單和酒單。  

 



第二週 
Food: 愛吃鬼學英文

(上) —食客篇  

1. 介紹葡萄酒，及法式料理常見菜色

英文名稱。  

2. 讓學生觀賞一位女性廚師的傳記電

影，以了解法國料 理做法，以及女性

在廚藝界如何爭取平權地位及他人重視

的過程。  

 

第三週 Food: 夜市美食英文  

1. 介紹夜市美食的英文名稱  

2. 介紹食材的內容與烹調方式，並請

學生以英文解說。  

 

第四週 Food: 咖啡即時通  
了解如何能沖泡一杯好咖啡的相關知

識。  

第五週 Travel: 機場飯店英文  

1. 認識機場設施單字  

2 認識機組人員名稱及工作  

3 模擬登機前辦手續對話情境  

4. 模擬預約飯店對話情境  

 

第六週 Travel: 機場飯店英文  

1. 認識機場設施單字  

2 認識機組人員名稱及工作  

3 模擬登機前辦手續對話情境  

4. 模擬預約飯店對話情境  

 

第七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八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九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十週 Film: 電影配音練習  

1. 戲劇動畫情境模擬  

2. 配音練習  

 

第十一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體驗單字用法、句型結構、特殊用語、

慣用俚語等提升學生閱讀技巧及能力。  

 

第十二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體驗單字用法、句型結構、特殊用語、

慣用俚語等提升學生閱讀技巧及能力。  

 



第十三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Reporting:  

新聞播報  

 

第十四週 News: 新聞英文  

News Reporting:  

新聞播報  

 

第十五週 

Show, write and 

tell：短篇故事撰寫與

述說  

1.學生撰寫英文短篇故事  

2.學生上台述說故事  

 

第十六週 

Show, write and 

tell：短篇故事撰寫與

述說  

1.學生撰寫英文短篇故事  

2.學生上台述說故事  

 

第十七週 Poetry: 詩與旅行  

1. 以詩的形式描繪某物或概念，作為

謎題讓學生猜。  

2. 以詩的形式描繪自己想去或去過的

國家或地點。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個人口語表達表現 20%  

2.個人學習單 30%  

3.小組發表 40%  

4.個人學習態度及小組活動參與度 10%  

對應學群： 資訊, 藝術, 外語, 文史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檢小達人 A  

英文名稱： The Little Master of English Verification – Course A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各式英檢考試的形式及內容  

2. 學生藉由準備各式英檢測驗的過程，增加英文字彙量、聽力及閱讀能力。  

3. 銜接大學英文課程: 觀光、法律、商業管理相關科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Introduction  認識多益測驗  



第二週 
Unit 1: 

Transport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交通運輸  

第三週 
Unit 1: 

Transport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交通運輸  

第四週 Unit 2: Travel Plan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旅遊規劃  

第五週 Unit 2: Travel Plan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旅遊規劃  

第六週 Unit 3: Hotel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飯店住宿  

第七週 Unit 3: Hotel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飯店住宿  

第八週 Unit 4: Even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休閒娛樂  

第九週 Unit 4: Even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休閒娛樂  

第十週 Unit 5: Dining Ou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外出用餐  

第十一週 Unit 5: Dining Ou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外出用餐  

第十二週 Unit 6: Shopp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購物消費  

第十三週 Unit 6: Shopp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購物消費  

第十四週 Unit 7: Recruitmen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人才招募  

第十五週 Unit 7: Recruitmen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人才招募  

第十六週 Review I  複習 I  

第十七週 Mock Test I  模擬題實作 I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英檢測驗閱讀習題 40%  

2. 英檢測驗聽力習題 40%  

3. 課堂參與度 10%  

4. 個人學習單 10%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教育, 法政,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A、B班課程內容相同，只能二擇一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檢小達人 A  

英文名稱： The Little Master of English Verification – Course A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各式英檢考試的形式及內容  

2. 學生藉由準備各式英檢測驗的過程，增加英文字彙量、聽力及閱讀能力。  

3. 銜接大學英文課程: 觀光、法律、商業管理相關科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nit 8: Train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教育訓練  

第二週 Unit 8: Train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教育訓練  

第三週 
Unit 9: Work 

Performance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表現  

第四週 
Unit 9: Work 

Performance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表現  

第五週 
Unit 10: Office 

Communic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溝通  

第六週 
Unit 10: Office 

Communic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溝通  

第七週 
Unit 11: Marketing 

and Sale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行銷與銷售  

第八週 
Unit 11: Marketing 

and Sale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行銷與銷售  

第九週 
Unit 12: Law and 

Contrac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法律與合約  

第十週 
Unit 12: Law and 

Contrac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法律與合約  

第十一週 
Unit 13: Purchasing 

and Warehous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採購與倉儲  

第十二週 
Unit 13: Purchasing 

and Warehous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採購與倉儲  

第十三週 
Unit 14: Corporate 

Propert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商用不動產  

第十四週 
Unit 14: Corporate 

Propert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商用不動產  

第十五週 Unit 15: Technolog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科技硬體  

第十六週 Unit 15: Technolog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科技硬體  

第十七週 Review II  複習 II  

第十八週 Mock Test II  模擬題實作 II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英檢測驗閱讀習題 40%  

2. 英檢測驗聽力習題 40%  

3. 課堂參與度 10%  

4. 個人學習單 10%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教育, 法政,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A、B班課程內容相同，只能二擇一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檢小達人 B  

英文名稱： The Little Master of English Verification – Course B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各式英檢考試的形式及內容  

2. 學生藉由準備各式英檢測驗的過程，增加英文字彙量、聽力及閱讀能力。  

3. 銜接大學英文課程: 觀光、法律、商業管理相關科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Introduction  認識多益測驗  

第二週 
Unit 1: 

Transport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交通運輸  

第三週 
Unit 1: 

Transport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交通運輸  

第四週 Unit 2: Travel Plan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旅遊規劃  

第五週 Unit 2: Travel Plan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旅遊規劃  

第六週 Unit 3: Hotel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飯店住宿  

第七週 Unit 3: Hotel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飯店住宿  

第八週 Unit 4: Even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休閒娛樂  

第九週 Unit 4: Even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休閒娛樂  

第十週 Unit 5: Dining Ou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外出用餐  

第十一週 Unit 5: Dining Ou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外出用餐  

第十二週 Unit 6: Shopp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購物消費  

第十三週 Unit 6: Shopp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購物消費  

第十四週 Unit 7: Recruitmen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人才招募  

第十五週 Unit 7: Recruitment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人才招募  

第十六週 Review I  複習 I  

第十七週 Mock Test I  模擬題實作 I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英檢測驗閱讀習題 40%  

2. 英檢測驗聽力習題 40%  

3. 課堂參與度 10%  

4. 個人學習單 10%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教育, 法政,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A、B班課程內容相同，只能二擇一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檢小達人 B  

英文名稱： The Little Master of English Verification – Course B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各式英檢考試的形式及內容  

2. 學生藉由準備各式英檢測驗的過程，增加英文字彙量、聽力及閱讀能力。  

3. 銜接大學英文課程: 觀光、法律、商業管理相關科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Unit 8: Train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教育訓練  

第二週 Unit 8: Train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教育訓練  

第三週 
Unit 9: Work 

Performance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表現  

第四週 
Unit 9: Work 

Performance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表現  

第五週 
Unit 10: Office 

Communic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溝通  

第六週 
Unit 10: Office 

Communication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工作溝通  

第七週 
Unit 11: Marketing 

and Sale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行銷與銷售  

第八週 
Unit 11: Marketing 

and Sale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行銷與銷售  

第九週 
Unit 12: Law and 

Contrac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法律與合約  

第十週 
Unit 12: Law and 

Contracts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法律與合約  

第十一週 
Unit 13: Purchasing 

and Warehous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採購與倉儲  

第十二週 
Unit 13: Purchasing 

and Warehousing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採購與倉儲  

第十三週 
Unit 14: Corporate 

Propert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商用不動產  

第十四週 
Unit 14: Corporate 

Propert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商用不動產  

第十五週 Unit 15: Technolog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科技硬體  



第十六週 Unit 15: Technology  字彙、閱讀、聽力訓練：科技硬體  

第十七週 Review II  複習 II  

第十八週 Mock Test II  模擬題實作 II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英檢測驗閱讀習題 40%  

2. 英檢測驗聽力習題 40%  

3. 課堂參與度 10%  

4. 個人學習單 10%  

對應學群： 資訊, 外語, 教育, 法政, 管理, 遊憩運動,  

備註： A、B班課程內容相同，只能二擇一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時尚 I生活/食尚生活  

英文名稱： The Application of Foodie’s Lif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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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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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經老師講述、分組研討及烹調實作，關心重視飲食方面的議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分組、課程大綱介紹  

課程內容提點:分組、常規、實作評

量、工作分配、成發準備、糧食問題探

討(文本)  

第二週 糧食主題探討 1  五穀雜糧分析.食譜帶著走(app)  

第三週 糧食主題探討 2  
小組查詢資料  

PPT簡報製作  

第四週 幸福便當 1  電影賞析及討論  

第五週 幸福便當 2  便當製作大車拼與觀摩分享  

第六週 刀工練習  以水果切雕為例  

第七週 刀工練習實作  特色飲食、餐具、盤飾介紹  

第八週 食農教育及綠色飲食  節氣文化了解、綠食育概念  

第九週 農場參訪  元極農場參訪  

第十週 香聚時刻  認識香草，簡報製作  

第十一週 香草應用  香草應用實作  

第十二週 開門重要事 1  「食用油」研討  



第十三週 開門重要事 2  「鹽、醬」探究  

第十四週 開門重要事 3  「茶」文化探討  

第十五週 咖啡研討  咖啡文化探討  

第十六週 食驗研究室 1  食驗主題探究與分析  

第十七週 食驗研究室 2  食驗主題實作  

第十八週 
智慧廚具用具篇暨期末

回顧、省思與發表  
智慧廚具的應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歷程 50%  

學習單 40%  

成果發表 1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備註： 
本課程所需新鮮食材、調味品，由上課學生自備。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時尚 I生活/食尚生活  

