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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本資料�

學��名 ��林口�橋國際�中

普�型 普��

技�型

專業群科

��合作�

重點
產業
專�

產學�手合作專�

產學�專�

�業�向��專�

�軌�����畫

其他

�合型

單科型

�修�

�用技�學�

特殊���特殊
�型

�驗�

��人
�� �務� 電� (02)8512-8086

�� �學��

��：不�用型別(普�型、技�型…)可整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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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一、102年7月10日���布�「��中等���」�43�中央主��������中等學����要�其��
�有�規�，作為學�規劃��������；學�規劃��並得�合�會資源���學活動。

 二、103年11月28日����布�「十二年國�基本�����要」。
 三、107年2月21日����布���中等學���規劃���要點。

  
 
 
 
 

 
貳、學�現況 

一、��數、學生數一��

等�名� 群別名� 科�名�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小�

��數 人數 ��數 人數 ��數 人數 ��數 人數

普�型 學�群 普�� 5 145 5 99 0 0 10 244

合� 5 145 5 99 0 0 10 244
 
二、��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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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願��學生圖�
一、學�願�

 ※本��以「���國際��力的�會��，��子一個美�的未來」為�學願�，期�提供�正的國際化��，融合中����的優點，�學生同時
��優�的中���力，�理解並���界各國�化，並以積�正向的��看待自己��負的�界��責�，�來��在��各地都�有���和貢
�。

  
※(一)東��化、��思�，����國際��，��國際��人�。 
※(二)在地��、���野，�構國際��平�，���界移動�力。 
※(三)正向思�、積���，孕��會����，�踐�界��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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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

本��構�學生圖���有如下特質者：
 一、Global Participants 有國際�野的��者

 二、Responsible Citizens 有責�感的�界��
 三、Effective Communicators 有�服力的溝�者

 �、Active Achievers 主動積�的�行者
 五、Thoughtful Leaders �思��的��者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一、品格力：是決�個人��，左右人生��的���力。

  
 二、國際力：是��中��化，�往國際��的���力。

  
 三、�現力：是挑戰自我、創�巔�價值的���力。

  
 �、�行力：是�破困�、堅持�成目標的���力。

  
 五、思�力：是����、��生命價值的���力。 

 
 



2021/1/12 ⾼中課程計畫

210.70.125.142/courseH/inform/classgroup2/download_all.aspx 6/77

 
�、������要點
�北�林口�橋國際�中�����員會��要點

 108年11月 26日�務會�修正��
 一、 ����：

 (一) ��中學��二十�����中等���暨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要。
 (二) ���98年8月�布�「普���中學���要�����則」。

 (三) ���103 年 11 月�布「十二年國�基本�����要��」���要點。
 二、 �����員會�務：

 (一) 規劃、��本�整體��事�。
 (二) 規劃、�行本�整體���鑑事�。

 (三) ���師��、���學���的知�，���師專業自主�力。
 三、 �����員會�掌：

 (一) ����規�，並�份�量學�主、������件、學生需求、��期�等相���，�合�體�師和�會資源，��學�本���。
 (二) �決各科��學時數。

 (三) �決�開���修��。
 (�) �決各科���革提�。
 (五) ��各科���畫。

 (�) �查�師自��材用書。
 (�) 規劃，�行���鑑事�。

 (�) 其他有�����事�。
 �、 本會��員29人，�員�為���，其�成如下：

 (一)學�行政代�10人，由��遴��師兼�行政��行政人員���。
 1.召�人：��

 2.�行�書：�務主�
 3.當然�員：�務主�、國際�主�、學務主�、�務主�

 4.�師兼行政代�：�學��、�研��、升學��、����、輔���
 (二)�師代�16人，�師�會代�不得少��員��1/2。除當然�員�，�由�師���兼�行政���師產生。 

