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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願景 

（一） 學校願景 

成為培育「高尚品德、優秀技能、宏觀視野」的全人中學 

（二） 學校願景補充說明   

本校秉持天主教會「敬天愛人」之辦學理念，並配合政府之教育政策，

以培養具有「高尚品德、優秀技能、宏觀視野」之優質學生為願景。政府致

力推動 12 年國教政策，已明確揭櫫「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

進路、優質銜接」等五大理念，藉以培養優秀專業人才以及孕育良好公民為

主軸。為此未來將兼重學生品格教育及專業能力的養成，具體反映在課程目

標的設定與教學內容的規劃、專業課程與通識核心課程設計、學習環境與學

習機會的提供、學業指導與品格輔導的投入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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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圖像 
（一） 學生圖像 

 

 

 

 

 

 

 

 

 

 

 

 

 

 

 

 

 

（二） 學生圖像補充說明 

21 世紀 5C 關鍵能力為：溝通力（溝通協調）、合作力（團隊合作）、

決策力（複雜問題解決）、思辨力（獨立思辨）、及創造力。 

溝通力：能有效使用口語、手寫或其他各種形式的非言語性技巧，透過交換

意見、感覺、意圖、態度、期望、感受或命令傳達資訊，有效的表

達想法與意見，經由溝通的行為與歷程，建立接納及共識。 

合作力：為達成共同的既定目標而與其他人一起從事共同的任務，所顯現出

來的自願合作和協同努力的精神。 

決策力：指運用既有的知識、經驗、技能，藉各種思維及行動來處理問題，

使情況能變遷到預期達到的狀態，此種心智活動的歷程。 

思辨力：依標準或規範，客觀地收集正確且適當的證據，小心謹慎地歸納結

論，合理地進行反省性思考歷程，進而解決問題的一種高層次思考

能力。 

創造力：超越界限，跳離現有框架，重新定義事物和事物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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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地圖 

(一) 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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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1.必修科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國語文 4 4 4 4 4 文化教材一上一下各1

英語文 4 4 4 4 2

數學A 4 4 4 4

數學B (4) (4)

歷史 3 3

地理 3 3

公民與社會 3 3

物理 2 (2) 2 (2)

化學 (2) 2 (2) 2

生物 2 (2)

地球科學 (2) 2

探究與實習 (2) (2)

音樂 1 1 1 1

美術 1 1

藝術生活 2 2

生命教育 1

 生涯規劃 1

 家政 (2) 2

資訊科技 2 (2)

生活科技 2

健康與護理 1 1

體育 2 2 2 2 2 2

1 1

27 28 21 22 13 7

1

1 1

1

1 0 1 0 1 1

28 28 22 22 14 8

上、下學期對開

備       註

二年級數學A、數學B擇一

上、下學期對開

上、下學期對開

名　　稱

5C能力體驗教育

愛的實踐家

心靈饗宴

校定必修學分數合計

必修學分數合計

校

定

必

修

科

目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課程

類別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全民國防教育

語文

第三學年第二學年第一學年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部

定

必

修

科

目

自然科學

社會

一

般

科

目

數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

育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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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修科目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加 2 必選

加 2 必選

加 2 必選

加 2 必選

加 2 必選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3)

加 (3)

加 (3)

加 (3)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加 2

選

 

修

 

科

 

目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

創意行銷

微電影創作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一

E(EFG三擇一)

自然科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選修化學-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

選修生物-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

D(ABCD四擇一)

設計
立體造型設計

手繪圖文書創作

旅遊日語

7班分二群

(八擇一)

旅遊法語

旅遊韓語

旅遊西班牙語

手機APP設計

動畫設計

B(ABCD四擇一)

社會科

選修歷史-科技、環境與國家之歷史

選修地理-空間資訊應用

選修地理-社會環境議題

商業概論
C(ABCD四擇一)

商管
辦公室軟體

多媒體製作

A(ABCD四擇一)

自然科

選修物理-力學二與熱學

選修物理-波動、光與聲音

選修化學-物質與能量

選修化學-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7班分二群

(七擇一)

法語

韓語

西班牙語

程式設計

數位插畫設計

餐桌美學與飲料

英文作文

專題閱讀與研究

國學常識

英語聽講

英文閱讀與寫作

日語

選修物理-力學一

選修歷史-旅群、性別與國家之歷史

基礎攝影

課程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       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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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加 (2)

加 (2)

加 (2)

多 (2)

多 (2)

多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加 4 4 H (HIJKLM六擇一)

加 (4) (4) I (HIJKLM六擇一)

多 (4) (4) J (HIJKLM六擇一)

多 (4) (4) K (HIJKLM六擇一)

多 (4) (4) L (HIJKLM六擇一)

多 (4) (4) M (HIJKLM六擇一)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多 (2) (2)

2 2 8 8 16 22

30 30 30 30 30 30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5 35 35 35 35 35

加

多

選

 

修

 

科

 

目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多元選修課程

必修、選修總計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

每週上課節數

選修學分數合計

7班不分群

(九擇一)

智慧機器人

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

電腦數學

動態文學

生活科學

生活地理

現代軍事科技

個人體育專長

數學乙

日語文化與社會

法語文化與社會

韓語文化與社會

西語文化與社會

音樂創作

視覺設計

G(EFG三擇一)

商管＋設計

版畫創作

經濟學

雲端科技

數學甲

探究與實習：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F(EFG三擇一)

社會科

探究與實習：歷史學研究

探究與實習：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從古文明到現代

地理資訊科技

公民議題與社會

環境與文明

課程

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       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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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課程 

(一) 校訂必修課程 

    本校校訂必修課程有 5C 能力體驗教育、愛的實踐家與心靈饗宴等三門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5C 能力體驗教育  

英文名稱： Leatrning 5C ability by experiential educa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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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合作力、思辦力、決策力、創造力  

學習目標： 
因應社會變遷與 π 型人才概念興起，與學生一同發掘未來所需能力，覺察自我

能力與限制。藉由活動體驗課程，激發學生生涯應變力與學習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課程說明與學習目標講解  

第二週 溝通協調力  共識凝聚、探討何謂溝通  

第三週 溝通協調力  雙贏溝通  

第四週 溝通協調力  溝通協調力  

第五週 團隊合作與觀察力  團隊合作概念  

第六週 團隊合作與觀察力  建立團隊關係、互信與實踐  

第七週 團隊合作與觀察力  激發並引導團隊動力  

第八週 段考週  段考週  

第九週 競合力養成及反思  
覺察文化差異(價值觀和傳統文化)-文化

通則性與文化特定性  

第十週 競合力養成及反思  文化覺察訓練  

第十一週 競合力養成及反思  心態及行為調適  

第十二週 挫折復原力  心理韌性的養成  

第十三週 挫折復原力  挫折忍受與復原力  

第十四週 挫折復原力  提升自我效能  

第十五週 段考週  段考週  

第十六週 
從觀察分析到獨立思辨

力  
培養並提高觀察的感受力與敏銳性  

第十七週 
從觀察分析到獨立思辨

力  
主題式邏輯訓練及反例練習  

第十八週 
從觀察分析到獨立思辨

力  
SWOT 分析本校現況  

第十九週 
實踐創造力-跳脫思考框

架  
擬定可改變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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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實踐創造力-跳脫思考框

架  
執行擬定的行動計畫  

第二十一週 
實踐創造力-跳脫思考框

架  
行動成果發表與展示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學生課堂參與和活動投入程度 2.各單元小組討論成果與回饋 3.計畫執行與成

果發表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教育、管理、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靈饗宴  

英文名稱： Feast of Spirit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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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合作力、思辦力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從終極關懷與實踐的面向，思考人生的價值，以積極的態度探究內

心，滋養心靈。  

2. 協助學生思考自我價值觀，增進哲學思辨能力，建立正向積極的人生觀。  

3. 透過校園生之歌系列課程，認識學校文化精神，提升學生人格統整與靈性修

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我的分數由我定義  

透過團體活動，讓學生學習到自己的價

值不應被別人用分數定義，自己能創造

最大的價值。  

第二週 主弦校刊投稿說明  

介紹校刊主弦；本期校刊欲透過振聲人

所見、所聞以及所做的真善美聖，彼此

分享，共勉。  

第三週 
平衡心靈生活及各項需

求  

請學生檢視自己的生活，列出生活中不

平衡的部分，檢視自己會出現的情緒，

並反省自己面對生活的態度是否正確。  

第四週 
平衡心靈生活及各項需

求  

透過學習單使學生了解平衡生活的重要

性，教導學生平衡生活的方法，讓學生

能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第五週 終極關懷  

透過小活動使學生意識到，人生長短不

是我們所能掌握的，在有限的時間裡，

能不能充分發揮每一刻，把握當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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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活著。  

第六週 終極關懷  

講解人生的四道禮物:「道別、道謝、道

愛、道歉」，讓學生學習把握時間，關

心身邊的親友。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第八週 終極關懷  

在課堂一開始介紹葉昊定的生命故事，

接著透過「時光機」活動，讓學生回顧

從出生到高中所經歷過的每個階段，使

學生意識到人生短暫，不再視所有事情

為理所當然，應好好的珍惜身邊的家

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愛更多的人。  

第九週 終極關懷  

透過影片欣賞，使學生理解哲學、生死

議題與宗教的基本意涵及其和人生的關

係後，加以建立自己的人生終極信念。  

第十週 終極關懷  

透過影片欣賞，使學生理解哲學、生死

議題與宗教的基本意涵及其和人生的關

係後，加以建立自己的人生終極信念。  

第十一週 校園生之歌系列課程  

參訪文物館，讓學生能夠看見創校神父

們留下來的紀念物品，使學生能睹物思

人，並反思自己的人生，當人生到盡頭

時，要留下什麼物品讓親人留念。  

第十二週 校園生之歌系列課程  

透過闖關遊戲活動，使學生更加了解創

校故事，學習創校神父們無私奉獻的精

神。  

第十三週 校園生之歌系列課程  

透過製作「我的快樂人生故事書」，使

學生反思自己的生活，幫助他們思考如

何活出精彩。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十五週 聖誕節的意義  

講解聖誕節的真正意義，使學生學習到

聖誕節不只是一個商業活動而已，真正

的意義是將喜樂與平安，傳遞給身邊的

親友們。  

第十六週 輕快生活  

讓學生檢視自己的情緒，思考什麼事情

會使自己憤怒，並把所有會使自己憤怒

的事情列出來。  

第十七週 輕快生活  
讓學生學習處理自己的感受並控制自己

的情緒，幫助學生人格統整與靈性修養。  

第十八週 心靈電影院  

播放相關影片，使學生理解哲學、生死

議題與宗教的基本意涵及其和人生的關

係後，加以建立自己的人生終極信念。  

第十九週 心靈電影院  

播放相關影片，使學生理解哲學、生死

議題與宗教的基本意涵及其和人生的關

係後，加以建立自己的人生終極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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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第二十一週 心靈電影院  

播放相關影片，使學生理解哲學、生死

議題與宗教的基本意涵及其和人生的關

係後，加以建立自己的人生終極信念。  

第二十二週 期末反省與回饋  
讓學生反省這學期所學，回饋教師與同

學。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藝術、社會心理、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心靈饗宴  

英文名稱： Feast of Spirit��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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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能夠檢視自己，從中展現自己能力、興趣與長處，並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能以適切的人學為基礎，探討人生終極課題，進行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 

3.能覺察自然界各種萬物與自我的關係，進而實踐尊重和珍惜他人。 

4.學習時時反省自己，並且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

度和技巧。 

5.檢視道德與自我的關係，體悟道德判斷的必要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課程介紹與導論 

2.思考人存在的價值與活著的意義 

3.課程規定及注意事項  

第二週 宇宙萬物的連結  

從以下四種面向探討不同價值向度： 

1.人與自己 2.人與植物 3.人與動物 4.

人與他人  

第三週 愛德的典範  

1.體驗互助活動-同心協力 

2.介紹愛德典範人物故事 

3.說明小組報告注意事項  

第四週 愛德的實踐  

1.小組報告及分享：我們從典範人物身上

學到什麼？ 

2.生活體驗作業：實踐(十件)利他利己的

美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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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纏繞畫  
1.靜心體驗-在藝術中發現的動人旋律 

2.小組彼此分享創作靈感  

第六週 認識自我  
1.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 

2.九型人格測驗與解析  

第七週 你比想像中更美麗  

1.認識自我心理測驗 

2.發展活動：我眼中的我 

3.結論與反思  

第八週 你比想像中更美麗  

1.認識自我心理測驗 

2.發展活動：你眼中的我 

3.短片欣賞：你比想像中更美麗  

第九週 復活的喜樂  
1.人生中的死亡到重生 

2.體驗活動：彩繪復活蛋  

第十週 我的未來不是夢  

1.典範人物精神介紹 

2.體驗活動-夢想的無限(手繪夢想九宮

格) 

3.小組分享及教師總結  

第十一週 我所看重的價值  

1.我的價值觀 

2.我能用我的價值觀做什麼、帶給自己與

他人的影響  

第十二週 愛的關係-家庭  
1.「愛」的表達與溝通 

2.家庭中的「我」與「家人」  

第十三週 愛的連結-社會  

1.人類存在的幾種基本關係，明白與重視

群我關係的重要 

2.人際溝通的技巧  

第十四週 話說，我的故事  

1.教師個人故事、自傳分享 

2.引導學生思考個人故事，說明下周課程

注意事項與攜帶文具  

第十五週 話說，我的故事  

1.小組彼此分享個人精彩的人生經驗 

2.如何從故事中學習活出精彩的人生 

3.完成我的人生座右銘  

第十六週 期末回顧  總結、反思、分享  

學習評量： 

1.擬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3.小組報告成績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備註： 

1. 本科目課程內容，透過價值思辨，欲建立學生自我終極信念，並培養學生哲

學思辨的能力，實踐人生的價值。 

2. 教學方法：除了講述教學以外，多次實施體驗活動，欲透過體驗活動，強化

學生學習經驗。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愛的實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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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Love practitioner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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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合作力、思辦力  

學習目標： 

1.從「心」開始，認識自己、肯定自我的生命價值。  

2.從「人生三問」思辨自我的生命價值，找到自己的定位，重新出發，進而活出

真善美聖。  

3.從做中學，從服務中學習，培養學生的關懷力與悲天憫人之情懷。  

4.藉由本校生命教育特色課程-校園生之歌系列，幫助學生認識校史、中英文校

名、蓽路藍縷的創校歷程， 進而學習愛、感恩、謙卑、服務之精神。  

5.藉由具體行動，展現愛的實踐，寫信馬拉松從個人出發到幫助關懷世界小角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除舊佈「心」  新學期新期望  

第二週 最重要的「你」Ⅰ  我是誰  

第三週 最重要的「你」Ⅱ  做我真好  

第四週 Skr 青年  分組、分職、彼此相識  

第五週 活出真善美聖  
人生三問之我為什麼活著、什麼是我應

活的真善美聖  

第六週 不一樣的生命  活出精彩生命之模範  

第七週 我的未來之路  人生三問之如何活出精彩的真善美聖  

第八週 善用關懷力Ⅰ  服務學習意涵  

第九週 善用關懷力Ⅱ  服務學習重要須知  

第十週 校園生之歌Ⅰ  振聲的故事  

第十一週 校園生之歌Ⅱ  校園尋寶  

第十二週 校園生之歌Ⅲ  以校為家神父們的家鄉好味  

第十三週 無畏的航海者  聖方濟沙勿略的故事  

第十四週 愛的旋律Ⅰ  籌備聖歌比賽  

第十五週 愛的旋律Ⅱ  彩排聖歌比賽  

第十六週 愛的旋律Ⅲ  參與聖歌比賽  

第十七週 愛的季節Ⅰ  愛的源頭、愛的意涵  

第十八週 愛的季節Ⅱ  把冷漠變成愛：認識國際特赦組織  

第十九週 愛的季節Ⅲ  
愛的實踐家：寫信馬拉松之了解個案和

寫申援信  

第二十週 愛的季節Ⅳ  愛的實踐家：寫信馬拉松之了解個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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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申援信  

第二十一週 解憂雜貨店  學期回顧、反省與展望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個人多元學習單、小組報告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  

備註： 
 

  

(二) 多元選修課程 

為培育學生具有多元能力，於高一至高三開設多門選修課供同學自由選課。 

一年級：日語、法語、韓語、西班牙語、程式設計、數位插畫設計、餐桌美學與飲料等課

程。 

二年級：旅遊日語、旅遊法語、旅遊韓語、旅遊西班牙語、手機 APP 設計、動畫設計、

創意行銷、微電影創作、商業概論、辦公室軟體、多媒體製作、基礎攝影、立體

造型設計、手繪圖文書創作等課程。 

三年級：媒體音樂製作、智慧機器人、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電腦數學、動態文學、生活

科學、生活地理、現代軍事科技、個人體育專長、日本文化與社會、法國文化與

社會、韓國文化與社會、西語國家文化與社會、從古文明到現代、地理資訊科技、

公民議題與社會、環境與文明、視覺設計、版畫創作、經濟學、雲端科技等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議題與社會  

英文名稱： Citizenship issues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思辦力, 決策力,  

學習目標： 

1.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以及自律自治、自發精進與自我實現的素養  

2.提升自主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  

3.發展民主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社會參與等公民實踐的素養  

4.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育肯

認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  課程內容說明  

第二週 公民身分  

為什麼我國憲法、原住民族基本法賦予

原住民族具有民族的地位和自治的權

利?對於原住民族的公民身分有什麼意

義?  

第三週 權力、權利與責任  
高級中等教育法對學生在學校的權利與

義務有何規範?對於高中學生的影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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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高中學生在學校還有其他權利與責

任嗎?  

第四週 國家認同  
為什麼多元身分認同的建構、肯認與保

障，和國家政策關係密切?  

第五週 人性尊嚴與普世人權  
我國如何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相關主張融

入法律制度中?  

第六週 
團體、志願結社與公共生

活  

為什麼人民的志願結社受到相關法律的

規範?會產生什麼影響?  

第七週 規範、秩序與控制  
就我國而言，哪些社會規範會影響個人

追求自我實現?如何影響?  

第八週 國家與政府  
我國國家主權在憲法上如何界定?有何

爭議?  

第九週 政府的組成  我國原住民族追求自治的訴求有哪些?  

第十週 法律的位階、制訂與適用  法律如何解釋與適用?  

第十一週 憲法與人勸保障  

國家必須經由立法授權才能限制人民的

基本權利，什麼樣的限制是侵犯人性尊

嚴而不得為之?  

第十二週 干涉、給付行政與救濟  
人民的權益因行政公權力違法或不當而

受損時，人民如何尋求行政救濟?  

第十三週 犯罪與刑罰  

所謂「刑法的最後手段性」或「刑法的

謙抑思想」符合現代社會對公平正義的

期待嗎?為什麼?  

第十四週 民事權利的保障與限制  
保護私有財產與促進公共利益如何調

和?  

第十五週 兒童及少年的法律保障  
為什麼少年的刑事司法程序與成年人不

同?  

第十六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口頭問答、課堂討論 30%  

2.學習單 30%  

3.分組報報 40%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手機 APP 設計  

英文名稱： Mobile APP design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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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提昇學生習得 App 程式設計概念與知識能力。  

2. 培養學生學生學習 App 的設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使用 App Inventor 2  
開發環境建置  

 

第二週 (一)使用 App Inventor 2  認識 App Inventor 2  

第三週 (一)使用 App Inventor 2  認識 App Inventor 2  

第四週 
(二)基本元件以及事件、

方法使用  
音效元件  

第五週 
(二)基本元件以及事件、

方法使用  
音效元件  

第六週 
(二)基本元件以及事件、

方法使用  
常數  

第七週 (三)事件驅動與條件判斷  常用的使用者界面元件  

第八週 (三)事件驅動與條件判斷  溫度轉換  

第九週 (三)事件驅動與條件判斷  溫度轉換  

第十週 (四)版面配置與繪圖元件  滑桿元件  

第十一週 (四)版面配置與繪圖元件  小畫家  

第十二週 (四)版面配置與繪圖元件  小畫家  

第十三週 (四)版面配置與繪圖元件  
小畫家  

 

第十四週 (四)版面配置與繪圖元件  小畫家  

第十五週 (五)迴圈與副程式  迴圈指令  

第十六週 (五)迴圈與副程式  迴圈指令  

第十七週 (五)迴圈與副程式  清單  

第十八週 (五)迴圈與副程式  清單  

第十九週 (六)計時器元件  計時器元件  

第二十週 (六)計時器元件  計時器元件  

第二十一週 (六)計時器元件  元件清單  

第二十二週 (六)計時器元件  元件清單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手機 APP 設計  

英文名稱： Mobile APP design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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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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提昇學生習得 App 程式設計概念與知識能力。  

2. 培養學生學生學習 App 的設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七)互動觸控操作  語音轉換文字元件  

第二週 (七)互動觸控操作  語音轉換文字元件  

第三週 (七)互動觸控操作  資料處理  

第四週 (八)社交應用與微資料庫  微資料庫元件  

第五週 (八)社交應用與微資料庫  溫度控制  

第六週 (八)社交應用與微資料庫  溫度控制  

第七週 (九)App 進階實作練習  有聲電子書  

第八週 (九)App 進階實作練習  有聲電子書  

第九週 (九)App 進階實作練習  有聲電子書  

第十週 (九)App 進階實作練習  有聲電子書  

第十一週 (十)GPS  位置感測  

第十二週 (十)GPS  位置感測  

第十三週 (十)GPS  位置感測  

第十四週 
(十一)App 有聲進階實

作練習  
故事書  

第十五週 
(十一)App 有聲進階實

作練習  
故事書  

第十六週 
(十一)App 有聲進階實

作練習  
故事書  

第十七週 (十二)感測器綜合應用  水平儀  

第十八週 (十二)感測器綜合應用  設計原理  

第十九週 (十二)感測器綜合應用  設計原理  

第二十週 (十三)資料庫  課堂表決器  

第二十一週 (十三)資料庫  課堂表決器  

第二十二週 (十三)資料庫  資料存取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手繪圖文書創作  

英文名稱： Hand drawing paper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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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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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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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探討故事的內容結構  

(二)培養說故事的組織能力。  

(三)確定故事方向及內容，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四)培養多元的繪畫能力和創意發想。  

(五)將成果整合，進行繪本的製作。  

(六)作品成果發表，檢討與建議。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主題探討  
1.討論故事發想 2.尋求主題構成要素 3.

創意發想  

第二週 (一)主題探討  
1.討論故事發想 2.尋求主題構成要素 3.

創意發想  

第三週 (一)主題探討  
1.討論故事發想 2.尋求主題構成要素 3.

創意發想  

第四週 (二)組織架構  1.充分溝通 2.確定主題 3.尋求表現手法  

第五週 (二)組織架構  1.充分溝通 2.確定主題 3.尋求表現手法  

第六週 (二)組織架構  1.充分溝通 2.確定主題 3.尋求表現手法  

第七週 (三)確定主題  1.培養畫基本能力 2.擬定工作項目  

第八週 (三)確定主題  1.培養畫基本能力 2.擬定工作項目  

第九週 (四)蒐集各種表現手法  
1.廣泛收集繪本資料 2.分析資料 3.培養

創作素材的表現能力  

第十週 (四)蒐集各種表現手法  
1.廣泛收集繪本資料 2.分析資料 3.培養

創作素材的表現能力  

第十一週 (五)繪本製作並修正  
1.製作繪本 2.重視創意 3.重視精緻表現

能力  

第十二週 (五)繪本製作並修正  
1.製作繪本 2.重視創意 3.重視精緻表現

能力  

第十三週 (五)繪本製作並修正  
1.製作繪本 2.重視創意 3.重視精緻表現

能力  

第十四週 (六)繪本創作與作品整合  
1.探索材料媒材運用的可能 2.重視繪本

作品完整的呈現效果  

第十五週 (六)繪本創作與作品整合  
1.探索材料媒材運用的可能 2.重視繪本

作品完整的呈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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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六)繪本創作與作品整合  
1.探索材料媒材運用的可能 2.重視繪本

作品完整的呈現效果  

第十七週 (七)作品組裝  1.封面製作與組裝  

第十八週 (七)作品組裝  1.封面製作與組裝  

第十九週 (八)細節修正  1.作品發表與討論  

第二十週 (八)細節修正  1.作品發表與討論  

第二十一週 (八)細節修正  1.作品發表與討論  

第二十二週 作品呈現與分享  作品呈現與分享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手繪圖文書創作  

英文名稱： Hand drawing paperwork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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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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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探討故事的內容結構  

(二)培養說故事的組織能力。  

(三)確定故事方向及內容，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四)培養多元的繪畫能力和創意發想。  

(五)將成果整合，進行繪本的製作。  

(六)作品成果發表，檢討與建議。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繪本鑑賞  繪本鑑賞  

第二週 繪本故事發想  繪本故事發想  

第三週 繪本故事發想  繪本故事發想  

第四週 繪本故事發想  繪本故事發想  

第五週 繪本故事發想發表  繪本故事發想發表  

第六週 繪本角色設定  繪本角色設定  

第七週 繪本角色設定  繪本角色設定  

第八週 繪本角色設定  繪本角色設定  

第九週 繪本角色繪製  繪本角色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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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繪本角色繪製  繪本角色繪製  

第十一週 繪本角色繪製  繪本角色繪製  

第十二週 繪本角色成果發表  繪本角色成果發表  

第十三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十四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十五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十六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十七週 繪本繪製進度發表  繪本繪製進度發表  

第十八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十九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二十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二十一週 繪本繪製  繪本繪製  

第二十二週 期末繪本成果發表  期末繪本成果發表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聽辨基本單詞、片語及簡單句子的能力。  

2.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與短文等之能力。  

3.以清晰的發音及正確的語調說出簡單的句子的能力。  

4.以簡易的日語介紹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5.認識、欣賞並尊重不同國家與族群之禮儀與文化習俗。  

6.認識日本的身體語言及互動模式。  

7.主動瞭解外國事物的習慣。  

8.能從多元文化觀點反思本國的文化及社會。  

9.將日文帶入生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起去看電影好嗎  
1.如何用日文邀約 2.被邀約時如何回應

與拒絕 3.單字及文法  

第二週 一起去看電影好嗎  
1.如何用日文邀約 2.被邀約時如何回應

與拒絕 3.會話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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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一起去看電影好嗎  
1.如何用日文邀約 2.被邀約時如何回應

與拒絕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四週 
生日時我收到朋友送的

花  

1.學習日文的授受表現 2.地點及人物助

詞學習 3.單字及文法  

第五週 
生日時我收到朋友送的

花  

1.學習日文的授受表現 2.地點及人物助

詞學習 3.會話與練習  

第六週 
生日時我收到朋友送的

花  

1.學習日文的授受表現 2.地點及人物助

詞學習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七週 桃園是很熱鬧的城市  
1.學習形容詞的句型 2.形容詞的否定練

習 3.單字及文法  

第八週 桃園是很熱鬧的城市  
1.學習形容詞的句型 2.形容詞的否定練

習 3.會話與練習  

第九週 桃園是很熱鬧的城市  
1.學習形容詞的句型 2.形容詞的否定練

習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週 我喜歡日本料理  
1.表達自己的喜惡 2.詢問理由及用日文

解釋原因 3.單字及文法  

第十一週 我喜歡日本料理  
1.表達自己的喜惡 2.詢問理由及用日文

解釋原因 3.會話與練習  

第十二週 我喜歡日本料理  
1.表達自己的喜惡 2.詢問理由及用日文

解釋原因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三週 東京迪士尼在千葉  
1.學習日文存在動詞 2.介紹住家附近環

境 3.單字及文法  

第十四週 東京迪士尼在千葉  
1.學習日文存在動詞 2.介紹住家附近環

境 3.會話與練習  

第十五週 東京迪士尼在千葉  
1.學習日文存在動詞 2.介紹住家附近環

境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六週 我家有四個人  
1.介紹家族成員 2.學習日文量詞 3.用日

文點餐 4.單字及文法  

第十七週 我家有四個人  
1.介紹家族成員 2.學習日文量詞 3.用日

文點餐 4.會話與練習  

第十八週 我家有四個人  
1.介紹家族成員 2.學習日文量詞 3.用日

文點餐 4.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九週 日本的冬天比台灣冷  
1.學習比較句型 2.形容詞的過去式練習 

3.單字及文法  

第二十週 日本的冬天比台灣冷  
1.學習比較句型 2.形容詞的過去式練習 

3.會話與練習  

第二十一週 日本的冬天比台灣冷  
1.學習比較句型 2.形容詞的過去式練習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二十二週 成果發表------自我介紹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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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  

英文名稱： Japanes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聽辨基本單詞、片語及簡單句子的能力。  

2.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與短文等之能力。  

3.以清晰的發音及正確的語調說出簡單的句子的能力。  

4.以簡易的日語介紹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5.認識、欣賞並尊重不同國家與族群之禮儀與文化習俗。  

6.認識日本的身體語言及互動模式。  

7.主動瞭解外國事物的習慣。  

8.能從多元文化觀點反思本國的文化及社會。  

9.將日文帶入生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我要去日本玩  
1.想做某事想要某物的表達方式 2.去某

地的目的表達 3.單字及文法  

第二週 我要去日本玩  
1.想做某事想要某物的表達方式 2.去某

地的目的表達 3.會話與練習  

第三週 我要去日本玩  
1.想做某事想要某物的表達方式 2.去某

地的目的表達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四週 麻煩到東京車站  
1.搭計程車使用的對話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五週 麻煩到東京車站  
1.搭計程車使用的對話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六週 麻煩到東京車站  
1.搭計程車使用的對話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七週 我可以去洗手間嗎  
1.學習請求允許的句子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八週 我可以去洗手間嗎  
1.學習請求允許的句子 2.連接形變化和

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九週 我可以去洗手間嗎  
1.學習請求允許的句子 2.連接形變化和

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週 台灣的水果好吃又便宜  
1.將兩個短句連接成一個較長的句子 2.

形容詞及名詞的連接形變化和運用 3.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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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及文法  

第十一週 台灣的水果好吃又便宜  

1.將兩個短句連接成一個較長的句子 2.

形容詞及名詞的連接形變化和運用 3.會

話與練習  

第十二週 台灣的水果好吃又便宜  

1.將兩個短句連接成一個較長的句子 2.