英文名稱： The Application of Foodie’s Lif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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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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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經老師講述、分組研討及烹調實作，關心重視飲食方面的議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分組、課程大綱介紹  

課程內容提點:分組、常規、實作評

量、工作分配、成發準備、糧食問題探

討(文本)  

第二週 糧食主題探討 1  五穀雜糧分析.食譜帶著走(app)  

第三週 糧食主題探討 2  
小組查詢資料  

PPT簡報製作  

第四週 幸福便當 1  電影賞析及討論  

第五週 幸福便當 2  便當製作大車拼與觀摩分享  

第六週 刀工練習  以水果切雕為例  

第七週 刀工練習實作  特色飲食、餐具、盤飾介紹  

第八週 食農教育及綠色飲食  節氣文化了解、綠食育概念  



第九週 農場參訪  元極農場參訪  

第十週 香聚時刻  認識香草，簡報製作  

第十一週 香草應用  香草應用實作  

第十二週 開門重要事 1  「食用油」研討  

第十三週 開門重要事 2  「鹽、醬」探究  

第十四週 開門重要事 3  「茶」文化探討  

第十五週 咖啡研討  咖啡文化探討  

第十六週 食驗研究室 1  食驗主題探究與分析  

第十七週 食驗研究室 2  食驗主題實作  

第十八週 
智慧廚具用具篇暨期末

回顧、省思與發表  
智慧廚具的應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歷程 50%  

學習單 40%  

成果發表 1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  

備註： 
本課程所需新鮮食材、調味品，由上課學生自備。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真人圖書館  

英文名稱： The Library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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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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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藉由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以對話消弭偏見，從更多元的想像了解社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學期授課重點、分組  

2.課程進行方式介紹  

3、圖書館！真人圖書館？  

 

第二週 圖書館巡禮(一)  圖書館現況與未來  



第三週 圖書館巡禮分享  
各組提出三個圖書館可改進的地方及改

進的方法  

第四週 真人圖書館定義  
找出三個真人圖書館特徵點及改進現有

圖書館策略  

第五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資訊使

用  
簡報、FZ製作，資訊設備使用  

第六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資訊運

用評量  
分組報告：5分鐘簡報  

第七週 TED欣賞與分析析  
針對臺灣民主現況、臺灣族群互動，臺

灣海祥文化內涵等議題探討  

第八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表達能

力  

兩岸文化傳承，社會分離，政治對峙事

件分析與探討  

第九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表達能

力評量  
分組報告：5分鐘說故事  

第十週 圖書館巡禮(二)  
找出三項真人圖書館可以做的主題—以

百齡高中圖書館為目標。  

第十一週 行動實作  各組真人圖書館主題  

第十二週 行動實作  小組討論行動的策略  

第十三週 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落實  

第十四週 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成果追蹤  

第十五週 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成果追蹤  

第十六週 全班成果發表  小組行動整理成果報告  

第十七週 全班成果發表  小組行動整理成果報告  

第十八週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課程

評鑑/師生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Rubrics 評量法  

實作評量 35%  

檔案評量 35%  

自我評量 15%  

同儕互評 15%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管理,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真人圖書館  

英文名稱： The Librar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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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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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藉由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以對話消弭偏見，從更多元的想像了解社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學期授課重點、分組  

2.課程進行方式介紹  

3、圖書館！真人圖書館？  

第二週 圖書館巡禮(一)  圖書館現況與未來  

第三週 圖書館巡禮分享  
各組提出三個圖書館可改進的地方及改

進的方法  

第四週 真人圖書館定義  
找出三個真人圖書館特徵點及改進現有

圖書館策略  

第五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資訊使

用  
簡報、FZ製作，資訊設備使用  

第六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資訊運

用評量  
分組報告：5分鐘簡報  

第七週 TED欣賞與分析析  
針對臺灣民主現況、臺灣族群互動，臺

灣海祥文化內涵等議題探討  

第八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表達能

力  

兩岸文化傳承，社會分離，政治對峙事

件分析與探討  

第九週 
真人圖書館能力-表達能

力評量  
分組報告：5分鐘說故事  

第十週 圖書館巡禮(二)  
找出三項真人圖書館可以做的主題—以

百齡高中圖書館為目標。  

第十一週 行動實作  各組真人圖書館主題  

第十二週 行動實作  小組討論行動的策略  

第十三週 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落實  

第十四週 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成果追蹤  

第十五週 行動實作  小組行動策略成果追蹤  

第十六週 全班成果發表  小組行動整理成果報告  

第十七週 全班成果發表  小組行動整理成果報告  

第十八週 
學習歷程檔案整理/課程

評鑑/師生回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Rubrics 評量法  

2.實作評量 35%  

3.檔案評量 35%  

4.自我評量 15%  

5.同儕互評 15%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管理,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健康與休閒活動  

英文名稱： Healthy and Recreation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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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建構健康與休閒知識，以豐富人文涵養。  

二、培養健康休閒運動之態度，以充實休閒生活，並提昇生活品質。  

三、培養休閒之技能及健康生活習慣，以提升身心靈健康之適應能力。  

四、培養健康休閒運動之樂趣，並融入日常生活，以陶冶性情。  

五、運用健康與休閒之資源，推展全民健康休閒運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基本概念與上課須知  

第二週 健康的定義/休閒的意義  
建立健康與休閒完整知識範疇與行為習

慣  

第三週 
透過休閒活動達成健康

行動與概念  
介紹各類型健康促進與休閒活動類型  

第四週 樂山健康休閒類(一)  登山、健行  

第五週 樂山健康休閒類(二)  定向運動  

第六週 親水健康休閒類(一)  水上運動、划船  

第七週 親水健康休閒類(二)  溯溪  

第八週 文化健康休閒類(一)  文物、古蹟參訪  

第九週 文化健康休閒類(二)  棋藝 、戲劇  

第十週 養生健康休閒類(一)  足底按摩、穴位按摩  

第十一週 養生健康休閒類(二)  精油、芳香保健、靜坐冥想、禪修  

第十二週 休閒旅遊類(一)  生態旅遊  

第十三週 休閒旅遊類(二)  國內、外旅遊概述  

第十四週 健康生活類(一)  初級急救、性教育、體重管理  



第十五週 健康生活類(二)  生機飲食、皮膚護理、寵物飼養  

第十六週 
體驗活動紀錄資料回顧

與整理(一)  
綜整與分析活動體驗後的各種資料  

第十七週 
體驗活動紀錄資料回顧

與整理(二)  

綜整與分析活動體驗後的各種資料  

 

第十八週 成果報告與分享  分組報告學期成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 20%、課堂參與狀況 30%、實作體驗 20%、學期成果報告 30%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上下學期不得重複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健康與休閒活動  

英文名稱： Healthy and Recreation  

授課年段：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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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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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建構健康與休閒知識，以豐富人文涵養。  

二、培養健康休閒運動之態度，以充實休閒生活，並提昇生活品質。  

三、培養休閒之技能及健康生活習慣，以提升身心靈健康之適應能力。  

四、培養健康休閒運動之樂趣，並融入日常生活，以陶冶性情。  

五、運用健康與休閒之資源，推展全民健康休閒運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說明  基本概念與上課須知  

第二週 健康的定義/休閒的意義  
建立健康與休閒完整知識範疇與行為習

慣  

第三週 
透過休閒活動達成健康

行動與概念  
介紹各類型健康促進與休閒活動類型  

第四週 樂山健康休閒類(一)  登山、健行  

第五週 樂山健康休閒類(二)  定向運動  

第六週 親水健康休閒類(一)  水上運動、划船  

第七週 親水健康休閒類(二)  溯溪  

第八週 文化健康休閒類(一)  文物、古蹟參訪  



第九週 文化健康休閒類(二)  棋藝 、戲劇  

第十週 養生健康休閒類(一)  足底按摩、穴位按摩  

第十一週 養生健康休閒類(二)  精油、芳香保健、靜坐冥想、禪修  

第十二週 休閒旅遊類(一)  生態旅遊  

第十三週 休閒旅遊類(二)  國內、外旅遊概述  

第十四週 健康生活類(一)  初級急救、性教育、體重管理  

第十五週 健康生活類(二)  生機飲食、皮膚護理、寵物飼養  

第十六週 
體驗活動紀錄資料回顧

與整理(一)  
綜整與分析活動體驗後的各種資料  

第十七週 
體驗活動紀錄資料回顧

與整理(二)  
綜整與分析活動體驗後的各種資料  

第十八週 成果報告與分享  分組報告學期成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 20%、課堂參與狀況 30%、實作體驗 20%、學期成果報告 30%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上下學期不得重複選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做科學  

英文名稱： STEP. Science Teamwork Engineering Presenta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中做、做中學、培養分析、邏輯、思考能力、成果呈現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步行娃娃製作說明  
動能、位能、彈性位能相互轉換、牛頓

三大運動定律  

第二週 步行娃娃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三週 步行娃娃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四週 
成品分享及我是神射手

製作說明  

動能、位能、彈性位能相互轉換、拋體

運動  

第五週 我是神射手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六週 我是神射手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七週 
成品分享及比賽規則說

明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八週 校內競賽  學習成果  



第九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週 我是扣扣馬製作說明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十一週 我是扣扣馬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十二週 我是扣扣馬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十三週 
成品分享及汽水炸彈製

作說明  
拋體運動、反應速率、酸鹼相遇  

第十四週 汽水炸彈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十五週 汽水炸彈動手做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十六週 
成品分享及比賽規則說

明  
動手實作能力、團隊合作  

第十七週 校內競賽  學習成果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製作成品、學習態度佔 70%，上台報告能力佔 20%，由同組同學互評佔課程分