 1.年��師代�：學年主�為當然名單。
 2.�域�師代�：學科�域召�人為當然名單。

 (三)���專�代�2人，��代�由��會代�產生，專�代�由����。��代�1名，專�代�1名。
 (�)學生代�1人，��產生學生代�1名

 (五) 本會�員�加會�時以�假�理，�多重身份者���其中�一身份代�。
 (�) 本會�員�期為一學年，�期內出�時由各�域��，其�期�原�期�滿止。

 (�) 本會�期召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一（含）以上��員出��得開會。須有出��員二分�一（含）以上同��得�
決，�票���名�票或�手�式行�。

 (�) 本會下�「學科�域研�會」，小�成員由各科�師�成，負責彙整��提會���並�行�決�。
  

五、 本要點��務會���， 陳 ���簽����，修正時�同。
  

 
林口�橋國際學�中學�108學年������員會 

 項次 �員會�務 學��務 姓名
 1 主��員 �� ���(女)

 2 �行秘書 �務主� �惠�(女)
 3 當然�員 國際�主� 簡碧�(女)

 4 當然�員 學務主� �承�(男)
 5 當然�員 �務主� 林��(男)
 6 �員 �學�� 巫淑�(女)

 7 �員 �研�� 陳��(女)
 8 �員 升學�� �秉�(男)
 9 �員 ���� 何��(男)
 10 �員 輔��� 侯��(男)

 11 �員 �年�學年主� 李銘仁(男)
 12 �員 �年�學年主� �仕奎(男)
 13 �員 九年�學年主� 胡��(女)
 14 �員 十年�學年主� 錢��(男)
 15 �員 十一年�學年主� ��威(男)

 16 �員 國��域召�人 陳 �(女)
 17 �員 國��域召�人 ���(女)

 18 �員 ���域召�人 左��(女)
 19 �員 數學�域召�人 林忠�(男)
 20 �員 數學�域召�人 余佳霖(女)
 21 �員 �會�域召�人 ���(男)
 22 �員 自然�域召�人 沈�君(女)
 23 �員 自然�域召�人 �喬琪(女)
 24 �員 ��資��域召�人 賴�威(女)

 25 �員 健��體��域 王��(女)
 26 �員 �合活動�域 ��如(女)

 27 �員 ��會代� �佳� (女)
 28 �員 專�代� �姜永�(男)
 29 �員 學生會代� �少�(男)
 合�：男性�員 13人、女性�員16人，合�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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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特色

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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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特色�明

本�107學年�創�，�二�取分�的�式來�營��，另��學���地圖�學生圖��行學�特色��開�。108學年�首��入多元�修��，多
元�修��除�持��域�����行�群科��開�。多元�修��規劃��各�域各群科，橫���、�會、自然、��、生活、資�、���域
�師，開�十二�特色��，提供中學�學生�行多元�修��、�年�共同��。��學生必須在十二���中��兩�，分別�上下學期�行學
習。�一、�二��多元�修2學分。另�加�學分�本必修��專題研���美�學專題���研�，分別�上下學期�行學習。
加�加��修規劃��二��三�行�性學習，學生�個人興趣�行�性��。

 �性學習規劃�分，�一��二規劃一���性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基礎學科加�(✽學科未�標�者，需�加��性學習)供學生��。一�自
主學習、�手��。另一��行學�特色活動����。�三規劃��性�學上學期以��、數學、自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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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目�學分(�)數一��
�別：普��（�群A）：�

�別 �域 科目名�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學分數

 小� ��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域
國�� 4 4 4 4 4 0 20  

  

��� 4 4 4 4 2 0 18 �性分�：�一、�二、�三
  

數學�域
數學A

4 4
(4) (4)   

16
�性分�：�一、�二

 
數學B 4 4   �性分�：�一、�二

 

�會�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2 2 2 0   6  
  

����會 2 2 2 0   6  
  

自然科學�域

物理 0 2 0 0   2  
  

化學 2 0 2 0   4

�明：二上化學含�科目(物
理、化學)�自然科學����
作��A。

  