形容詞及名詞的連接形變化和運用 3.聽

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三週 請不要在這裡拍照  

1.學習請不要做、一定要做及可以不做的

句子 2.否定形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

法  

第十四週 請不要在這裡拍照  

1.學習請不要做、一定要做及可以不做的

句子 2.否定形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

習  

第十五週 請不要在這裡拍照  

1.學習請不要做、一定要做及可以不做的

句子 2.否定形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

與測驗  

第十六週 我的興趣是看日本動漫  
1.學習興趣及能力表達的句子 2.辭書形

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十七週 我的興趣是看日本動漫  
1.學習興趣及能力表達的句子 2.辭書形

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十八週 我的興趣是看日本動漫  
1.學習興趣及能力表達的句子 2.辭書形

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九週 我曾經在日本看過相撲  
1.學習表達經驗的句子 2.動詞過去式的

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二十週 我曾經在日本看過相撲  
1.學習表達經驗的句子 2.動詞過去式的

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二十一週 我曾經在日本看過相撲  
1.學習表達經驗的句子 2.動詞過去式的

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二十二週 成果發表------日文短劇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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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聽懂日常生活用語、對話與簡單敘事的能力。 2.用第二外語閱讀網路上簡單

資訊的能力。  

3.以簡單用語提問、回答與敘述的能力。  

4.填寫表格、個人資料、與撰寫簡單書信的能力。  

5.認識、欣賞並尊重不同國家與族群之禮儀與文化習俗。  

6.認識日本的身體語言及互動模式。  

7.主動瞭解外國事物的習慣。  

8.能從多元文化觀點反思本國的文化及社會。  

9.培養以日文旅遊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日本地理  
1.介紹日本 1 都 1 道 2 府 43 縣 2.各地特

色及觀光景點 3.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二週 日本地理  
1.介紹日本 1 都 1 道 2 府 43 縣 2.各地特

色及觀光景點 3.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三週 日本地理  
1.介紹日本 1 都 1 道 2 府 43 縣 2.各地特

色及觀光景點 3.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四週 關於日本  
1.日本氣候介紹 2.日本人的食衣住行 3.

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五週 關於日本  
1.日本學生生活 2.日本企業特色 3.相關

單字及文法  

第六週 關於日本  
1.日本人的特性 2.與台灣的不同 3.相關

單字及文法  

第七週 日本網站預訂飯店  

1.預定日本飯店網站介紹 2.如何加入會

員 3.網站中及填寫資本資料所需之單字

及文法  

第八週 日本網站預訂飯店  
1.日本飯店及房型種類介紹 2.預定日本

飯店注意事項 3.單字及文法  

第九週 日本網站預訂飯店  實際操作練習  

第十週 日本交通及網站查詢  
1.日本交通工具介紹 2.網站查詢轉乘及

時刻 3.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十一週 日本交通及網站查詢  
1.如何購票 2.搭乘日本大眾運輸注意事

項 3.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十二週 日本交通及網站查詢  實際操作練習  

第十三週 到達日本機場  1.通關 2.資料填寫 3.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十四週 到達日本機場  
1.遺失行李 2.行李檢查 3.相關單字及文

法  

第十五週 到達日本機場  模擬情境對話練習  

第十六週 從機場到飯店  
1.購票 2.搭乘 3.相關單字及文法和句型

練習  

第十七週 從機場到飯店  1.詢問班次 2.問路 3.相關單字及文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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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練習  

第十八週 從機場到飯店  模擬情境對話練習  

第十九週 飯店入住  
1.辦理入住手續 2.資料填寫 3.相關單字

及文法和句型練習  

第二十週 飯店入住  
1.寄放行李 2.房間問題 3.相關單字及文

法和句型練習  

第二十一週 飯店入住  模擬情境對話練習  

第二十二週 
成果發表-----日本旅遊行

程規劃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日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聽懂日常生活用語、對話與簡單敘事的能力。 2.用第二外語閱讀網路上簡單

資訊的能力。  

3.以簡單用語提問、回答與敘述的能力。  

4.填寫表格、個人資料、與撰寫簡單書信的能力。  

5.認識、欣賞並尊重不同國家與族群之禮儀與文化習俗。  

6.認識日本的身體語言及互動模式。  

7.主動瞭解外國事物的習慣。  

8.能從多元文化觀點反思本國的文化及社會。  

9.培養以日文旅遊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速食店  
1.點餐 2.餐點詢問 3.結帳 4.相關單字

及文法和句型練習  

第二週 速食店  
1.點餐 2.餐點詢問 3.結帳 4.相關單字

及文法和句型練習  

第三週 速食店  模擬情境對話練習  

第四週 拉麵店  
1.點餐 2.餐點詢問 3.結帳 4.相關單字

及文法和句型練習  

第五週 拉麵店  1.點餐 2.餐點詢問 3.結帳 4.相關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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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法和句型練習  

第六週 拉麵店  模擬情境對話練習  

第七週 日式餐廳  
1.點餐 2.餐點詢問 3.結帳 4.相關單字

及文法和句型練習  

第八週 日式餐廳  
1.點餐 2.餐點詢問 3.結帳 4.相關單字

及文法和句型練習  

第九週 日式餐廳  模擬情境對話練習  

第十週 日本料理  1.日本料理相關單字補充  

第十一週 餐廳訂位---手機網站  
1.訂位網站介紹 2.資料填寫 3.相關單字

及文法  

第十二週 餐廳訂位---電話  
1.電話訂位對話 2.模擬練習 3.相關單字

及文法  

第十三週 電話取消訂位  
1.電話取消訂位對話 2.模擬練習 3.相關

單字及文法  

第十四週 便利商店購物  1.詢問 2.結帳 3.相關單字及文法  

第十五週 便利商店購物  
1.機器操作 2.宅配依賴 3.相關單字及文

法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日本旅遊短

劇  
成果發表-----日本旅遊短劇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地理  

英文名稱： Living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合作力,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認識家鄉、關懷本土、熱愛地方文化的鄉土觀。  

2.尊重不同的地域、族群和文化，以建立多元文化觀的永續價值。  

3 從日常生活經驗的鄉土區域、鄉土資源，讓學生體認到鄉土存在的基礎與意

義，增進愛鄉愛土的情操的學習目標。4.鄉土地理為「使學生了解地理學區域分

析的方法，並建構鄉土情懷。  

5.使學生了解地理學區域分析的 方法，並建構鄉土情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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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食物與社會  客家美食  

第二週 食物與環境  美食消費觀  

第三週 食物與文化  新住民美食  

第四週 食物與健康  基因改良食物的爭議  

第五週 快時尚 1  OEM、ODM、OBM  

第六週 快時尚 2  無店鋪行銷  

第七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八週 都市計畫簡介  以桃園市為例  

第九週 都市計畫案例 1  文中路都更  

第十週 都市計畫案例 2  大溪老街都更再造  

第十一週 都市計畫案例 3  南崁溪整建與綠帶休閒  

第十二週 桃園區街道景觀評述  以桃園區中正路商圈為例  

第十三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四週 GPS 簡介  介紹 GPS 概念  

第十五週 GPS 操作  GPS 實務練習操作  

第十六週 
GPS、電子地圖、擴增實

境的整合應用  
Pokemon，Go！  

第十七週 旅遊地圖製作  規劃個人旅遊計畫地圖(國內或國外)  

第十八週 
地理實察-家園你的名字

你的樣子 1  
桃仔園的興衰變化 1  

第十九週 
地理實察-家園你的名字

你的樣子 2  
桃仔園的興衰變化 2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  

2.學習單  

3.作業  

對應學群： 資訊, 地球環境,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地理  

英文名稱： Living geograph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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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合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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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認識家鄉、關懷本土、熱愛地方文化的鄉土觀。  

2.尊重不同的地域、族群和文化，以建立多元文化觀的永續價值。  

3 從日常生活經驗的鄉土區域、鄉土資源，讓學生體認到鄉土存在的基礎與意

義，增進愛鄉愛土的情操的學習目標。4.鄉土地理為「使學生了解地理學區域分

析的方法，並建構鄉土情懷。  

5.使學生了解地理學區域分析的 方法，並建構鄉土情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內容介紹  
說明課程內容大綱、上課方式、作業形

式  

第二週 地理與生活  認識地理與生活空間的關係  

第三週 
休閒農業與生態觀光產

業 1  
桃米社區  

第四週 
休閒農業與生態觀光產

業 2  
向陽農場  

第五週 
休閒農業與生態觀光產

業 3  
蓮花季  

第六週 
休閒農業與生態觀光產

業 4  
春天農場  

第七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八週 台灣灣鐵道文化 1  阿里山林業鐵路  

第九週 台灣灣鐵道文化 2  平溪線鐵路與天燈節  

第十週 台灣灣鐵道文化 3  集集線鐵路與觀光產業  

第十一週 台灣灣鐵道文化 4  路線選擇與東部都市發展  

第十二週 台灣灣鐵道文化 5  路線選擇與西部都市發展  

第十三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四週 桃園埤塘文化 1  由古地圖瞭解埤塘分布  

第十五週 桃園埤塘文化 2  埤塘與地名  

第十六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 2.學習單 3.作業  

對應學群： 資訊, 地球環境,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科學  

英文名稱：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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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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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探討科學的本質。  

2.了解科學與生活的關係。  

3.探討科學發明與科學發現之異同。  

4.了解科學論證與邏輯思維的重要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光譜儀製作  電磁波講解 光譜波長頻率範圍  

第二週 光譜儀製作  
光柵原理介紹 用 DVD VCD 做成簡易

光柵  

第三週 光譜儀製作  分組資料查詢 材料準備  

第四週 光譜儀製作  實作光碟片分光儀  

第五週 光譜儀製作  成果分組心得分享  

第六週 食用醋酸度瘸定  酸鹼滴定原理講解  

第七週 食用醋酸度瘸定  滴定管指示劑滴定曲線  

第八週 食用醋酸度瘸定  KHP 標定氫氧化鈉溶液濃度  

第九週 食用醋酸度瘸定  實作食用醋滴定  

第十週 食用醋酸度瘸定  分組討論結果  

第十一週 單元複習  測驗與檢討  

第十二週 環保植物染色  不會汙染環境的植物染  

第十三週 環保植物染色  資料收集 心得分享  

第十四週 環保植物染色  天然植物染 紅茶 洋蔥皮 黑豆汁  

第十五週 環保植物染色  綁紮 圖樣設計 分享  

第十六週 環保植物染色  實驗材料準備 實作茶染  

第十七週 環保植物染色  成果分享 心得報告  

第十八週 排水雨量計  原理說明  

第十九週 排水雨量計  材料準備 資料查詢  

第二十週 排水雨量計  雨量計實作 分享  

第二十一週 單元複習  測驗討論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工程, 數理化, 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科學  

英文名稱： Life Scienc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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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探討科學的本質。  

2.了解科學與生活的關係。  

3.探討科學發明與科學發現之異同。  

4.了解科學論證與邏輯思維的重要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手機變身顯微鏡  講解複習放大鏡顯微鏡原理  

第二週 手機變身顯微鏡  分組工作分配  

第三週 手機變身顯微鏡  網上資料收集 分組報告分享  

第四週 手機變身顯微鏡  實作材料收集準備 組合  

第五週 手機變身顯微鏡  分組觀摩心得分享  

第六週 手機變身顯微鏡  分組觀摩心得分享  

第七週 高分子材料 QQ 球製作  講解複習高分子概念與聚合原理  

第八週 高分子材料 QQ 球製作  網上資料收集 分組報告分享  

第九週 高分子材料 QQ 球製作  實驗材料準備 實驗操作  

第十週 高分子材料 QQ 球製作  分組心得報告  

第十一週 高分子材料 QQ 球製作  分組心得報告  

第十二週 單元複習  測驗與檢討  

第十三週 細菌的觀察  複式顯微鏡操作練習  

第十四週 細菌的觀察  器材準備 細菌觀察  

第十五週 細菌的觀察  分組討論心得分享  

第十六週 單元複習  測驗與檢討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立體造形設計  

英文名稱： 3D Form Practic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六、教學目標：  

(一)了解設計的基本知識及概念，並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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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教材資料，描述立體造形的分類。  

(三)運用加工方法，進行立體造形 實作的創作。  

(四)養成造形實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造形主體的材料認識  造形主體的材料認識  

第二週 立體造形常用材料  立體造形常用材料  

第三週 立體造形的常用工具  立體造形的常用工具  

第四週 立體造形與實作(1)  立體造形與實作(1)  

第五週 立體造形與實作(2)  立體造形與實作(2)  

第六週 立體造形與實作(3)  立體造形與實作(3)  

第七週 立體造形與實作(4)  立體造形與實作(4)  

第八週 公仔造形作品發表  公仔造形作品發表  

第九週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1)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1)  

第十週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2)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2)  

第十一週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3)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3)  

第十二週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4)  幾何立體造形與實作(4)  

第十三週 幾何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幾何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第十四週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1)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1)  

第十五週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2)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2)  

第十六週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3)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3)  

第十七週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4)  動物立體造形與實作(4)  

第十八週 動物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動物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第十九週 室內空間設計與實作(1)  室內空間設計與實作(1)  

第二十週 室內空間設計與實作(2)  室內空間設計與實作(2)  

第二十一週 室內空間設計與實作(3)  室內空間設計與實作(3)  

第二十二週 期末作品發表  期末作品發表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立體造形設計  

英文名稱： 3D Form Practic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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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了解設計的基本知識及概念，並加以應用。 

(二)引用教材資料，描述立體造形的分類。 

(三)運用加工方法，進行立體造形 實作的創作。 

(四)養成造形實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抽象立體造形鑑賞  抽象立體造形鑑賞  

第二週 
立體造形常用材料與工

具  
立體造形常用材料與工具  

第三週 
抽象與具象立體造形介

紹  
抽象與具象立體造形介紹  

第四週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1)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1)  

第五週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2)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2)  

第六週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3)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3)  

第七週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4)  抽象立體造形與實作(4)  

第八週 抽象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抽象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第九週 仿生立體造形介紹  仿生立體造形介紹  

第十週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 1)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 1)  

第十一週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2)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2)  

第十二週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3)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3)  

第十三週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4)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4)  

第十四週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5)  仿生立體造形與實作(5)  

第十五週 仿生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仿生立體造形作品發表  

第十六週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  

第十七週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1)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1)  

第十八週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2)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2)  

第十九週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3)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3)  

第二十週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4)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4)  

第二十一週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5)  生活用品創新設計(5)  

第二十二週 期末作品發表  期末作品發表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理資訊科技  

英文名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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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合作力,  

學習目標： 

1.了解地理資訊的內容、分類  

2.介紹資訊科技在地理上的應用  

3.將資訊科技之技能與地理文化結合並應用於生活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內容介紹  
說明課程內容大綱、上課方式、作業形

式  

第二週 地理資料的類型  空間資料、屬性資料  

第三週 地理資料的獲取方法  第一手資料、第二手資料  

第四週 地理資料的整理  
Excel 應用-柱狀圖、曲線圖、圓餅圖等

統計圖  

第五週 地理資料的整理  Excel 應用-點、線、面等統計地圖  

第六週 科技地理的應用(一)  統計圖的展示與實作  

第七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八週 Gis 分析功能  
查詢、路網、環域、疊圖、地勢等分析

法  

第九週 Google Map 介紹  搜尋功能-地點、位置、路線  

第十週 Google Map 介紹  地圖展示-電子地圖、衛星影像圖  

第十一週 Google Map 介紹  Google Map 範例(一)  

第十二週 Google Map 介紹  Google Map 範例(二)  

第十三週 科技地理的應用(二)  旅遊路線規畫  

第十四週 用 Google earth 學地理  
用 Google earth 看自然地理-地形、河流、

水文、植被  

第十五週 用 Google earth 學地理  
用 Google earth 看自然地理-地形、河流、

水文、植被  

第十六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紙筆測驗  

2.學習單  

3.作業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多媒體製作  

英文名稱： Multimedia production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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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瞭解數位影像及色彩學基本觀念。  

2. 熟悉影像處理軟體之操作。  

3. 瞭解如何運用影像處理技巧於其它相關設計，如：DM、網頁設計…等。  

4. 瞭解電子書的設計原則。  

5. 熟悉電子書的編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介紹上課的內容：影像處理、電子書、

網頁設計、影片剪輯  

第二週 影像處理概念介紹  影像處理的意義與目的、影像的類型  

第三週 影像處理軟體操作  Photoshop 介紹、軟體操作  

第四週 影像處理  認識圖層及應用  

第五週 影像處理  人像編修(一)  

第六週 影像處理  人像編修(一)  

第七週 影像處理  影像合成(一）  

第八週 影像處理  影像合成(二）  

第九週 影像處理  遮色片的基本觀念與應用  

第十週 影像處理  文字的變化(一)  

第十一週 影像處理  文字的變化(二)  

第十二週 綜合應用  海報設計（一）  

第十三週 綜合應用  海報設計（二）  

第十四週 作品欣賞  海報作品欣賞  

第十五週 電子書  電子書應用範例介紹、軟體介紹  

第十六週 電子書  
電子書編輯功能教學:資料編輯、匯入素

材  

第十七週 電子書  電子書編輯:資料編輯、匯入素材（一）  

第十八週 電子書  電子書編輯:資料編輯、匯入素材（二）  

第十九週 電子書  電子書編輯:音樂、圖片設定  

第二十週 電子書  電子書編輯:目錄、特效設定、匯出  

第二十一週 電子書  電子書成果發表  

第二十二週 電子書  電子書成果發表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建築設計,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多媒體製作  

英文名稱： Multimedia production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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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瞭解網頁設計的原理  

2. 表現學習網頁設計的興趣  

3. 瞭解網頁設計於生活周遭的應用範疇與重要性  

4. 學習網頁設計的技巧  

5. 學會編輯影片、縮時攝影。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網頁設計的原理與應用  認識網頁與網站、網站的規畫設計  

第二週 網頁設計語法介紹  HTML 簡介(一)  

第三週 網頁設計語法介紹  HTML 簡介(二)  

第四週 網頁設計語法介紹  CSS 簡介(一)  

第五週 網頁設計語法介紹  CSS 簡介(二)  

第六週 網頁設計語法介紹  JavaScript 簡介  

第七週 網頁設計實務  
個人網站建置(一)：收集素材、網站架構

圖  

第八週 網頁設計實務  
個人網站建置(二)：結合 photoshop 切割

畫面  

第九週 網頁設計實務  
個人網站建置(三)：連結、文字設定、錨

點製作、表格  

第十週 網頁設計實務  個人網站建置(四)：CSS 語法、變換影像  

第十一週 網頁設計實務  個人網站建置(五)：網站測試  

第十二週 成果發表  優良網站欣賞  

第十三週 成果發表  優良網站欣賞  

第十四週 網頁設計實務  液態網頁  

第十五週 網頁設計實務  液態網頁  

第十六週 影片剪輯的流程  操作環境介紹、匯入素材、  

第十七週 幻燈片秀  加入音樂、文字、輸出專案資料  

第十八週 匯入影片與修剪  分割、修剪及逮度調整、轉場特效  

第十九週 文字設計、影片去背  旁白文字、文字特效、子母畫面  

第二十週 縮時攝影  縮時攝影、影片特效  

第二十一週 成果發表  優良作品欣賞  

第二十二週 成果發表  優良作品欣賞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建築設計, 藝術,  

備註： 
 



36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Spanis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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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 合作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西班牙語的學生熟悉發音、常用日常問候、請安與家庭成員間對話，藉

西班牙文化、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化入門西班牙語會話，增加的西班牙文表

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西班牙與西語學習及求

學規劃介紹  
西班牙與西語學習及求學規劃介紹  

第二週 常用日常用語  
常用日常用語 Hola, amigo, padre y 

madre 常用語口語練習  

第三週 常用日常用語-請安  

常用日常用語 Mi amor, Te amo para 

siempre 使用、發音及口語練習介紹常用

語法  

第四週 常用日常用語-問候家人  基本會話-向你的家人問候及口語練習  

第五週 常用日常用語-問候家人  

基本會話- Estar +請用西班牙語向家人

傳達愛意口語練習  

 

第六週 常用日常用語-問候朋友  

練習用西班牙語向你的朋友問候口語練

習  

 

第七週 常用日常用語-綜合評量  

綜合練習向你的家人、朋友問候?¿Cómo 

estás?會話-  

 

第八週 
常用告辭及感謝用語介

紹  

常用告辭用語 Hasta mañana. 感謝用語

介紹  

第九週 發音  西班牙語 29 個字母介紹、RR 發音  

第十週 發音  
二合母音, 強母音+弱母音三合母音發音

介紹  

第十一週 發音  
弱母音+強母音+弱母音、重音、RR 發音  

¿Cómo se llama?Yo soy Nicolás.  

第十二週 發音  
二合母音、強母音+弱母音三合母音、弱

母音+強母音+弱母音綜合發音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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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發音評量  綜合發音練習與口試  

第十四週 西班牙文姓名  
西班牙語名字 ¿Cómo se llama? Yo soy 

Nicolás. 介紹  

第十五週 正式介紹用語練習  
朋友相遇正式介紹用語練習 Mi amiga 

es Paula.及常用介紹時用語句型解說  

第十六週 西班牙語系國家概情  
西班牙語系國家概略情勢介紹 Nuestro 

Mundo, 國名及人民  

第十七週 句型結構  
西班牙語主要句型結構：主語+動詞+補

語。  

第十八週 

Los miembros de la 

familia 家庭成員介紹使

用與解說  

Los miembros de la familia 家庭成員介紹

使用與解說  

 

第十九週 
時態解說、主語位置使用

等人稱代名詞介紹  

No somos perfectos, pero juntos somos un 

gran equipo.時態解說  

主語位置使用等人稱代名詞介紹  

第二十週 家庭樹與家庭成員  

完成家庭樹說明家庭成員與概況寫作練

習與解說 ¿Cómo es tu familia? ¿Cuántos 

hermanos tienes?  

第二十一週 家庭寫作練習  
基本 La clase de español 結構 家庭與學

校單字文法解說  

第二十二週 家庭自我介紹  完成個人家庭自我介紹與上台報告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Spanish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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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 合作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西班牙語的學生熟悉告別常用語、致謝常用語、描寫自己房間、房子與

學習定冠詞、不定冠詞介紹、名詞數性及單複數與陰陽性及以口語表達我未來

理想的家，藉西班牙文化、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化入門西班牙語會話，增加

的西班牙文表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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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請安、問候、告別常用語  
請安、問候、告別常用語說明與造句練

習  

第二週 Agradecer 致謝常用語  
Agradecer 致謝常用語、表達聽不懂，請

他人重複的用語介紹與使用  

第三週 Agradecer 致謝常用語  

Las Partes de la habitación 房間各部份名

稱解說  

 

第四週 la habitación 房間  

Las partes de la casa 房子各部份名稱動

詞變化適用解說  

 

第五週 la casa 房子  

Los muebles y enseres de la casa傢俱及用

具說明與造句練習  

 

第六週 定冠詞、不定冠詞介紹  
定冠詞、不定冠詞介紹性說明與造句練

習  

第七週 
名詞數性及單複數與陰

陽性  

名詞數性及單複數與陰陽說明與造句練

習  

第八週 
我未來理想的家-寫作練

習  
我未來理想的家-寫作練習與表達。  

第九週 
我未來理想的家-口語練

習  
表達。  

第十週 
¿De parte de quién? 表

達。  
造句練習  

第十一週 日常見面用語  造句練習  

第十二週 日常見面用語  說明與造句練習  

第十三週 指示代名詞介紹  
指示代名詞介紹: 陰陽單複數指示代名

詞說明與造句練習  

第十四週 地方副詞  地方副詞說明與造句練習  

第十五週 你喜歡的顏色?  ¿Cuál es tu color favorito?  

第十六週 動詞變化介紹 hacer  動詞變化介紹 hacer 說明與造句練習  

第十七週 
打電話情境之造句對話

練習  

使用 llamar por teléfono 完成造句對話練

習  

第十八週 數值  數詞與序詞 (1-101 y Números Ordinales)  

第十九週 自我介紹 - 寫作練習  
自我介紹 una auto presentación formal A1 

-1  

第二十週 自我介紹 - 上台報告  
自我介紹 una auto presentación formal A1 

-1  

第二十一週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una auto presentación formal A1 

-1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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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Spanish culture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西班牙語的學生熟悉常用語詞同意或不同意別人意見、1-1000 數目字、

詢問時間時使用、問幾點做什麼事或幾點開始、問今天星期幾、詢問及回答年

齡、電郵、請求常用語詞、祝福語等，藉西班牙文化、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

化入門西班牙語會話，增加的西班牙文表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學

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Para emprezar español  Complete el diálogo en teléfono.  

第二週 常用語詞 - 對不起  常用語詞 - 4.對不起  

第三週 
常用語詞 - 同意或不同

意別人意見  

同意或不同意別人意見簡介、說明與使

用  

第四週 
常用語詞 - 同意或不同

意別人意見  
同意或不同意別人意見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五週 常用語詞 - 數目字  
常用語詞 - 6 Los números (1-1000)數目

字  

第六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Para hablar del tiempo 提及時間簡介、說

明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七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Para hablar del tiempo 提及時間簡介、說

明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八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Para hablar del tiempo 詢問時間時使用

¿Qué hora es? 或 ¿Tiene(s) hora?簡介、

說明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九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Para hablar del tiempo 詢問時間時使用

¿Qué hora es? 或 ¿Tiene(s) hora?簡介、

說明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Escribe las siguientes horas 簡介、說明與

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一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生日、過去時間與經歷之時間簡介、說

明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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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過去時間與經歷之時間簡介、說明過去

時態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三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過去時間與經歷之時間簡介、說明過去

時態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四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問幾點做什麼事或幾點開始、說明過去

時態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五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時間時

使用：  

問今天星期幾、說明時態與使用與造句

練習  

第十六週 提及時間及詢問使用：  
Preguntar y decir la edad 詢問及回答年

齡:過去時態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七週 提及時間及綜合運用：  
問今天星期幾、說明過去時態與使用與

造句練習  

第十八週 
常用語詞 - 綜合運用時

間  
口語運用評量  

第十九週 提及電郵及運用：  電郵 correo electrónico:  

第二十週 
常用語詞 - 提及請求綜

合運用：  

請求說明現在、過去時態與使用與造句

練習  

第二十一週 
常用語詞 - 提及祝福語

綜合運用：  
祝福語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二十二週 綜合評量  綜合評量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班牙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Spanish culture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西班牙語的學生熟悉在機場、購物、餐廳、行常用語詞，藉西班牙文化、

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化入門西班牙語會話，增加的西班牙文表達（口語）基

礎溝通能力，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Para emprezar español  

複習同意或不同意別人意見、1-1000 數

目字、詢問時間時使用、問幾點做什麼

事或幾點開始、問今天星期幾、詢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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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年齡、電郵、請求常用語詞、祝福

語等 Complete el diálogo en teléfono  

第二週 Para emprezar español  綜合運用時間  

第三週 旅行機場常用語詞  
En el aeropuerto 在機場報到簡介、說明

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四週 旅行機場常用語詞  
En el aeropuerto 在機場安檢簡介、說明

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五週 旅行機場常用語詞  
En el aeropuerto 在機場申請更換機票時

間簡介、說明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六週 旅行機場常用語詞  
En el aeropuerto 在機場申請更換機票座

位簡介、說明與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七週 旅行機場常用語詞  
En el aeropuerto 在機場綜合使用與造句

練習  

第八週 購物常用語詞  日常購物  

第九週 購物常用語詞  日常購物  

第十週 購物常用語詞  
西班牙購物百貨廣場 Vamos a“El Corte 

Inglés”  

第十一週 購物常用語詞  
西班牙購物百貨廣場 Vamos a“El Corte 

Inglés”  

第十二週 購物常用語詞  
西班牙購物百貨廣場 Vamos a“El Corte 

Inglés”  

第十三週 餐廳常用語詞  
Quiero reservar una mesa para dos 

personas mañana..Tengo una mesa 

reservada. ¿Tienen menú para niños?  

第十四週 餐廳常用語詞  
¿Me puede dar más azúcar?  

¿Me puede quitar el hielo?  

第十五週 住常用語詞  
¿Tienee una habitación individual ?  

¿Nos trae la carta, por favor?  

第十六週 綜合評量  綜合評量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French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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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 學習法語不僅是語言的學習，也是一門文化、藝術、知性、與感性的學習。

學生透過基礎法語的課程學習，不僅學會法語，同時認識一個新的國度、新的

世界。  

2. 課程內容包含兩部分:語言和文化。  

A. 基礎法語的學習。B. 配合語言學習進度，認識法國人打招呼的禮節，數數

的手勢、飲食習慣等。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發音  

1. 認識法語字母讀音(講義)  

2. 認識法語音標  

3. 法語發音規則(1)  

第二週 
發音 拼音練習 1A 新生

報到(1)  

1. 法語發音規則(2)  

2. 聽與說:問候語(1)  

第三週 
發音 拼音練習 1A 新生

報到 (2)  

1. 法語發音規則(3)  

2. 聽與說:問候語(2)P.10  

3. 句型: Bonjour, ça va ( p. 10)字彙庫:招

呼語，稱謂  

第四週 
發音 拼音練習 1A 新生

報到(3)  

1. 法語發音規則(4)  

2. 聽與說:問候(3)P.11  

3. 句型: Qui est-ce?是誰?動詞: aller, être 

p.81  

第五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六週 1B 在教室裡(1)  

1. 文法:不定冠詞 P.15. 73  

2. 句型:Voilà +名詞 p.72-73  

3. 字彙庫: 文具用品(1)p.15  

第七週 1B 在教室裡(2)  

1. 文法:定冠詞 P. 73  

2. 句型:Qu’est-ce que c’est?  

3. 字彙庫: 文具用品(2)p.17  

第八週 1B 在教室裡(3)  

1. 句型: C’est le livre de Julien  

2. 文法: 不定冠詞→定冠詞  

3. 習作聽力練習:p.18  

第九週 1B 課文  

1. 動詞:aimer(p.77)  

2. 句型:Que’est-ce que vous aimez?  

3. 字彙庫: 顏色(補充講義)  

第十週 講義補充教材:場所  

1. 句型:Où vas-tu?(你去哪兒?)  

2. 字彙庫:地點場所(1)  

 

第十一週 
場所(2)，唱歌學法語:數

字  

1. 句型:Où vas-tu?(你去哪兒?)  