數 10%  

對應學群：  

備註： 

經由競賽的結果，擇優優先選修下學期多元課程。  

本課程所需的經費與材料 :  

1. 本學期共有四項競賽項目，需要四次消耗材料，以下列出 :  

(一)  

青蛙跳跳板 :約 12組  

每組所需 :  

1. 塑膠瓦楞板(60*60cm)一個  

2. 塑膠硬杯 8個  

3. 膠帶 1捲  

4. 切割墊一片  

5. 竹籤 20支  

6. 剪刀 1支  

7. 美工刀 3 支  

8. 有色圖釘 20個  

(二) 日期 :  

我是神射手:約 12組  

每組所需 :  

1. 粗吸管(珍奶)10支、細吸管(養樂多小支)20支  

2. 衛生筷 10 雙  

3. 不鏽鋼曬衣夾 5支  

4. 橡皮筋 30 條  

5. 曬衣架(鐵架)2支  

6. 透明膠帶(大)  

7. 剪刀 1支  

(三) 日期 :  



我是扣扣馬:約 12組  

每組所需 :  

1. 烤肉竹籤 30支  

2. 寶特瓶 2 個  

3. 細棉繩 1 捲  

4. 金屬螺帽 50個  

5. 塑膠瓦楞板(50*90cm)1個  

(四) 日期 :  

汽水炸彈:約 12組  

每組所需 :  

1. 檸檬酸 100 公克、小蘇打粉 200公克  

2. 電子天平  

3. 秤量紙 20 張  

4. 量筒(100c.c.)1 支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手做科學  

英文名稱： STEP. Science Teamwork Engineering Presenta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學中做、做中學、培養分析、邏輯、思考能力、成果呈現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介紹下學期課程，包括

參訪、製作鍍膜、創意

手做  

課程介紹  

第二週 介紹鍍膜  

了解鍍膜種類、鍍膜製作過程及良率測

試方法(由淡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授課)  

經費需求 : 外聘校外教授三小時鐘點

費  

 

第三週 鍍膜製作  

參訪鍍膜機器、及如何製作鍍膜(由淡

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授課)  

經費需求 : 外聘校外教授三小時鐘點

費  

 

第四週 參訪淡江大學物理系  鍍膜製作  

第五週 參訪淡江大學物理系  鍍膜製作  

第六週 參訪淡江大學物理系  鍍膜製作  



第七週 鍍膜成品測試  

鍍膜成品測試、撰寫報告  

經費需求 : 外聘校外教授三小時鐘點

費  

 

第八週 鍍膜成品測試  鍍膜成品測試、撰寫報告  

第九週 鍍膜成品測試  鍍膜成品測試、撰寫報告  

第十週 創意手做科學小玩具  
發揮創意、與課程結合，利用手做巧

思，製作小玩具  

第十一週 創意手做科學小玩具  
發揮創意、與課程結合，利用手做巧

思，製作小玩具  

第十二週 創意手做科學小玩具  
發揮創意、與課程結合，利用手做巧

思，製作小玩具  

第十三週 創意手做科學小玩具  
發揮創意、與課程結合，利用手做巧

思，製作小玩具  

第十四週 創意手做科學小玩具  
發揮創意、與課程結合，利用手做巧

思，製作小玩具  

第十五週 主題式分組競賽  分組團隊合作  

第十六週 主題式分組競賽  分組團隊合作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  分組團隊合作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  分組團隊合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製作成品、學習態度佔 70%，上台報告能力佔 20%，由同組同學互評佔課程分

數 10%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成發由競賽方式進行，將選出特優、優等、佳作等獎項。經由各項評量選

出遠哲科學競賽的學校代表選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商用微積分  

英文名稱： Commercial Calculu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 使學生了解微積分的理論及商學上的應用。  

◎ 訓練學生數學分析與邏輯思考及推理能力。  

◎ 為升大學後銜接商學院相關專業科目之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函數  函數探究(一)  

第二週 函數  函數探究(二)  

第三週 函數  函數探究(三)  

第四週 極限  極限探究(一)  

第五週 極限  極限探究(二)  

第六週 極限  極限探究(三)  

第七週 極限  極限探究(四)  

第八週 微分  微分探究(一)  

第九週 微分  微分探究(二)  

第十週 微分  微分探究(三)  

第十一週 微分  微分探究(四)  

第十二週 積分  積分探究(一)  

第十三週 積分  積分探究(二)  

第十四週 積分  積分探究(三)  

第十五週 微積分之應用  微積分之商業應用(一)  

第十六週 微積分之應用  微積分之商業應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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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筆測驗 30%,學習單 30%,報告 40%  

對應學群： 資訊, 管理, 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積分入門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Calculu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大學預修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 藉由微積分的理論介紹與實際題目的操作，使學生更了解微積分的理論

與應用。  

(二) 訓練學生數學分析與邏輯思考及推理能力。  

(三) 升大學後可以銜接理工學院相關專業科目。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函數  函數探究(一)  

第二週 函數  函數探究(二)  

第三週 極限  極限探究(一)  

第四週 極限  極限探究(二)  

第五週 極限  極限探究(三)  

第六週 微分  微分探究(一)  

第七週 微分  微分探究(二)  

第八週 微分  微分探究(三)  

第九週 積分  積分探究(一)  

第十週 積分  積分探究(二)  

第十一週 積分  積分探究(三)  

第十二週 積分  積分探究(四)  

第十三週 微積分之應用  微積分之理工應用(一)  

第十四週 微積分之應用  微積分之理工應用(二)  

第十五週 微積分之應用  微積分之理工應用(三)  

第十六週 微積分之應用  微積分之理工應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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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筆測驗 30%,學習單 30%,報告 4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及圖書館學  

英文名稱： The Scienc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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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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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本課程內容為非專業領域之高中生所設計，以資訊與圖書館學領域規劃教學內

容，著重傳統技能於新媒體之應用，課程中以傳統圖書館資訊科學之理論為先

導基礎，再利用網路資源技術拓展資訊之學習範圍。  

一)閱讀探究  

1-1資訊擷取 1-2資訊詮釋 □1-3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2 改善精進性  

□2-3 改造變通性 2-4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3-1表達、聆聽與討論 □3-2分工與分擔  

3-3 共同完成任務 □3-4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4-1藝術欣賞 □4-2藝術評鑑 4-3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5-1外語表達與應用 5-2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3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5-4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除了傳統圖書館學，特別加強電子圖書館．多媒體及電腦網路，與資訊社會息

息相關之課程，並且強調實際運用有效學習，為一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學科！  

關鍵問題：  

1. 資圖系不是只會借還書和搬書的科系，資圖系學習資料的蒐集、處理、製

作、儲存、檢索、流通與應用等重要課題。  

2. 利用資訊科技(IT)做資料分析與決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9/6) 歐陽崇

榮主任  
課程介紹  

第二週 
跟我一起練武功(I) 

9/13 賴玲玲老師  

資訊檢索  

主題式檢索  

第三週 
跟我一起練武功(II) 

9/20 賴玲玲老師  

資訊檢索  

主題式檢索  

第四週 
數位典藏之美 (I) 9/27 

林素甘老師  
故宮、檔案局、國圖  

第五週 
數位典藏之美 (II) 

10/4 林素甘老師  
故宮、檔案局、國圖  

第六週 

計算思維—藍芽小紅車 

(I) 10/11 歐陽崇榮主

任  

分組實作  

下載 wikidue APP  

第七週 

計算思維—藍芽小紅車 

(II) 10/18 歐陽崇榮主

任  

分組實作  

下載 wikidue APP  

第八週 

書的體驗～大家來做手

工書：中式手工書（I）

10/25  吳秋霞老師  

學生帶：  

1. 粗針  

2. 繡線  

3.A5紙張 20張  

4.A5彩色封面紙 2張  

5.切割版（或是厚紙版，防止偒害到桌

面）  

第九週 

書的體驗～大家來做手

工書：中式手工書

（II）11/1  吳秋霞老

師  

 



第十週 

從有趣的繪本學外語：

TUMBLEBOOK DB 11/8 宋

雪芳館長  

請同學先上網申請北市圖或新北市圖借

書證 ID  

第十一週 

當哈利波特遇見愛爾莎

公主（I） 11/15 陳亞

寧老師  

網路關係、  

六人小世界、  

視覺化  

第十二週 

當哈利波特遇見愛爾莎

公主（II） 11/22 陳亞

寧老師  

網路關係、  

六人小世界、  

視覺化  

第十三週 
看讀繪本的方法 11/29 

林劭貞老師  
 

第十四週 
百齡之刀劍神域(AR vs. 

VR) 12/6 張玄菩老師  
實作 AR 、VR  

第十五週 
百齡之刀劍神域(AR vs. 