生物 2 0 0 2   4

�明：二下生物含�科目(物
理、化學、生物)�自然科學�
���作��B。

  

地�科學 0 2 0 0   2  
  

���域

�� 0 2 0 0 0 0 2  
  

美� 1 1 0 2 0 0 4  
  

��生活 0 0 1 1 2 0 4  
  

�合活動�域

生命�� 0 0 0 0 0 1 1  
  

生�規劃 0 0 0 0 1 0 1  
  

�政 0 0 1 1 0 0 2  
  

科技�域
生活科技 0 0 2 0 0 0 2  

  

資�科技 2 0 0 0 0 0 2  
  

健��體��域
健���理 0 0 0 0 0 2 2  

  

體� 2 2 2 2 2 2 12  
  

��國��� 1 1 0 0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 28 28 26 20 11 5 118  
  

��團體活動時間 3 3 3 3 3 3 18  
  

���性學習時間 2 2 2 2 2 2 12  
  

���數小� 33 33 31 25 16 10 148  
  

��必修

���域

�美�學專題���
研�(1)

0 0 1 0 0 0 1  

�美�學專題���
研�(2)

0 0 0 1 0 0 1  

專題��
專題研�1(ES1) 0 0 1 0 0 0 1  

專題研�2(ES2) 0 0 0 1 0 0 1  

��必修學分數小� 0 0 2 2 0 0 4  

加�加�
�修

���域

�����傳��用 0 0 0 0 2 0 2  

各��學�� 2 0 0 0 0 0 2  

專題���研� 0 0 0 0 0 2 2  

��聽� 0 0 0 0 0 2 2  

������作 0 0 0 0 0 2 2  

��作� 0 0 0 0 2 0 2  

數學�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8  

0 0 0 0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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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域 �群、性別�國�的
歷史
科技、�����的
歷史

0 0 0 0 0 3 3  

�間資�科技 0 0 0 0 3 0 3  

�會���題 0 0 0 0 0 3 3  

現代�會��� 0 0 0 0 3 0 3  

�主政���律 0 0 0 0 0 3 3  

����作：歷史學
��

0 0 0 2 0 0 2  

����作：地理�
人��會科學研�

0 0 0 2 0 0 2  

����作：�共�
題��會��

0 0 0 2 0 0 2  

���域 基本�� 0 0 0 0 (1) (1) 0  

�合活動�域 未來想��生��路 0 0 0 0 0 2 2  

科技�域 ���式�� (2) 0 (2) (2) (2) (2) 0  

健��體��域 健��休閒生活 0 0 0 0 1 1 2  

多元�修

�二�國��

日� (2) (2) (2) (2) 0 0 0  

�� (2) (2) 2 (2) 0 0 2  

德� (2) (2) (2) (2) 0 0 0  

專題��
�會專題研� 0 0 (2) 0 0 0 0  

科技�用專題 (2) (2) (2) (2) 0 0 0  

��性��

生活中的�律 0 0 0 0 (1) 1 1  

桌�學�� (2) (2) (2) (2) 0 0 0  

��理解 (2) (2) 0 0 0 0 0  

�作(�驗)���體
驗

平面�� 0 2 (2) (2) (1) (1) 2  

生��專題研� (2) (2) (2) (2) 0 0 0  

多媒體�� 0 0 0 0 1 (1) 1  

大學預修��
�用�積分 0 0 0 0 0 (2) 0  

�式�� (2) (2) (2) 2 0 0 2  

��域/科目�整

��時事專題 0 0 0 0 (2) (2) 0  

�橋林�學�入門 0 0 0 (2) 0 (2) 0  

從�業�動��北美
�域����化

0 0 0 0 (2) 0 0  

從�業�動��數�
分析

0 0 0 0 0 (2) 0  

圖�小����作 0 0 (2) (2) 0 2 2  

�作策略指� (2) (2) 0 0 (2) 0 0  

���合國 0 0 (2) 0 0 0 0  

�修學分數�� 2 2 2 8 19 25 58  

必�修學分數�� 30 30 30 30 30 30 180  

���數�� 35 35 35 35 35 3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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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普��（�群B）：理