2. 字彙庫:地點場所(2)  

3. 數字歌  

第十二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十三週 1C 在梅西街有什麼?(1)  
1. 動詞:avoir p.78  

2. 句型:Qu’est-ce qu’il y a dan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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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p.19  

第十四週 1C 在梅西街有什麼?(2)  
1. 文法:名詞單複數  

2. 字彙庫: 動物 p.20  

第十五週 1C 在梅西街有什麼?(3)  

1. 動詞: regarder, poser P.20  

2. 文法:名詞單複數  

3. 句型: Il y a un lapin.  

第十六週 1C 習作  
1. 聽力練習  

2. 習作:p.21-22  

第十七週 2. 莫赫一家人  

1. 句型:c’est…ce sont…  

2. 字彙庫:家庭成員 p.23  

3. 文法: P74-75  

 

第十八週 2. 莫赫一家人  

1. 句型:c’est…ce sont…  

2. 字彙庫:家庭成員 p.23  

3. 文法: P74-75  

第十九週 2A 點心時間(1)  

1. 文法:第一類動詞的規則(子音開

頭)(一)P77,79  

2. 動詞:regarder,  

3. 字彙庫:食物 P.24  

第二十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背動詞變化、字彙測驗、句子練習、口說練習  

2.多元評量成績:筆試、聽力、口說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  

英文名稱： French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正確發音、文法概念的建立、落實法語對話練習。透過法語教學，讓學生認識

法國文化、藝術、飲食習慣，讓法語學習更加分。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2A 點心時間(2)  
1. 文法:第一類動詞的規則(母音開

頭)(二)p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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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句型: La confiture, elle est où?  

3. 字彙庫:品質形容詞家族成員(二)p.88

練習題: 所有格形容詞+名詞  

第二週 2A 點心時間(3)  

1. 字彙庫:食物 P.24  

2. P.76 動詞:regarder, manger  

3. 句型: Où sont les carottes?  

第三週 2A 點心時間(4)  

1. 字彙庫: 方位介系詞(講義)  

2. 活動:東西在哪兒?p. 25  

3. 2A 課文:Le goûter p.24  

第四週 
2B Charlotte 的電子郵件
(1)  

1. 習作:所有格的複習 P27  

2. 動詞:taper,frapper, entrer, regarder  

3. 句型: il y a +單數複數名詞字彙庫:數

字 P29.77  

第五週 
2B Charlotte 的電子郵件
(2)  

1. 動詞: corriger, compléter, dire  

2. 句型: Il a mal à la gorge.  

2B 課文(一) p.26，作業 p.29  

第六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七週 
2B Charlotte 的電子郵件

(3)  

1. 課文 p.26-27  

2. 動詞複習:avoir  

3. 文法複習:所有格形容詞主題字彙:身

體部位  

第八週 
2B Charlotte 的電子郵件
(4)  

1. 課文 p.28-29  

2. 動詞複習:être  

3. 句型:Il est derrière Julien.  

4. 主題字彙:方位介係詞 p.75 口試測驗  

第九週 2C 鑰匙在那兒?(1)  

1. 課文:p.30  

2. 動詞:chercher  

3. 句型: Je cherche mes clés.主題字彙:房

子空間 p.91  

第十週 2C 鑰匙在那兒?(2)  

課文:p.31 鑰匙在那兒?  

2. 動詞:arriver, écouter, aimer  

3. 主題字彙:家具  

第十一週 2C 鑰匙在那兒?(3)  

1. 短文:p.32  

2. 發音整理:p.33  

3. 字彙練習 cherchez l’intrus  

第十二週 2C 鑰匙在那兒?(4)  
1. 造句:La machine à phrases.  

2. 家族歌 P.33  

第十三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十四週 習作  

1. Révision1 :P.36-37  

2. 文意測驗  

3. 聽力練習 P.37  

第十五週 3 他在做什麼?(1)  
1. 動詞:faire p.80  

2. Faire 的動詞片語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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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聽力練習 p.37  

第十六週 3 他在做什麼?(2)  

1. 課文:L3 p.38  

2. Faire 的動詞片語 p.93  

3. 主題字彙:月份、星期  

第十七週 3 他在做什麼? (3)  

動詞:sonner  

2. 閱讀理解 p.39  

3. 文化介紹: Astérix et Obélix p.93  

第十八週 3A 我們來做什麼 (1)  

1. 動詞:savoir，faire，avoir  

2. 句型:Il fait beau.  

3. 字彙:形容天氣  

第十九週 3A 我們來做什麼 (2)  

1. 課文:p.40-41  

2. 作業:造句練習 p.43  

3. 介紹知名法國足球Zidane p.95主題字

彙:各式各樣的活動  

第二十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動詞變化背誦、句型練習  

2.多元評量成績:紙筆測驗、對話練習、聽力測驗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French culture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針對高一或高二有選修過法語課程的學生所開的旅遊法語課。教學內容有關於

旅遊相關事項的法語用法，還有旅遊地的介紹與認識。希望學生藉著這門各地

學習，未來在大學生活可以規劃自己的自助壯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交通工具  
如何搭 TGV、時刻表、買票、對話口說

練習  

第二週 交通工具  
預定班機、航班、座位的選定、對話口

說練習  

第三週 交通工具  
付費方式、機場用語、飛機上用語、對

話口說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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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交通工具  
搭火車、搭地鐵公車、搭計程車、對話

口說練習  

第五週 訂房  
如何訂房、日期的說法、飯店設備字彙、

對話口說練習  

第六週 訂房  
上網看廣告選飯店、詢問飯店、預定、

對話口說練習  

第七週 餐廳  
看菜單(1)、法國菜、點餐、對話口說練

習  

第八週 餐廳  
看菜單(2)、葡萄酒、用餐禮節、對話口

說練習  

第九週 餐廳+野餐  
品酒(1)、配什麼酒(1))、吃什麼甜點(1)、

對話口說練習  

第十週 餐廳+野餐  
品酒(2)、配什麼酒(2)、吃什麼甜點(2)、

對話口說練習  

第十一週 簡便用餐  
麵包店、速食店、超市購物、對話口說

練習  

第十二週 巴黎一日遊  
la Seine、 le Louvre、Vervailles、
Notre-dame  

第十三週 如何購物  商店、精品店、禮品店、對話口說練習  

第十四週 如何購物  
詢問價錢、折購、付錢的方式、對話口

說練習  

第十五週 錢  
法語數字(1-100)，換鈔、複習時間、價

錢的說法  

第十六週 與法國人相遇  
詢問方向、認識法國地圖、到法國人家

作客、對話口說練習  

第十七週 與法國人相遇  
談論興趣、談論歌曲、電影明星、對話

口說練習  

第十八週 紀念品  
買紀念品、寄明信片、買網路、對話口

說練習  

第十九週 旅遊中心  
索取旅遊手冊、詢問旅遊資訊、方位、

對話口說練習  

第二十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動詞變化背誦 、句型練習 

2.多元評量成績: 筆試測驗、對話口說測驗。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French culture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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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課程規劃一部分經典法國香頌、一部分現代法國流行樂曲。藉由法國歌曲的學

習，不僅在歌詞中學習法語，也能從歌曲中認識法國的文化，認識法國的過去

與現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法國國歌  馬賽曲 Les Marseillaise  

第二週 
Edith Piaf (愛迪皮雅芙)

系列  
愛的禮讚 Hymne à l'amour  

第三週 
Edith Piaf (愛迪皮雅芙)

系列  
玫瑰人生 La vie en rose  

第四週 
Edith Piaf (愛迪皮雅芙)

系列  
我不想工作 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  

第五週 
Yves montand(尤蒙頓)系

列  

落葉 Les feuilles mortes 詞: Jacques 

Prévert  

第六週 
Yves montand(尤蒙頓)系

列  
在巴黎的天空下 Sous le ciel de Paris  

第七週 
Serge Gainsbourg(賽及坎

斯柏)  
咖啡的顏色 Couleur café  

第八週 
Henri Salvadore(亨利薩

爾瓦多)  
一首溫柔曲 une chanson douce  

第九週 Zaz  我想要 Je veux  

第十週 Louane(露安)系列  我要飛 Je vole  

第十一週 Louane(露安)系列  一日 Un jour 1  

第十二週 Joyce Jonathan(喬伊絲)  一切都會好 Ç a ira  

第十三週 Joyce Jonathan(喬伊絲)  我不知道 Je ne sais pas.  

第十四週 Stromaé(司徒邁)  爸爸你在那兒 Papaoutai  

第十五週 Stromaé(司徒邁)  奇妙無比 Formidable  

第十六週 測驗  歌唱大賽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從歌曲中學習新的動詞、字彙 

2.多元評量成績:朗誦歌詞、歌曲演唱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版畫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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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Print design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讓學生能了解透過課程安排讓學生有系統的了解版畫  

2.並由操作訓練學生的耐心、細心與創造力，進而培養其美感。  

3.教導學生根據主題發揮創意，掌握版畫特質加以創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1.認識印版，生活可以應

用印版的事物。 2.了解版

畫的內涵與發展源流暨

製作應用。  

1.認識印版，生活可以應用印版的事物。  

2.了解版畫的內涵與發展源流暨製作應

用。  

第二週 

1.認識印版，生活可以應

用印版的事物。 2.了解版

畫的內涵與發展源流暨

製作應用。  

1.認識印版，生活可以應用印版的事物。  

2.了解版畫的內涵與發展源流暨製作應

用。  

第三週 
凸版版材的特性與凸版

畫能呈現的特色。  

凸版版材的特性與凸版畫能呈現的特

色。  

第四週 
凸版版材的特性與凸版

畫能呈現的特色。  

凸版版材的特性與凸版畫能呈現的特

色。  

第五週 凸版畫的特色作品欣賞  凸版畫的特色作品欣賞  

第六週 凸版畫的特色作品欣賞  凸版畫的特色作品欣賞  

第七週 凸版畫的特色作品欣賞  凸版畫的特色作品欣賞  

第八週 
凸版畫的表現與草圖的

構成。  
凸版畫的表現與草圖的構成。  

第九週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

用技法。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用技法。  

第十週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

用技法。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用技法。  

第十一週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

用技法。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用技法。  

第十二週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

用技法。  
凸版畫的構成與工具使用技法。  

第十三週 凸版畫的版印技法。  凸版畫的版印技法。  

第十四週 凸版畫的完成。  凸版畫的完成。  

第十五週 
凸版畫的表現與草圖的

構成。一版多色  
凸版畫的表現與草圖的構成。一版多色  

第十六週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作與工具使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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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工具使用技法-1。  法-1。  

第十七週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

作與工具使用技法-1。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作與工具使用技

法-1。  

第十八週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

作與工具使用技法-2。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作與工具使用技

法-2。  

第十九週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

作與工具使用技法-2。  

凸版畫的構成複寫稿製作與工具使用技

法-2。  

第二十週 
凸版畫的刻製與印刷製

作技法-第一次色印製。  

凸版畫的刻製與印刷製作技法-第一次

色印製。  

第二十一週 
凸版畫的刻製與印刷製

作技法-第二次色印製。  

凸版畫的刻製與印刷製作技法-第二次

色印製。  

第二十二週 作品呈現與分享  作品呈現與分享  

學習評量： 

1.課堂筆記本 10%  

2.課堂小考 20%  

4.課後作業 30%  

5.段考 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版畫創作  

英文名稱： Print desig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了解設計的基本知識及概念，並加以應用。 

(二)引用教材資料，描述立體造形的分類。 

(三)運用加工方法，進行立體造形 實作的創作。 

(四)養成造形實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版畫的材料認識  版畫的材料認識  

第二週 版畫常用種類  版畫常用種類  

第三週 版畫的常用工具  版畫常用種類  

第四週 版畫實作(1)  版畫常用種類  

第五週 版畫實作(2)  版畫常用種類  

第六週 版畫實作(3)  版畫常用種類  

第七週 版畫實作(4)  版畫常用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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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版畫進度發表-1  版畫常用種類  

第九週 版畫實作(5)  版畫常用種類  

第十週 版畫實作(6)  版畫常用種類  

第十一週 版畫實作(7)  版畫常用種類  

第十二週 版畫實作(8)  版畫常用種類  

第十三週 版畫進度發表-2  版畫常用種類  

第十四週 版畫實作(9)  版畫常用種類  

第十五週 版畫實作(10)  版畫常用種類  

第十六週 期末版畫作品發表  版畫常用種類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音樂創作  

英文名稱： Music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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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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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 合作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藉由學習以下各項音樂基本樂理常識，進而學習如何創作一首樂曲並展演之。 1.

能學習了解音樂基礎樂理。 2.能理解音樂元素與概念。 3.能學習視唱、聽寫、

樂理、和聲學等音樂基礎。 4.能瞭解樂曲調性與轉調移調相關知識。 5.能認識

瞭解音樂作品基本架構。 6.能簡單分析音樂作品曲式。 7.能了解西洋樂器基本

特性。 8.能對中西音樂史有基本認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樂理學習∕音樂三元

素∕音符、節拍、調號認識  
學習瞭解音樂基礎樂理。  

第二週 
基本樂理學習∕音樂三元

素∕音符、節拍、調號認識  
學習瞭解音樂基礎樂理。  

第三週 
視唱、聽寫、樂理、和聲

學等音樂基礎練習  
音樂基礎樂理基本訓練。  

第四週 
視唱、聽寫、樂理、和聲

學等音樂基礎練習  
音樂基礎樂理基本訓練。  

第五週 
歌唱基礎訓練∕音準節拍

掌握∕音樂性引導  
藉由歌唱基礎訓練，來練習歌曲習唱。  

第六週 
歌唱基礎訓練∕音準節拍

掌握∕音樂性引導  
藉由歌唱基礎訓練，來練習歌曲習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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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歌唱基礎訓練∕音準節拍

掌握∕音樂性引導  
藉由歌唱基礎訓練，來練習歌曲習唱。  

第八週 
樂曲調性與轉調移調相

關知識練習  
認識樂曲調性、學習如何移調與轉調。  

第九週 
樂曲調性與轉調移調相

關知識練習  
認識樂曲調性、學習如何移調與轉調。  

第十週 
聆聽著名西洋樂曲∕認識

瞭解音樂作品基本架構  

藉由聆聽著名西洋樂曲為例，來認識瞭

解音樂作品基本架構為何。  

第十一週 
聆聽著名西洋樂曲∕認識

瞭解音樂作品基本架構  

藉由聆聽著名西洋樂曲為例，來認識瞭

解音樂作品基本架構為何。  

第十二週 西洋樂曲曲式分析  
以一首西洋樂曲為例，來作樂曲之曲式

分析。  

第十三週 西洋樂曲曲式分析  
以一首西洋樂曲為例，來作樂曲之曲式

分析。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複習之前所

學進度  
複習之前所學進度  

第十五週 西洋樂曲曲式分析  
以一首西洋樂曲為例，來作樂曲之曲式

分析。  

第十六週 認識瞭解西洋樂器  認識西洋四大樂器類型及聲音。  

第十七週 認識瞭解西洋樂器  認識西洋四大樂器類型及聲音。  

第十八週 認識瞭解西洋樂器  認識西洋四大樂器類型及聲音。  

第十九週 認識中西音樂史  認識中西音樂史及各樂派風格。  

第二十週 認識中西音樂史  認識中西音樂史及各樂派風格。  

第二十一週 
期末考∕複習本學期所學

進度  
複習本學期所學進度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基礎樂理學習單  

2.樂曲分析學習單  

3.歌唱評量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音樂創作  

英文名稱： Music Productio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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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藉由上學期已學習之音樂基礎訓練，進而嚐試如何創作一首樂曲，並由團隊成

員將其展演之。  

1.能瞭解音樂基礎樂理常識概念。  

2.能學習瞭解樂曲主題發想。  

3.能延伸主題動機，學習嚐試寫完一首歌曲或樂曲。  

4.能認識瞭解樂器配器概念及相關知識。  

5.能將適合之樂器，運用在各組所創作之樂曲當中。  

6.能嚐試學習配上人聲，演唱出來。  

7.能結合樂器及人聲，嚐試將其創作之樂曲演奏(唱)出來。  

8.能上台做樂曲之成果發展表演。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基本樂理複習∕歌唱基礎

訓練∕成員分組  
複習上學期已學習之音樂基礎樂理。  

第二週 
基本樂理複習∕歌唱基礎

訓練∕成員分組  
複習上學期已學習之音樂基礎樂理。  

第三週 
嚐試樂曲主題發想∕各小

組成員分工  

由教師引導，各組進行創作主題動機發

想。  

第四週 
嚐試樂曲主題發想∕各小

組成員分工  

由教師引導，各組進行創作主題動機發

想。  

第五週 各小組創作樂曲(歌曲)  由各小組組員，分工進行樂曲創作。  

第六週 各小組創作樂曲(歌曲)  由各小組組員，分工進行樂曲創作。  

第七週 各小組創作樂曲(歌曲)  由各小組組員，分工進行樂曲創作。  

第八週 各小組創作樂曲(歌曲)  由各小組組員，分工進行樂曲創作。  

第九週 各小組創作樂曲(歌曲)  由各小組組員，分工進行樂曲創作。  

第十週 
將創作之樂曲以五線譜

形式寫出  

由教師引導，將其創作曲以五線譜方式

寫出。  

第十一週 
將創作之樂曲以五線譜

形式寫出  

由教師引導，將其創作曲以五線譜方式

寫出。  

第十二週 
各小組寫出樂器分譜及

人聲分部譜  

由教師引導，將其創作曲樂器及人聲分

部，以五線譜方式寫出。  

第十三週 
各小組寫出樂器分譜及

人聲分部譜  

由教師引導，將其創作曲樂器及人聲分

部，以五線譜方式寫出。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複習之前所

學進度  
複習之前所學進度  

第十五週 
各小組演練其創作歌曲

(樂曲)  

各小組以樂器演奏及人聲演唱方式，團

練其創作曲。  

第十六週 
期末考∕複習本學期所學

進度  
複習本學期所學進度  

學習評量： 1.各組創作之樂譜 2.樂器及人聲分部譜 3.成果發表評量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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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個人體育專長  

英文名稱： Sports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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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評估自我體適能  

2.擬定自我運動計畫  

3.運動與飲食  

4.運動與體態控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適能評估  1.柔軟度 2.立定跳 3.一分鐘仰臥起坐  

第二週 體適能評估  
1.伸展操 2.心肺適能 800、1600 公尺跑

走  

第三週 運動計畫擬定  1.運動項目訓練處方擬定  

第四週 運動與飲食營養  1.六大營養素 2.運動前、後飲食  

第五週 重量訓練  1.二頭肌 2.三頭肌 3.胸大肌  

第六週 重量訓練  1.背肌 2.臀大肌  

第七週 核心肌群  1.橋撐 2.腹直肌群  

第八週 核心肌群  1.橋撐 2.腹直肌群 3.腹內外斜肌  

第九週 速度訓練  
1.起跑反應 2.30 公尺衝刺 3.60 公尺折

返跑  

第十週 跳躍力訓練  1.單、雙腳跳 2.垂直跳 3.跨步跳  

第十一週 運動與體態控制  1.身體肌群與訓練方法  

第十二週 跳躍力訓練  1.單、雙腳跳 2.垂直跳 3.立定三次跳  

第十三週 間歇訓練  1.追逐跑操場 6 圈 2.衝刺跑 50 公尺  

第十四週 速度訓練  
1.起跑反應 2.15 公尺折返跑 3.60 公尺

衝刺  

第十五週 繩梯運動  1.一格一步 2.一格二步 3.平移側步跑  

第十六週 繩梯運動  1.2 腳開合跳 2.交叉步 3.橫移上、下跑  

第十七週 敏捷性訓練  
1.協調馬克操 2.前後左右跳 2.20 秒反

覆側步  

第十八週 敏捷性訓練  
1.協調馬克操 2.前後左右跳 2.20 秒反

覆側步  

第十九週 測驗  
1.擬定運動計畫處方 2.運動與飲食 3.立

定跳 4.垂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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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測驗  
1.一分鐘仰臥起坐 2.20 秒反覆側步 

3.1600 公尺跑走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筆試評量成績。 3.術科測驗評量。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個人體育專長  

英文名稱： Sports expertis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加強自我體適能  

2.持續自我運動計畫  

3.球類競賽規則  

4.球類運動分組競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體適能評估  1.柔軟度 2.立定跳 3.一分鐘仰臥起坐  

第二週 體適能評估  
1.伸展操 2.心肺適能 800、1600 公尺跑

走  

第三週 運動計畫擬定  1.球類運動項目訓練處方擬定  

第四週 排球  1.個人托球 2.二人托球 3.分組托球  

第五週 排球  1.發球 2.分組比賽  

第六週 排球  1.發球 2.分組比賽  

第七週 排球  1.扣球 2.排球規則 3.分組比賽  

第八週 羽球  
1.羽球規則 2.單打、雙打、混雙分組比

賽  

第九週 羽球  1.單打、雙打、混雙分組比賽  

第十週 羽球  1.單打、雙打、混雙分組比賽  

第十一週 羽球  1.單打、雙打、混雙分組比賽  

第十二週 籃球  
1.左、右手上籃 2.二人擋人掩護練習 3.

三人小組進攻方法  

第十三週 籃球  
1.二人擋人掩護練習 2.三人小組進攻方

法 3.三人防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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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籃球  
1.二人擋人掩護練習 2.三人小組進攻方

法 3.三人防守方法  

第十五週 籃球  1.籃球規則 2.3 對 3 攻守練習  

第十六週 桌球  1.桌球規則 2.單打、雙打分組比賽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筆試評量成績。 3.術科測驗評量。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日語  

英文名稱： Travel Japanes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聽辨基本單詞、片語及簡單句子的能力。  

2.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與短文等之能力。  

3.以清晰的發音及正確的語調說出簡單的句子的能力。  

4.以簡易的日語介紹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5.認識、欣賞並尊重不同國家與族群之禮儀與文化習俗。  

6.認識日本的身體語言及互動模式。  

7.主動瞭解外國事物的習慣。  

8.能從多元文化觀點反思本國的文化及社會。  

9.將日文帶入生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起去看電影好嗎  
1.如何用日文邀約 2.被邀約時如何回應

與拒絕 3.單字及文法  

第二週 一起去看電影好嗎  
1.如何用日文邀約 2.被邀約時如何回應

與拒絕 3.會話與練習  

第三週 一起去看電影好嗎  
1.如何用日文邀約 2.被邀約時如何回應

與拒絕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四週 
生日時我收到朋友送的

花  

1.學習日文的授受表現 2.地點及人物助

詞學習 3.單字及文法  

第五週 
生日時我收到朋友送的

花  

1.學習日文的授受表現 2.地點及人物助

詞學習 3.會話與練習  

第六週 
生日時我收到朋友送的

花  

1.學習日文的授受表現 2.地點及人物助

詞學習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七週 桃園是很熱鬧的城市  1.學習形容詞的句型 2.形容詞的否定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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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3.單字及文法  

第八週 桃園是很熱鬧的城市  
1.學習形容詞的句型 2.形容詞的否定練

習 3.會話與練習  

第九週 桃園是很熱鬧的城市  
1.學習形容詞的句型 2.形容詞的否定練

習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週 我喜歡日本料理  
1.表達自己的喜惡 2.詢問理由及用日文

解釋原因 3.單字及文法  

第十一週 我喜歡日本料理  
1.表達自己的喜惡 2.詢問理由及用日文

解釋原因 3.會話與練習  

第十二週 我喜歡日本料理  
1.表達自己的喜惡 2.詢問理由及用日文

解釋原因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三週 東京迪士尼在千葉  
1.學習日文存在動詞 2.介紹住家附近環

境 3.單字及文法  

第十四週 東京迪士尼在千葉  
1.學習日文存在動詞 2.介紹住家附近環

境 3.會話與練習  

第十五週 東京迪士尼在千葉  
1.學習日文存在動詞 2.介紹住家附近環

境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六週 我家有四個人  
1.介紹家族成員 2.學習日文量詞 3.用日

文點餐 4.單字及文法  

第十七週 我家有四個人  
1.介紹家族成員 2.學習日文量詞 3.用日

文點餐 4.會話與練習  

第十八週 我家有四個人  
1.介紹家族成員 2.學習日文量詞 3.用日

文點餐 4.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九週 日本的冬天比台灣冷  
1.學習比較句型 2.形容詞的過去式練習 

3.單字及文法  

第二十週 日本的冬天比台灣冷  
1.學習比較句型 2.形容詞的過去式練習 

3.會話與練習  

第二十一週 日本的冬天比台灣冷  
1.學習比較句型 2.形容詞的過去式練習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二十二週 成果發表------自我介紹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日語  

英文名稱： Travel Japanes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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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聽辨基本單詞、片語及簡單句子的能力。 

2.閱讀簡單的句子、標示、與短文等之能力。 

3.以清晰的發音及正確的語調說出簡單的句子的能力。 

4.以簡易的日語介紹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5.認識、欣賞並尊重不同國家與族群之禮儀與文化習俗。 

6.認識日本的身體語言及互動模式。 

7.主動瞭解外國事物的習慣。 

8.能從多元文化觀點反思本國的文化及社會。 

9.將日文帶入生活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我要去日本玩  
1.想做某事想要某物的表達方式 2.去某

地的目的表達 3.單字及文法  

第二週 我要去日本玩  
1.想做某事想要某物的表達方式 2.去某

地的目的表達 3.會話與練習  

第三週 我要去日本玩  
1.想做某事想要某物的表達方式 2.去某

地的目的表達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四週 麻煩到東京車站  
1.搭計程車使用的對話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五週 麻煩到東京車站  
1.搭計程車使用的對話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六週 麻煩到東京車站  
1.搭計程車使用的對話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七週 我可以去洗手間嗎  
1.學習請求允許的句子 2.動詞分類與連

接形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八週 我可以去洗手間嗎  
1.學習請求允許的句子 2.連接形變化和

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九週 我可以去洗手間嗎  
1.學習請求允許的句子 2.連接形變化和

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週 台灣的水果好吃又便宜  

1.將兩個短句連接成一個較長的句子 2.

形容詞及名詞的連接形變化和運用 3.單

字及文法  

第十一週 台灣的水果好吃又便宜  

1.將兩個短句連接成一個較長的句子 2.

形容詞及名詞的連接形變化和運用 3.會

話與練習  

第十二週 台灣的水果好吃又便宜  

1.將兩個短句連接成一個較長的句子 2.

形容詞及名詞的連接形變化和運用 3.聽

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三週 請不要在這裡拍照  
1.學習請不要做、一定要做及可以不做的

句子 2.否定形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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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第十四週 請不要在這裡拍照  

1.學習請不要做、一定要做及可以不做的

句子 2.否定形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

習  

第十五週 請不要在這裡拍照  

1.學習請不要做、一定要做及可以不做的

句子 2.否定形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

與測驗  

第十六週 我的興趣是看日本動漫  
1.學習興趣及能力表達的句子 2.辭書形

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十七週 我的興趣是看日本動漫  
1.學習興趣及能力表達的句子 2.辭書形

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十八週 我的興趣是看日本動漫  
1.學習興趣及能力表達的句子 2.辭書形

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十九週 我曾經在日本看過相撲  
1.學習表達經驗的句子 2.動詞過去式的

變化和運用 3.單字及文法  

第二十週 我曾經在日本看過相撲  
1.學習表達經驗的句子 2.動詞過去式的

變化和運用 3.會話與練習  

第二十一週 我曾經在日本看過相撲  
1.學習表達經驗的句子 2.動詞過去式的

變化和運用 3.聽力練習與測驗  

第二十二週 成果發表------日文短劇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Travel Spanish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西班牙語的學生熟悉房子各部份名稱、傢俱及用具、身體、描述外貌之

常用形容詞、疑問詞 (疑問代詞) 疑問詞形容詞 、指示代名詞、職業、所有格

人稱代名詞與所有格形容詞等用法，藉西班牙文化、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化

入門西班牙語會話，增加的西班牙文表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學開

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Para emprezar español  En la universidad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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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Las Partes De La Casa  
Los muebles y enseres de la casa傢俱及用

具  

第三週 Las Partes De La Casa  
Escribe a las partes de la casa en planos de 

casa.寫作練習  

第四週 Las Partes De La Casa  
口語報告 Voy a presentar mi habitacion 

de sueño.  

第五週 我的城市 MI ciudad  城市基礎設施說明  

第六週 我的城市 MI ciudad  
劃出城市基礎設施並以西班牙語註記說

明  

第七週 我的城市 MI ciudad  口語報告 Sueño mi ciudad.  

第八週 我的身體 MI cuerpo  
Las partes de cuerpo 身體重要器官與外

貌說明  

第九週 我的身體 MI cuerpo  
形容我自己的外貌 Hablar De Mi cuerpo 

y 描述外貌之常用形容詞 el adjetivo  

第十週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疑問代詞 ¿cuál? ¿cuáles?  

疑問詞形容詞  

第十一週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疑問詞 (疑問代詞) ¿qué ?  

疑問代詞 ¿quién, quiénes?  

第十二週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疑問副詞¿cómo? ("adverbios 

interrogativos")  

疑問副詞¿cuándo? ("adverbios 

interrogativos")  

第十三週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Cuánto ? 疑問形容詞或是疑問副詞  

疑問副詞 ¿dónde? ¿ dónde + 動詞?  

第十四週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綜合練習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綜合練習與評量  

第十五週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綜合練習  

西班牙語疑問詞 Interrogativos del 

español 綜合練習與評量  

第十六週 Haber 無人稱動詞  
Haber 無人稱動詞 說明與運用 

Complete el diálogo en teléfono.  

第十七週 指示代名詞  指示代名詞使用與說明  

第十八週 家人之職業說明與介紹  ¿A qué se dedica usted?  

第十九週 家人之職業說明與介紹  ¿Qué hace tu esposa?  

第二十週 
所有格人稱代名詞與所

有格形容詞  

所有格人稱代名詞與所有格形容詞使用

與說明  

第二十一週 口語綜合評量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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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西班牙語  

英文名稱： Travel Spanish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學)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西班牙語的學生熟悉所有格人稱代名詞與所有格形容詞、SER 及 estar 動

詞的不規則變化形容詞用法 el adjetivo、地方副詞、hay 和 tener 的區別及個人

喜好與興趣介紹，藉西班牙文化、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化入門西班牙語會話，

增加的西班牙文表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

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Para emprezar español  Complete el diálogo en teléfono.  