VR) 12/13 張玄菩老師  
實作 AR 、VR  

第十六週 
讀我聽我--有聲電子書

12/20 張玄菩老師  
文字與語音同步的互動式有聲電子書  

第十七週 
讀我聽我--有聲電子書

12/27 張玄菩老師  
文字與語音同步的互動式有聲電子書  

第十八週 
成果展示及發表

108/01/03 張玄菩老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作品/資料整理與呈現  

出缺席：40% 課堂表現：40% 課堂成果發表：20％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教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設備需求：電腦、投影設備、平板、可上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資訊及圖書館學  

英文名稱： The Scienc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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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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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本課程內容為非專業領域之高中生所設計，以資訊與圖書館學領域規劃教學內

容，著重傳統技能於新媒體之應用，課程中以傳統圖書館資訊科學之理論為先

導基礎，再利用網路資源技術拓展資訊之學習範圍。  

一)閱讀探究  

1-1資訊擷取  

1-2資訊詮釋  

(二)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4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3-1表達、聆聽與討論  

3-3 共同完成任務  

(四)藝術涵養  

4-3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5-2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4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除了傳統圖書館學，特別加強電子圖書館．多媒體及電腦網路，與資訊社會息

息相關之課程，並且強調實際運用有效學習，為一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學科！  

關鍵問題：  

3. 資圖系不是只會借還書和搬書的科系，資圖系學習資料的蒐集、處理、製

作、儲存、檢索、流通與應用等重要課題。  

4. 利用資訊科技(IT)做資料分析與決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9/6) 歐陽崇

榮主任  
課程介紹  

第二週 
跟我一起練武功(I) 

9/13 賴玲玲老師  

資訊檢索  

主題式檢索  

第三週 
跟我一起練武功(II) 

9/20 賴玲玲老師  

STEM/STEAM  

主題式檢索  

第四週 
數位典藏之美 (I) 9/27 

林素甘老師  
故宮、檔案局、國圖  

第五週 
數位典藏之美 (II) 

10/4 林素甘老師  
故宮、檔案局、國圖  

第六週 

計算思維—藍芽小紅車 

(I) 10/11 歐陽崇榮主

任  

分組實作  

下載 wikidue APP  

第七週 

計算思維—藍芽小紅車 

(II) 10/18 歐陽崇榮主

任  

分組實作  

下載 wikidue APP  

第八週 

書的體驗～大家來做手

工書：中式手工書（I）

10/25  吳秋霞老師  

學生帶：  

1. 粗針  

2. 繡線  

3.A5紙張 20張  



4.A5彩色封面紙 2張  

5.切割版（或是厚紙版，防止偒害到桌

面）  

第九週 

書的體驗～大家來做手

工書：中式手工書

（II）11/1  吳秋霞老

師  

學生帶：  

1. 粗針  

2. 繡線  

3.A5紙張 20張  

4.A5彩色封面紙 2張  

5.切割版（或是厚紙版，防止偒害到桌

面）  

第十週 

從有趣的繪本學外語：

TUMBLEBOOK DB 11/8 宋

雪芳館長  

請同學先上網申請北市圖或新北市圖借

書證 ID  

第十一週 

當哈利波特遇見愛爾莎

公主（I） 11/15 陳亞

寧老師  

網路關係、  

六人小世界、  

視覺化  

第十二週 

當哈利波特遇見愛爾莎

公主（II） 11/22 陳亞

寧  

網路關係、  

六人小世界、  

視覺化  

第十三週 
看讀繪本的方法 11/29 

林劭貞  
 

第十四週 
百齡之刀劍神域(AR vs. 

VR) 12/6 張玄菩老師  
實作 AR 、VR  

第十五週 
百齡之刀劍神域(AR vs. 

VR) 12/13 張玄菩老師  
實作 AR 、VR  

第十六週 
讀我聽我--有聲電子書

12/20 張玄菩老師  
文字與語音同步的互動式有聲電子書  

第十七週 
讀我聽我--有聲電子書

12/27 張玄菩老師  
文字與語音同步的互動式有聲電子書  

第十八週 
成果展示及發表

108/01/03 張玄菩老師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作品/資料整理與呈現  

出缺席：40% 課堂表現：40% 課堂成果發表：20％  

對應學群： 資訊, 教育, 管理,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設備需求：電腦、投影設備、平板、可上網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解題 A  

英文名稱： The Solution of Math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 透過習題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拓展學生學習面向。  

◎ 藉由題目的操作使學生更了解數學的理論與應用。  

◎ 有效提升學生的數學分析、邏輯思考及推理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機率統計  「機率統計初探」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二週 機率統計  
「期望值、變異數、標準差」習題討論

及解題探討(一)  

第三週 機率統計  
「期望值、變異數、標準差」習題討論

及解題探討(二)  

第四週 機率統計  
「期望值、變異數、標準差」習題討論

及解題探討(三)  

第五週 機率統計  「獨立事件」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一)  

第六週 機率統計  「獨立事件」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二)  

第七週 機率統計  「獨立事件」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三)  

第八週 機率統計  「二項分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一)  

第九週 機率統計  「二項分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二)  

第十週 機率統計  「二項分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三)  

第十一週 機率統計  
「抽樣與統計推論」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一)  

第十二週 機率統計  
「抽樣與統計推論」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二)  

第十三週 機率統計  
「抽樣與統計推論」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三)  

第十四週 三角函數  
「弧度、弧長」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一)  

第十五週 三角函數  
「弧度、弧長」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二)  

第十六週 三角函數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形」習題討

論及解題探討(一)  

第十七週 三角函數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形」習題討

論及解題探討(二)  

第十八週 三角函數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形」習題討

論及解題探討(三)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30%,學習單 30%,報告 40%  

對應學群： 資訊, 管理, 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解題 B  

英文名稱： The Solution of Math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一) 透過習題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拓展學生學習面向。  

(二) 藉由題目的操作使學生更了解數學的理論與應用。  

(三) 有效提升學生的數學分析、邏輯思考及推理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機率統計  
「機率統計初探」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一)  

第二週 機率統計  
「機率統計初探」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二)  

第三週 機率統計  
「機率統計初探」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三)  

第四週 機率統計  「二項分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一)  

第五週 機率統計  「二項分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二)  

第六週 機率統計  「二項分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三)  

第七週 機率統計  
「抽樣與統計推論」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一)  

第八週 機率統計  
「抽樣與統計推論」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二)  

第九週 機率統計  
「抽樣與統計推論」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三)  

第十週 三角函數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形」習題討

論及解題探討(一)  

第十一週 三角函數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形」習題討

論及解題探討(二)  

第十二週 三角函數  
「一般三角函數的性質與圖形」習題討

論及解題探討(三)  

第十三週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應用」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一)  



第十四週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應用」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二)  

第十五週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應用」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三)  

第十六週 三角函數  
「複數的幾何意涵」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一)  

第十七週 三角函數  
「複數的幾何意涵」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二)  

第十八週 三角函數  
「複數的幾何意涵」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三)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紙筆測驗 30%,學習單 30%,報告 4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機器人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3  

課程屬性： 探索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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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自主力, 創思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充實資訊科學知識，為將來就讀資訊相關科系做準備．  

透過課程之互動，培養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自我學習、團隊合作及利用電腦解

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機器人簡介樂高 EV3 簡

介  

機器人簡介  

樂高 EV3 簡介 機器人應用領域介紹  

樂高機器人介紹  

第二週 EV3 馬達的應用  
馬達程式設計教授與實際編寫操作

(10%)  

第三週 EV3 觸碰感應器的應用  
觸碰程式設計教授與實際編寫操作

(10%)  

第四週 EV3 顏色應器的應用  
顏色程式設計教授與實際編寫操作

(10%)  



第五週 EV3 超音波應器的應用  
超音波程式設計教授與實際編寫操作

(10%)  

第六週 EV3 陀螺儀應器的應用  
陀螺儀程式設計教授與實際編寫操作

(10%)  

第七週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

計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計講解與練習  

第八週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

計  

單一顏色感應器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計練習實作  

第九週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

計  

雙顏色感應器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計  

第十週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

計  

雙顏色感應器  

輪型車輛的循跡程式設計(20%)  

第十一週 雙足機器人的程式設計  雙足機器人的行走程式設計講解與練習  

第十二週 雙足機器人的程式設計  雙足機器人的行走程式設計實作與練習  

第十三週 雙足機器人的程式設計  
雙足機器人的行走程式設計實作與練習

(10%)  

第十四週 陀螺儀機器人程式設計  
陀螺儀機器人的行走程式設計講解與練

習  

第十五週 陀螺儀機器人程式設計  
陀螺儀機器人的行走程式設計實作與練

習  

第十六週 陀螺儀機器人程式設計  
陀螺儀機器人的行走程式設計實作與練

習  

第十七週 陀螺儀機器人程式設計  
陀螺儀機器人的行走程式設計實作與練

習(20%)  

第十八週 exam  exam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實作與程式設計(10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藝游數學  

英文名稱： Math Art and Game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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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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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透過每週課程主題設計，選擇數學的某些「點」，引導學生做較為深入的瞭

解，讓學生在掌握方法、精神與思想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以便在與時俱進的

學習中，反思及抉擇，將這些「點」聯結成「線」，再匯集成「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假幣問題  探討 「假幣問題」及解法  

第二週 集合､邏輯  集合論､邏輯題  

第三週 邏輯推理  真值表､棋盤幾何與數字排列  

第四週 數列規律(一)  費氏數列與黃金分割  

第五週 數列規律(二)  自然界中黃金分割的探究  

第六週 數學電影講座(一)  數學與曆法  

第七週 數學家傳記  透過數學､小說､電影､分組討論  

第八週 數學桌遊  拉密桌遊､數學排列組合  

第九週 圖論(一)  一筆劃問題､漢米頓問題的探究  

第十週 圖論(二)  藉由電腦研究圖論相關問題  

第十一週 多面體與歐拉公式  Zometool多面體模型製作  

第十二週 數學電影講座(二)  日本數學奉納繪馬  

第十三週 數學史  數學史賞析  

第十四週 數學藝術欣賞(一)  Escher 藝術創作  

第十五週 數學藝術欣賞(二)  磚瓦（鑲嵌）飾的奧妙  

第十六週 外聘講師(一)  藝游深化數學研習  

第十七週 外聘講師(二)  藝游深化數學研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小組數學專題作品展示與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紙筆學習單及實體操作)50% ,其他評量 50%(PPT製作,分享報告及書面報

告)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藝術, 文史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藝游數學  

英文名稱： Math Art and Game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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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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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力, 自主力, 創思力, 國際力, 領導力, 行動力,  



學習目標： 

透過每週課程主題設計，選擇數學的某些「點」，引導學生做較為深入的瞭

解，讓學生在掌握方法、精神與思想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以便在與時俱進的

學習中，反思及抉擇，將這些「點」聯結成「線」，再匯集成「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假幣問題  探討 「假幣問題」及解法  