�別 �域 科目名�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學分數

 小� ��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域
國�� 4 4 4 4 4 0 20  

  

��� 4 4 4 4 2 0 18 �性分�：�一、�二、�三
  

數學�域
數學A

4 4
(4) (4)   

16
�性分�：�一、�二

 
數學B 4 4   �性分�：�一、�二

 

�會�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2 2 2 0   6  
  

����會 2 2 2 0   6  
  

自然科學�域

物理 0 2 0 0   2  
  

化學 2 0 2 0   4

�明：二上化學含�科目(物
理、化學)�自然科學����
作��A。

  

生物 2 0 0 2   4

�明：二下生物含�科目(物
理、化學、生物)�自然科學�
���作��B。

  

地�科學 0 2 0 0   2  
  

���域

�� 0 2 0 0 0 0 2  
  

美� 1 1 0 2 0 0 4  
  

��生活 0 0 1 1 2 0 4  
  

�合活動�域

生命�� 0 0 0 0 0 1 1  
  

生�規劃 0 0 0 0 1 0 1  
  

�政 0 0 1 1 0 0 2  
  

科技�域
生活科技 0 0 2 0 0 0 2  

  

資�科技 2 0 0 0 0 0 2  
  

健��體��域
健���理 0 0 0 0 0 2 2  

  

體� 2 2 2 2 2 2 12  
  

��國��� 1 1 0 0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 28 28 26 20 11 5 118  
  

��團體活動時間 3 3 3 3 3 3 18  
  

���性學習時間 2 2 2 2 2 2 12  
  

���數小� 33 33 31 25 16 10 148  
  

��必修

���域

�美�學專題���
研�(1)

0 0 1 0 0 0 1  

�美�學專題���
研�(2)

0 0 0 1 0 0 1  

專題��
專題研�1(ES1) 0 0 1 0 0 0 1  

專題研�2(ES2) 0 0 0 1 0 0 1  

��必修學分數小� 0 0 2 2 0 0 4  

加�加�
�修

���域

�����傳��用 0 0 0 0 2 0 2  

各��學�� 2 0 0 0 0 0 2  

專題���研� 0 0 0 0 0 2 2  

��聽� 0 0 0 0 0 2 2  

������作 0 0 0 0 0 2 2  

��作� 0 0 0 0 2 0 2  

數學�域 數學甲 0 0 0 0 4 4 8  

自然科學�域 �修物理-力學一 0 0 0 2 0 0 2  

�修物理-力學二� 0 0 0 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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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修物理-波動、光
���

0 0 0 0 0 (2) 0  

�修物理-電�現�
一

0 0 0 0 2 0 2  

�修物理-電�現�
二�量子現�

0 0 0 0 0 2 2  

�修化學-物質��
量

0 0 0 0 (2) 0 0  

�修化學-物質構�
�反���

0 0 0 0 0 (2) 0  

�修化學-化學反�
�平衡一

0 0 0 2 0 0 2  

�修化學-化學反�
�平衡二

0 0 0 0 2 0 2  

�修化學-有�化學
��用科技

0 0 0 0 0 2 2  

�修生物-����
傳

0 0 0 2 0 0 2  

�修生物-動物體的
構��功�

0 0 0 0 0 (2) 0  

�修生物-生命的�
源��物體的構��
功�

0 0 0 0 2 0 2  

�修生物-生�、�
化�生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2  

�修地�科學-地質
���

0 0 0 0 2 0 2  

�修地�科學-大
氣、�洋���

0 0 0 0 0 2 2  

���域 基本�� 0 0 0 0 (1) (1) 0  

�合活動�域 未來想��生��路 0 0 0 0 0 2 2  

科技�域 ���式�� (2) 0 (2) (2) (2) (2) 0  

健��體��域 健��休閒生活 0 0 0 0 1 1 2  

��性�
修

數學�域 ��-數學 0 0 0 0 (1) 0 0  

自然科學�域 ��-物理 0 0 0 0 (1) 0 0  

多元�修

�二�國��

日� (2) (2) (2) (2) 0 0 0  

�� (2) (2) 2 (2) 0 0 2  

德� (2) (2) (2) (2) 0 0 0  

專題��
�會專題研� 0 0 (2) 0 0 0 0  

科技�用專題 (2) (2) (2) (2) 0 0 0  

��性��

生活中的�律 0 0 0 0 (1) 1 1  

桌�學�� (2) (2) (2) (2) 0 0 0  

��理解 (2) (2) 0 0 0 0 0  

�作(�驗)���體
驗

平面�� 0 2 (2) (2) (1) (1) 2  

生��專題研� (2) (2) (2) (2) 0 0 0  

多媒體�� 0 0 0 0 (1) 1 1  

大學預修��
�用�積分 0 0 0 0 0 (2) 0  

�式�� (2) (2) (2) 2 0 0 2  

��域/科目�整

��時事專題 0 0 0 0 (2) (2) 0  

�橋林�學�入門 0 0 0 (2) 0 (2) 0  

從�業�動��北美
�域����化

0 0 0 0 (2) 0 0  

從�業�動��數�
分析

0 0 0 0 0 (2) 0  

圖�小����作 0 0 (2) (2) 0 2 2  

�作策略指� (2) (2) (2) (2) 2 0 2  

���合國 0 0 (2) 0 0 0 0  

�修學分數�� 2 2 2 8 19 25 58  

必�修學分數�� 30 30 30 30 30 30 180  

���數�� 35 35 35 35 35 35 210  



2021/1/12 ⾼中課程計畫

210.70.125.142/courseH/inform/classgroup2/download_all.aspx 20/77

 



2021/1/12 ⾼中課程計畫

210.70.125.142/courseH/inform/classgroup2/download_all.aspx 21/77

 

�別：�驗�(A)：國際���驗�

�別 �域 科目名�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學分數

 小� ��
一 二 上 下 上 下

必修

���域
國�� 4 4 4 4 4 0 20  

  

��� 4 4 4 4 2 0 18  
  

數學�域
數學A

4 4
4 4   

16

 
  

數學B (4) (4)    
  

�會�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2 2 2 0   6  
  

����會 2 2 2 0   6  
  

自然科學�域

物理 0 2 0 2   4  
  

化學 2 0 2 0   4  
  

生物 2 0 0 0   2  
  

地�科學 0 2 0 0   2  
  

���域

�� 1 1 0 0 0 0 2  
  

美� 1 1 1 1 0 0 4  
  

��生活 0 0 1 1 2 0 4  
  

�合活動�域

生命�� 0 0 0 0 0 1 1  
  

生�規劃 0 0 0 0 1 0 1  
  

�政 0 0 2 0 0 0 2  
  

科技�域
生活科技 0 0 1 1 0 0 2  

  

資�科技 1 1 0 0 0 0 2  
  

健��體��域
健���理 0 0 0 2 0 0 2  

  