第二週 所有格形容詞  所有格形容詞簡介、說明與使用  

第三週 所有格形容詞  所有格形容詞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四週 SER 動詞的不規則變化  SER 動詞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五週 estar 動詞的不規則變化  estar 動詞的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六週 
SER 動詞與 estar 動詞的

區別  
簡介、說明與使用  

第七週 
形容詞用法 el adjetivo 

(adj. )  
簡介、說明與使用  

第八週 
形容詞用法 el adjetivo 

(adj. )  
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九週 hay 和 tener 的區別  簡介、說明與使用  

第十週 hay 和 tener 的區別  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一週 
我的西班牙文教室 En la 

clase de español  
常用教室用語、單字、說明與使用  

第十二週 
我的西班牙文教室 En la 

clase de español  
常用教室用語、單字、造句練習使用  

第十三週 
常用動詞規則及不規則

變化  

說明西班牙語第一類動詞 – ar 規則變

化， 第二類動詞 – er 規則變化， 第三

類動詞 – ir 規則變化  

第十四週 
常用動詞規則及不規則

變化  
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十五週 
地方副詞 El adverbio 

(adv.)  
簡介、說明與使用  

第十六週 地方副詞 El adverbio 使用與造句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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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第十七週 西班牙語邀請卡製作  西班牙語邀請卡實際製作  

第十八週 購物  
Vamos a “El Corte Inglés”簡介、說明與使

用  

第十九週 購物  
Todos los departamentos del centro 

comercial  

第二十週 個人喜好與興趣介紹  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二十一週 自我介紹 A1-2 nivel  
自我介紹 una auto presentación formal A 

1-2 nivel 寫作  

第二十二週 
自我介紹 A1-2 nivel 口

試  

自我介紹 una auto presentación formal A 

1-2 nivel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法語  

英文名稱： Travel French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 在高一法語課的基礎上，接續進階的法語。  

2. 加強口說練習。  

3. 能使用基本文法和字彙的能力，能推測字句意義的能力。  

4. 能理解並使用日常生活熟悉且非常簡單的字詞和用語。  

5. 能閱讀理解文章主旨、大意、及重要細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3A 我們來做什麼(2)  

1. 課文:p.40-41  

2. 作業:造句練習 p.43  

3. 介紹知名法國足球Zidane p.95主題字

彙:各式各樣的活動  

第二週 3A 我們來做什麼(3)  
1. 聽力練習:p.42  

2. 閱讀短文:p.44  

第三週 3BJulien 的禮物(1)  
1. 聽力練習:p.42  

2. 閱讀短文:p.44 Oberlin 太太找她的貓  

第四週 3BJulien 的禮物(2)  1. 課文:p.45 購買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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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彙解說 p.94-95  

第五週 3BJulien 的禮物(3)  
1.數字的運用:P.46  

2.造句:P.47  

第六週 3C 慶生(1)  

1. 課文 P48  

2. 動詞 arriver、adorer  

3. 字彙:居家空間(1)  

第七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八週 3C 慶生(2)  

1. 習作 P49-51  

2. 動詞 jouer 、chanter  

3. 字彙: 居家空間(2)  

第九週 3C 慶生(3)  
1. 口說練習:你幾歲?  

2. 動詞: vouloir、comprendre  

第十週 4 邀請函(1)  
1. 課文 P54 如何寫邀請函  

2. 動詞 apporter、avoir  

第十一週 4 邀請函(2)  
1. 所有格形容詞  

2. 習作 P54-56  

第十二週 4A 打包行李(1)  

1. 課文 P57(1)  

2. 字彙:衣物(1)  

3. 動詞: préparer、fair  

第十三週 4A 打包行李(2)  

1. 課文 P57(2)  

2. 字彙:衣物(2)  

3. 動詞: savoir  

第十四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十五週 4A 打包行李(3)  
1.習作 P57-60  

2.講義: 單元 6 衣物 及 顏色  

第十六週 4B 搭車(1)  

1. 課文 P.61(1)在車站  

2. 字彙:數字  

3. 動詞: avoir、être  

第十七週 4B 搭車(2)  

1. 課文 P.61(2)在車站  

2. 字彙: 複習 avoir、être 、faire  

3. 動詞: arriver、monter  

第十八週 4B 搭車(3)  
1. 習作:62-63  

2. 講義: 單元 1 時間的說法  

第十九週 4C 前往巴黎(1)  

1. 課文: P.64(1)在火車上  

2. 字彙: 食物與飲料(1)  

3. 動詞: regarder、 chercher  

第二十週 4C 前往巴黎(2)  

1. 課文: P.64(2)在火車上  

2. 字彙: 食物與飲料(2)  

3. 動詞: tomber、 trouver  

第二十一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動詞變化背誦、造句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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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評量成績:紙筆測驗、口說測驗、聽力測驗、字彙測驗。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法語  

英文名稱： Travel French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1. 在高一法語課的基礎上，接續進階的法語。 

2. 加強口說練習 

3. 能使用基本文法和字彙的能力，能推測字句意義的能力。 

4. 能理解並使用日常生活熟悉且非常簡單的字詞和用語。 

5. 能閱讀理解文章主旨、大意、及重要細節。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元 1 現在幾點鐘?  
1. 整點的說法 

2. 幾點幾分  

第二週 單元 1 現在幾點鐘?  

1. 半點鐘的說法 

2. 一刻鐘的說法 

3. 口說練習 

第三週 單元 2 日期  
1. 字彙:月份、星期、數字 1-1000(複習) 

2. 幾年幾月幾日 

第四週 單元 2 日期  
1. 幾年幾月幾日 

2. 口說練習 

第五週 單元 3 日常生活  
1. 每日生活 le quotidien 

2. 反身動詞的用法 

第六週 單元 3 日常生活  
1. 動詞 prendre，attendre 

2. 口說練習 

第七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八週 單元 3 日常生活  
1. 動詞 travailler，rentrer，conduire 

2. 句型練習 

第九週 單元 4 品質形容詞  
1. 複習 être 動詞 

2. 形容詞的介紹 

第十週 單元 5 形容詞  形容詞的陰性規則 1-4 類  

第十一週 單元 5 形容詞  
1. 形容詞的陰性規則 6-10 類 

2. 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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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單元 6 衣物及顏色  
1. 對話講解 

2. 形容詞語名詞的性數配合 

第十三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十四週 單元 7 方位  
1. 課文:La chambre de Van Gogh 

2. 表達地點的介係詞 

第十五週 單元 7 方位  
1. 課文問與答 

2. 方位介係詞練習題 

第十六週 單元 8 購物  
1. 對話:在商店裡 

2. 指示形容詞規則 

第十七週 單元 8 購物  
1. 對話:在商店裡(問與答) 

2. 指示形容詞練習題 

第十八週 單元 9 要往哪兒去?  
1. 對話:去羅浮宮 

2. 字彙:交通工具 

第十九週 單元 10 休閒活動  
1. 對話講解 

2. 反身動詞的用法(1) 

第二十週 單元 10 休閒活動  1.反身動詞的用法(2)2. 反身動詞練習題  

第二十一週 測驗  複習+測驗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動詞變化測驗背誦、句型練習 

2.多元評量成績:紙筆測驗、聽力測驗、對話演練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韓語  

英文名稱： Travel Korean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專校院)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韓語語的學生了解韓語的句子結構，動詞與形容詞的變化，連接句子、

句子種類、尊敬形的用法，疑問詞 (疑問代詞) 疑問詞形容詞 、指示代名詞、

職業、所有格人稱代名詞與所有格形容詞等用法，藉西班牙文化、音樂並學會

簡單的生活化入門韓語會話，增加的韓文表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

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時態  
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現在進行式、

過去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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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否定形式  
否定的字詞，안 ，못 ，格式體尊敬形，

非格式體尊敬形  

第三週 助詞  主格助詞、賓格助詞、時地助詞  

第四週 列舉與對比  
結合二個以上關於主詞的事實，多個動

詞或形容詞之間的選擇  

第五週 時間表達  
二個事件的時間關聯，動作或狀態持續

發生的時間  

第六週 能力與可能性  
當某人可以做某事、或者不能做某事的

能力或可能性表達  

第七週 要求與義務、允許與禁止  某種義務的否定型態，拒絕的表達方式  

第八週 希望的表達  願望與期待的表達  

第九週 理由與原因  祈使句及勸誘句的表達  

第十週 請求與協助  拜託別人幫忙的表達  

第十一週 嘗試新事物與經驗  過去曾經或未曾體驗某件事的表達  

第十二週 詢問意見與給予建議  
說話者向聽者提出建議，或是詢問聽者

意見的表達  

第十三週 意圖與計畫  說話者的意願，我計畫要做某事的表達  

第十四週 目的與約定  跟自己或朋友約定，表達做某事的決心  

第十五週 條件與假設  

假如…的話，例如：假如塞車時間開車

的話，可能會遲到。傳達已經發生過的

資訊，例如：昨天看電影的時候，我感

動得哭了  

第十六週 推測  
根據自己的經驗，對某事做出推測，例

如：我覺得你穿這件衣服，應該會好看  

第十七週 詞語形態的轉變  
將動詞或形容詞轉成名詞形，例如：我

家很遠，所以到學校不容易  

第十八週 狀態表達  
動作完成的持續狀態，例如：雨傘上寫

著名字。因為很冷，所以穿著襪子  

第十九週 確認訊息  
對事情有疑問而想確認，例如：你知道

他哪裡不舒服嗎？  

第二十週 發現與驚訝  

對於直接體驗的事，或從別人得知的新

事物表達驚訝，例如：你韓語說得真好

呢。  

第二十一週 引用句  
直接引用、間接引用的表達，例如：愛

迪生說過：『失敗為成功之母』  

第二十二週 不規則變化  動詞及形容詞的不規則變化練習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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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韓語  

英文名稱： Travel Korean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專校院)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韓語的學生，在實際的生活對話中，使用學過的文法和單字與人溝通，

在特殊的情境下，各種表達的方式，使口語更加自然，增加的韓文表達（口語）

溝通能力，藉由文化層面來了解韓國語言，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

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談論自己及家庭  

關於家鄉及預計停留時間的問答，敘述

來韓國的目的，關於職業和聯絡方式之

問答  

第二週 談論日常例行事務  
每日生活，參與、進行嗜好活動的頻率，

日常例行事務  

第三週 關於承諾的想法  
提出意見，給原因或理由，更改會面，

修正看法  

第四週 
如何從一個定點前往另

一個目的地  

向陌生人禮貌問路，在商店裡詢問物品

位置，迷路及尋求協助  

第五週 
談論一個人對食物的偏

好  

你喜歡和討厭的食物，點菜，形容餐點，

推薦餐廳  

第六週 
提供有關韓國居住的資

訊  

形容物品細節，住宿的問與答，公司文

化中合宜的行為舉止，與別人談話應對  

第七週 敘述居住環境的優缺點  
談論單人住宅的優點及缺點，找房子，

解釋住處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第八週 購物  
商品問與答，討論商品優缺點，比較商

品，購買商品，更換商品  

第九週 購物  
解釋商品問題，詢問聽者的意圖，說明

更換商品的原因，解釋退貨程序  

第十週 在韓國生活  
比較剛抵達韓國的情況和現況，討論錯

誤，表達情緒  

第十一週 在韓國生活  
表達學韓語的困難處，詢問及給予建

議，討論一個人的工作及未來目標  

第十二週 遇到困難  
關於困難的詢問與回覆，提出請求，接

受請求  

第十三週 遇到困難  
對天氣氣候的關心，建議新點子，提及

義務與責任，談論決定  

第十四週 人們  描述人的外貌，討論轉變及狀態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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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描述人的穿著，討論人做事情的目

的  

第十五週 健康  
討論生病、受傷與健康，確認剛聽到的

消息，做推測，治療傷口或疾病  

第十六週 健康  

做出不明確的猜測，確認傳聞，與人打

招呼後提出問題，解釋受傷及生病的原

因  

第十七週 興趣嗜好  
討論個人計畫，提出邀約，表達擔心，

語意相反的副詞  

第十八週 興趣嗜好  
給予鼓勵，禮貌的表達個人觀點，給予

忠告意見  

第十九週 旅遊  
Todos los departamentos del centro 

comercial  

第二十週 旅遊  使用與造句練習  

第二十一週 人際關係互動  
解釋說明個人行為，向人詢問意見，斥

責某人沒去做應該要做的事  

第二十二週 人際關係互動  
找尋藉口，正式道歉，拒絕請求，猜想

將會發生的事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畫設計  

英文名稱： Animation Production Practic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引用教材資料，認識動畫的原理及應。 引用教材資料，認識動畫的原理及

應。 

(二)連結圖像的鏡頭語法，規劃故事腳本。 連結圖像的鏡頭語法，規劃故事腳

本。 

(三)運用不同繪畫技術，進行動製。 運用不同繪畫技術，進行動製。 

(四)組織動畫技術及媒體製作的觀念，統整創。 組織動畫技術及媒體製作的觀

念，統整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動畫世界  動畫成像原理、種類與相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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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動畫與數位技術  動畫概念以及製作流程  

第三週 故事腳本設定  故事腳本實作教學  

第四週 故事腳本設定  故事腳本實作教學  

第五週 故事腳本設定  故事腳本實作教學  

第六週 故事腳本設定  故事腳本實作教學  

第七週 美術設定  美術設定實作教學  

第八週 美術設定  美術設定實作教學  

第九週 美術設定  美術設定實作教學  

第十週 美術設定  美術設定實作教學  

第十一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十二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十三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十四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十五週 場景設計  場景設計實作  

第十六週 場景設計  場景設計實作  

第十七週 場景設計  場景設計實作  

第十八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九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二十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二十一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二十二週 作品呈現與分享  作品呈現與分享  

學習評量： 

1.課堂筆記本 10% 

2.課堂小考 20% 

4.課後作業 30% 

5.段考 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畫設計  

英文名稱： Animation Production Practic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引用教材資料，認識動畫的原理及應。 引用教材資料，認識動畫的原理及

應。 

(二)連結圖像的鏡頭語法，規劃故事腳本。 連結圖像的鏡頭語法，規劃故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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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三)運用不同繪畫技術，進行動製。 運用不同繪畫技術，進行動製。 

(四)組織動畫技術及媒體製作的觀念，統整創。 組織動畫技術及媒體製作的觀

念，統整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動畫世界  動畫成像原理、種類與相關發展  

第二週 動畫與數位技術  動畫概念以及製作流程  

第三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四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五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六週 分鏡繪製  分鏡繪製實作  

第七週 場景設計  場景設計實作  

第八週 場景設計  場景設計實作  

第九週 場景設計  場景設計實作  

第十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一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二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三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四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五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六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七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八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十九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二十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二十一週 動畫製作  動畫製作  

第二十二週 作品呈現與分享  作品呈現與分享  

學習評量： 

1.課堂筆記本 10% 

2.課堂小考 20% 

4.課後作業 30% 

5.段考 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態文學  

英文名稱： Dynamic Literature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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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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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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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透過國語文聽說讀寫的引導，增進學生的思辨能力，精確的表達個人想法，建

立有效的人際溝通。 2.將課程融入生活教育中，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判斷的

能力。  

3.培養學生廣泛閱讀的習慣，以提升人文素養，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什麼是電影文學  介紹電影與文本的關係  

第二週 小說《追風箏的孩子》  介紹小說《追風箏的孩子》  

第三週 小說《追風箏的孩子》  討論小說《追風箏的孩子》  

第四週 電影《追風箏的孩子》  欣賞電影《追風箏的孩子》  

第五週 電影《追風箏的孩子》  欣賞電影《追風箏的孩子》  

第六週 討論影《追風箏的孩子》  
討論《追風箏的孩子》在小說與電影中

的異同  

第七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八週 古典詩歌  從詩經、樂府、宋詞等介紹古人的詩歌  

第九週 流行歌中與中國風  
以宋詞融入流行歌為例，講解語言與情

感的傳遞  

第十週 流行歌中與中國風  以流行歌曲為例，講解傳統文化的傳承  

第十一週 流行歌與押韻  從流行歌討論，修辭的意義  

第十二週 流行歌與押韻  討論押韻在流行歌曲中的功能  

第十三週 分組報告  報告流行歌中的文學  

第十四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五週 文學與社群媒體  介紹文學與社群媒體的關係  

第十六週 文學與 Facebook  介紹文學與 Facebook 的關係  

第十七週 文學與 Instagram  介紹文學與 Instagram 的關係  

第十八週 文學與 Line  介紹文學與 Line 的關係  

第十九週 文學與抖音  介紹文學與抖音的關係  

第二十週 文學與 YouTube  介紹文學與 YouTube 的關係  

第二十一週 分組報告  報告文學與社群媒體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個人作業  

2.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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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態文學  

英文名稱： Dynamic Literatur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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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透過國語文聽說讀寫的引導，增進學生的思辨能力，精確的表達個人想法，

建立有效的人際溝通。  

二、將課程融入生活教育中，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廣泛閱讀的習慣，以提升人文素養，並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廣告與文字  介紹廣告與文字的關係  

第二週 平面廣告  討論平面廣告與文字  

第三週 電視廣告  討論電視廣告與文字  

第四週 社群廣告  討論社群廣告與文字  

第五週 電銷廣告  討論電銷廣告與文字  

第六週 分組報告  報告廣告與文字  

第七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八週 語文與表情  討論語文與表情的關係  

第九週 電視新聞與語文  討論電視新聞與語文  

第十週 綜藝節目與語文  討論文字新聞與語文  

第十一週 藝人訪談與語文  討論藝人訪談與語文  

第十二週 舞台劇與語文  討論舞台劇與語文  

第十三週 電視劇與語文  討論電視劇與語文  

第十四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五週 語言的力量  討論語言語生活的關係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報告文學改編的電影  

學習評量： 
1.個人作業  

2.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商業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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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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學習目標： 

1. 強化原有商業概論的概念，了解現代化的商業環境  

2. 建立商業及其管理基本概念  

3. 培養學生正確工作態度及創業精神  

4. 培養學生繼續升學、進修及自我發展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緒論  商業的內涵  

第二週 (一)緒論  商業的社會角色與責任  

第三週 (一)緒論  企業與環境的關係  

第四週 
(二)企業家精神與創業能

力  
企業家在商業上的角色  

第五週 
(二)企業家精神與創業能

力  
自行創業的機會  

第六週 
(二)企業家精神與創業能

力  
企業問題分析與解決  

第七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八週 
(二)企業家精神與創業能

力  
建立願景  

第九週 (三)商業現代化機能  商業現代化  

第十週 (三)商業現代化機能  現代化的商業機能  

第十一週 (四)商業經營型態  業種與業態  

第十二週 (四)商業經營型態  零售業  

第十三週 (四)商業經營型態  有店鋪之經營型態  

第十四週 (四)商業經營型態  無店鋪之經營型態  

第十五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六週 (四)商業經營型態  批發業  

第十七週 
(五)連鎖企業及微小型企

業創業經營  
傳統商店經營  

第十八週 
(五)連鎖企業及微小型企

業創業經營  
連鎖經營與管理  

第十九週 
(五)連鎖企業及微小型企

業創業經營  
連鎖店的經營管理  

第二十週 
(五)連鎖企業及微小型企

業創業經營  
異業結盟  

第二十一週 (五)連鎖企業及微小型企微小型企業及自營店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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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業經營  

第二十二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定期評量  

2.心得撰寫  

3.經驗分享  

對應學群： 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商業概論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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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學習目標： 

1. 強化原有商業概論的概念，了解現代化的商業環境  

2. 建立商業及其管理基本概念  

3. 培養學生正確工作態度及創業精神  

4. 培養學生繼續升學、進修及自我發展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六)行銷管理  行銷管理的基本概念  

第二週 (六)行銷管理  行銷企劃  

第三週 (六)行銷管理  目標市場的區隔與選擇  

第四週 (六)行銷管理  行銷策略  

第五週 (六)行銷管理  顧客服務及回饋  

第六週 (七)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概念  

第七週 (七)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規劃  

第八週 (七)人力資源管理  徵才與訓練  

第九週 (七)人力資源管理  薪資與福利  

第十週 (七)人力資源管理  績效評估與獎懲  

第十一週 (七)人力資源管理  國內勞工問題因應  

第十二週 (八)財務管理  財務管理的基本概念  

第十三週 (八)財務管理  財務規劃與控制  

第十四週 (八)財務管理  營運資產管理  

第十五週 (八)財務管理  融資  

第十六週 (九)商業法律  企業與法律  

第十七週 (九)商業法律  政府法規  

第十八週 (九)商業法律  企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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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九)商業法律  電子商務的法律議題  

第二十週 (十)商業未來發展  未來潛力市場  

第二十一週 (十)商業未來發展  未來商業的發展趨勢  

第二十二週 (十)商業未來發展  未來商業的經營策略  

學習評量： 

1.定期評量  

2.心得撰寫  

3.經驗分享  

對應學群： 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攝影  

英文名稱： Basic Photograph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了解相機、鏡頭感光材料的使用方式及成像技巧。 

(二)學會各式相機技術的拍攝與應用方。 

(三)欣賞生活中不同類別攝影作品的表現。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攝影基本概念  攝影基本概念  

第二週 攝影的要素-光  攝影的要素-光  

第三週 
攝影的要素-被照物與環

境  
攝影的要素-被照物與環境  

第四週 相機的種類  傳統及數位相機的構造  

第五週 光圈與快門  攝影實拍練習  

第六週 鏡頭的運用  攝影實拍練習  

第七週 感光度  攝影實拍練習  

第八週 取景與調焦  攝影實拍練習  

第九週 景深的控制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週 光源的認識與應用  各種光源方向  

第十一週 自然光源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二週 人工光源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三週 光源的大小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四週 閃光燈  閃光燈的使用技巧  

第十五週 構圖運用  構圖的基本原理  

第十六週 構圖與攝影的配合  攝影實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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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週 主題與空間的處理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八週 攝影構圖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九週 濾鏡運用  攝影實拍練習  

第二十週 主題攝影(1)  攝影實拍練習  

第二十一週 主題攝影(2)  攝影實拍練習  

第二十二週 期末作品發表  期末作品發表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基礎攝影  

英文名稱： Basic Photograph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一)了解相機、鏡頭感光材料的使用方式及成像技巧。 

(二)學會各式相機技術的拍攝與應用方。 

(三)欣賞生活中不同類別攝影作品的表現。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攝影基本概念  攝影基本概念  

第二週 攝影的要素-光  攝影的要素-光  

第三週 
攝影的要素-被照物與環

境  
攝影的要素-被照物與環境  

第四週 主題攝影(1)-商品攝影  傳統及數位相機的構造  

第五週 主題攝影(1)-商品攝影  攝影實拍練習  

第六週 主題攝影(1)-商品攝影  攝影實拍練習  

第七週 主題攝影(1)-商品攝影  攝影實拍練習  

第八週 主題攝影(1)-商品攝影  攝影實拍練習  

第九週 主題攝影(1)-商品攝影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週 
商品攝影作品呈現與發

表  
商品攝影作品呈現與發表  

第十一週 主題攝影(2)-人物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二週 主題攝影(2)-人物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三週 主題攝影(2)-人物  攝影實拍練習  

第十四週 主題攝影(2)-人物  閃光燈的使用技巧  

第十五週 主題攝影(2)-人物  構圖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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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人物作品呈現與發表  人物作品呈現與發表  

第十七週 數位後製修圖介紹  數位後製修圖介紹  

第十八週 數位後製修圖實作  電腦教室上機實作  

第十九週 數位後製修圖實作  電腦教室上機實作  

第二十週 數位後製修圖實作  電腦教室上機實作  

第二十一週 數位後製修圖實作  電腦教室上機實作  

第二十二週 期末作品呈現與發表  期末作品呈現與發表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從古文明到現代  

英文名稱： 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 to moder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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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藉由建築物的主題脈絡，建立時間架構，觀察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間的改變。 

2.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3.認識與運用科技、資訊及媒體，並探究其與人類社會價值、信仰及態度的關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上古西亞文化  
介紹西亞文化的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

空中花園建築資產  

第二週 上古埃及文化、中國文化  
介紹埃及文化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金

字塔建築資產  

第三週 古典希臘、羅馬文化  
介紹古典希臘、羅馬文化文化歷史起

源、發展並說明神廟、競技場建築資產  

第四週 中古印度文化  
介紹印度文化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吳

哥窟建築資產  

第五週 中古阿拉伯文化  
介紹阿伯文化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清

真寺建築資產  

第六週 中古西歐文化  
介紹西歐文化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莊

園、城堡  

第七週 總結與測驗  紙筆測驗  

第八週 中古東歐文化  
介紹東歐文化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聖

索菲亞大教堂建築資產  

第九週 近代工業革命  介紹工業革命歷史的原因、發展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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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萬國博覽會一水晶宮  

第十週 近代法國文化  
介紹法國文化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巴

黎鐵塔建築資產  

第十一週 近代美國文化  
介紹美國文化歷史起源、發展並說明自

由女神建築資產  

第十二週 分組報告  
學生運用電腦技能繪製古建築物，進而

創新設計並分享  

第十三週 分組報告  
學生運用電腦技能繪製古建築物，進而

創新設計並分享  

第十四週 總結與測驗  紙筆測驗  

第十五週 現代武器  介紹鐵甲船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學習評量： 採用紙筆測驗、作業練習、實作評量、專題報告、檔案評量等。  

對應學群： 資訊 建築設計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現代軍事科技  

英文名稱：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當前世界軍事科技趨勢。  

2. 解析我國軍武現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戰爭型態的演變  新戰爭論、農業、工業時期戰爭  

第二週 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  網路化作戰、匿蹤技術、無人飛行載具  

第三週 
軍事事務革新的意義與

內容  
認識 Word 軟體  

第四週 
美國軍事事務革新的發

展與方向  
文件編輯與格式設定  

第五週 我國軍事事務革新作為  圖表的編輯與應用  

第六週 資訊作戰  資訊戰運用  

第七週 電磁防護  種類、影響、防護  

第八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九週 精準武器  雷射導引、地形匹配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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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無人遙控載具  
無人飛行、無人水面、無人水下載具系

統  

第十一週 隱形載具  形狀、反紅外線探測、磁場  

第十二週 非致命武器  動能類、化學類、定向能技術  

第十三週 其他武器  環境武器、太陽武器、鑽地核彈  

第十四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五週 生物科技  致命性、發展限制、貢獻  

第十六週 奈米科技  軍事上的運用  

第十七週 太空科技  競賽開始、運用方式、軍事化發展  

第十八週 其他科技  電磁技術、電漿技術  

第十九週 飛彈防禦系統  飛彈防禦發展狀況  

第二十週 飛彈防禦系統  防禦模式  

第二十一週 學期總複習  學期總複習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現代軍事科技  

英文名稱： Modern military technolog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當前世界各國軍事事務革新作為。  

2. 建立學生對當前國家國防技術方面的正確認知。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農業文明戰爭  戰爭特色、重要發明  

第二週 工業文明戰爭  戰爭特色、重要發明  

第三週 科技資訊戰爭  戰爭特色、重要發明  

第四週 武器載具演進史  冷兵器、熱兵器、高科技武器時代  

第五週 不存在的第一集團軍  二戰史實  

第六週 軍師事務革新  東方的發明與西方的革新進步  

第七週 
美軍事事務革新四個作

戰領域  

長程精準打擊、資訊戰、優勢機動、太

空戰  

第八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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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國防組織與轉型  空中突破、海上突破  

第十週 國軍常備部隊  陸、海、空、憲兵、後備  

第十一週 動員演練項目  動員支援防衛作戰、萬安演習  

第十二週 民防體系重要項目  演習、全民國防理念宣導  

第十三週 先進武器簡介  有形殺傷武器、無形殺傷武器  

第十四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五週 無形的敵人  網路謝賊、戰士、犯罪、恐怖份子  

第十六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創意行銷  

英文名稱： Creative to Market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瞭解行銷在商業活動中所佔的地位和重要性。 

2. 分析行銷環境和消費者購買行為。 

3. 瞭解市場區隔與選擇目標市場。 

4. 瞭解產品、價格、推廣通路規劃與決策。 

5. 瞭解各種溝通與推廣策略。 

6. 瞭解各種行業的行銷方式。 

7. 瞭解行銷的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行銷觀念及其演進  行銷的意義與範圍  

第二週 (一)行銷觀念及其演進  行銷的重要產與觀念演進  

第三週 (一)行銷觀念及其演進  對社會的影響  

第四週 
(二)行銷環境及其變遷對

行銷工作的影響  
行銷環境的分析  

第五週 
(二)行銷環境及其變遷對

行銷工作的影響  
個體環境對行銷工作的影響  

第六週 
(二)行銷環境及其變遷對

行銷工作的影響  
總體環境對行銷工作的影響  

第七週 (三)顧客與市場分析  市場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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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三)顧客與市場分析  消費者市場與組織市場的顧客分析  

第九週 (四)行銷目標與行銷組合  目標市場  

第十週 (四)行銷目標與行銷組合  市場區隔  

第十一週 (四)行銷目標與行銷組合  STP、SWOT 分析  

第十二週 (五)產品管理  產品概論、產品策略  

第十三週 (五)產品管理  產品生命週期模式  

第十四週 (五)產品管理  新產品開發  

第十五週 (六)價格管理  價格的決策的決定因素  

第十六週 (六)價格管理  價格決策  

第十七週 (六)價格管理  基本定價方法  

第十八週 (六)價格管理  價格競爭策略  

第十九週 (六)價格管理  訂價與經濟分析  

第二十週 總復習  總復習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3.心得分享  

對應學群： 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創意行銷  

英文名稱： Creative to Marketing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瞭解行銷在商業活動中所佔的地位和重要性。 

2. 分析行銷環境和消費者購買行為。 

3. 瞭解市場區隔與選擇目標市場。 

4. 瞭解產品、價格、推廣通路規劃與決策。 

5. 瞭解各種溝通與推廣策略。 

6. 瞭解各種行業的行銷方式。 

7. 瞭解行銷的方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七)推廣管理-促銷、人員

銷售、公共關係  
推廣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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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七)推廣管理-促銷、人員