第二週 集合､邏輯  集合論､邏輯題  

第三週 邏輯推理  真值表､棋盤幾何與數字排列  

第四週 數列規律(一)  費氏數列與黃金分割  

第五週 數列規律(二)  自然界中黃金分割的探究  

第六週 數學電影講座(一)  數學與曆法  

第七週 數學家傳記  透過數學､小說､電影､分組討論  

第八週 數學桌遊  拉密桌遊､數學排列組合  

第九週 圖論(一)  一筆劃問題､漢米頓問題的探究  

第十週 圖論(二)  藉由電腦研究圖論相關問題  

第十一週 多面體與歐拉公式  Zometool多面體模型製作  

第十二週 數學電影講座(二)  日本數學奉納繪馬  

第十三週 數學史  數學史賞析  

第十四週 數學藝術欣賞(一)  Escher 藝術創作  

第十五週 數學藝術欣賞(二)  磚瓦（鑲嵌）飾的奧妙  

第十六週 外聘講師(一)  藝游深化數學研習  

第十七週 外聘講師(二)  藝游深化數學研習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發表  小組數學專題作品展示與報告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實作(紙筆學習單及實體操作)50% ,其他評量 50%(PPT製作,分享報告及書面報

告)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藝術, 文史哲,  

備註： 上下學期選修時不得重複選修  

  

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管理-自我實現與情緒紓壓  

英文名稱： Self-management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0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經專業服務團隊評估有動作活動參與困難之特殊需求學生，包含肢體障礙（含

腦性麻痺）、身體病弱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繪畫風格引導 1  
引導學生自我繪畫風格，並藉由繪畫的

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二週 繪畫風格引導 2  
引導學生自我繪畫風格，並藉由繪畫的

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三週 繪畫風格引導 3  
引導學生自我繪畫風格，並藉由繪畫的

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四週 繪畫練習 1  
練習人物與背景的關係，並藉由繪畫的

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五週 繪畫練習 2  
練習人物與背景的關係，並藉由繪畫的

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六週 繪畫練習 3  
練習人物與背景的關係，並藉由繪畫的

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七週 繪畫練習 4  
練習人物與背景的關係，並藉由繪畫的

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八週 插畫創作 1  
角色設計、背景、整體美感的構思，並

藉由繪畫的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九週 插畫創作 12  
角色設計、背景、整體美感的構思，並

藉由繪畫的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十週 插畫創作 3  
角色設計、背景、整體美感的構思，並

藉由繪畫的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十一週 插畫創作 4  
角色設計、背景、整體美感的構思，並

藉由繪畫的過程中進行壓力的舒緩。  

第十二週 插畫與漫畫設計 1  
從插畫與漫畫中了解業界現況與能力要

求。  

第十三週 插畫與漫畫設計 2  
從插畫與漫畫中了解業界現況與能力要

求。  

第十四週 插畫與漫畫設計 3  
從插畫與漫畫中了解業界現況與能力要

求。  

第十五週 插畫與漫畫設計 4  
從插畫與漫畫中了解業界現況與能力要

求。  

第十六週 總檢討 1  學期課程檢討，未來創作方向討論。  

第十七週 總檢討 2  學期課程檢討，未來創作方向討論。  

第十八週 總檢討 3  學期課程檢討，未來創作方向討論。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準時上課 20%。2.能遵守既定的學習規範 30%。3.其他(多元評量)50%。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學習策略  

英文名稱： Learning strategy of Englis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0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適用各類特殊需求學生，針對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協助提供學習相關技巧、應

試技巧、筆記、記憶策略等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自我評估(一)  評估學生在英文科自我學習方式。  

第二週 自我評估(二)  評估學生在英文科自我學習方式。  

第三週 自我評估(三)  評估英文科自我學習優弱勢。  

第四週 自我評估(四)  評估英文科自我學習優弱勢。  

第五週 擬定讀書計畫(一)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  

第六週 擬定讀書計畫(二)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  

第七週 擬訂讀書計畫(三)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之執行方式。  

第八週 擬訂讀書計畫(四)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之執行方式。  

第九週 組織策略(一)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週 組織策略(二)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一週 組織策略(三)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二週 組織策略(四)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三週 監控調整策略(一)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四週 監控調整策略(二)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五週 監控調整策略(三)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六週 監控調整策略(四)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七週 讀書計畫檢修正  進行讀寒假讀書計畫之擬定。  

第十八週 期末檢核  期末檢核。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擬定作業完成計畫，自我檢視學習成效，包括成績表現及作業繳交，透過每次

的討論，了解對學習的干擾因素，並討論解決方法。1.準時上課 20%。2.能遵

守既定的學習規範 30%。3.能習得使用學習輔助策略 50%。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作機能  

英文名稱： Action func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0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經專業服務團隊評估有動作活動參與困難之特殊需求學生，包含肢體障礙（含

腦性麻痺）、身體病弱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關節拉筋  關節拉筋練習(粗大動作)  

第二週 改變身體姿勢  關節拉筋練習(粗大動作)  

第三週 移位  關節拉筋練習(粗大動作)  

第四週 平衡  關節拉筋練習(粗大動作)  

第五週 關節拉筋  心肺耐力練習(心肺耐力)  

第六週 改變身體姿勢  心肺耐力練習(心肺耐力)  

第七週 移位  心肺耐力練習(心肺耐力)  

第八週 平衡  心肺耐力練習(心肺耐力)  

第九週 關節拉筋  休閒類運動(雙手協調)  

第十週 改變身體姿勢  休閒類運動(雙手協調)  

第十一週 移位  休閒類運動(雙手協調)  

第十二週 平衡  休閒類運動(雙手協調)  

第十三週 關節拉筋  球類運動 1(手眼協調)  

第十四週 改變身體姿勢  球類運動 1(手眼協調）  

第十五週 移位  球類運動 2(手眼協調）  

第十六週 平衡  球類運動 2(手眼協調）  

第十七週 關節拉筋  球類運動 2(手眼協調)  

第十八週 改變身體姿勢  球類運動 2(手眼協調）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依專業服務團隊治療師建議執行。1.依檢核表完成復健動作 70%。2.上課態度

30%。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學習策略  

英文名稱： Learning strategy of Englis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0  

課程屬性： 身心障礙學生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適用各類特殊需求學生，針對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協助提供學習相關技巧、應

試技巧、筆記、記憶策略等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自我評估(一)  評估學生在數學科自我學習方式。  

第二週 自我評估(二)  評估學生在數學科自我學習方式。  

第三週 自我評估(三)  評估數學科自我學習優弱勢。  

第四週 自我評估(四)  評估數學科自我學習優弱勢。  

第五週 擬定讀書計畫(一)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  

第六週 擬定讀書計畫(二)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  

第七週 擬訂讀書計畫(三)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之執行方式。  

第八週 擬訂讀書計畫(四)  協助擬定讀書計畫之執行方式。  

第九週 組織策略(一)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週 組織策略(二)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一週 組織策略(三)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二週 組織策略(四)  
教導有效的學習組織策略，幫助學生學

習。  

第十三週 監控調整策略(一)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四週 監控調整策略(二)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五週 監控調整策略(三)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六週 監控調整策略(四)  
在執行學習策略的過程中，反覆修改與

討論。  

第十七週 讀書計畫檢修正  進行讀寒假讀書計畫之擬定。  



第十八週 期末檢核  期末檢核。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擬定作業完成計畫，自我檢視學習成效，包括成績表現及作業繳交，透過每次

的討論，了解對學習的干擾因素，並討論解決方法。1.準時上課 20%。2.能遵

守既定的學習規範 30%。3.能習得使用學習輔助策略 50%。  

對應學群：  

備註：  

  

五、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對高中化學之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二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三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四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五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六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七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八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九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一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二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三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四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五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六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七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八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設計針對高二選修化學課程學生，補強正課課程之不足。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對高中化學之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二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三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四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五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六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七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八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九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一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二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三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四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五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六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七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八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設計針對高二選修化學課程學生，補強正課課程之不足。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化學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補強之下，確實理解課程

內容，掌握原理與解題邏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化學學科的學生中，擔心學習效率可能會落後的學生

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化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化學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補強之下，確實理解課程

內容，掌握原理與解題邏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化學學科的學生中，擔心學習效率可能會落後的學生

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科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強化高一通論地理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第二週 地理技能  地理學研究觀點與方法  

第三週 地理技能  地圖  

第四週 地理技能  地圖  

第五週 地理技能  地理資訊  

第六週 地理技能  地理資訊  

第七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八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九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十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十一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二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三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四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五週 地理系統  自然景觀帶  

第十六週 地理系統  自然景觀帶  

第十七週 地理系統  自然景觀帶  

第十八週 綜合複習  綜合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科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強化高一通論地理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  

第二週 地理技能  地理學研究觀點與方法  

第三週 地理技能  地圖  

第四週 地理技能  地圖  

第五週 地理技能  地理資訊  

第六週 地理技能  地理資訊  

第七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八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九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十週 地理系統  氣候  

第十一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二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三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四週 地理系統  地形  

第十五週 地理系統  自然景觀帶  

第十六週 地理系統  自然景觀帶  

第十七週 地理系統  自然景觀帶  

第十八週 綜合複習  綜合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化學)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對高中化學之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二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三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四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五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六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七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八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九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一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二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三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四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五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六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七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八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設計針對高二選修生物及物理課程學生，高三預備選讀第三類組者。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化學)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對高中化學之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二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三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四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五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六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七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八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九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一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二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三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四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五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六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七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八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化學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設計針對高二選修生物及物理課程學生，高三預備選讀第三類組者。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化學)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化學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充實之下，有更深一層的

認知、理解和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化學學科的學生中，能掌握基本學習成效並希望有機

會能加深學習的學生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化學)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Chemistr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化學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充實之下，有更深一層的

認知、理解和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化學，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化學學科的學生中，能掌握基本學習成效並希望有機