體� 2 2 2 2 2 2 12  
  

��國��� 1 1 0 0 0 0 2  
  

必修學分數小� 28 28 27 21 11 3 118  
  

��團體活動時間 2 2 3 3 3 3 16  
  

���性學習時間 2 2 2 2 3 3 14  
  

���數小� 32 32 32 26 17 9 148  
  

��必修

���域
English Literature(1) 0 0 1 0 0 0 1  

English Literature(2) 0 0 0 1 0 0 1  

專題��
Essential Skill(1) 1 0 0 0 0 0 1  

Essential Skill(2) 0 1 0 0 0 0 1  

��必修學分數小� 1 1 1 1 0 0 4  

加�加�
�修

���域

�����傳��用 0 0 0 0 0 2 2  

專題���研� 0 0 0 0 2 2 4  

������作 0 0 0 0 2 0 2  

��作� 0 0 0 0 0 2 2  

數學�域 數學乙 0 0 0 0 4 4 8  

�會�域 ����作：歷史學
��

0 0 0 (2) 0 0 0  

自然科學�域 �修物理-力學一 0 0 0 2 0 0 2  

�修物理-電�現�
一

0 0 0 0 2 0 2  

�修物理-電�現�
二�量子現�

0 0 0 0 0 2 2  

�修化學-化學反�
�平衡一

0 0 0 2 0 0 2  

�修化學-化學反� 0 0 0 0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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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二
�修化學-有�化學
��用科技

0 0 0 0 0 2 2  

�修生物-����
傳

0 0 0 2 0 0 2  

�修生物-生命的�
源��物體的構��
功�

0 0 0 0 2 0 2  

�修生物-生�、�
化�生物多樣性

0 0 0 0 0 2 2  

�修地�科學-地質
���

0 0 0 0 2 0 2  

�修地�科學-大
氣、�洋���

0 0 0 0 0 2 2  

�合活動�域 未來想��生��路 0 0 0 0 0 2 2  

健��體��域 健��休閒生活 0 0 0 0 0 2 2  

��性�
修

數學�域 ��-數學 0 0 0 0 1 0 1  

自然科學�域 ��-物理 0 0 0 0 1 0 1  

多元�修

�二�國��

日� 2 2 2 2 0 0 8  

�� (2) (2) (2) (2) 0 0 0  

���� (2) (2) (2) (2) 0 0 0  

專題�� Asian Debate (2) (2) (2) (2) 0 0 0  

��性�� 生活中的�律 0 0 0 0 0 2 2  

�作(�驗)���體
驗

Design (2) (2) (2) (2) 0 0 0  

Media Production 0 0 0 0 0 (2) 0  

Robotics 0 0 0 0 0 (2) 0  

��域/科目專題 Graphic Novel (2) (2) (2) (2) 0 0 0  

大學預修��
Business Studying 0 0 0 0 0 2 2  

C Language (2) (2) (2) (2) 0 0 0  

�修學分數�� 2 2 2 8 18 26 58  

必�修學分數�� 31 31 30 30 29 29 180  

���數�� 35 35 35 35 35 3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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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規劃�
一、����作��

 
(一)自然科學����作��

��名�：
中�名�： 自然科學����作��A

��名�：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A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2

���性：
�作(�驗)

�科目： 物理、化學

師資來源： �科協同

學習目標：

1.��學生�夠�心��日常生活的現�，提�學生的��力。 
2.��理解�本或多媒體相�資���，分析�提出策略或��。 
3.�整合小����見��共�，�成學習單或�告。 
4.�科學�驗的測量數�轉化為有�義的圖�，然��行資料解���明。 
5.以小�合作學習的�式�行����作，��團�精��溝��力，��多元智��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體驗�� 【�現問題】

1.介�科學筆�本以�如何�� 
2.學生��水果並��差異性。 
(從日常生活�驗、學習活動、自然��、書刊或�路媒體等，�行
多���) 
3.�學生�������他人的�� 
4.�學生��不同的已知����對未知��。 
(�用感�或儀���物體和現�的特性) 

二 媒體������� 【�現問題、���分�】

1.�賞水資源�片（或��） 
(���理解資�內�) 
2.學生�學習單(��片相�的內�) 
(整理並提取�當的資�) 
3.分�自己���的內�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4.��二�水質成份相��本��事���點。 
(���理解資�內�、整理並提取�當的資�) 
5.分��別水質成份相��本��事���點。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三 水質成份相�資料彙� 【�現問題】