銷售、公共關係  
促銷  

第三週 
(七)推廣管理-促銷、人員

銷售、公共關係  
人員銷售  

第四週 
(七)推廣管理-促銷、人員

銷售、公共關係  
公共關係  

第五週 (八)推廣理-廣告  廣告的意義  

第六週 (八)推廣理-廣告  廣告的類型  

第七週 (八)推廣理-廣告  廣告的決策與管理  

第八週 (九)行銷通路管理  通路的基本概念  

第九週 (九)行銷通路管理  通路的類型  

第十週 (九)行銷通路管理  通路系統的整合  

第十一週 (九)行銷通路管理  通路設計決策  

第十二週 (十)零售商管理  零售商的基本概念  

第十三週 (十)零售商管理  零售商的分類  

第十四週 (十)零售商管理  加盟連瑣體系  

第十五週 (十)零售商管理  零售商的行銷決策  

第十六週 (十)零售商管理  零售銷的發展趨勢  

第十七週 
(十一)市場調查與行銷資

訊  
市場調查的基本概念  

第十八週 
(十一)市場調查與行銷資

訊  
市場調查的步驟  

第十九週 
(十一)市場調查與行銷資

訊  
行銷資訊系統  

第二十週 (十二)服務業產品行銷  服務的基本概念、服務業行銷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3.心得分享  

對應學群： 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智慧機器人  

英文名稱： Smart robot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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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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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提昇學生習得紅外線遙控 mBot 概念與知識能力。  

2. 培養學生學生學習 mBot 的設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一) 認識 mBot 機器人  開發環境建置  

第二週 (一) 認識 mBot 機器人  認識 mBot 機器人  

第三週 (一) 認識 mBot 機器人  認識 mBot 機器人  

第四週 (一) 認識 mBot 機器人  認識 mBot 機器人  

第五週 (二) 唱歌 mBot  LED 表情面板  

第六週 (二) 唱歌 mBot  快樂頌  

第七週 (二) 唱歌 mBot  快樂頌  

第八週 (三) 聲音感測 mBot  常用的使用者界面元件  

第九週 (三) 聲音感測 mBot  常用的使用者界面元件  

第十週 (三) 聲音感測 mBot  溫度轉換  

第十一週 (四) 光控智慧 mBot  光線偵測  

第十二週 (四) 光控智慧 mBot  背景啟動程式  

第十三週 (四) 光控智慧 mBot  背景啟動程式  

第十四週 (五) 搖桿與燈帶 mBot  
紅外線遙控 mBot 前進、後退  

 

第十五週 (五) 搖桿與燈帶 mBot  紅外線遙控 mBot 前進、後退  

第十六週 (五) 搖桿與燈帶 mBot  紅外線遙控 mBot 左轉右與停止  

第十七週 (六) 即時溫度監控 mBot  溫度計時器元件  

第十八週 (六) 即時溫度監控 mBot  溫度計時器元件  

第十九週 (六) 即時溫度監控 mBot  溫度元件清單  

第二十週 (七) mBot 小夜燈  可調電阻器元件  

第二十一週 (七) mBot 小夜燈  資料處理  

第二十二週 (七) mBot 小夜燈  資料處理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智慧機器人  

英文名稱： Smart robot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跨校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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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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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提昇學生習得紅外線遙控 mBot 概念與知識能力。  

2. 培養學生學生學習 mBot 的設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八) mBot 火氣電動車  角色動畫  

第二週 (八) mBot 火氣電動車  角色對話  

第三週 (八) mBot 火氣電動車  角色對話  

第四週 

(九) 自動 避開障礙物的

機器人 避開障礙物的機

器人 mBot  

社交應用元件  

第五週 

(九) 自動 避開障礙物的

機器人 避開障礙物的機

器人 mBot  

有聲電子書  

第六週 

(九) 自動 避開障礙物的

機器人 避開障礙物的機

器人 mBot  

有聲電子書  

第七週 (十) 巡線機器人 mBot  位置感測  

第八週 (十) 巡線機器人 mBot  巡線機器人  

第九週 (十) 巡線機器人 mBot  巡線機器人  

第十週 (十) 巡線機器人 mBot  巡線機器人  

第十一週 (十) 巡線機器人 mBot  巡線機器人  

第十二週 (十) 巡線機器人 mBot  巡線機器人  

第十三週 
(十一) mBot 機器人蜂鳴

機  
蜂鳴機  

第十四週 
(十一) mBot 機器人蜂鳴

機  
聲音元件  

第十五週 
(十一) mBot 機器人蜂鳴

機  
聲音元件  

第十六週 
(十一) mBot 機器人蜂鳴

機  
聲音元件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Computer Programming Lab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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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瞭解視覺化程式設計的特色，並熟練發展環境。  

2. 熟悉程式設計的理論及方法。  

3. 熟練演算、操作及實務作業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導論  程式語言的種類與演進  

第二週 物件導向  常用的屬性及方法  

第三週 流程圖  繪製流程圖  

第四週 流程圖  繪製流程圖  

第五週 資料的基本概念(一)  資料型態的簡介  

第六週 資料的基本概念(二)  變數及常數的宣告  

第七週 程式基本架構(一)  條件判斷(一)  

第八週 程式基本架構(一)  條件判斷(二)  

第九週 程式基本架構(一)  條件判斷(三)  

第十週 習題一  條件判斷習題  

第十一週 習題一  條件判斷習題  

第十二週 程式基本架構(二)  迴圈(一)  

第十三週 程式基本架構(二)  迴圈(二)  

第十四週 程式基本架構(二)  迴圈(三)  

第十五週 習題二  迴圈習題  

第十六週 習題二  迴圈習題  

第十七週 控制項(一)  程式控制項(一)  

第十八週 控制項(二)  程式控制項(二)  

第十九週 陣列  一維陣列  

第二十週 陣列  多維陣列  

第二十一週 習題三  陣列習題  

第二十二週 習題三  陣列習題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Computer Programming Lab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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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思辦力,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瞭解視覺化程式設計的特色，並熟練發展環境。  

2. 熟悉程式設計的理論及方法。  

3. 熟練演算、操作及實務作業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函式  函式應用  

第二週 函式  函式應用  

第三週 副程式  副程式應用  

第四週 副程式  副程式應用  

第五週 習題一  副程式習題  

第六週 習題一  副程式習題  

第七週 綜合應用(一)  程式遊戲(一)  

第八週 綜合應用(一)  程式遊戲(一)  

第九週 綜合應用(一)  程式遊戲(一)  

第十週 綜合應用(一)  程式遊戲(一)  

第十一週 綜合應用(二)  程式遊戲(二)  

第十二週 綜合應用(二)  程式遊戲(二)  

第十三週 綜合應用(二)  程式遊戲(二)  

第十四週 綜合應用(二)  程式遊戲(二)  

第十五週 綜合應用(二)  程式遊戲(二)  

第十六週 綜合應用(三)  程式比賽模擬試題實作  

第十七週 綜合應用(三)  程式比賽模擬試題實作  

第十八週 綜合應用(三)  程式比賽模擬試題實作  

第十九週 綜合應用(三)  程式比賽模擬試題實作  

第二十週 綜合應用(三)  程式比賽模擬試題實作  

第二十一週 綜合應用(三)  程式比賽模擬試題實作  

第二十二週 綜合應用(三)  程式比賽模擬試題實作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視覺設計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Visual Design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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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初步的了解視覺傳達設計的理念基礎。  

2.學生能進一步認識視覺傳達設計的範疇。  

3.學生對視覺傳達設計的構成有更深入的體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視覺傳達設計概說  理解文字造形設計基礎概念  

第二週 什麼是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介紹  

第三週 商標與標誌  認識標誌  

第四週 標誌的分類  認識標誌  

第五週 視覺傳達設計作品欣賞  版面構成介紹  

第六週 標誌的應用製作  文字字型實作  

第七週 文字造形設計(1)  文字字型實作  

第八週 文字造形設計(2)  文字字型實作  

第九週 英文字型設計(1)  英文字型實作  

第十週 英文字型設計(2)  英文字型實作  

第十一週 標誌設計(1)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二週 標誌設計(2)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三週 標誌設計(3)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四週 標誌設計(4)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五週 個人標誌設計(1)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六週 個人標誌設計(2)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七週 個人標誌設計(3)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八週 個人標誌設計(4)  標誌實作練習  

第十九週 海報設計(1)  海報實作練習  

第二十週 海報設計(2)  海報實作練習  

第二十一週 海報設計(3)  海報實作練習  

第二十二週 期末作品發表  期末作品發表與分享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視覺設計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Visual Desig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87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初步的了解視覺傳達設計的理念基礎。 

2.學生能進一步認識視覺傳達設計的範疇。 

3.學生對視覺傳達設計的構成有更深入的體會。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視覺設計於生活  視覺設計介紹  

第二週 個人名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三週 個人名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四週 個人名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五週 個人名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六週 個人名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七週 
個人名片作品繳交與發

表   

第八週 明信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九週 明信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十週 明信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十一週 明信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十二週 明信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十三週 明信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十四週 明信片設計  課堂實作  

第十五週 明信片作品繳交與發表  
 

第十六週 期末作品發表  期末作品發表與分享  

學習評量： 作品評分、課堂實作表現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雲端科技  

英文名稱： Cloud Technolog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了解雲端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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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雲端服務的種類與應用  

3.了解雲端科技對生活的影響  

4. 熟悉並使用雲端服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雲端科技的發展  

第二週 雲端科技  雲端科技的虛擬化技術  

第三週 雲端科技  雲端化技術簡介  

第四週 雲端科技  巨量資料的儲存與運算技術  

第五週 個人應用(一)  郵件、連絡人設定  

第六週 個人應用(二)  行事曆、工作表(待辦事項)設定  

第七週 雲端硬碟(一)  檔案倉儲、檔案共享  

第八週 雲端硬碟(二)  檔案管理  

第九週 線上編輯(一)  Classroom 介紹  

第十週 線上編輯(二)  文件(一)  

第十一週 線上編輯(三)  文件(二)  

第十二週 線上編輯(四)  簡報(一)  

第十三週 線上編輯(五)  簡報(二)  

第十四週 線上編輯(六)  電子表單  

第十五週 線上編輯(七)  試算表(一)  

第十六週 線上編輯(八)  試算表(二)  

第十七週 協作平台(一)  協作平台簡介  

第十八週 協作平台(二)  選擇主題(版面樣式)  

第十九週 協作平台(三)  建立、編輯頁面(一)  

第二十週 協作平台(四)  建立、編輯頁面(二)  

第二十一週 協作平台(五)  建立、編輯頁面(三)  

第二十二週 成果發表  協作平台優良作品欣賞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雲端科技  

英文名稱： Cloud Technolog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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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了解雲端技術的發展  

2.了解雲端服務的種類與應用  

3.了解雲端技術對生活的影響  

4. 熟悉並使用雲端服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旅遊規劃(一)  Google 地圖  

第二週 旅遊規劃(二)  收集資料  

第三週 旅遊規劃(三)  旅遊規劃  

第四週 心智圖(一)  心智圖介紹  

第五週 心智圖(二)  心智圖的使用規則  

第六週 心智圖(三)  繪製心智圖(一)  

第七週 心智圖(四)  繪製心智圖(二)  

第八週 心智圖(五)  繪製心智圖(三)  

第九週 OFFICE 365  環境介紹  

第十週 OFFICE 365  Exchange 介紹  

第十一週 OFFICE 365  ONENOTE 介紹  

第十二週 OFFICE 365  Visio 介紹  

第十三週 OFFICE 365  Visio 應用  

第十四週 OFFICE 365  SharePoint 介紹  

第十五週 OFFICE 365  SharePoint 應用(一)  

第十六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影創作  

英文名稱： Short Video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微電影創作班結合各種影片製作技術，從製作企劃、創意發想、編劇腳本、影

片分鏡等前置作業，以及影片攝影、收音等攝製作業，到剪輯、特效、合成、

混音等後製作業，協助學生於課程結束後具備有製作微電影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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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了解微電影的發展。 

02.具備微電影創作能力及影片後製創作能力。 

03.培養微電影拍片團隊合作的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影片製作概論  
1.影片類型、2.製作流程、3.企劃與腳本、

4.鏡頭語言-分鏡製作  

第二週 影片製作概論  
1.影片類型、2.製作流程、3.企劃與腳本、

4.鏡頭語言-分鏡製作  

第三週 影片製作概論  
1.影片類型、2.製作流程、3.企劃與腳本、

4.鏡頭語言-分鏡製作  

第四週 影片製作概論  
1.影片類型、2.製作流程、3.企劃與腳本、

4.鏡頭語言-分鏡製作  

第五週 影片攝影  
1.框景與構圖、2.動態攝影技法、3.現場

收音  

第六週 影片攝影  
1.框景與構圖、2.動態攝影技法、3.現場

收音  

第七週 影片攝影  
1.框景與構圖、2.動態攝影技法、3.現場

收音  

第八週 影片粗剪與細修  
1.軟體簡介與基本操作、2.影片擷取與粗

剪、3.細修與轉場、4.影音資料檔案管理  

第九週 影片粗剪與細修  
1.軟體簡介與基本操作、2.影片擷取與粗

剪、3.細修與轉場、4.影音資料檔案管理  

第十週 影片粗剪與細修  
1.軟體簡介與基本操作、2.影片擷取與粗

剪、3.細修與轉場、4.影音資料檔案管理  

第十一週 字幕與特效合成  
1.字幕設計製作、2.視訊特效、3.動態合

成  

第十二週 字幕與特效合成  
1.字幕設計製作、2.視訊特效、3.動態合

成  

第十三週 字幕與特效合成  
1.字幕設計製作、2.視訊特效、3.動態合

成  

第十四週 配音配樂與音效  
1.音訊剪輯與修飾、2.影片配音與配樂、

3.音效與混音合成  

第十五週 配音配樂與音效  
1.音訊剪輯與修飾、2.影片配音與配樂、

3.音效與混音合成  

第十六週 配音配樂與音效  
1.音訊剪輯與修飾、2.影片配音與配樂、

3.音效與混音合成  

第十七週 視訊動畫設計  1.特效軟體簡介與操作、2.視訊動畫製作  

第十八週 視訊動畫設計  1.特效軟體簡介與操作、2.視訊動畫製作  

第十九週 進階視訊特效  
1.影視廣告作品常見特效製作、2.進階特

效合成技法  

第二十週 進階視訊特效  
1.影視廣告作品常見特效製作、2.進階特

效合成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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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影音整合應用  
1.片頭動畫特效製作、2.音訊與音效整

合、3.影音輸出與應用平台  

第二十二週 影音整合應用  
1.片頭動畫特效製作、2.音訊與音效整

合、3.影音輸出與應用平台  

學習評量： 

1.課堂筆記本 10% 

2.課堂小考 20% 

4.課後作業 30% 

5.段考 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影創作  

英文名稱： Short Videos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微電影創作班結合各種影片製作技術，從製作企劃、創意發想、編劇腳本、影

片分鏡等前置作業，以及影片攝影、收音等攝製作業，到剪輯、特效、合成、

混音等後製作業，協助學生於課程結束後具備有製作微電影的技能。 

01.了解微電影的發展。 

02.具備微電影創作能力及影片後製創作能力。 

03.培養微電影拍片團隊合作的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影片製作概論  影片製作概論  

第二週 影視作品常見特效製作  影視作品常見特效製作  

第三週 特效製作實作  課堂實作  

第四週 特效製作實作  課堂實作  

第五週 特效製作實作  課堂實作  

第六週 
特效製作作品呈現與分

享  
特效製作作品呈現與分享  

第七週 音樂 MV 製作  課堂實作  

第八週 音樂 MV 製作  課堂實作  

第九週 音樂 MV 製作  課堂實作  

第十週 音樂 MV 製作  課堂實作  

第十一週 音樂 MV 製作  課堂實作  

第十二週 音樂 MV 製作  課堂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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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音樂 MV 製作  課堂實作  

第十四週 
音樂 MV 作品呈現與分

享  
音樂 MV 作品呈現與分享  

第十五週 廣告影片拍攝  課堂實作  

第十六週 廣告影片拍攝  課堂實作  

第十七週 廣告影片拍攝  課堂實作  

第十八週 廣告影片拍攝  課堂實作  

第十九週 廣告影片拍攝  課堂實作  

第二十週 廣告影片拍攝  課堂實作  

第二十一週 廣告影片拍攝  課堂實作  

第二十二週 
廣告影片作品呈現與分

享  
廣告影片作品呈現與分享  

學習評量： 

1.課堂筆記本 10% 

2.課堂小考 20% 

4.課後作業 30% 

5.段考 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經濟學  

英文名稱： Econom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決策力,  

學習目標： 

1. 強化原有經濟學的概念，建立正確經濟觀念  

2. 培養邏輯分析及數量分析的能力  

3. 培養學生繼續升學、進修及自我發展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ch1 緒論  經濟學的性質與內容  

第二週 ch1 緒論  經濟學的種類研究方法  

第三週 ch2 需求與供給  需求與供給法則  

第四週 ch2 需求與供給  需求、需求量與供給、供給量變動  

第五週 ch3 消費行為的研究  慾望與消費與邊際效用分析法  

第六週 ch3 消費行為的研究  消費者剩餘、家庭消費定律  

第七週 ch4 生產理論  生產的一般概念、生產者剩餘  

第八週 ch4 生產理論  生產函數、短期產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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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ch5 成本理論  成本與利潤的觀念、短期成本  

第十週 ch5 成本理論  長期成本  

第十一週 ch6 市場結構與廠商收益  市場結構的類型及特徵  

第十二週 ch6 市場結構與廠商收益  廠商的收益  

第十三週 
ch7 完全競爭市場產量與

價格決定  

完全競爭市場的短期均衡、完全競爭廠

商的長期均衡  

第十四週 
ch7 完全競爭市場產量與

價格決定  
完全競爭市場的評論  

第十五週 
ch8 完全獨問市場產量與

價格的定  
完全獨占廠商的短期、長期均衡  

第十六週 
ch8 完全獨問市場產量與

價格的定  

完全獨占的訂價策略、完全競爭與獨占

比較  

第十七週 
ch9 不完全競爭市場產量

與價格的定  
不完全競爭市場  

第十八週 
ch9 不完全競爭市場產量

與價格的定  
獨占性競爭市場與短期尾長期均衡坋析  

第十九週 
ch9 不完全競爭市場產量

與價格的定  
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週 ch10 分配理論  所得分配的基本概念  

第二十一週 ch10 分配理論  所得分配不均度的測量  

第二十二週 ch10 分配理論  生產要素需求的特性及其決定因素  

學習評量： 

1.日常評量  

2.多元評量(學習單、心得分享)  

3.定期評量  

對應學群： 管理, 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經濟學  

英文名稱： Economic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決策力,  

學習目標： 

1. 強化原有經濟學的概念，建立正確經濟觀念  

2. 培養邏輯分析及數量分析的能力  

3. 培養學生繼續升學、進修及自我發展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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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ch11 工資與地租  工資與地租  

第二週 ch12 利息與利潤  利息與利潤  

第三週 ch13 國民所得  國民所得的衡量方法  

第四週 ch13 國民所得  國民所得會計  

第五週 ch13 國民所得  經濟福利概念與社會福利指標  

第六週 ch14 所得水準的決定  消費、儲蓄與投資  

第七週 ch14 所得水準的決定  簡單的均衡所得決定過程  

第八週 ch14 所得水準的決定  政府支出與均衡所得  

第九週 ch14 所得水準的決定  節儉的矛盾  

第十週 ch15 貨幣與金融  貨幣的概念、貨幣的供給與需求  

第十一週 ch15 貨幣與金融  物價、幣值與貨幣數量學說  

第十二週 ch15 貨幣與金融  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第十三週 ch16 政府  政府職能、市場失靈、公共財  

第十四週 ch16 政府  政府收入與支出、政府財政玫策  

第十五週 ch16 政府  
政府經濟參與--公營事業、代理問題與公

共選擇問題  

第十六週 
ch17 國際貿易與國際金

融  
國際貿易的基礎與利益、國際貿易政策  

第十七週 
ch17 國際貿易與國際金

融  
國際投資概述、外匯市場與匯率的決定  

第十八週 
ch17 國際貿易與國際金

融  
國際經貿組織與區域性經濟整合  

第十九週 ch18 經濟波動  經濟波動的概念、景氣循環  

第二十週 ch18 經濟波動  失業與就業、物價膨脹與通貨緊縮  

第二十一週 
ch19 經濟發展與經濟成

長  
經濟成長的意義與測定、經濟思想  

第二十二週 
ch19 經濟發展與經濟成

長  
經濟發展階段、知識經濟時代  

學習評量： 

1.日常評量  

2.多元評量(學習單、心得分享)  

3.定期評量  

對應學群： 管理, 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數學  

英文名稱： Computer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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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定理證明：由電腦計算或圖像證明數學定理 

2.符號計算，以數學表達式和其他數學對象的算法和程式的研究和開發 

3.科學計算，構建數值解決方案，利用電腦解決數學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方程式編輯器  學習如何在電腦文件中編輯數學式  

第二週 Excel 基本操作  學習 excel 的各項基本操作  

第三週 製作成績單  
學習如何輸入資料、製作表格、計算平

均數、排名等  

第四週 成績單中的標準差  學習如何計算標準差以及標準差的涵義  

第五週 成績單中的相關係數  
學習如何計算相關係數以及相關係數的

涵義  

第六週 成績單中的迴歸直線  
學習如何求得資料的迴歸直線以及迴歸

直線的涵義  

第七週 資料搜尋  學習如何表格中尋找資料  

第八週 IF 函數  學習如何利用 IF 函數  

第九週 RANDOM 函數  
學習何謂 random 函數以及利用 random

函數製作小遊戲  

第十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一週 Powerpoint 介紹  Powerpoint 基本介紹  

第十二週 AMA 第一章  Ama 軟體介紹 1  

第十三週 AMA 第二章  Ama 軟體介紹 2  

第十四週 AMA 第三章  Ama 軟體介紹 3  

第十五週 AMA 第四章  Ama 軟體介紹 4  

第十六週 碎形介紹  
碎形的介紹以及如何利用 powerpoint 繪

製碎形  

第十七週 自我相似圖形介紹  自我相似圖形的介紹與繪製  

第十八週 數學定理動畫製作 1  利用 Powerpoint 動畫證明數學定理 1  

第十九週 數學定理動畫製作 2  利用 Powerpoint 動畫證明數學定理 2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電腦實做 

2.作業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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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腦數學  

英文名稱： Computer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決策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定理證明：由電腦計算或圖像證明數學定理 

2.符號計算，以數學表達式和其他數學對象的算法和程式的研究和開發 

3.科學計算，構建數值解決方案，利用電腦解決數學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GSP 介紹  Gsp 軟體功能介紹  

第二週 三角形的心  
繪製三角形的四顆心及尤拉線 

 

第三週 包絡曲線與軌跡  利用包絡曲線與繪製二次函數的圖形  

第四週 伸縮、平移、旋轉、對稱  圖形的伸縮、平移、旋轉、對稱等轉換  

第五週 動點與拉桿  利用動點與拉桿製作動態圖形  

第六週 遞迴圖形  介紹遞迴關係及遞迴圖形  

第七週 函數圖形  利用 gsp 繪製各種不同的函數圖形  

第八週 圓錐曲線  利用圓錐曲線的定義畫出各種圓錐曲線  

第九週 數學定理的圖像證明  利用動態圖形介紹數學定理的圖像證明  

第十週 期中評量  期中評量  

第十一週 Cabri3D 基本操作  介紹 cabri 3D 的基本操作  

第十二週 繪製各種立體圖形  
利用 cabri 3D 繪製各種立體圖形 

 

第十三週 伸縮、平移、旋轉、對稱  立體圖形的伸縮平移旋轉對稱關係  

第十四週 空間座標系  建立空間座標系  

第十五週 空間中的直線  空間中直線的關係  

第十六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1.電腦實做 

2.作業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  

英文名稱： English Movie Appreciation and Dubbing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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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學習利用全英語的環境來欣賞電影，了解劇中英文對話，英文單字和

俚語、片語並進而了解不同的文化內涵，除此並要求學生模擬電影情境中的對

話，做配音練習。  

2. 利用電影的多媒體功能來幫助學生練習英文的聽力及簡單的口語表達，在今

日高科技產品日新月異的環境下，電影的媒介不否為利器之一。  

3. 在不斷的演練下，相信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可預見的，俾利學生未來在就業市

場上儲備第二外語的優勢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元 01-課程簡介及大綱  西方電影發展史  

第二週 單元 01-課程簡介及大綱  分組及分配研究主題  

第三週 單元 02-影片欣賞  電影影片欣賞  

第四週 單元 02-影片欣賞  電影影片欣賞  

第五週 單元 03-影片討論  故事評論及角色討論  

第六週 單元 03-影片討論  故事內涵討論  

第七週 單元 03-影片討論  電影背景音樂效果討論  

第八週 
單元 04-影片英文的基礎

單字介紹  
電影英文的基本及常用單字  

第九週 
單元 05-影片英文的進階

單字介紹  
電影英文的進階單字介紹  

第十週 
單元 06-影片英文常用俚

語及片語介紹  
電影中出現的英文俚語及片語介紹  

第十一週 
單元 07-影片英文的基礎

聽力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基礎聽力訓練  

第十二週 
單元 08-影片英文的基礎

聽力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進階聽力訓練  

第十三週 
單元 09-影片英文的基礎

口說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基礎口說訓練  

第十四週 
單元 10-影片英文的基礎

口說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進階口說訓練  

第十五週 
單元 11-電影英文配音實

作  
決定主題與分組討論  

第十六週 
單元 11-電影英文配音實

作  
口語配音練習  

第十七週 
單元 11-電影英文配音實

作  
口語配音練習及音效配置  

第十八週 單元 11-電影英文配音實 分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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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第十九週 單元 12-成果展現  第一、二、三組成果發表及講評  

第二十週 單元 12-成果展現  第四、五、六組成果發表及講評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課堂表現  

2. 成果展現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  

英文名稱： English Movie Appreciation and Dubbing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合作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學習利用全英語的環境來欣賞電影，了解劇中英文對話，英文單字和

俚語、片語並進而了解不同的文化內涵，除此並要求學生模擬電影情境中的對

話，做配音練習。  

2. 利用電影的多媒體功能來幫助學生練習英文的聽力及簡單的口語表達，在今

日高科技產品日新月異的環境下，電影的媒介不否為利器之一。  

3. 在不斷的演練下，相信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可預見的，俾利學生未來在就業市

場上儲備第二外語的優勢和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單元 01-課程簡介及大綱  東西方電影發展史  

第二週 單元 01-課程簡介及大綱  分組及分配研究主題  

第三週 單元 02-影片欣賞  電影影片欣賞  

第四週 單元 02-影片欣賞  電影影片欣賞  

第五週 單元 03-影片討論  故事評論及角色討論  

第六週 單元 03-影片討論  故事內涵討論  

第七週 單元 03-影片討論  電影背景音樂效果討論  

第八週 
單元 04-影片英文的基礎

單字介紹  
電影英文的基本及常用單字  

第九週 
單元 05-影片英文的進階

單字介紹  
電影英文的進階單字介紹  

第十週 
單元 06-影片英文常用俚

語及片語介紹  
電影中出現的英文俚語及片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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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單元 07-影片英文的基礎

聽力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基礎聽力訓練  

第十二週 
單元 08-影片英文的基礎

聽力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進階聽力訓練  

第十三週 
單元 09-影片英文的基礎

口說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基礎口說訓練  

第十四週 
單元 10-影片英文的基礎

口說技巧及訓練  
電影英文進階口說訓練  

第十五週 單元 12-成果展現  第一、二、三組成果發表及講評  

第十六週 單元 12-成果展現  第四、五、六組成果發表及講評  

學習評量： 
1. 課堂表現  

2. 成果展現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插畫設計  

英文名稱： Productio of Digital Illustra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作品分享：利用知名插畫作品，讓學生認識世界各地插畫家與作品。  

2.繪圖軟體教學：課程中教授兩種軟體，讓學生習得修圖與畫圖軟體。  

3.故事創作：構想屬於自己創作的故事，將故事文字實踐成圖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平面插畫分享  
 

第二週 數位插畫分享  
 

第三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四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五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六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七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八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九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一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二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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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四週 Illustrator 向量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五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六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七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八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九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二十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二十一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二十二週 作品呈現與分享  作品呈現與分享  

學習評量： 

1.課堂筆記本 10%  

2.課堂小考 20%  

4.課後作業 30%  

5.段考 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位插畫設計  

英文名稱： Productio of Digital Illustra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作品分享：利用知名插畫作品，讓學生認識世界各地插畫家與作品。  

2.繪圖軟體教學：課程中教授兩種軟體，讓學生習得修圖與畫圖軟體。  

3.故事創作：構想屬於自己創作的故事，將故事文字實踐成圖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平面插畫分享  
 

第二週 數位插畫分享  
 

第三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四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五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六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七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八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九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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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Photoshop 點陣軟體教學  繪圖軟體實作教學  

第十二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十三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十四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十五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十六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十七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十八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十九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二十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二十一週 
個人插畫資料蒐集與分

析  
個人插畫創作  

第二十二週 作品呈現與分享  作品呈現與分享  

學習評量： 

1.課堂筆記本 10%  

2.課堂小考 20%  

4.課後作業 30%  

5.段考 40%  

對應學群： 藝術,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辦公室軟體  

英文名稱： Office softwar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辦公室應用軟體基本概念及相關實務的應用與實作。  

2. 透過辦公室應用相關軟體系統的實作與展示使學生對學習辦公室應用軟體的

興趣。  



102  

3. 闡釋有關辦公室應用軟體的應用領域及刺激學生的思考，加強學生的自學與

分析的能力。  

4. 課程內容及進度安排，配合引導學生實際操作辦公室應用軟體有關的基礎與

實務並了解未來發展趨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辦公室應用軟體基本概念、辦公室應用

軟體的類別  

第二週 文書處理  鍵盤指法與中文輸入法  

第三週 文書處理  認識 Word 軟體  

第四週 文書處理  文件編輯與格式設定  

第五週 文書處理  圖表的編輯與應用  

第六週 文書處理  長文件編排(一)  

第七週 文書處理  長文件編排(二)  

第八週 文書處理  表單功能  

第九週 文書處理  合併列印(一)  

第十週 文書處理  合併列印(二)  

第十一週 簡報軟體  認識簡報軟體  

第十二週 簡報軟體  簡報資料編輯  

第十三週 簡報軟體  佈景主題的套用與修改  

第十四週 簡報軟體  母片的製作  

第十五週 簡報軟體  圖表製作  

第十六週 簡報軟體  圖案的使用、文字藝術師  

第十七週 簡報軟體  圖表的製作  

第十八週 簡報軟體  動態特效的設定  

第十九週 簡報軟體  影音檔案的插入、超連結的設定  

第二十週 簡報軟體  投影片放映設定  

第二十一週 簡報軟體  作品分享  

第二十二週 簡報軟體  作品分享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辦公室軟體  

英文名稱： Office software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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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了解辦公室應用軟體基本概念及相關實務的應用與實作。  