會能加深學習的學生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生物)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Biology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希望藉由本課程，使選讀第三類組，但高二選修物理與化學課程的學生能學習

高二應具備的生物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九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提供高二選修物理與化學課程的學生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生物)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Biology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希望藉由本課程，使選讀第三類組，但高二選修物理與化學課程的學生能學習

高二應具備的生物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九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提供高二選修物理與化學課程的學生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生物)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Biology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希望藉由本課程，使選讀第三類組的學生能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九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提供高三第三類組學生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生物)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Biology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希望藉由本課程，使選讀第三類組的學生能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九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一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二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三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四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五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六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七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八週 依課綱排定之主題  配合當週主題，學習加深、加廣課程。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本課程提供高三第三類組學生選修。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地球科學)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Enrichment in the Earth Scienc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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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科學的進展與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及限制，將科學事業納為未來生涯發展選

擇之一  

2. 能從一系列的觀察、實驗中取得自然科學數據，並依據科學理論、數理演

算公式等方法進行比較與判斷科學資料於方法及程序上的合理性，進而以批判

的論點來檢核資料的真實性與可信性，提出創新與前瞻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3. 能從日常經驗、科技運用、社會中的科學相關議題、學習活動、自然環

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適度運用有助於探究、問題解決及預測的資訊，進而

能察覺問題或反思媒體報導中與科學相關的內容，以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4. 透過了解科學理論的簡約、科學思考的嚴謹與複雜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

學會欣賞科學的美。  

5. 培養主動關心自然相關議題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意識，並建立關懷自然生

態與人類永續發展的自我意識。  

6. 能主動關心全球環境議題，同時體認維護地球環境是地球公民的責任，透

過個人實踐，建立多元價值的世界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宇宙與天體  

 恆星光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氣組

成及物理性質。  

 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光學望

遠鏡和電波望遠鏡。  

 地面天文觀測會受到諸多地表環境

條件的限制。  

 



第二週 宇宙與天體  

 地球上看到的星空係不同時空的疊

合，距離愈遠即愈古老。  

 星色-星等的關係圖有助於認識恆星

的類型與演化。  

 測量天體的距離有助於了解宇宙的

大尺度結構。  

 

第三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礦物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及物理性

質。  

 礦物種類繁多，但一般岩石中常見

的造岩礦物種類有限。  

 主要建材多來自於岩石及其產物。  

 稀有且具有一定物理條件的礦物，

才能稱為寶石。  

 

第四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火成岩形成時岩漿的成分和冷卻速

度會影響外觀。  

 不同沉積環境會影響沉積岩組成及

顆粒的大小。  

 變質岩的形成受原來母岩和變質程

度的影響，具有不同的外觀型態。  

 

第五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經由地殼鑽探、不同地球物理探勘

方法，可以幫助了解固體地球的結構與

成分。  

第六週 地球和太空  

 歷經地心說、日心說等學說的演

進，天文學家現今已了解地球在太空中

的運行規律。  

 曆法主要是根據天體運動的規律而

制定。  

 

第七週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人類對地球起源和演變的想法隨文

明發展而改變，近代逐漸釐清出大致的

輪廓。  

 太陽星雲學說是目前用來解釋太陽

系起源最被普遍接受的學說。  

 高溫熔融態的原始地球，經過分化

分層，形成具層狀結構之固體地球，逐

漸冷卻，在釋氣過程中，大氣與海洋隨

之演化。  

 

第八週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人類透過各種科學方法，了解地球

的大小與形狀。  



第九週 地層與化石  

 地層中的標準化石，指相化石及地

質構造，可輔助了解地層的沉積環境及

年代。  

 研究地球歷史的不同方法有不同限

制和精確度，地球歷史需要綜合多方面

的證據才能提出適當的推論。  

 

第十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由浮力平衡的原理可推知，地殼會

有垂直方向的升降調整，且有觀測證據

支持。  

 斷層、褶皺、節理為岩層歷經地殼

變動受力後的表徵。  

 透過儀器對地殼變動的監測，可幫

助了解板塊相互運動的狀態。  

 

第十一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透過野外觀察紀錄及分析，建立地

質圖等資料，可以幫助了解當地岩層的

分布與構造。  

 透過野外地質觀測及儀器偵測到的

地球物理資料，可以幫助建立台灣的地

體構造模型。  

 遙測工具對於地表與地殼的變動提

供了更全面的觀測。  

 各種不同工具可幫助了解海底地形

與陸地地形在形態及規模的不同。  

第十二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水在水圈及大氣圈之中的三態變化

與能量的轉換傳遞，對天氣與氣候變化

有很大的影響。  

 大氣垂直溫度的差異會造成大氣的

不穩定而引發垂直運動。  

 大氣垂直運動的形態決定了雲與降

水的形態。  

 

第十三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各種尺度的海陸差異及地形變化對

天氣都有影響。  

 氣象預報與生活習習相關，有些行

業非常需要氣象預報提供的訊息。  

 透過地面觀測和高空觀測、衛星和

雷達遙測可以獲得氣象資料。  

 透過觀測的氣溫、降水量、風向、

風速、相對濕度等和衛星雲圖等紀錄，

可以分析天氣系統的變化過程，並提出

適當的解釋。  

 



第十四週 海水的運動  

 溫鹽環流是海洋下層水的流動，由

海水的密度差異所驅動，具有傳送能量

及調節氣候的重要功能。  

 台灣附近的海流會影響台灣四季的

氣候。  

 湧升流能將下層富營養鹽的海水往

表層輸送，可以提高該海域的基礎生產

力。  

 

第十五週 海水的運動  

 透過觀測資料可以判斷潮汐的不同

型態。  

 透過海洋的探測與遙測，有助於了

解海水運動與水文性質的變化。  

 

第十六週 晝夜與季節  

 不同緯度的晝夜長短會隨季節變

化。  

 二十四節氣依太陽在天球上的位置

而訂定。  

 

第十七週 天然災害與防治  

 山崩、土石流、地質環境及氣象狀

況有密切關連。  

 地下水的超限利用會引發地層下陷

等相關問題，並對土地利用、重大建設

等產生影響。  

 

第十八週 天然災害與防治  

 水土保持具有減災及減災的功能。  

 可利用野外測勘、遙測、鑽井等技

術確認地質敏感區。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地球科學)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Enrichment in the Earth Science 

Curriculum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理解科學的進展與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及限制，將科學事業納為未來生涯發

展選擇之一  

2. 能從一系列的觀察、實驗中取得自然科學數據，並依據科學理論、數理演

算公式等方法進行比較與判斷科學資料於方法及程序上的合理性，進而以批判



的論點來檢核資料的真實性與可信性，提出創新與前瞻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3. 能從日常經驗、科技運用、社會中的科學相關議題、學習活動、自然環

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適度運用有助於探究、問題解決及預測的資訊，進而

能察覺問題或反思媒體報導中與科學相關的內容，以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4. 透過了解科學理論的簡約、科學思考的嚴謹與複雜自然現象背後的規律，

學會欣賞科學的美。  

5. 培養主動關心自然相關議題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意識，並建立關懷自然生

態與人類永續發展的自我意識。  

6. 能主動關心全球環境議題，同時體認維護地球環境是地球公民的責任，透

過個人實踐，建立多元價值的世界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宇宙與天體  

 恆星光譜可用以了解恆星的大氣組

成及物理性質。  

 地面天文觀測的主要工具是光學望

遠鏡和電波望遠鏡。  

 地面天文觀測會受到諸多地表環境

條件的限制。  

 

第二週 宇宙與天體  

 地球上看到的星空係不同時空的疊

合，距離愈遠即愈古老。  

 星色-星等的關係圖有助於認識恆星

的類型與演化。  

 測量天體的距離有助於了解宇宙的

大尺度結構。  

 

第三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礦物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及物理性

質。  

 礦物種類繁多，但一般岩石中常見

的造岩礦物種類有限。  

 主要建材多來自於岩石及其產物。  

 稀有且具有一定物理條件的礦物，

才能稱為寶石。  

 

第四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火成岩形成時岩漿的成分和冷卻速

度會影響外觀。  

 不同沉積環境會影響沉積岩組成及

顆粒的大小。  

 變質岩的形成受原來母岩和變質程

度的影響，具有不同的外觀型態。  

 

第五週 組成地球的物質  

 經由地殼鑽探、不同地球物理探勘

方法，可以幫助了解固體地球的結構與

成分。  



第六週 地球和太空  

 歷經地心說、日心說等學說的演

進，天文學家現今已了解地球在太空中

的運行規律。  

 曆法主要是根據天體運動的規律而

制定。  

 

第七週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人類對地球起源和演變的想法隨文

明發展而改變，近代逐漸釐清出大致的

輪廓。  

 太陽星雲學說是目前用來解釋太陽

系起源最被普遍接受的學說。  

 高溫熔融態的原始地球，經過分化

分層，形成具層狀結構之固體地球，逐

漸冷卻，在釋氣過程中，大氣與海洋隨

之演化。  

 

第八週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人類透過各種科學方法，了解地球

的大小與形狀。  

第九週 地層與化石  

 地層中的標準化石，指相化石及地

質構造，可輔助了解地層的沉積環境及

年代。  

 研究地球歷史的不同方法有不同限

制和精確度，地球歷史需要綜合多方面

的證據才能提出適當的推論。  

 

第十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由浮力平衡的原理可推知，地殼會

有垂直方向的升降調整，且有觀測證據

支持。  

 斷層、褶皺、節理為岩層歷經地殼

變動受力後的表徵。  

 透過儀器對地殼變動的監測，可幫

助了解板塊相互運動的狀態。  

 

第十一週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透過野外觀察紀錄及分析，建立地

質圖等資料，可以幫助了解當地岩層的

分布與構造。  

 透過野外地質觀測及儀器偵測到的

地球物理資料，可以幫助建立台灣的地

體構造模型。  

 遙測工具對於地表與地殼的變動提

供了更全面的觀測。  

 各種不同工具可幫助了解海底地形

與陸地地形在形態及規模的不同。  

 



第十二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水在水圈及大氣圈之中的三態變化

與能量的轉換傳遞，對天氣與氣候變化

有很大的影響。  

 大氣垂直溫度的差異會造成大氣的

不穩定而引發垂直運動。  

 大氣垂直運動的形態決定了雲與降

水的形態。  

 

第十三週 天氣與氣候變化  

 各種尺度的海陸差異及地形變化對

天氣都有影響。  

 氣象預報與生活習習相關，有些行

業非常需要氣象預報提供的訊息。  

 透過地面觀測和高空觀測、衛星和

雷達遙測可以獲得氣象資料。  

 透過觀測的氣溫、降水量、風向、

風速、相對濕度等和衛星雲圖等紀錄，

可以分析天氣系統的變化過程，並提出

適當的解釋。  

 

第十四週 海水的運動  

 溫鹽環流是海洋下層水的流動，由

海水的密度差異所驅動，具有傳送能量

及調節氣候的重要功能。  

 台灣附近的海流會影響台灣四季的

氣候。  

 湧升流能將下層富營養鹽的海水往

表層輸送，可以提高該海域的基礎生產

力。  

 

第十五週 海水的運動  

 透過觀測資料可以判斷潮汐的不同

型態。  

 透過海洋的探測與遙測，有助於了

解海水運動與水文性質的變化。  

 

第十六週 晝夜與季節  

 不同緯度的晝夜長短會隨季節變

化。  

 二十四節氣依太陽在天球上的位置

而訂定。  

 

第十七週 天然災害與防治  

 山崩、土石流、地質環境及氣象狀

況有密切關連。  

 地下水的超限利用會引發地層下陷

等相關問題，並對土地利用、重大建設

等產生影響。  

 



第十八週 天然災害與防治  

 水土保持具有減災及減災的功能。  

 可利用野外測勘、遙測、鑽井等技

術確認地質敏感區。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物理)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Physics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對高中物理之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二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三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四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五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六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七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八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九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一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二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三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四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五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六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七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八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充實課程(物理)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Physics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增進學生對高中物理之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二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三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四週 第一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五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六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七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八週 第二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九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一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二週 第三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三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四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五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六週 第四章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七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八週 複習及測驗  依課綱排定之高二物理加深加廣單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充實性選修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Phys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物理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充實之下，有更深一層的

認知、理解和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物理學科的學生中，能掌握基本學習成效並希望有機

會能加深學習的學生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充實性選修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Physics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物理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充實之下，有更深一層的

認知、理解和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認知、理解與

應用的增廣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物理學科的學生中，能掌握基本學習成效並希望有機

會能加深學習的學生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Phys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物理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補強之下，確實理解課程

內容，掌握原理與解題邏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物理學科的學生中，擔心學習效率可能會落後的學生

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物理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Physics  

授課年段： 三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建立在高三物理學科學習的基礎之上，能在本課程的補強之下，確實理解課程

內容，掌握原理與解題邏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九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一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二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三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四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五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六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七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八週 依課綱進行  
配合當週選修物理，進行觀念與理解能

力的補強。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此課程乃針對高三有選修物理學科的學生中，擔心學習效率可能會落後的學生

可以彈性選擇的課程。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English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英文學習困難之學生，教導正確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2. 藉由反覆練習，提升英文學習困難學生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Lesson 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二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三週 Lesson 2~3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四週 Lesson 3~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五週 Lesson 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六週 Review 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七週 Lesson 5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八週 Lesson 5~6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九週 Lesson 6~7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週 Lesson 7~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一週 Lesson 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二週 Review 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三週 Lesson 9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四週 Lesson 9-10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五週 Lesson 10~1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六週 Lesson 11~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七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八週 Review I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English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英文學習困難之學生，教導正確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2. 藉由反覆練習，提升英文學習困難學生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Lesson 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二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三週 Lesson 2~3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四週 Lesson 3~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五週 Lesson 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六週 Review 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七週 Lesson 5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八週 Lesson 5~6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九週 Lesson 6~7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週 Lesson 7~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一週 Lesson 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二週 Review 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三週 Lesson 9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四週 Lesson 9-10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五週 Lesson 10~1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六週 Lesson 11~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七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八週 Review I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English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英文學習困難之學生，教導正確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2. 藉由反覆練習，提升英文學習困難學生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Lesson 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二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三週 Lesson 2~3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四週 Lesson 3~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五週 Lesson 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六週 Review 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七週 Lesson 5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八週 Lesson 5~6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九週 Lesson 6~7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週 Lesson 7~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一週 Lesson 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二週 Review 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三週 Lesson 9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四週 Lesson 9-10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五週 Lesson 10~1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六週 Lesson 11~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七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八週 Review I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English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英文學習困難之學生，教導正確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2. 藉由反覆練習，提升英文學習困難學生的自信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Lesson 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二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三週 Lesson 2~3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四週 Lesson 3~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五週 Lesson 4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六週 Review 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七週 Lesson 5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八週 Lesson 5~6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九週 Lesson 6~7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週 Lesson 7~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一週 Lesson 8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二週 Review 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三週 Lesson 9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四週 Lesson 9-10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五週 Lesson 10~11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六週 Lesson 11~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七週 Lesson 12  

1.單字記憶技巧教授、字音帶讀  

2.句型分析及翻譯練習  

3.課文閱讀理解訓練、課文誦讀  

 

第十八週 Review III  段考前重點複習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選修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有高成就與興趣之學生，培養深入探究的學習策略。  

2. 透過充實增廣習題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拓展學生學習面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觀念導航一  
回顧國中的數論先備知識以對應高中課

程內容  

第二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實數」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實數」/「絕對值」充實增廣習題討

論及解題探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絕對值」/「一維解析幾何」充實增

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一維解析幾何」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

解題探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選修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有高成就與興趣之學生，培養深入探究的學習策略。  

2. 透過充實增廣習題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拓展學生學習面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觀念導航一  
回顧國中的先備知識以對應高中課程內

容  

第二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選修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有高成就與興趣之學生，培養深入探究的學習策略。  

2. 透過充實增廣習題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拓展學生學習面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二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充實性選修  

英文名稱： Enriched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有高成就與興趣之學生，培養深入探究的學習策略。  

2. 透過充實增廣習題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拓展學生學習面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二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充實增廣習題討論及解題探

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一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感覺困難之學生，培養有效的學習策略與積極態度，提升學

習成效。  

2. 透過習題的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以建構清晰、正確的數學概念及其演算

程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觀念導航一  
回顧國中的數論先備知識以對應高中課

程內容  

第二週 觀念導航二  
回顧國中的代數學先備知識以對應高中

課程內容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實數」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絕對值」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一維解析幾何」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數與式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一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感覺困難之學生，培養有效的學習策略與積極態度，提升學

習成效。  

2. 透過習題的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以建構清晰、正確的數學概念及其演算

程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觀念導航一  
回顧國中的先備知識以對應高中課程內

容  

第二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二上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感覺困難之學生，培養有效的學習策略與積極態度，提升學

習成效。  

2. 透過習題的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以建構清晰、正確的數學概念及其演算

程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觀念導航一  
回顧高一/國中的先備知識以對應高中

課程內容  

第二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性選修  

英文名稱： Reinforcing Curriculum - Math  

授課年段： 二下  

內容屬性： 補強性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對於數學學習感覺困難之學生，培養有效的學習策略與積極態度，提升學

習成效。  

2. 透過習題的講解與分組討論共學，以建構清晰、正確的數學概念及其演算

程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觀念導航一  
回顧高一/國中的先備知識以對應高中

課程內容  

第二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三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四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五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六週 第一冊第一章  第一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七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八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九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一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二週 第一冊第二章  第二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三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四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五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六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七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習題討論及解題探討  

第十八週 第一冊第三章  第三章單元概念綜整探討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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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體育班 

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級活動時數 20 20 20 20 20 20 

社團活動時數 12 12 12 12 12 12 

週會或講座時數 6 6 6 6 6 6 

學生自治活動時數 2 2 2 2 2 2 

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壹、實施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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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 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

要點」。 

貳、 實施規定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普通型學校、綜合型學校及單

科型學校，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二、依本校規劃，每位學生須於『高一下學期』及『高二全學年』間，以「整學期」為單位提出計畫申

請，並完成至少十八節自主學習課程（每週固定一節，具體實施時段視當學期課表安排而定）。 

參、實施目的 



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之自學精神，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生能在教師引導下

擬定自主學習計畫，自主實踐並完成計畫，進一步自主發表成果。 

肆、 實施方式 

一. 計畫申請時間 

 (一) 每年度 12月/5月辦理全年級『自主學習選課說明會』，公告整學期自主學習時程安排；同時段

進行「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撰寫」大場次說明。 

 (二) 除高一上學期外，自主學習申請時間為每年度 12 月/5月，導師或課程諮詢教師利用班會時段於

班級進行各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細部說明，並引導學生研擬計畫。學生擬定自主學習計畫(如附件一)

後，於公告日期繳交，並依規定確實執行。 

（三）學生須於『高一下學期』及『高二全學年』間提出計畫申請，完成至少十八節自主學習課程。 

（四）高一上學期原自主學習時段全年級統一實施素養增能課程，學生需完整修習後始能申請自主學

習活動。 

二. 申請方式與計畫內容 

(一) 計畫申請以「整學期」18 週為單位規劃，每學期開放申請一次。 

（二）學生上一階段自主學習出席狀況及成果將列入下次申請時審查之參考。 

（三）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前，應與班級導師、輔導教師或課程諮詢輔導教師就生涯定向充分討論，撰