2. 透過辦公室應用相關軟體系統的實作與展示使學生對學習辦公室應用軟體的

興趣。  

3. 闡釋有關辦公室應用軟體的應用領域及刺激學生的思考，加強學生的自學與

分析的能力。  

4. 課程內容及進度安排，配合引導學生實際操作辦公室應用軟體有關的基礎與

實務並了解未來發展趨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試算表  認識試算表軟體  

第二週 試算表  公式的使用  

第三週 試算表  函數的使用(一)  

第四週 試算表  函數的使用(二)  

第五週 試算表  統計圖表的製作與編修  

第六週 試算表  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第七週 試算表  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第八週 試算表  成績單製作(一)  

第九週 試算表  成績單製作(二)  

第十週 試算表  試算表的應用與管理  

第十一週 試算表  試算表的應用與管理  

第十二週 綜合應用(一):產品銷售  建立資料庫、建立關連圖  

第十三週 綜合應用(一):產品銷售  資料的查詢、篩選  

第十四週 綜合應用(一):產品銷售  使用試算表計算、統計  

第十五週 綜合應用(一):產品銷售  繪製統計圖表  

第十六週 綜合應用(一):產品銷售  使用文書編輯文件  

第十七週 
綜合應用(二)：學生資料

查詢  
建立資料庫、建立關連圖  

第十八週 
綜合應用(二)：學生資料

查詢  
資料的查詢、篩選  

第十九週 
綜合應用(二)：學生資料

查詢  
使用試算表計算、統計  

第二十週 
綜合應用(二)：學生資料

查詢  
繪製統計圖表  

第二十一週 
綜合應用(二)：學生資料

查詢  
使用文書編輯文件  

第二十二週 
綜合應用(二)：學生資料

查詢  
上台書面報告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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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餐桌美學與飲料  

英文名稱： Table Aesthetic and Beverag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布巾介紹：  

（1） 服勤用口布：服務巾、麵包籃巾、 蓮花座介紹等。  

（2） 客用口布：教宗帽 、法國、 三明治。  

（3） 觀賞用口布：天堂鳥 、花蝴蝶、星光燦爛  

2.飲料調製方法介紹：直接注入法、搖盪法。 3.學習口布摺疊，了解口布的用

途，做個對餐桌禮儀有文化及國際化的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餐廳器具介紹  1.西餐廳器具:陶瓷類、金屬類、玻璃類  

第二週 布巾的介紹  

1. 布巾用途  

2. 布巾分類  

3. 口布摺疊款式  

第三週 服勤用口布  

1. 服務巾  

2. 麵包籃巾  

3. 蓮花座 4. 刀叉袋  

第四週 客用口布  

1. 三明治  

2. 西裝  

3. 雨後春筍 4. 土地公  

第五週 客用口布  

1. 蠟燭  

2. 和服  

3. 野玫瑰 4. 濟公帽  

第六週 觀賞用口布  

1. 天堂鳥  

2. 花蝴蝶  

3. 星光燦爛 4. 法國摺  

第七週 口布總複習  評量測驗  

第八週 認識飲料單及酒單  

1. 飲料單的分類  

2. 葡萄酒單  

3. 酒單注意事項  

第九週 飲料單與酒單結構  

1. 茶飲類  

2. 奶茶類  

3. 果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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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餐食與飲料搭配  

1. 餐食與飲料搭配原則  

2. 西餐與葡萄酒的搭配  

3. 餐別與各式飲料的搭配  

第十一週 認識飲料調製器具設備  
1. 飲料調製器具及材料介紹  

2. 基本操作示範  

第十二週 直接注入法  
1. 籃色珊瑚礁  

2. 水果賓治  

第十三週 直接注入法  
1. 奇異之吻  

2. 純真瑪莉  

第十四週 飲料酒單總複習  評量測驗  

第十五週 直接注入法  
1. 灰姑娘  

2. 冰蜜桃比妮  

第十六週 直接注入法  
1. 鳳梨霜汁  

2. 蘋果蘇打  

第十七週 搖盪法  
1. 冰伯爵奶茶  

2. 冰榛果奶茶  

第十八週 搖盪法  
1. 冰阿薩姆紅茶  

2. 冰珍珠奶茶  

第十九週 搖盪法  
1. 冰梅子綠茶  

2. 冰奶蓋紅茶  

第二十週 搖盪法  
1. 冰綠茶多多  

2. 冰紫羅蘭花茶  

第二十一週 搖盪法  
1. 冰綠茶多多  

2. 冰紫羅蘭花茶  

第二十二週 飲料調製方法  實作評量測驗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藝術, 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餐桌美學與飲料  

英文名稱： Table Aesthetic and Beverage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飲料調製方法介紹：  

（1） 搖盪法：冰綠茶多多 、 冰蔓越莓黑森林果粒茶 、 冰金桔檸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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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攪拌機法：木瓜牛奶、紫蘇梅冰沙、愛爾蘭咖啡冰沙。  

（3） 義式咖啡機： 熱摩卡咖啡、 焦糖瑪奇朵咖啡、拿鐵熱咖啡  

2.西餐禮儀介紹：西餐餐桌佈置及擺設、迎賓送客禮儀等。藉由各類飲品的調製，

懂得餐桌美學及禮儀，做個有生活素養的人。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搖盪法  
1. 冰蔓越莓黑森林果粒茶  

2. 冰薰衣草花茶  

第二週 搖盪法  
1. 冰桔茶  

2. 冰蜂蜜檸檬汁  

第三週 搖盪法  
1. 冰金桔檸檬汁  

2. 柳橙鮮奶蜜  

第四週 搖盪法  
1. 蛋蜜汁  

2. 百香果蛋蜜汁  

第五週 水果拼盤  
1. 柳橙玉兔盤  

2. 柳橙鳳梨船  

第六週 水果拼盤  
1. 香蕉西瓜盤  

2. 柳橙西瓜船  

第七週 飲料調製方法  實作評量測驗  

第八週 電動攪拌機法  
1. 抹茶可樂達  

2. 木瓜牛奶  

第九週 電動攪拌機法  
1. 紫蘇梅冰沙  

2. 莫西多檸檬冰沙  

第十週 電動攪拌機法  
1. 愛爾蘭咖啡冰沙  

2. 榛果咖啡冰沙  

第十一週 義式咖啡機  
1. 熱摩卡咖啡  

2. 熱焦糖瑪奇朵咖啡  

第十二週 義式咖啡機  
1. 熱拿鐵咖啡  

2. 皇家熱奶茶  

第十三週 義式咖啡機  
1. 冰拿鐵咖啡  

2. 冰卡布奇諾咖啡  

第十四週 飲料調製方法  實作評量測驗  

第十五週 攪拌法  
1. 熱柳橙金桔汁  

2. 冰紅茶  

第十六週 攪拌法  
1. 熱桔茶  

2. 冰水蜜桃紅茶  

第十七週 攪拌法  
1. 維也納熱咖啡  

2. 爪蛙式熱咖啡  

第十八週 攪拌法  
1. 虹吸式熱咖啡  

2. 濾杯式熱咖啡  

第十九週 西餐禮儀  1. 西餐餐桌佈置及擺設  

第二十週 西餐禮儀  1. 迎賓送客禮儀、引導帶位禮儀等。  

第二十一週 西餐禮儀  1. 迎賓送客禮儀、引導帶位禮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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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週 飲料調製方法  實作評量測驗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藝術, 管理,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環境與文明  

英文名稱： Environment an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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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學習目標： 

1.增進對歷史、地理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2.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  

3.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育

具有肯認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何謂文明  
民族意識、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

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  

第二週 環境的定義  
對文學、歷史和社會科學來說，環境指

具體的人生活周圍的情況和條件。  

第三週 西亞的環境介紹  西亞的地形、氣候、水文及人文特色  

第四週 西亞的文明介紹  西亞的歷史發展  

第五週 
西亞的環境與文明的關

聯  

環境對西亞的生活形態與文化性質之影

響  

第六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七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八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九週 希臘城邦的環境介紹  
希臘半島的地形、氣候、水文及人文特

色  

第十週 希臘城邦的文明介紹  希臘的歷史發展  

第十一週 雅典與斯巴達的比較  
地理環境與公民政治、軍國主義之關聯

性  

第十二週 
希臘的環境與文明的關

聯  

環境對希臘的生活形態與文化性質之影

響  

第十三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十四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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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中國的環境介紹  中國的地形、氣候、水文及人文特色  

第十六週 中國的文明介紹  中國的歷史發展  

第十七週 
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

比較  
地理環境與政治中心、經濟中心之演變  

第十八週 
中國的環境與文明的關

聯  

環境對中國的生活形態與文化性質之影

響  

第十九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二十週 期末評量  期末評量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學習單與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環境與文明  

英文名稱： Environment and civilization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 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思辦力,  

學習目標： 

1.增進對歷史、地理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2.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評估與批判的能力。  

3.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育

具有肯認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文明的型態  
民族意識、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

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  

第二週 環境的變遷  
對文學、歷史和社會科學來說，環境指

具體的人生活周圍的情況和條件。  

第三週 埃及的環境介紹  埃及的地形、氣候、水文及人文特色  

第四週 埃及的文明介紹  埃及的歷史發展  

第五週 
埃及的環境與文明的關

聯  

環境對埃及的生活形態與文化性質之影

響  

第六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七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八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九週 印度的環境介紹  印度的地形、氣候、水文及人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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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印度的文明介紹  印度的歷史發展  

第十一週 
達薩人與阿利安人的比

較  

哈拉巴農業民族與印歐遊牧民族之間的

相互影響  

第十二週 
印度的環境與文明的關

聯  

環境對印度的生活形態與文化性質之影

響  

第十三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十四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第十五週 定期評量  定期評量  

第十六週 分組討論與例證  報告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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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與報告  

對應學群： 藝術, 社會心理,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  

英文名稱： Korea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專校院)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韓語的學生熟悉發音、常用日常問候、請安與家庭成員間對話，藉韓國

文化、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化入門韓語會話，增加的韓文表達（口語）基礎

溝通能力，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韓文字母介紹  韓語母音及子音介紹  

第二週 韓文字母練習  韓語母音及子音練習  

第三週 常用日常用語-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介紹名字、介紹國籍  

第四週 常用日常用語-介紹職業  疑問句練習，詢問職業  

第五週 常用日常用語-這是什麼  所有格練習，詢問那是誰的東西  

第六週 
常用日常用語-洗手間在

哪裡  
詢問方位，電話詢問找到某人的方法  

第七週 常用日常用語-你有韓國 量詞練習，詢問你有幾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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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嗎？  

第八週 
常用日常用語-你的電話

號碼是幾號？  
數字練習，說出你的電話號碼  

第九週 
常用日常用語-你的生日

是哪天  
日期練習，祝賀生日快樂  

第十週 
常用日常用語-我通常早

上 8:30 去上班  
時間地點的表達，談學校及工作  

第十一週 
常用日常用語-我搭地鐵

回家  
期間，詢問做某事要多長時間  

第十二週 
常用日常用語-總共多少

錢？  
價格的唸法，點餐及買火車票  

第十三週 
常用日常用語-你在哪裡

用晚餐？  
動詞及頻率副詞，日常工作的頻率  

第十四週 
常用日常用語-我每個週

日會去看電影  
動詞現在式，嗜好及韓流  

第十五週 
常用日常用語-身體不舒

服  

狀態動詞的現在是，詢問朋友的健康狀

況  

第十六週 
常用日常用語-上週去旅

行  
比較級與最高級，詢問朋友的出遊  

第十七週 
常用日常用語-明天我要

做韓國菜  
否定形式的句型，制定計劃  

第十八週 
常用日常用語-可以一起

去看電影嗎？  
建議活動，拒絕別人的提議  

第十九週 
常用日常用語-不好意

思，請再說一遍  

電話確認約會的位置，請打電話的人稍

等  

第二十週 
常用日常用語-我也想學

韓文  
建議、推薦一家購物中心  

第二十一週 常用日常用語-請向右轉  搭計程車，指引方向  

第二十二週 
常用日常用語-你有韓國

朋友嗎？  
敬語，透過電話預訂餐廳及飯店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  

英文名稱： Korea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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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韓語的學生熟悉見面問候語、致謝常用語、日常生活常用語，與朋友共

度在韓國的生活，藉韓國文化、音樂並學會簡單的生活化入門韓語會話，增加

的涵文表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初次見面問候語  非正式場合以及正式場合的自我介紹  

第二週 初次見面問候語  將朋友介紹給身邊的人  

第三週 感謝與致歉  感謝的表達  

第四週 感謝與致歉  致歉的表達  

第五週 表達個人想法  表達明白對方的請求  

第六週 表達個人想法  表達不知道某個資訊  

第七週 表達個人想法  謙虛回應別人的讚美  

第八週 回應他人  接受他人的建議  

第九週 回應他人  確認資訊、回應他人  

第十週 日常生活問候語  跟熟人打招呼  

第十一週 日常生活問候語  
跟好久不見的人打招呼，感謝他人的服

務  

第十二週 餐桌用語  用餐之前  

第十三週 餐桌用語  用餐之後，結束派對離開時  

第十四週 祝賀、安慰與鼓勵  祝賀他人，安慰處於麻煩之中的人  

第十五週 祝賀、安慰與鼓勵  鼓勵感到煩惱的人  

第十六週 電話用語  接電話  

第十七週 電話用語  打電話找人，打錯電話  

第十八週 聽不清楚時的表達  聽不清楚，請求對方重複剛才所說的話  

第十九週 聽不清楚時的表達  電話裡聽不清楚  

第二十週 道別  週末前的道別  

第二十一週 道別  早退的道別，跟病人的道別  

第二十二週 期末考  0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Korean culture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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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韓語語的學生了解韓語的句子結構，動詞與形容詞的變化，連接句子、

句子種類、尊敬形的用法，疑問詞 (疑問代詞) 疑問詞形容詞 、指示代名詞、

職業、所有格人稱代名詞與所有格形容詞等用法，藉西班牙文化、音樂並學會

簡單的生活化入門韓語會話，增加的韓文表達（口語）基礎溝通能力，俾利同

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時態  
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現在進行式、

過去進行式  

第二週 否定形式  
否定的字詞，안 ，못 ，格式體尊敬形，

非格式體尊敬形  

第三週 助詞  主格助詞、賓格助詞、時地助詞  

第四週 列舉與對比  
結合二個以上關於主詞的事實，多個動

詞或形容詞之間的選擇  

第五週 時間表達  
二個事件的時間關聯，動作或狀態持續

發生的時間  

第六週 能力與可能性  
當某人可以做某事、或者不能做某事的

能力或可能性表達  

第七週 要求與義務、允許與禁止  某種義務的否定型態，拒絕的表達方式  

第八週 希望的表達  願望與期待的表達  

第九週 理由與原因  祈使句及勸誘句的表達  

第十週 請求與協助  拜託別人幫忙的表達  

第十一週 嘗試新事物與經驗  過去曾經或未曾體驗某件事的表達  

第十二週 詢問意見與給予建議  
說話者向聽者提出建議，或是詢問聽者

意見的表達  

第十三週 意圖與計畫  說話者的意願，我計畫要做某事的表達  

第十四週 目的與約定  跟自己或朋友約定，表達做某事的決心  

第十五週 條件與假設  

假如…的話，例如：假如塞車時間開車

的話，可能會遲到。傳達已經發生過的

資訊，例如：昨天看電影的時候，我感

動得哭了  

第十六週 推測  
根據自己的經驗，對某事做出推測，例

如：我覺得你穿這件衣服，應該會好看  

第十七週 詞語形態的轉變  
將動詞或形容詞轉成名詞形，例如：我

家很遠，所以到學校不容易  

第十八週 狀態表達  
動作完成的持續狀態，例如：雨傘上寫

著名字。因為很冷，所以穿著襪子  

第十九週 確認訊息  
對事情有疑問而想確認，例如：你知道

他哪裡不舒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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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發現與驚訝  

對於直接體驗的事，或從別人得知的新

事物表達驚訝，例如：你韓語說得真好

呢。  

第二十一週 引用句  
直接引用、間接引用的表達，例如：愛

迪生說過：『失敗為成功之母』  

第二十二週 不規則變化  動詞及形容詞的不規則變化練習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韓語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Korean culture and society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第二外語  

師資來源： 外聘(大專校院)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 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溝通力  

學習目標： 

使初學韓語的學生，在實際的生活對話中，使用學過的文法和單字與人溝通，

在特殊的情境下，各種表達的方式，使口語更加自然，增加的韓文表達（口語）

溝通能力，藉由文化層面來了解韓國語言，俾利同學開啟第二外語學習動機與

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談論自己及家庭  

關於家鄉及預計停留時間的問答，敘述

來韓國的目的，關於職業和聯絡方式之

問答  

第二週 談論日常例行事務  
每日生活，參與、進行嗜好活動的頻率，

日常例行事務  

第三週 關於承諾的想法  
提出意見，給原因或理由，更改會面，

修正看法  

第四週 
如何從一個定點前往另

一個目的地  

向陌生人禮貌問路，在商店裡詢問物品

位置，迷路及尋求協助  

第五週 
談論一個人對食物的偏

好  

你喜歡和討厭的食物，點菜，形容餐點，

推薦餐廳  

第六週 
提供有關韓國居住的資

訊  

形容物品細節，住宿的問與答，公司文

化中合宜的行為舉止，與別人談話應對  

第七週 敘述居住環境的優缺點  
談論單人住宅的優點及缺點，找房子，

解釋住處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第八週 購物  商品問與答，討論商品優缺點，比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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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購買商品，更換商品  

第九週 購物  
解釋商品問題，詢問聽者的意圖，說明

更換商品的原因，解釋退貨程序  

第十週 在韓國生活  
比較剛抵達韓國的情況和現況，討論錯

誤，表達情緒  

第十一週 在韓國生活  
表達學韓語的困難處，詢問及給予建

議，討論一個人的工作及未來目標  

第十二週 遇到困難  
關於困難的詢問與回覆，提出請求，接

受請求  

第十三週 遇到困難  
對天氣氣候的關心，建議新點子，提及

義務與責任，談論決定  

第十四週 人們  

描述人的外貌，討論轉變及狀態的變

化，描述人的穿著，討論人做事情的目

的  

第十五週 健康  
討論生病、受傷與健康，確認剛聽到的

消息，做推測，治療傷口或疾病  

第十六週 人際關係互動  
解釋說明個人行為，向人詢問意見，斥

責某人沒去做應該要做的事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指定作業成績。 

2.多元評量成績。  

對應學群： 外語  

備註： 
 

  

 

  



115  

五、 生涯規劃 

 (一)生涯探索的概念 

     美國心理學家 Swain 博士在 1984 年提出生涯金三角模式，其中關於生涯決策中的個人因

素「學生自我認識」與對外在資源了解的「教育與職業探索」部分，是同學可以探索了解與學

習的層面，因此在高中生涯規畫課裡，我們透過相關課程安排與心理測驗來協助同學了解自己

與外在環境，期能做出最適合自己的階段性生涯決定。 

 

 

 

 

 

 

 

 

 

 

 

 

 

 

 

 

 

        生涯探索中，能力和興趣是關鍵性的個人因素，性向測驗可做潛在能力的評估，而興

趣測驗則在協助我們思考從事什麼活動或工作會自然地從內心深處產生源源不絕的原動力，即

使面臨困境也會有挫折容忍力，因此，它攸關未來生涯的適應情況。如果我們的能力、興趣與

環境特質、生涯價值觀互相配合，就能讓自己在學習或未來職涯發展的過程如魚得水，提高個

人對職涯或自我滿意度與成就感。 

 

        基於此，本校於高一實施高中(職)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與大考中心行之有年的

「大考中心興趣量表」與供高一學生選組參考。以下針對測驗內容和報表解讀進行說明，期能

協助同學、老師、家長更了解此評估工具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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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  

 

     「興趣」是個人對某些事物或活動有所喜好而主動接觸、參與的積極心理傾向。本測驗

依據 John Holland 的生涯類型論編製而成，把個人特質及工作環境分成實用型 R(Realistic 

Type)、研究型 I(Investigative Type)、藝術型 A(Artistic Type)、社會型 S(Social Type)、企業型 

E(Enterprising Type)、事務型 C(Conventional Type) 等六種類型，藉學生對各類型有關工作或

活動之偏好反應來了解個人興趣，各類型簡要 

  

2.高中(職)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 

    本測驗是採五點量尺的作答方式，分為九個分量表，用以測量高中（職）學生的學習狀況。

茲將分量表項目及題數列表如下： 

分量表項目 題數 

學習態度 10 

學習動機 9 

專心 12 

實用型 (R) 

 

性格 情緒穩定、有耐性、坦誠直率、講求實用、喜歡親手操作 

喜歡的工作 機械、電子、土木建築、農業 

研究型 (I) 
性格 

 善於觀察、思考、分析與推理，喜歡思考問題並解決之，有創意、喜歡

與相同興趣或專業的人討論 

喜歡的工作 生物、化學、醫學、數學、天文 

藝術型 (A) 
性格 

直覺敏銳、善於表達與創新、希望藉文字、聲音、色彩或形式來表達創

造力和美的感受。喜歡獨立作業、較隨興 

喜歡的工作 音樂、寫作、戲劇、繪畫、設計、舞蹈 

社會型 (S) 
性格 

對人和善、易相處、願意關心、傾聽和了解別人、喜歡幫助他人成長、

喜歡團隊工作、交友廣闊 

喜歡的工作 教師、輔導、社會工作、醫護 

企業型 (E) 
性格 

精力旺盛、生活緊湊、喜歡冒險競爭、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動。不願花

太多時間仔細研究，希望用有權力去改善不合理的情事。善說服和組織

能力。 

喜歡的工作   管理、銷售、司法、從政 

事務型 (C) 
性格 

個性謹慎、做事講求規矩和精確。按部就班、精打細算、有效率、仔細、

可靠且有信用。不喜歡改變或創新，也不喜歡冒險和領導 

喜歡的工作 銀行、金融、會計、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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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考試策略 11 

時間管理 11 

自我測驗 11 

焦慮 14 

訊息處理 15 

解決學習困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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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升學進路與學群規劃 

(一) 大學入學考試與升學管道 

1、升學考試 

種類 時間 科目 方式 用途 

學科能力 

測驗 
高三寒假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二年級

依學生進路分數學A與數學

B）、自然科學、社會等科目之

必修學分。 

5科選考 

繁星推薦、申

請入學與分發

入學參採 

分科測驗 
高三畢業

後七月 

數學甲、物理、化學、生物、歷

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等各科目

部定必修及加深加廣選修 

7科自由

選考 
分發入學參採 

術科考試 高三寒假 

音樂、美術、體育三項術科考試

由「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

會」負責統一辦理，其餘由各校

系自行辦理 

依專長

報考 

申請入學與分

發入學參採 

 

2、升學管道 

發生時間 進路名稱 精神 內容 

高三上學期 特殊選才 

增進學生來源多樣，招生有特殊才

能、經歷、成就的學生，並顧及弱

勢與大學所在區域之在地學生。 

依據特殊選才項

目內容選才。 

高三下學期 

四月 
繁星推薦 

強調平衡區域、城鄉就學機會，推

動就近入學高中。 

依據在校成績選

才 

高三下學期 

五月初至六月

初 

申請入學 

強調適才適所，拔尖扶弱，參採學

習歷程、多元表現或透過校系自辦

甄試項目進行選才。 

依據學測(X)與綜

合學習表現 (P)選

才 

高三畢業後 

八月 
分發入學 

強調簡單一致，僅採計入學考試成

績，直接分發。 

依據學測、選考

(或術科)等成績選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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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 18 學群學習地圖  

1. 資訊學群 

強調資訊處理各層次的理論與實務技術，包括電腦程式設計與系統、電腦軟硬體結構、

網路架設、資訊安全保密、資訊系統的統整、規劃與管理。 

 

學習內容 

資訊學群主要學習電腦的軟硬體結構、各種電腦作業系統的原理，進而

了解各種電腦程式設計的方法、找出電腦程式的錯誤並加以修正。課程

中更包括學習資訊系統的統整規劃與管理和電腦保密方法及電腦病

毒防治。 

相關學群 工程學群、數理化學群 

主要學類 資訊工程、資訊管理、數位設計、圖書資訊 

興趣類型 實用型(R)、研究型(I)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計算能力、科學能力、抽象推理 

生涯發展 
程式設計師、資訊系統分析師、資訊管理人員、資訊產品研發人員、網路

管理工程師、電子商務設計師、多媒體設計師、電腦遊戲設計師等。 

知識領域 數學、資訊與電子、網路與電信、工程與科技、傳播與媒體 

與部定必修

相關 
資訊科技、英語文、數學、國語文、生活科技 

與加深加廣

選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數學甲、力學一、力學二與熱學、波動、

光與聲音、電磁現象一、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數乙、 

與多元選修

相關 

程式程式設計與實習手機APP程式設計、動畫設計、多媒體音樂製作、

智慧機器人實習、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 

與學習歷程

檔案相關 

競賽表現、學習作品或檔案、檢定證明、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校訂必

修學習表現、證照紀錄、多元選修學習表現、自傳 

與彈性學習

相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自然科學類、資

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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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學群 

包括所有與「工程」相關的學系，將基礎科學的知識與工程技術結合，依生產

實務區分為各專門領域，以培育高層技術人才。近年來「工學教育分化專精」， 從傳統

學系衍生出來的系組不少，若不想過早分化，可選擇基礎領域，再依興趣選擇專

攻。 

 

主要學類學
習內容 

電機電子 

包括電路的基本結構與構造、電子零件的功能及原理、
設計與測試積體電路、電子零件組成機器設備、通訊器
材的技術等。 

機械工程 
包括機械材料與加工方式、機械作用原理、飛機船舶的
結構、機械設計與製作、發動機原理等。 

土木工程 
包括規劃設計興建與管理橋樑道路及建築物、各種土木
工程材料、繪製工程藍圖、灌溉工程與水土保持等。 

化學工程 

包括化學工業的程序控制與設計、高分子材料的成份與
加 工、化工產品製造過程的能量需求、觸媒的作用原
理、化學平衡定律等。 

材料工程 

包括電子、陶瓷、金屬、高分子等材料的理論基礎、製
程、加工與分析檢測，提昇高科技產值及發揮技術密集
效果。 

科技管理 
工程與管理的科技整合，強調以資訊、管理及自動化生
產之專業人才培養。 

相關學群 資訊學群、數理化學群 

興趣類型 實用型(R)、研究型(I)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計算能力、科學能力、抽象推理、機械推理、操作能力 

生涯發展 

電機電子 
電機工程師、電子工程師、光電工程師、自動化工程師、
通訊工程師、儀表工程師。 

機械工程 
動力工程師、航空工程師、汽車工程師、造船工程師、
機械設計工程師、電整合工程師。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師、工程監工、大地工程師、結構工程師、建
築師、營建管理專業人員、工程技術與管理研究員。 

化學工程 化學工程師、環境工程師、分析工程師、藥劑工程師。 

材料工程 
冶金工程師、材料工程師、材料分析工程師、材料研發
人員。 

科技管理 
工業工程師、決策分析師、品管工程師、物料管理工程
師、生產管理。 

知識領域 數學、物理、資訊與電子、工程與科技、機械、建築與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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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部定必修
相關 

數學、物理、英語文、資訊科技、化學、國語文、生活科技 

與加深加廣
選修相關 

數學甲、物理、英語文、數學乙、工程設計專題製作、進階程式設計、
科技跨科專題、化學、國語文 

與多元選修
相關 

程式程式設計與實習手機APP程式設計、動畫設計、多媒體音樂製作、
智慧機器人實習、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 

與學習歷程
檔案相關 

校訂必修學習表現、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檢定證明、競賽表現、
多元選修學習表現、自傳、學習作品或檔案 

與彈性學習
相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自然科學類、資
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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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理化學群 

    數理化學群應該是高中生最熟悉的學群之一，主要有數學、物理、化學、

統計等系，涵蓋範圍包括自然環境、物理現象、物質結構及數學等，此學群內的

科系多是基礎科學，強調科學研究與邏輯思考，因學生擁有扎實的科學教育訓練，

許多領域的企業都樂意進用，畢業後選擇也較為多元。 

 

學習內容 

數理化學群強調基礎數理化的探究、周密的思考邏輯訓練，輔以系

統化的課程，使同學培養基礎科學的知識能力，並建立實務研究的

紮實背景。 

相關學群 資訊學群、工程學群、地球與環境學群、生命科學學群 

主要學類 數學、物理、化學、統計、科學教育、自然科學 

興趣類型 實用型(R)、研究型(I)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計算能力、科學能力、抽象推理、機械推理 

生涯發展 
數學研究與教學、物理研究與教學、化學研究與教學、理化技術諮

詢服務、保險精算師、統計分析師。 

知識領域 數學、物理、化學、資訊與電子、工程與科技 

與部定必修

相關 
數學、英語文、物理、化學、資訊科技、國語文、生活科技 

與加深加廣

選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數學甲、力學一、力學二與熱學、波

動、光與聲音、電磁現象一、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物質與能量、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化學反應與平衡一、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有

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與多元選修

相關 
程式程式設計與實習手機APP程式設計、智慧機器人實習 

與學習歷程

檔案相關 

校訂必修學習表現、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多元選修學習表現、

檢定證明、讀書計畫 

與彈性學習
相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自然科學類、
健康類、體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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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藥衛生學群 

學習內容 

醫藥衛生學群學習與人類身心健康相關之知識及技術，服務的對象

從個人到整個人群，包括身心健康的維持、疾病或傷害的預防與治

療。學生要面對的是各種天然及人為的病源，甚至與生命攸關的生

死大 事，對人要有高度的關懷。 

相關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地球與環境學群 

主要學類 

醫學、牙醫、中醫、營養保健、護理、藥學、公共衛生、職業安全、

醫學技術、復健醫學、健康照護、呼吸治療、獸醫、衛生教育、醫

務管理、化妝品 

興趣類型 實用型(R)、研究型(I)、社會型(S)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科學能力、操作能力、助人能力 

生涯發展 

醫師、藥師、護理師、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醫事檢驗師、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病

理藥理研究人員。 

知識領域 生命科學、化學、醫學、心理學、治療與諮商、資訊與電子 

與部定必修相

關 

生物、英語文、國語文、健康與護理、化學、生命教育、數學、資

訊科技、生涯規劃、物理、生活科技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數學甲、力學一、力學二與熱學、波