寫申請計畫（格式詳如附件一），經家長(法定代理人)同意後，依學校公告時限送交導師。 

（四）說明會辦理完畢後開放本校「學習資源選填平臺」，提供申請學生線上完成自主學習場地設備

等資源選填。 

三. 計畫審查程序 

(一) 初審：各班導師協助收件及第一階段初審，並將初審通過之計畫書送交圖書館彙整。 

   ※ 初審原則— 

1.評估計畫目標是否明確可行並符合教育意義？ 

2. 評估計畫內容是否能在現有環境設備下達成？ 

（二）複審： 

    1.圖書館彙整各班自主學習計畫後，再進行第二階段初審，排除申請項目與格式不符者後，餘

提交自主學習小組會議複審。 

    2.未通過第二階段初審者，於收到通知後 2日內補交申請再審，逾期視同放棄申請。 

    3.複審結果經「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同意後公布與執行。 

四. 計畫實施規範 

(一) 實施時間 

1.學生必須於高一上學期完整參與至少 18小時『自主學習先備增能課程』。 

2.自高一下學期起，學生之自主學習計畫原則上為開學後第二週開始實施，如有調整依學校公告時

間為主。自主學習時間依當學期課表所列。 

(二) 自主學習類別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可分成「學科自主學習」、「線上自主學習」、及「專題製作學習」三大類

別，說明如下： 

1. 學科自主學習：以增進專業學科相關知能之學習活動，如：自組「讀書會、議題研討會、學科

延伸學習課程、學習策略與應用工作坊」等，形式上則可安排實作實驗、閱讀心得報告、實察體驗

或其他學習活動。 

又依選擇學科別分為以下 2類： 

(1) 特定學習科別：學生規畫自主學習某一特定科別。 

(2) 無特定學習科別：學生僅利用該時段研讀書籍或撰寫作業。 

2. 線上自主學習：學生利用線上資料庫、開放課程平臺、或其他各項自學資源平臺系統等網路資

源進行自主學習。 



3. 專題製作學習：配合多元選修及校訂必修學習內容擬定專題，進行研究並產出研究成果，培育

學生專案管理及探究實作之素養能力。 

五. 自主學習輔導管理 

(一) 學生自主學習規劃諮詢教師主要為所屬導師、課程諮詢教師、生涯輔導老師、及科任相關教師。 

（二）學生自覓 12人（含）以上自組學習小組，得經教務處核准後自覓校內教師擔任自主學習指導教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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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除學生自覓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外，教務處得依學生自主學習需求，統一安排自主學習指導教師或

督導教師。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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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進行學生出缺點名與通

報；定期檢視批閱學生自主學習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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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完成與否。 

2. 指導教師可提供學生諮詢，不須負責學生自主學習成果之品質。 

（五）學務處負責學生自主學習期間之出缺勤及常規管理，學生須依據本校「學生請假暨缺曠規則」

辦理請假事宜。自主學習時間不得申請公假外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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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 

（七）校方於高二上、下學期結束前統計各班學生個人自主學習完成時數並送交導師參考，建立預警

機制。 

六. 學生自我管理責任 

 (一) 初次申請者前須修習完成自主學習相關素養增能課程，結業合格後始得執行自主學習計畫。 

(二）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執行，定期記錄自主學習情形，按時繳交自主學習紀錄，並於自主

學習計畫完成時，於學校規定時間內，進行自主學習成果多元形式發表。 

(三) 學生如於自主學習時間需使用校內其他場地，需經由指導教師同意，並出示相關證明洽教務處借

用，並確保使用後場地復原。如需使用電腦教室、實驗室與實驗設備，需取得指導教師與該教室管理

者同意後，於教師陪同下進行學習。 

(四) 圖書館建置與維護本校「學生自主學習資源平臺」協助引導學生學習。 

(五)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得於輔導老師或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協助下，放入『學習歷程檔案』。 

伍、本規範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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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 

申請人  班級/座號  

申請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計畫名稱  相關學科/領域  

是否 

為首次申請 

首次申請 （已修習完成自主學習先備增能課程）   

非首次申請   

自主學習類別 

（可複選） 

學科自主學習(有特定學習科別  無特定學習科別)   

線上自主學習             專題製作學習   

學習目標 

簡要說明 

（條列式） 

1. 

2. 

預計進度 

(依本校行事曆

週次撰寫週計

畫) 

週次 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1 自主學習時程安排與計劃撰寫說明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需要設備 

（條列式） 

1. 

2. 

3. 

 

自主學習指導老

師需求 

（需再經教務處

評估是否可行） 

由教務處依學生自主學習需求及科別徵聘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有特定學習科別：＿＿＿＿＿科   無特定學習科別) 

學生自覓自主學習校內指導教師：(有特定學習科別  無特定學習科別) 

預期成果 

（條列式說

明） 

1. 

2. 

 

 

成果展示 

同意於校內學習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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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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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提供__________給其他同學參考 

成果發表形式 靜態展  動態展  其他形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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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填寫) 

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簽名： 

複審及輔導 
(自主學習指導

教師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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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自主

學習 
自主學習       9 1 18 9 1 18                   

選手

培訓 

物理培訓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地科培訓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全學

期授

課 

充實

/增

廣 

數學充實性

選修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

廣 

自然科學充

實課程(物

理)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

廣 

自然科學充

實課程(化

學)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

廣 

自然科學充

實課程(生

物)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充實

/增

廣 

物理充實性

選修 
                        2 1 18 2 1 18 

充實

/增

廣 

自然科學充

實課程(地球

科學) 

            1 1 18 1 1 18             

補強

性 

物理補強性

選修 
                        2 1 18 2 1 18 

補強

性 

化學補強性

選修 
            2 1 18 2 1 18 2 1 18 2 1 18 

補強

性 

數學補強性

選修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補強

性 

地理科補強

性選修 
            1 1 18 1 1 18             

補強

性 

英文補強性

選修 
1 1 18 1 1 18 1 1 18 1 1 18             

三、學校特色活動  

活動名稱 辦理方式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時 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職場達人分

享 

邀請職場達人分享

工作趨勢與發展需

求 

1 1 1 1     4   

學習策略小

團體 

透過小團體去瞭解

並擬定自己的學習

策略 

4 4         8   

大學參訪 
與大學端合作到校

進行參訪認識科系 
  3   3     6   



與大學教授

有約-科系介

紹 

邀請大學教授到校

介紹科系 
        6   6   

職場參訪 
到實際職場參觀並

瞭解生涯規劃 
3   3       6   

模擬面試 
協助申請入學面試

練習 
          16 16   

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 

（一）流程圖 

 
（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8/06/12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2  108/08/22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第一學期：

108/08/28 

第二學期：

109/02/10 

學生進行選課  

1.進行分組選課 

2.以電腦選課方式進行 

3.規劃 1.2~1.5 倍選修課程 

4.相關選課流程參閱流程圖 

5.選課諮詢輔導  

4  

第一學期：

108/09/05 

第二學期：

109/02/20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第一學期：

108/09/19 

第二學期：

109/03/05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08/12/19  檢討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二、選課輔導措施  

(一)發展選課輔導手冊： 

(二)生涯探索： 

 本校在高一開設生涯規劃課程 1學分，協助高一學生選課選學程之課程內容涵蓋「自我認

識」與「教育與大學資訊」兩方面，高二、高三則由輔導室辦理相關的講座及活動提供學生

生涯探索的機會並且由輔導老師提供生涯諮詢。  

(1)協助學生「自我認識」方面  

課程內容 教學目標  

自我認識 增進學生對自我概念、價值觀及人格特質的了解  

性向測驗 協助學生瞭解自我的潛在能力  

興趣測驗 運用大考入學中心之興趣測驗引導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所在  

測驗解釋 協助學生統整性向、興趣測驗的結果，增進對自我的了解  

自我探索表 統整學生性向、興趣測驗及高一上學業成績表現，協助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類

組  

大學學系探索量表 引導學生了解自己與大學各科系的適配性，做為未來選擇科系或選課的

參考  

(2)提供「教育與大學資訊」方面  

課程內容 教學目標  

大學學系探索 指導學生蒐集大學校系資料或辦理「與大學教授有約-認識校系」，增進對科

系的了解  

學群介紹 協助學生對大專院系十八學群進行初探  

多元入學管道介紹 簡介學科能力測驗、指考、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考試分發、四技科大

等升學管道。  

(3)課程諮詢教師：每學期至少與學生面談討論一次，可進團體輔導或個別諮商，提供學生

選修課程諮詢，並檢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修課評估與選修，登載課程依循紀錄，並得協助學

生擬定自主學習計畫。  

(4)提供大學參訪及大學營隊等資訊  

 於學期間辦理大學參訪，透過科系座談簡介、系所與校園介紹及導覽，了解大學特色，

作為選課及未來生涯規劃方向之參考。  

 張貼或於學校網頁公告各大學、科大所辦理的各項營隊，協助學生提早探索與接觸有興

趣或有意願升學之校系。  

(5)辦理生涯講座、畢業校友分享及職場參訪拓展學生對職場生涯的知識並了解未來發展的

趨勢與脈動。  

 

 

(三)興趣量表： 

課程內容 教學目標  

自我認識 增進學生對自我概念、價值觀及人格特質的了解  

性向測驗 協助學生瞭解自我的潛在能力  

興趣測驗 運用大考入學中心之興趣測驗引導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所在  

測驗解釋 協助學生統整性向、興趣測驗的結果，增進對自我的了解  

自我探索表 統整學生性向、興趣測驗及高一上學業成績表現，協助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類

組  



大學學系探索量表 引導學生了解自己與大學各科系的適配性，做為未來選擇科系或選課的

參考  

 

(四)課程諮詢教師： 

每學期至少與學生面談討論一次，可進團體輔導或個別諮商，提供學生選修課程諮詢，並檢

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修課評估與選修，登載課程依循紀錄，並得協助學生擬定自主學習計

畫。 

(五)其他：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