動、光與聲音、電磁現象一、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地球科學一、

地球科學二、 

與多元選修相

關 
程式程式設計與實習手機APP程式設計、智慧機器人實習、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校訂必修學習表現、檢定證明、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自傳、讀

書計畫、多元選修學習表現、學習作品或檔案、競賽表現、社團、

幹部服務紀錄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自然科學類、

心理學類、健康類、體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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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命科學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著重於動植物生活型態、生命現象的知識探究，包括生命的

發生、遺傳、演化、構造、功能、細胞及分子層次機制等。 

 

學習內容 
學習的內容統整了相關基礎學科，並結合生物科技中各領域的技術與學

理。 

相關學群 數理化學群、醫藥衛生學群、地球與環境學群 

主要學類 生態、生命科學、生物科技、植物保護、生化 

興趣類型 實用型(R)、研究型(I)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科學能力、操作能力 

生涯發展 
生物教師、生物學研究人員、動植物研究人員、生物科技專業人員、生

態保育專業人員、病理藥理研究人員。 

知識領域 數學、化學、生命科學、醫學、農漁牧與食品 

與部定必修相

關 
生物、化學、英語文、資訊科技、國語文、數學、生活科技、生命教育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數學甲、力學一、力學二與熱學、波動、

光與聲音、電磁現象一、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物質與能量、物質構

造與反應速率、化學反應與平衡一、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有機化學與應

用科技、 

與多元選修相

關 
程式程式設計與實習手機APP程式設計、智慧機器人實習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校訂必修學習表現、檢定證明、競賽表現、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學

習作品或檔案、自傳、多元選修學習表現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自然科學類、心理

學類、健康類、體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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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資源學群 

生物資源學群強調的是經濟作物的栽培改良及病蟲害防治、家畜的品種改良、畜

漁產品的加工利用及研發、森林保護與經營管理、生活環境之設計經營、農業機

具的製造與相關技術之訓練等，屬於科技整合的學門。 

 

學習內容 

生物科學領域有：農藝、畜牧、園藝、獸醫、森林、植病、昆蟲、

農化、漁業、土壤；工學相關領域有：農業工程、農業機械、水土

保持； 社會學領域有：農業經濟、農業推廣、農產運銷、造園景觀。 

相關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醫藥衛生學群、地球與環境學群、數理化學群 

主要學類 農藝、動物科學、園藝、森林、食品生技、海洋資源、水土保持 

興趣類型 實用型(R)、研究型(I)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科學能力、操作能力 

生涯發展 

獸醫師、生態保育專業人員。生物技術研發人員、農藥及肥料研發、

景觀設計規劃師、園藝企業經營、牧場經營、畜牧業技師、畜產管

理、食品研發品管、動物園技師、環保技師、自然資源保育師、環

境保育師。 

知識領域 農漁牧與食品、數學、化學、生命科學、地理與環境 

與部定必修

相關 

生物、英語文、化學、國語文、數學、資訊科技、生活科技、生命

教育、生涯規劃 

與加深加廣

選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數學甲、物質與能量、物質構造與反

應速率、化學反應與平衡一、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有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細胞的構造與生理、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植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與多元選修

相關 
手機APP程式設計、智慧機器人實習 

與學習歷程

檔案相關 

檢定證明、校訂必修學習表現、讀書計畫、自傳、競賽表現、學習

作品或檔案、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證照紀錄、其他特殊表現 

與彈性學習

相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自然科學類、

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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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球與環境學群 

學習內容 

地球與環境學群主要研究人類生存環境的各種自然現象及人文現 

象、資源的分佈與特色、污染成因與防治，也研究改變人文與自然環境

之科學理論及工程技術等。 

相關學群 生物資源學群、生命科學學群、醫藥衛生學群、數理化學群 

主要學類 地球科學、地理、地質、大氣、海洋科學、環境科學、防災 

興趣類型 實用型(R)、研究型(I)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科學能力、操作能力、空間關係 

生涯發展 

地理或地球科學教師、天文學研究人員、氣象學研究人員、地質學及地

球科學研究人員、地質探測工程師、探勘工程師、地震研究員、大地工

程師、採礦工程師、測量師、環境工程師。 

知識領域 數學、物理、化學、生命科學、地理與環境、工程與科技、公共安全 

與部定必修相

關 

地科科學、數學、物理、英語文、國語文、化學、資訊科技、生活科

技、生物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數學甲、物質與能量、物質構造與反

應速率、化學反應與平衡一、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有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細胞的構造與生理、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植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地球科學一、地球科學二、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手機APP程式設計、智慧機器人實習、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校訂必修學習表現、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讀書計畫、自傳、競賽表

現、多元選修學習表現、學習作品或檔案、檢定證明、大學預修課程(AP)

學習表現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自然科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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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築與設計學群 

建築與設計學群的特質在對物體、空間或環境同時能賦予實用與美學之特 

性。 

 

學習內容 

藝術學群包括各類表達形式及創作過程的學習及賞析，結合各種特

定形式來闡述人生中抽象意義層次的理念感受，運用創作者本身意

識並配合各項藝術表現的基礎理論，用以詮釋生命的各種可能性。 

相關學群 建築與設計學群、大眾傳播學群、文史哲學群 

主要學類 美術、音樂、舞蹈、表演藝術、雕塑、藝術與設計 

興趣類型 藝術型(A)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操作能力、空間關係、藝術創作、音樂能力 

生涯發展 
美術教師、音樂教師、舞蹈老師、舞蹈家、畫家、音樂家、作家、

表演工作者、劇作家、導演、燈光師、舞台設計師。 

知識領域 藝術、歷史與文化、傳播與媒體、教育與訓練、外國語文 

與部定必修相

關 
藝術生活、國語文、音樂、美術、英語文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藝術表演創作、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

社會環境議題、歷史學探究、歷史學探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數位插畫設計、動畫設計、微電影創作、多媒體音樂製作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學習作品或檔案、競賽表現、自傳、其他特殊表現、讀書計畫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設計類、

心理學類、音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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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藝術學群 

學習內容 

藝術學群包括各類表達形式及創作過程的學習及賞析，結合各種特

定形式來闡述人生中抽象意義層次的理念感受，運用創作者本身意

識並配合各項藝術表現的基礎理論，用以詮釋生命的各種可能性。 

相關學群 建築與設計學群、大眾傳播學群、文史哲學群 

主要學類 美術、音樂、舞蹈、表演藝術、雕塑、藝術與設計 

興趣類型 藝術型(A)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操作能力、空間關係、藝術創作、音樂能力 

生涯發展 
美術教師、音樂教師、舞蹈老師、舞蹈家、畫家、音樂家、作家、

表演工作者、劇作家、導演、燈光師、舞台設計師。 

知識領域 藝術、歷史與文化、傳播與媒體、教育與訓練、外國語文 

與部定必修相

關 
藝術生活、國語文、音樂、美術、英語文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藝術表演創作、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

社會環境議題、歷史學探究、歷史學探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數位插畫設計、動畫設計、微電影創作、多媒體音樂製作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學習作品或檔案、競賽表現、自傳、其他特殊表現、讀書計畫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設計類、

心理學類、音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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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會與心理學群 

學習內容 

社會與心理學群著重社會結構及社會現象的觀察、分析批判，對人

類行為的探討及因而衍生的助人專業訓練，以提升眾人的生活福

祉，其中心思想為對人的關懷。 

相關學群 教育學群、法政學群、文史哲學群、醫藥衛生學群 

主要學類 心理、輔導、社會、社會工作、犯罪防治、兒童與家庭、宗教 

興趣類型 社會型(S)、企業型(E)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語文運用、助人能力、親和力 

生涯發展 
臨床心理師、輔導教師、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學研究人員、心理學

研究人員、社會服務經理人員、人力資源師、神職人員。 

知識領域 教育與訓練、心理學、社會與人類、哲學與宗教、治療與諮商 

與部定必修相

關 
國語文、英語文、公民與社會、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歷史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藝術表演創作、數乙、族群、性別與國家的

歷史、社會環境議題、歷史學探究、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未來想

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動畫設計、微電影創作、多媒體音樂製作、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

文化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自傳、讀書計畫、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校訂必修學習表現、服

務學習紀錄、學習作品或檔案、多元選修學習表現、社團、幹部服

務紀錄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

觀光類、心理學類、健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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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眾傳播學群 

大眾傳播學群主要學習傳播相關理論，利用各種媒體將訊息以聲音、文字、

影像等方式傳遞給人群，包括對訊息收集、媒體認識製作、評估訊息傳播的影響、傳播政

策之擬定、傳播機構管理及資訊服務訓練等。 

 

學習內容 

大傳相關科系主要課程包括學習公共關係的理論與方法、新聞資料的整

理與編輯、採訪新聞事件並寫成報導，還要了解影響視聽與傳播工具的

發展與應用、學習各類媒體器材的運用與操作方法及管理傳播機構的方

法。 

相關學群 藝術學群、建築與設計學群、文史哲學群 

主要學類 大眾傳播、新聞、廣播電視、廣告、電影 

興趣類型 藝術型(A)、社會型(S)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語文運用、文藝創作、藝術創作、操作能力 

生涯發展 

新聞記者、廣告企畫、廣播或電視專業人員、編輯、表演工作者、攝影

師、導演、廣告或公關人員、影像處理師、數位內容創作、媒體設計人

員、動畫設計。 

知識領域 傳播與媒體、藝術、網路與電信、心理學、外國語文 

與部定必修相

關 

國語文、英語文、藝術生活、資訊科技、美術、公民與社會、音樂、歷

史、生活科技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讀與

寫作、英文作文、數乙、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社會環境議題、空

間資訊科技、歷史學探究、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公共議題與社會

探究、歷史學探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數位插畫設計、生活美學與飲料、動畫設計、微電影創作、運用資訊科

技探索地理文化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創意行銷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學習作品或檔案、競賽表現、自傳、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讀書計畫、

檢定證明、活動成果、校訂必修學習表現、多元選修學習表現、證照紀

錄、其他特殊表現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商業類、設計

類、觀光類、心理學類、健康類 

 



131 
 

12. 外語學群 

外語學群主要學習外國語文的聽說讀寫能力，進而了解該國的歷史、文學創

作及欣賞、社會政治經濟現況。 

 

學習內容 

外語學類的主要課程包括：閱讀及討論外國文學名著、練習用外語

表達自己的意思、聽外語錄音帶、觀賞外國戲劇，也要研究各種語

言的特色及比較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 

相關學群 文史哲學群、大眾傳播學群、教育學群 

主要學類 英語、歐洲語文、日本語文、東方語文、應用語文、英語教育 

興趣類型 藝術型(A)、社會型(S)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語文運用、文藝創作、文書速度與確度 

生涯發展 
英文教師、外語教師、編譯人員、語言學研究人員、外貿拓展人員、

外交人員、旅遊人員。 

知識領域 本國語文、外國語文、歷史與文化、傳播與媒體、教育與訓練 

與部定必修相

關 
英語文、國語文、歷史、地理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歷史學探究、地

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檢定證明、校訂必修學習表現、讀書計畫、自傳、加深加廣選修學

習表現、大學預修課程(AP)學習表現、多元選修學習表現、證照紀

錄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觀光類、

心理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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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史哲學群 

文學主要培養探究及欣賞文化、運用語文及創作、賞析的能力；史學在了解

歷史現象的演進、分析、探究與考據；哲學在訓練思考能力以對自我及世界反省。 

 

學習內容 

文史學類的大學主要課程包括：了解中國歷代文學作品及思想、了

解中外文化思想的演變、了解政治或社會制度與歷史發展的關係、

並學習鑑賞歷史文物及蒐集、整理地方歷史文獻。哲學學類主要要

學習中外哲學史、要了解歷代哲學家的思想與影響、了解人類對孙

宙及世界的觀念、了解法律及社會制度設計的原因、假設及社會正

義的意義與內涵。課程還包括了研究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倫理道德

的本質和必要性、探討知識的本質和來源、宗教的本質及心靈和物

質的關係。 

相關學群 外語學群、大眾傳播學群、社會與心理學群、教育學群 

主要學類 中國語文、台灣語文、歷史、哲學、史地、國語文教育 

興趣類型 藝術型(A)、社會型(S)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語文運用、文藝創作、文書速度與確度 

生涯發展 
文史教師、文字編輯、作家或評論家、文物管理師、哲學歷史研究

人員、語言學研究人員。 

知識領域 歷史與文化、傳播與媒體、哲學與宗教、本國語文、外國語文 

與部定必修相

關 
國語文、歷史、英語文、地理、公民與社會、生命教育、生涯規劃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社會環境議題、

歷史學探究、歷史學探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動畫設計、微電影創作、多媒體音樂製作、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

文化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自傳、讀書計畫、學習作品或檔案、校訂必修學習表現、加深加廣

選修學習表現、多元選修學習表現、檢定證明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觀光類、

心理學類、健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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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育學群 

本學群的目的在對準教師提供各種有效訓練，使其從事教育工作時得以運用。 

 

學習內容 

教育學群主要培養中小學及學前教育師資，除各學科領域專業知識 

外，還要學習教育理論的學習、課程與教材的設計、教學方法、教

師應具備的素養等。 

相關學群 社會與心理學群、法政學群、文史哲學群 

主要學類 教育、公民教育、幼兒教育、特殊教育、社會科教育、社會教育 

興趣類型 社會型(S)、企業型(E) 

重要能力 教育與訓練、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治療與諮商、行政 

生涯發展 閱讀能力、語文運用、助人能力、親和力 

知識領域 
中學教師、小學教師、學前教育教師、教育機構專業人員、校長及

學校主管人員、教育研究人員。 

與部定必修相

關 

國語文、英語文、生命教育、公民與社會、生涯規劃、資訊科技、

生活科技、數學、歷史、健康與護理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藝術表演創作、數乙、族群、性別與國家的

歷史、空間資訊科技、歷史學探究、歷史學探究、未來想像與生涯

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數位插畫設計、生活美學與飲料、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學習作品或檔案、自傳、檢定證明、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讀書

計畫、多元選修學習表現、校訂必修學習表現、活動成果、服務學

習紀錄、證照紀錄、社團、幹部服務紀錄、競賽表現、其他特殊表

現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

心理學類、健康類、體育類、音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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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政學群 

學習內容 

法律主要課程在，要學習及比較我國和其他國家的憲法基本架構內

容與法律、認識各種法律下的權力與義務關係、學習民事及刑事案

件訴訟程序、財產有關的法律、刑法有關之法律、國際貿易法規及

智慧財產權法規等。政治主要課程包括：學習我國政治制度的變

遷、政府預算的決策與執行、了解各級政府行政的理論與方法、學

習政治思想史及對政治思潮的影響、認識國家重要政策形成的過

程、學習國際政治與組織以及民意調查的概念及方法等。 

相關學群 文史哲學群、社會與心理學群、管理學群 

主要學類 法律、政治、外交、行政管理 

興趣類型 社會型(S)、企業型(E)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語文運用、組織能力、領導能力 

生涯發展 
律師、法官、檢察官、書記官、代書、法律專業人員、民意代表、

政府行政人員、安全人員。 

知識領域 法律與政治、歷史與文化、社會學與人類、哲學與宗教、外國語文 

與部定必修相

關 
國語文、公民與社會、英語文、歷史、生涯規劃、地理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數乙、空間資訊科技、歷史學探究、公共議

題與社會探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生活美學與飲料、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校訂必修學習表現、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自傳、讀書計畫、檢

定證明、多元選修學習表現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

心理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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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管理學群 

管理學群主要處理組織系統內外人事物的各種問題，學習從事溝通協調、領

導規劃或系統分析、資源整合等，以促使組織或企業工作流程順暢、工作效率提

升、工作環境人性化、合理化，以收最大效益。 

 

學習內容 

管理相關學系的課程包括：了解企業組織與管理方法、國民就業市

場的供需、學習品質管理的觀念與方法、如何有效的經營管理及激

勵員工，學習資訊系統的統整規劃與管理、工廠生產作業程序、產

品行銷方法及了解勞工問題及勞資關係等。 

相關學群 社會與心理學群、法政學群、財經學群 

主要學類 企業管理、運輸與物流管理、資產管理、行銷經營、勞工關係 

興趣類型 社會型(S)、企業型(E)、事務型(C) 

重要能力 閱讀能力、語文運用、親和力、組織能力、領導能力、銷售能力 

生涯發展 
行政或財務經理人員、證券或財務經紀人、人事或產業經理人員、

市場銷售經理人員、市場分析人員、工商服務業經理人員。 

知識領域 
經濟與會計、銷售與行銷、管理、顧客與人群服務、人力資源、生

產與作業、數學 

與部定必修相

關 
英語文、國語文、資訊科技、數學、生活科技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數乙、空間資訊科技、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數位插畫設計、生活美學與飲料、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創意

行銷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檢定證明、競賽表現、校訂必修學習表現、自傳、學習作品或檔案、

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讀書計畫、多元選修學習表現、證照紀錄、

社團、幹部服務紀錄、活動成果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

資訊類、商業類、設計類、觀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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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財經學群 

對個人、組織、國家、國際等不同層面財務處理之概念技術，組織間的金融

互動及經濟市場脈動之了解。 

 

學習內容 包括專業商學各相關科系所需基本理論及應用的能力。 

相關學群 管理學群、法政學群 

主要學類 會計、財務金融、經濟、國際企業、保險、財稅 

興趣類型 企業型(E)、事務型(C) 

重要能力 計算能力、文書速度與確度、閱讀能力、組織能力、銷售能力 

生涯發展 
會計師、稅務專業人員、金融專業人員、財務經理人員、證券或財

務經紀人、商業作業經理人員、保險專業人員。 

知識領域 經濟與會計、銷售與行銷、管理、顧客與人群服務、數學 

與部定必修相

關 

英語文、數學、國語文、資訊科技、國語文、英語文、生命教育、

公民與社會、生涯規劃、資訊科技、生活科技、數學、歷史、健康

與護理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數乙、社會環境議題、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數位插畫設計、生活美學與飲料、動畫設計、微電影創作、運用資

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電影英文賞析與配音、創意行銷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檢定證明、校訂必修學習表現、競賽表現、加深加廣選修學習表現、

證照紀錄、自傳、學習作品或檔案、大學預修課程(AP)學習表現、

讀書計畫、多元選修學習表現、社團、幹部服務紀錄、活動成果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數學類、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

資訊類、商業類、設計類、觀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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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遊憩與運動學群 

學習內容 

包括觀光休閒產業經營理論的學習與實作，體育科學(運動生理、

心理、生物力學等)之研究與學習、運動體育技能之訓練、運動休

閒之經營發展及推廣。 

相關學群 管理學群、生命科學學群 

主要學類 
觀光事業、餐旅管理、休閒管理、體育、運動管理、體育推廣、運

動保健 

興趣類型 社會型(S)、研究型(I) 

重要能力 溝通能力、親和力、銷售能力、操作能力 

生涯發展 
旅館餐飲管理人員、休閒遊憩管理人員、運動員、體育教練、體育

教師、體育休閒事業經理、運動器材經營者。 

知識領域 地理與環境、行政、管理、銷售與行銷、心理學 

與部定必修相

關 
英語文、國語文、體育、健康與護理、生涯規劃 

與加深加廣選

修相關 

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

讀與寫作、英文作文、藝術表演創作、數乙、社會環境議題、空間

資訊科技、歷史學探究、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與多元選修相

關 

數位插畫設計、生活美學與飲料、動畫設計、微電影創作、多媒體

音樂製作、運用資訊科技探索地理文化創意行銷 

與學習歷程檔

案相關 

競賽表現、檢定證明、證照紀錄、活動成果、社團、幹部服務紀錄、

學習作品或檔案、自傳、服務學習紀錄、其他特殊表現、讀書計畫 

與彈性學習相

關 

自主學習及微課程：國語文類、英語文類、社會科學類、商業類、

設計類、觀光類、健康類、體育類、音樂類 

  



138 
 

七、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天主教振聲高級中學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1 日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

點」訂定之。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設置「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工作。 

二、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生命教育室主

任、教學組長、試務組長、註冊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輔導組長、資料組長

及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各一人，合計 17 人組成，各群科主

任視情形列席與會；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工作小組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且應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主持，議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之

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並辦理訓練、研習、說明、成效評核及獎勵等相關作業。 

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以學生在學期間為限，其內容蒐集及記錄方式如下： 

(一) 基本資料、課程諮詢、學業表現、學習紀錄之彈性學習、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團體活動及幹部經歷項目，應由學校檢核後列入。 

(二) 除前款所列項目外，其他內容得由學生自行提供資料佐證後列入。 

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由教務處負責建置與管理，其登錄內容與作業方式如下： 

(一) 基本資料： 

學生之相關學籍資料，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登錄，每學期須檢核確認。 

(二) 修課紀錄： 

1.修課評估： 

  「學群(類群)探索與就業規劃」由輔導室依據學生之性向興趣及進路發展登

錄； 

  「選修課程名稱」由教務處教學組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資

料。 

2.課程諮詢紀錄： 

  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容及意見」。 

3.修課成績： 

  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由註冊組登錄。 

(三)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得於每學期登錄修課(含必、選修等有核計學分者)之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

或書面報告等)，每學期至多三件，並須經任課教師認證。 

(四) 多元表現： 

1.學生須於規定時間內自行登錄校內、外之多元表現(含名稱、內容、成績及證

明文  件)。 

2.每學年最多十項。 

3.資料庫內已由學校登錄之校內幹部及其他相當資料，或校外機構登錄之競賽、

檢定及其他相當之資料，不包括在十項之內。 

4.校內幹部經歷由學務處登錄(檢核)，競賽及檢定資料學生自行登錄，若有疑

義由相關單位檢核。 

(五) 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應於學校規定時間內登錄，並由學校於國教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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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上傳至資料庫。 

        前項內容參照教育部作業要點之附件表單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期限之

二週 前完成。教務處註冊組須於規定之上傳期限內上傳至國教署指定之資料庫。 

五、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人員，統籌辦理訓

練、研習及說明： 

(一) 學生訓練： 

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間，由輔導室辦理一次選

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等相關訓練。 

(二) 教師研習： 

教務處教學組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與檔案建置相關之專業研習。 

(三) 親師說明： 

輔導室及導師每學期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辦理一次檔案建置與使用之說

明。 

六、成效評核及獎勵：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錄人員及教師，得由執行秘書視

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依學校教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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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彈性學習時間與學生自主學習 

(一) 彈性學習時間 

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8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106 年 5 

月 1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48266A 號令發布修正之「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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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目的  

          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彈

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以落實總綱「自發」、「互動」 、「共好」之核心理念，

實踐總綱藉由多元學習活動、補強性教學、充實增廣教學、自主學習等方式，

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進學生適性發展為目的，特訂定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補充規定）。  

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原則  

（一）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普通型高中（以下簡稱普高）每週開設 3 節，技術型高

中（以下簡稱技高）每週開設 1 節。  

（二）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採班群方式（每一班群需達 2 班以上）分別實施。 

（三）各處室或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得依各處室（領域/群科）之特色課程或活動

之發展規劃，於教務處訂定之時間內提出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

學或學校特色活動之開設申請。  

（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校外實施者，

應經校內程序核准後始得實施。  

（五）採全學期授課規劃者，應於授課之前一學期完成課程規劃，並由學生自由選讀，

該選讀機制比照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機制；另授予學分之充實（增廣）、

補強性教學課程，其課程開設應完成課程計畫書所定課程教學計畫，並經課程

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列入課程計畫書，或經課程計畫書變更申請通過後，始得

實施。  

四、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內容  

（一）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得於彈性學習時間，依學校相關規定提出自主學習之申

請。 

（二）選手培訓：由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

培訓內容，實施培訓指導。    

（三）充實（增廣）教學微課程：由教師規劃與各領域課程綱要或各群科專業能力相

關之課程，其課程內涵可包括單一領域探究型或實作型之充實教學，或跨領域

統整型之增廣教學。 

（四）補強性教學：由教師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規劃教學

活動或課程；其中教學活動為短期授課，得由學生提出申請、或由教師依據學

生學習落差較大之單元，向教務處提出開設申請及參與學生名單，並於申請通

過後實施。另補強性教學課程為全學期授課者，教師得開設各該學期之前已開

設科目之補強性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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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其活動名稱、辦

理方式、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另得由

教師就實踐本校學生圖像所需之內涵，開設相關活動（主題）組合之特色活動。

前項各款實施內容，除選手培訓外，其規劃修讀學生人數應達 20 人以上；另

除學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外，選手培訓得與學生自主學習合併實施。  

五、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規範  

（一）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  

（二）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暨計畫書，由個人或小組（至多 6 

人）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

關專長之教師擔任指導教師。 

（三）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並經

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送交指導教師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

時程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四）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一班為原則。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

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團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

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五）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並於各階段彈性

學習時間結束前，將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

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標之達成度

或實施自主學習過程之參與度，針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之檢核提供質性

建議。  

六、本校充實（增廣）教學課程之實施方式 

（一）由各教學研究會或社群提出符合多元、增廣學習目標之充實（增廣）教學課程，

分為採全學期授課及短期授課（以下稱為微課程）。 

（二）採全學期授課規劃於一年級、二年級每週至多一節；三年級不在此限。 

（三）微課程學習時數為：普高每週 3 小時共三週；技高每週 1 小時共九週之，每學

期前由教學組彙整各教學研究會或社群擬定之課程綱要提交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決議通過，始可列入選單供學生彈性學習時間之選擇。  

（四）充實（增廣）教學課程每班人數以 25~40 人為原則，經彈性學習分班公告後，

學生欲變更須取得授課教師同意始可依學校規定程序申請辦理變更。  

（五）充實（增廣）教學課程評量實施分級評定，不實施紙筆測驗，以：上課認真參

與、遵守規定、互助合作、積極創新、作業優良、課程全勤等內容總評。 

1.第一級「表現優越」-90 分。  

2.第二級「學習優良」-80 分。  

3.第三級「認真可期」-70 分。  

4.第四級「繼續努力」-60 分（及格基準）。 

5.第五級「有待改進」-50 分。  

七、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生選讀方式  

（一）學生自主學習：採學生申請制；學生應依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實

施。  

（二）選手培訓：採教師指定制；教師在獲悉學生代表學校參賽始（得由教師檢附報

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他證明文件），由教師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參與

選手培訓之學生，於原彈性學習時間之時段，則由學務處登記為公假。選手培

訓所參加之競賽，以教育部、教育局（處）或各縣市政府主辦之競賽為限。  

（三）充實（增廣）教學課程：採學生選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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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強性教學：  

1.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由學生選讀或由教師（教務處）依學生學習需求提

出建議名單；並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  

2.全學期授課之課程：採學生選讀制。  

（五）學校特色活動：採學生選讀制。  

八、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與學分規定  

（一）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採計為學生畢業總學分。 

（二）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計

算，亦不得為彈性學習時間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 

（三）學生修讀本校課程計畫訂定得授與學分之彈性學習時間課程，並符合以下要件

者，其彈性學習時間得授予學分： 

1. 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增廣）教學或補強性教學課程。 

2. 修讀期間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課程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 

3. 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 

（四）彈性學習時間之教學課程不得申請重補修。 

九、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教師教學節數及鐘點費編列方式  

（一）學生自主學習：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二）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三）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  

1.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或依授課比

例滿足全學期授課者，得計列為其每週教學節數。  

2.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各該

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計列教學節數；授課比例未滿足

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3.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微課程、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

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四）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依各該教師實

際授課節數核發鐘點費，教師若無授課或指導事實者不另行核發鐘點費。  

十、本補充規定之實施檢討，應就實施內涵、場地規劃、設施與設備以及學生參與情形，

定期於每學年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內為之。  

十一、本補充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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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聲高中微課程規劃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至少二人） 
 

課程目標  

適合科級 
（可複選） 

 科別： 

 □普高     □資訊科   □商經科  

 □國貿科   □電商科   □應外科  

 □廣設科   □多媒科   □觀光科 

年級（學期）：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上課地點  □一般教室   □電腦教室   □其他               

課
程
綱
要 

時數 教學綱要(共 9 小時) 特殊需求 

1   

2   

3   

4   

5   

6   

7   

8   

9   

 學生作品（可複選） □文件 □圖片 □影片（動畫）□其他           

 申請人簽名（全體）  

試務組  教學組  教務主任  

 □本課程規劃申請通過審核，將提交課發會決議。  

 □本申請未通過審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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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自主學習 

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8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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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授國

部字第  1060148749B 號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定自主學習計畫，自

主實踐與完成計畫，並自主辦理發表成果，特訂定此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施、管

理與輔導相關事宜。  

三.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由教務處主辦，統籌各處室辦理相關事宜，並召開學生自主

學習小組會議。  

1.學生自主學習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主席，成員包含學務處代表 1 人、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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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2.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應討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實施與相關事宜。  

3.如召開學生自主學習計劃申請確認會議，需有三分之二(含)代表出席，並經

二分之一(含)成員通過後，陳校長同意後公布與執行。  

（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說明會與審查會議由教務處辦理。  

（三）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審查，辦理原則如下：  

1.由教務處規劃學生自主學習時間。  

2.申請計畫以 18 小時為原則。  

3.教務處收整學生申請計畫後，排除申請項目與格式不符者，將申請名單列

表，提供班級導師與輔導教師了解申請情形。  

4.教務處將符合之計畫平均分配當學期負責自主學習指導教師進行初審。計

畫初審原則為評估計畫是否明確與可行，是否能在學校現有環境設備下完

成。  

5.審查結果分為直接通過與修改後通過兩種，後者須於指導教師協助下完成

計畫修改。  

6.審查結果經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通過，經校長同意後公布與執行。   

（四）學生自主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由學務處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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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生自主學習之場地與指導教師由教務處安排與公告。  

（六）學生自主學習之指導教師，依下列原則提供學生協助。  

1.指定學生自主學習班級日誌之負責同學、協助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初審、進

行學生出缺點名與通報、按月檢視學生自主學習紀錄、了解學生自主學習

進度與困難、協助學生辦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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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得於指導教師或輔導室協助下，放入學生學習歷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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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以便場地借用與管理。如需使用實驗室與實驗設備，需取得指導教師與實

驗室管理者同意後，於教師陪同下進行實驗。  

（三）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與平台由教務處與資訊室協同負責建置與維護，收理表現優

秀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並在學生同意下，提供本校其他學生參考與學

習。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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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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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需要設備等，格式詳如附件一。  

五.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計畫，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學生自主學習計劃項目可包含學科的延伸學習，議題學習，新科技或資訊學習

等，惟不得與本校已辦理之非學術社團內容相同。  

（二）學生應於首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前，參加學校辦理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說

明會，並依據規定格式，撰寫自主學習計畫。  

（三）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經家長同意後，向教務處提出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四）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實施，記錄自主學習情形，按月繳交自主學習紀

錄，並於自主學習計畫完成時於學校規定時間內，辦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六. 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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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聲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申請人  班級         科   年級     班 

申請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座號  

計畫名稱         相關學科/領域  

共學同學 

無則免填，至多6人一組 

      

內容說明 
 

預計進度 

(以每週一小

時規劃) 

週次 內容 備註 
(場地、設備或其他 事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需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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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展示 

□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不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僅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                   給其他同學參考 

成果發表形

式 

□文件 □圖片 □影片（動畫）□其他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簽名 年  月  日 

審查   指導老師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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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開
設
年
段 

開
設
課
程
名
稱 

每
週
節
數 

開
設
週
數 

實
施
對
象 

開設類型 

備
註 

自
主
學
習 

選
手
培
訓 

充
實 

(

增
廣)
性
教
學 

補
強
性
教
學 

學
校
特
色
活
動 

第
一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數學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英文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數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國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英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自然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社會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資訊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商業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設計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觀光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心理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籃球隊培訓 3 3 校隊       

排球隊 3 3 校隊       

路跑隊 3 3 校隊       

淨灘活動 3 1 自由參加       

聖誕點燈 3 1 自由參加        

第
二
學
期 

數學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英文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數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國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英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自然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社會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資訊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商業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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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觀光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心理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籃球隊培訓 3 3 校隊       

排球隊 3 3 校隊       

路跑隊 3 3 校隊       

祈福禮 3 1 自由參加       

品格演唱會 3 1 自由參加        

第
二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數學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英文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數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國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英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自然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社會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資訊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商業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設計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觀光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心理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籃球隊培訓 3 3 校隊       

排球隊 3 3 校隊       

路跑隊 3 3 校隊       

淨灘活動 3 1 自由參加       

聖誕點燈 3 1 自由參加        

第
二
學
期 

數學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英文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數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國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英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自然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社會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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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商業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設計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觀光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心理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籃球隊培訓 3 3 校隊       

排球隊 3 3 校隊       

路跑隊 3 3 校隊       

祈福禮 3 1 自由參加       

品格演唱會 3 1 自由參加        

自主學習 3 6 全體       

第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數學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英文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數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國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英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自然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社會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資訊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商業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設計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觀光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心理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籃球隊培訓 3 3 校隊       

排球隊 3 3 校隊       

路跑隊 3 3 校隊       

淨灘活動 3 1 自由參加       

聖誕點燈 3 1 自由參加        

第
二
學
期 

數學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英文科補強課程 3 3 老師推薦       

數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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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英語文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自然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社會科學類微課

程 
3 3 學生選課       

資訊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商業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設計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觀光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心理學類微課程 3 3 學生選課       

籃球隊培訓 3 3 校隊       

排球隊 3 3 校隊       

路跑隊 3 3 校隊       

祈福禮 3 1 自由參加       

品格演唱會 3 1 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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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彈性學習時間微課程開課一覽表 
 

一年級上學期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設計類 『偶』兒來做做 

提升學生手作捏偶能力，陶冶性情，舒解課業壓力，後

可銜接產品包裝設計課程，做產品行銷或是製作影片偶

動畫課程。 

設計類 
<爸爸的花兒落了>林海音-- 花

卉水彩插畫 

從林海音先生的文章<爸爸的花兒落了>夾竹桃 玉簪花

等做花卉水彩插畫練習與賞析 

資訊類 Excel 資料分析與應用 將 Excel 試算表融入生活、教學、商業各項應用 

社會學科類 Pokémon GO 玩地理 
1. 讓學生瞭解地理環境及科技資訊的運用 

2. 讓學生能運用地圖並設計地圖增進人地的互動 

資訊類 YouTuber 創意影片剪輯 解影片的拍攝概念、學會影片後製與剪輯技巧 

商業類 企劃書撰寫與製作 完成一頁企劃書及活動企劃書 

自然學科類 物質的化學鍵 讓學生了解組成物質的因素 

英語文類 拜訪格列佛的奇幻世界 

增進英文學習動機及培養分組學習能力 

1. 藉由“格列佛遊記”，引起學生閱讀英文小說的動機。 

2. 增進英文單字及句型的能力。 

3. 藉由分組成果表演，呈現對內容的理解及互助學習

的技巧。 

國語文類 旅行規劃與文學 

1.能透過各種媒體，認識外國文化，擴展文化視野。 

2.培養國際觀，了解多元文化及社會。 

3.欣賞文學藝術之美 

國語文類 現代詩及創作 

1.認識現代詩定義及樣貌 

2.瞭解台灣現代詩派別流變概況 

3.培養生活中欣賞及創作能力 

商業類 電腦繪圖英文單字繪圖卡設計 
讓同學可以在創作中思考如何表達英文辭意，創作出屬

於自己的英文字卡。 

數學類 數一數二的基本功 建立數論、邏輯等基本概念 

心理輔導類 漫步學群間 
協助學生瞭解大學 18 學群之內容及分類，及如何規劃

學習地圖 

數學類 數學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英語文類 英文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一年級下學期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自然學科類 基礎化學 II-----有機化學 
讓學生更進一步了解烴的命名、結構與性質,認識異構

物,及官能基的種類 

社會學科類 哲學思辨與對話 

1. 認識哲學基本概念 

2. 運用哲學思考生活中的相關議題 

3. 透過互動課程設計，鍛鍊批判思考與理性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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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類 Crazy Festival(瘋狂的節慶) 

1. 教導學生認識各國有趣的節慶和習俗，讓學生習得

東西方節慶文化的差異，  

進而培養國際觀。 

2. 設計英文傳單以便向外國人介紹台灣特有的節慶。 

3. 訓練基礎英文寫作。 

英語文類 電影英文模仿與配音 
1. 提升學生英文學習興趣  2. 增強學生英文學習動機 

3. 改善學生英文聽說技巧  4. 強化學生分組合作能力 

英語文類 英文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商業類 商業雜誌導讀 1.增廣學生商業知識     2.培養學生搜集資料的能力 

商業類 經濟與生活 
取材生活各層面的經濟學案例，幫助學生輕鬆學習理解

經濟學 

國語文類 
悠長的情話—古典詩詞與現代

流行樂 
培養學生對中國古典詩詞之知識，厚植文化內涵 

國語文類 饗食人生 藉由日常的飲食進入文學，進行五感描摹 

設計類 
LOGO設計不求人 自己 LOGO

自己造！ 
LOGO 設計不求人，自己 LOGO 自己造！ 

設計類 
手工卡片製作-Should a Girl 

Ask aBoy Out ? 

從英文課< Should a Girl Ask a Boy Out ? >當你有口難

言時 

做一張溫馨又有個人特色的手工卡片 從平面到立體 

讓他/她難忘的禮物 

資訊類 
Python 程式語言應用 ─以

APCS 範例應用 
熟悉 Python 程式語法，完成 APCS 程式解題 

數學類 幾何學 
學會絕對值函數、二次函數、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 

作圖與方程式及不等式關係 

數學類 數學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藝能類 急救先鋒 學生能了解基本急救技術及 CPR,AED 的運用 

藝能類 音樂響宴 藉音樂感受人生中的各種情思 

體育類 
瞭解運動行銷與運動產業的相

關性(一) 
瞭解官方與民間運動行銷與運動產業的差異性 

觀光類 國內遊程規劃設計 

(1) 了解國內旅遊現況與遊程企劃概念。 

(2) 善用網路資源平台，規劃國內旅遊行程。 

(3) 學會製作國內旅遊活動企劃書與說明會傳單(或海

報)製作。 

 

二年級上學期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心理輔導類 從體驗教育學習 5C 能力 1 

因應社會變遷，與學生一同發掘未來所需能力，覺察自

我能力與限制。藉由活動體驗課程，激發學生生涯應變

力與學習力。 

心理學類 JPHAA 和諧粉彩入門 
1. 粉彩基礎技法學習 

2. 和諧粉彩入門技法教授 

自然學科類 氧化還原 熟悉氧化數與氧化還原平衡與計量 

社會學科類 不平凡的女性書寫 
1 理解中國歷史上女性的地位與遭遇 2 學習性別平等下

女性應有的認知 3 男女平權觀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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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類 
Tao 緣 fun 旅行 (跨英語、社會

領域) 

1. 能了解在地特色文化，並以團隊合作方式介紹桃園。 

2. 能以生活英語行銷在地特色。 

3. 能學習組織規劃並設計出企劃案。 

英語文類 英文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音樂類 器樂合奏 

        開啟學生對管弦樂團的喜好和認識，激發學生

的想像力及創造力，特別是在一個強調古典音樂的演奏

技巧及音樂詮釋的領域中，開創出多元文化的國際視野

（包括黑人靈歌、爵士曲風及聖樂）的現代流行音樂曲

風。 

       這堂課程的目標是要幫助學生以明瞭易懂的方

式,藉由實際上的樂團操作來體驗人文藝術之美，提昇

生活品味。經由團隊的默契、互動及溝通，以放鬆的心

情，自由即興的演奏，進而抒解生活中面臨的壓力。學

生在這堂課裡不僅會欣賞，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嘗試使用

這些現代樂器來盡情的演奏。 

健康類 男孩女孩轉大人 
學生能了解兩性建立正確感情觀並進而能關懷周遭的

人 

商業類 仿真食物小模型製作 學會縮小版美食模型黏土製作技法 

商業類 商業小論文寫作 

1. 廣泛閱讀並批判思考 

2. 學會利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收集資料 ! 

3. 培養分析綜合、溝通表達、問題解決的能力 ! 

4. 瞭解論文寫作格式與研究方法 

5. 撰寫讀書報告 、學習筆記或研究成果 

國語文類 行腳天下—文學中的旅行地圖 立足文學，放眼世界 

國語文類 飲食文學 培養人文涵養 

設計類 手工藝術紙 
讓學生能了解紙的應用，進而用紙玩味生活，設計生

活，創造生活。做出有屬於自己的紙故事。 

設計類 手帳 --- 一個故事的產生 

讓學生了解手帳的功能，利用各種貼圖、手繪、手寫來

記錄生活，從中懂得規劃自己的生活，進而創造生活。

做出有屬於自己故事的手帳本。 

資訊類 音響(重低音)放大器 
讓學生了解音響放大擴音系統的結構與原理，進而能透

過儀器調校操作並正確使用音響放大器。 

資訊類 電子書製作與應用 瞭解數位圖文排版製作技巧，並自製專屬的電子書 

數學類 七橋問題與一筆劃 

1. 從生活中的例子轉換成數學問題並以數學方法解

決。 

2. 了解圖形理論中的奇數點和偶數點。 

3. 了解那些圖形可以一筆劃完成。 

數學類 數學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二年級下學期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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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輔導類 從體驗教育學習 5C 能力Ⅱ 

因應社會變遷，與學生一同發掘未來所需能力，覺察自

我能力與限制。藉由活動體驗課程，激發學生生涯應變

力與學習力。 

心理學類 JPHAA 和諧粉彩認證班 
1. 和諧粉彩進階技法學習 

2. 協助學生送件 JPHAA 申請準指導師認證 

自然學科類 酸鹼中和 了解酸鹼中和原理 

社會學科類 
由舌尖上的中國 看「食農」教

育的對應 

1.藉由舌尖上的中國看食農教育對學生的啟發 

2.由四時季節看農人們對素材的尊重 

3.學生對食農教育的探究與啟發 

社會學科類 讓 google earth 帶你看見台灣 

1.讓學生了解 google earth 的基本功能 

2.將 google earth 的技能與知識結合並應用於生活中。 

3.完成台灣旅遊地圖乙份 

英語文類 
英語自傳撰寫以及英語自我介

紹 

藉由課程結合高三下大學申請入學，讓同學在高二提早

準備好英語自傳以及英語自我介紹。 

英語文類 英文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音樂類 音樂系專修課程訓練 

   透過視唱、聽寫、樂理、和聲學、中西音樂史等與

音樂基礎相關之學習，理解音樂元素與概念，培育具有

音樂潛能的學生，進行適性與系統化之音樂教育。 

  分為下列四項課程項目： 

1. 視唱聽寫：利用視唱培養學生視譜速度，對音高、

節拍的概念，並透過合唱了解如何處理樂句，使樂曲的

進行更加流暢，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2. 樂理：認識在樂譜上所出現的音符、譜號、專業術

語等，使學生了解演奏時的音樂基本知識。另外也透過

移調樂器特性與視譜的學習，多面向的了解各式管樂器

的演奏方式。 

3. 音樂欣賞、中西音樂史：介紹音樂史上各個重要時

期的音樂風格及作曲家的生平與音樂，使學生跨越時間

與空間去欣賞更多元的音樂型態。並以管絃樂曲的賞

析，使學生對管絃樂的表現形式與技巧形成潛移默化的

學習。 

4. 和聲學：透過和聲與曲式等基本理論之學習，奠定

樂曲分析之基礎。 

健康類 愛很大 
學生能了解老化及目前台灣老化現況並進而關懷周遭

的老人 

商業類 FB 直播節目製作與應用 

(1) 了解直播節目製播的軟、硬體設備。 

(2) 了解商品行銷與自我行銷的概念。 

(3) 學會 FB 直播節目的前製與線上直播的應用。 

商業類 商業簡報 
破除簡報中圖片與動畫越多越好的迷思，雜亂無章的架

構往往是導致商業簡報失敗的關鍵因素 

國語文類 時尚唐朝 培養人文涵養 

國語文類 電影與文學 

1. 了解何為電影文學，並具備鑑賞電影文學的能力 

2. 體會文字轉換為影像敘事的差異 

3. 能夠寫出電影劇本，並用影像方式呈現 

設計類 文字造形設計 認識文字基本筆法及運用 

設計類 立體公仔創意設計製作 
1.能設計出造形獨特的立體公仔    2.能依設計圖製作

立體造形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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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類 東亞時尚流行文化分析與探討 
讓學生了解東亞各國目前流行的服裝或飾品，藉以達成

學生的時尚敏銳度 

資訊類 
Android 手機專題程式設計 ─ 

App Inventor 2 
了解手機程式設計語法與應用 

資訊類 好用的合併列印與資料庫應用 
在生活中應用 word 文書編輯、合併列印及簡易資料

庫，製作標籤、卡片、獎狀 

數學類 測量宇宙的樣貌(一) 認識歐氏幾何 

數學類 數學科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藝能類 野外求生 
讓學生建立起正確「野外安全概念」，進而了解野外求

生基本常識與自救互救技能的重要性。 

 
三年級上學期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心理輔導類 教育即生活的概念與認識 了解教育對我們的影響，及認識各種教育的基本概念。 

自然學科類 化學式平衡&化學計量 熟練化學反應型與化學計量 

社會學科類 水文與人文 培養人文涵養與團隊合作能力 

社會學科類 原住民文化介紹 
學習原住民文化基本知識、理解原住民文化意涵、能說

出原住民文化有哪些內容 

英語文類 

當小說遇上電影：解析 「Les 

Misérables 悲慘世界」的真實與

虛構 

本課程可作為高中英文三民版 B3U12-The Journey 

Ahead 的延伸課程。 

1.以電影切入，引起學生進行深度閱讀經典作品的興

趣。 

2.引導學生以自己的文字或口語重新詮釋理解文本。 

3.培養小組討論、分享資訊、與人合作的社會技巧。 

商業類 個人形象塑造 
1. 建立個人形象塑造的重要 

2. 了解穿搭、化妝、肢體及口語表達的簡單概念 

國語文類 唐代近體詩欣賞與創作 

1.認識唐代近體詩的格律。 

2.體會並欣賞近體詩的風格及特色。 

3.創作近體詩(絕句)。 

國語文類 尋訪現代詩創作靈感秘境 

以圖像、樂聲、生活隨筆三大方向探尋現代詩創作靈感

來源，並透過作品賞析及教學活動，引導學生進行新詩

創作，繼由美術老師指導封面及插畫，彙整成詩集分享。 

設計類 偶公仔之包裝設計 學會製作立體包裝盒 

設計類 微傢俱模型設計 
讓學生自己繪製出圖形後，自己將其做成立體的等比例

縮小模型 

資訊類 不插電程式 ─Robot City 經由桌遊培養運算思維，強化邏輯思考的學習與應用 

資訊類 善用 Office 製作備審資料 
1. 利用文書編輯(word)製作備審資料編輯排版 

2. 利用試算表(excel)分析成績的優劣 

數學類 不可思議的質數 初識整數論 

 
三年級下學期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心理學類 認識心理學 認識心理學原理和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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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學科類 離心力是假的-轉彎需要向心力 從生活時事與小實驗了解向心力的原理與應用 

社會學科類 客家文化探討 

1.理解客家文化在台灣發展 

2.使學生學習並認知各家文化 

3.對台灣的客家族群有更詳細的認知 

英語文類 Dramania 瘋戲劇 

以莎士比亞的戲劇為媒介，初探英國文學，學習早期白

話英文，並了解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及社會風氣;除了

經典戲劇，輔以現代劇本，讓學生以實作方式了解戲劇

並學習劇本寫作。 

音樂類 台灣音樂史 
1.學習台灣音樂發展基本知識 2.理解台灣音樂發展背後

的文化意涵 3.能說出台灣音樂發展有哪些內容 

商業類 行動商務實務 

1. 了解網拍相關法律問題 

2. 學習使用修圖軟體/拍賣軟體 

3. 學習經營個人網拍 

商業類 職場初體驗 

1. 學生能運用網路查詢課程所需之相關資訊。 

2. 學生能理解課堂主題單字，並學以致用。 

3. 學生能改善英文聽說讀寫技巧。 

4. 學生能增強英文學習動機。 

國語文類 作一場紅樓夢 
1.學生能閱讀並分析文本。2.學生能根據文本進行戲劇

改編並完成戲劇演出。 

國語文類 
金庸武俠小說欣賞(射鵰英雄

傳) 
欣賞武俠小說迷人之處，讓學生更喜愛文學。 

設計類 輕鬆玩動畫 讓自己的平面作品角色動起來 

設計類 療癒系 LINE 貼圖創作 

卡哇依角色創作，強調單一角色肢體表情變化或一組角

色的互動關係，搭配日常對話，完成一組紓壓 Line 貼

圖。 

資訊類 HTML 與 CSS 網頁模板應用 
透過了解網頁語法，進而能學習如何套用 CSS 樣式，

輕鬆完成網頁編修。 

數學類 超越函數之微分與積分 提早了解大學微積分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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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選課輔導諮詢與作業流程 

(一) 振聲高中課程輔導諮詢實施原則 

1. 新生訓練時對科課程說明：於新生入學進行新生訓練時給予同學本科課程規劃方式、

畢業條件、未來升學就業的進路分析等相關訊息，並藉此機會讓同學瞭解本科課程

特色及科發展走向，也希望同學能夠及早對自己興趣、目標進行試探與擬定。 

2. 利用預選課表瞭解學生需求：下學年學期中上課過半時設計預選課表，並利用班會

時間親至各班實施課程宣導與說明，讓同學可以瞭解未來他們可能需要修習那些課

程？這些課程主要是學些什麼？課程目標為何？對未來升學、技能檢定有何幫助？

除此之外，並瞭解學生對課程有無其他需求？有無需要開設其他課程？以報請科務

會議進行討論。 

3. 以同學選課表為開課依據：統計同學的預選課表後，依照學生需求、科務發展目標、

世界趨勢、職場脈動等因素提請科務會議討論並設計下學年度「選修課程選課表」，

並利用班會時間給科內各班同學進行選課，並以此選課結果作為下個學年度開設科

目之依據。 

4. 利用課程教授過程進行輔導：請科內教師或各班導師於授課過程中，對於同學生涯

規劃、職場需求、課程目標、大專概況、系組介紹、學長姊的發展經驗等議題與同

學進行溝通或透過生涯規劃課程的安排，讓同學能對各課程有更多的瞭解，以方便

同學能夠將自己的性向、興趣、生涯目標等…與將來所修習的課程進行結合。 

5. 興趣及性向測驗：配合輔導室的資源，對科內同學進行測試，提供客觀評量資料，

解釋施測後的資料，輔導並幫助同學能夠增進對自我的瞭解與認識，以作為其人生

未來發展方向之參考。 

6. 利用親師座談會與家長溝通：本校每學年會舉辦一至二次親師座談會，透過導師的

協助，利用此一機會與科內家長進行互動溝通，讓他們也能瞭解科發展目標、同學

未來畢業的進路、職場趨勢、課程架構等，以便其亦能和同學共同規劃孩子的發展

方向。 

7. 結合學校其他處室資源：透過輔導室、實習處、訓導處等在週會時間所舉辦的各種

演講、大專院校宣導、科系介紹、社會脈動的演進趨勢、就業輔導等的分析與解說，

提供同學更多資源以利其考量生涯規劃及選課所需。 

8. 輔導人員 

a. 各班導師 

b. 輔導教師 

c. 科主任 

d. 各課程任課教師 

e. 其他相關人員 

9. 輔導時間 

a. 高一新生訓練科務時間 

b. 班會、週會 

c. 各種說明會與座談會(如親師座談會) 

d. 各課程授課過程中的適切機會 

e. 個別輔導可利用課餘時間進行 

10. 查詢資源 

a. 開設課程、必修及選修科目：教務處、科主任、科內教師 

b. 課程規劃：教務處、科主任、科內教師 

c. 選課規劃：教務處、輔導老師、導師、科主任、科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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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心理測驗的施測及解釋：輔導教師 

e. 確定自己的性向及興趣：輔導教師 

f. 科系簡介資料：輔導教師、實習處、教務處 

g. 網站資源：各大專院校網站、技測委員會、職訓局 



 
 

(二) 選課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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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訂必修第二外語：第二外語有：日語、法語、西班牙語、韓語等 4 門課供學生選擇。 

(1) 修課時間為：自然組高一至高二共 4 個學期，社會組高一至高三共第 6 學期。 

(2) 每個學生需就其中 4 門課擇一修習，高一上學期加退選後即不得更換，爾後由教學

組按其選課分配。 

(3) 選課時間為高一新生始業輔導，每位同學可選擇 3 個志願課程，由教學組公布第一

階段選課結果，並依據選課結果安排同學修課的班級，若欲更換選課需於開學後第

二週加退選時辦理。 

 

2. 高二加深加廣選修 

(1) 修課時間為高二～高三共 4 個學期。 

(2) 每個學生需就自然組、社會組擇一修習。 

自然組課程：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讀與寫作、英文作文、

數學甲、力學一、力學二與熱學、波動、光與聲音、電磁現象一、電磁

現象二與量子現象、物質與能量、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化學反應與平

衡一、化學反應與平衡二、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細胞的構造與生理、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地球科學一、地球科學二、

表演創作等。 

社會組課程：國學常識、專題閱讀與研究、英語聽講、英文閱讀與寫作、英文作文、    

數學乙、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空間資

訊科技、社會環境議題、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探究與實作：地理

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表演創作、

基本設計、新媒體藝術、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等。 

(3) 選課時間為高一下學期第二次段考後，每位同學可選擇 1 個志願課程，由教學組公

布第一階段選課結果，並依據選課結果安排同學修課的班級。 

 

3. 多元選修 

(1) 修課時間為高一～高三共 6 個學期，以學年方式選課（上、下學期間不可更換）。 

(2) 開設課程 

A. 高一：補強-英語文、補強-數學、數位插畫設計、程式設計與實習、餐桌美學

與飲料等五門。 

B. 高二：補強-英語文、補強-數學、手機 APP 程式設計、動畫設計、微電影創

作、創意行銷等六門 

C. 高三：補強-英語文、補強-數學、多媒體音樂製作、智慧機器人實習、電影英

文賞析與配音等五門。 

(3) 選課時間 

A. 高一：新生始業輔導時辦理，每位同學可選擇 3 個志願課程，由教學組公布

第一階段選課結果，並依據選課結果安排同學修課的班級，若欲更換選課需

於開學後第二週加退選時辦理。 

B. 高二、高三：高二課程於高一下學期期末選課，高三課程於高一下學期期末

選課學期間不可，由教學組公布第一階段選課結果，並依據選課結果安排同

學修課的班級，若欲更換選課需於開學後第二週加退選時辦理。 

 

4. 彈性學習時間微課程 

(1) 修課時間為高一～高三共 6 個學期，每一學期選 6 門課程。有數學類、國語文類、

英語文類、自然學科類、社會學科類、資訊類、商業類、設計類、觀光類、心理輔

導類、藝能類等微課程可選擇，每門微課程為 9 小時（三週，每週 3 小時）。 

(2) 開設課程：各年級於每學期公布 9 門微課程供學生選擇，視學生選課情形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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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課時間 

A. 高一上學期：新生始業輔導時辦理，每位同學可選擇 7 個志願課程，由教學

組公布第一階段選課結果，並依據選課結果安排同學修課的班級，若欲更換

選課需於開學後第二週加退選時辦理。 

B. 其他學期：每一學期期末辦理次一學期選課，每位同學可選擇 7 個志願課程，

由教學組公布第一階段選課結果，並依據選課結果安排同學修課的班級，若

欲更換選課需於開學後第二週加退選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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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畢業學分檢核 

畢業條件：  

一、應修習總學分：180 學分。 

二、畢業之最低學分數：150 學分成績及格。  

三、必修及選修學分：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02 學分且成績及格；同時選修學分至少

需修習 40 學分且成績及格。 

 

領域 科目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國文 20 4 4 4 4 4

英文 18 4 4 4 4 2

16 4 4 4 4

歷史 3 3 0 0

地理 3 3 0 0

公民與社會 0 0 3 3

物理（含探究與實作） 2 (2) 2 (2)

化學（含探究與實作） (2) 2 (2) 2

生物（含探究與實作） 2 (2)

地球科學（含探究與實作） (2) 2

音樂 1 1 1 1

美術 1 1

藝術生活 2 2

生命教育 1

生涯規劃 1

家政 (2) 2

生活科技 2

資訊科技 2 (2)

健康與護理 1 1

體育 2 2 2 2 2 2

2 1 1

118 27 28 21 22 13 7

1 1

2 1 1

1 1

4 1 0 1 0 1 1

122 28 28 22 22 14 8

102 102

46 0 0 6 6 14 20

12 2 2 2 2 2 2

58 2 2 8 8 16 22

40 40

150 150

校

訂

必

修

選修學分小計

選修學分畢業最低標準

必修加選修畢業最低標準

我所見所聞所做的真善美聖

心靈饗宴

5C能力體驗教育

必修學分畢業最低標準

部定+校定必修學分數小計

校訂必修學分小計

校

訂

選

修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補強性選修及多元選修課程

（含特殊需求領域）

全民國防教育

部定必修學分數小計

10

綜合活動

領域
4

科技領域 4

健康與體

育領域
14

第二學年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領域

數學

社會領域 18

自然領域 12

藝術領域

類別
領域/科目與學分數

開課學分 已通過學分數（自行登記） 已通過學

分數小計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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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常見問答 

Q1：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構包含那些課程類型？這些課程的目的何在？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構包含以下四類課程類型：「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團

體活動」及「彈性學習時間」等類型，其中「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又各包含部定及校

訂。相關課程內涵說明如下： 

一、必修課程 

1.部定必修：係指學生必須修習的國家課程，包括共同核心課程及各領域/科目之一般課程。 

2.校訂必修：即學校用來發展校本特色的課程，各校自訂學生必須修習的課程，仍延伸各領

域/科目的學習，以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為主，用

以強化學生知能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力。例如：英語文寫作專題、第二外國語文、自然科學

實驗、社區服務學習、戶外教育體驗課程、公民實踐、學習策略、小論文研究、本土語文、

議題探索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等。 

二、選修課程：選修課程包括加深加廣、補強性及多元選修課程，由學生自主選修。 

(一)加深加廣選修：提供學生加深加廣學習課程，以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預備，

由學生依其生涯進路規劃及興趣自主選修。本類選修之課程名稱、學分數與課程綱要由教育

部研訂，各領域可規劃之學分數原則如下： 

 
(二)補強性選修：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特殊需要(如轉銜)，補強學生在部定必修課程學習之不

足，確保學生的基本學力。 

(三)多元選修：提供學生個別化課程，包括本土語文、第二外國語文（含新住民語文）、全民

國防教育、通識性課程、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通識性課程、大學預修

課程或職業試探等各類課程。本類課程由各校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求開設。 

    前揭各類型必修與選修課程，可納入「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或「探索體驗」

等課程或課程內容之設計，以強化學生統整、實作(實驗)、探究、應用與表述能力。 

三、團體活動時間：係指學校所安排的各項有助學生多方面學習與探索之活動、潛在課程及

校本活動時間，如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等。 

四、彈性學習時間：係指依學生需求與學校條件，可安排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

廣)/補強性教學或學校特色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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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綱與大學考招調整連動關係甚大，影響高中教學現場能否落實課綱

理念甚大，本次在這方面的做法是什麼？  

 有關高中課綱與大學考招調整的連動，高教司與國教院已共同成立十二年國教課綱與大學考

招聯動工作小組，成員還包含大學入學考中心、大學招聯會、大學教授、教務長、高中校長

與老師等。目前該小組已就招考案長程（110 學年度起適用）調整方案配合本（103）年 11

月 28 日公布之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擬定三項規劃的依循原則： 

1.大學招生維持多管道、多資料參採方式；考招設計應能有助於推動新課綱強調素養、跨領

域及多元選修之精神。 

2.招生管道以個人申請入學為主，尊重大學校系自訂不同管道使用入學考試成績之項目與組

合，並重視學習歷程；大學各校系可於個人申請招生條件中，參考學生高中階段修習特定領

域/科目之必修或選修課程，藉由檢視多種類資料，激勵學生適性發展，並能落實高中領域學

習的完整性，讓學生於高中所學得以銜接大學教育。 

3.大學入學考試配合大學選才需求辦理，以部定必修課程設計考科評量基本學科知能，加上

部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設計考科評量進階學習成就；所有入學考試成績公布後再依序進行個

人申請與分發招生作業。 

    該小組仍將針對課綱與考招連動相關議題持續進行研討，提供各主政單位參考與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