1.�������資料(老師提供���) 
2.�師��堂中示範如何��資料 (��解固體→��解固體 �制
→TDS→TDS水質) 
3.�作：在�堂上�抽�的水質成份����習��、��資料，
�成����資料�，找�少三�可����整理成�1000��告
上傳。 
(�����得，�由��資�、��和�論等��，提出�合科學
��的問題。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分�並��優先重要�
問題) 
4.�師�明回�作業:�上�前兩�上傳。 

� ���分�

1.�前作業: �上�自己�想的���找�三�可����整理成�
1000��告上傳。老師�前�相似���主題同學分�(3~4人/
�)。 
2.分���研��向。 
(�用各種資源�他人分�科學資�) 
3.分��告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4.學生提問 
(�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見或��) 
5.自��、��� 
(�估同學的����、�果或�型的優點和�制，並提出合理的�
問或提出����) 

五 科學圖�����作 【規劃�研�、�����】

1.介�4種常用的數���圖��型。 
2.老師提供資料數�，�學生��內�來�取�合數���圖並�
明原�。 
(使用資��數學等��，有�整理資料數�; ��整理�的資料數
�，�作圖�; ��自己、同學�其他相�的資�或��的合理性�
正�性) 

� �中水質檢測(1) 【規劃�研�、���分�】 �中水質檢測:自�檢測�。 
1.小����驗�畫(�含目標、��、��、�驗�材)並畫出�驗
��圖(�整的電路��)。 
(���提出的問題，�劃�當的��、材料、�����。) 
2.學生可以清楚��自己的電路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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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3.學生可以�聽理解，共同��並修正小�的電路圖�測量��。 
(�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見或��) 

� �中水質檢測 (2) 【規劃�研�、�����】

1.�作:學生自己��5種不同��的NaCl(aq)�待測樣品(其他��
的NaCl(aq))的�電��TDS，�種做三次重�。 
(正�且��的操作�材��; 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
�或檢��佳化�件) 
2.�作�驗���格並��驗�果��。 
(���當的��格式並����) 
3.�數�用�格���圖�。 
(使用資��數學等��，有�整理資料數�; ��整理�的資料數
�，�作圖�) 

� �中水質檢測 (3) 【���分�】

1.各��告:�習��圖��化趨�，並看出�含的�義。(�當利用
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理解他人
的�����成果; 有�理且�科學性的陳���成果) 
2.�相提出�體的�見或��。(�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
�見或��) 
3.找出�合�圖形�現。(反思��成果的�用性、�制性����
�) 

九 期中�告 期中�告

十 鐵生鏽(1) 【規劃�研�】

1.��暖暖�升溫�驗，了解暖暖�中各成分對�升溫的��，了
解�制��、����、操����特質，並分����果。 
(���研�問題相�的����，並分析��間的��; 合理的預
測��的可��果) 

十一 鐵生鏽(2) 【規劃�研�】

鐵生鏽����: 
1.�驗��:��鐵生鏽需要氧�水的���驗，������驗�
����圖，並�成�驗����。 
(���提出的問題，�劃�當的��、材料、�����; �用或
��合�的�材�儀�) 
2.�驗���格的��。 
(���當的��格式並����) 
3.���開��驗���，並����一�。 
(正�且��的操作�材��;且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
�或檢��佳化�件) 

十二 鐵生鏽(3) ��資料數� 【�����】

1.���驗��數�。 
(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或檢��佳化�件) 
2.�行數�整理��用，作圖。 
(使用資��數學等��，有�整理資料數�並�作圖�) 
3.�行圖�分析。 
(由資料數�的�化趨�，看出其�含的�義; 由資料數��示的相
�性，�測其��可�的�果��; �����果形成解�) 

十三 鐵生鏽(4) 【���分�】

1.分��告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有�理且�科學性的陳���成果) 
2.�人分�自己的研�成果，�聽他人成果，並��分��的回
�，�行反思��整。 
(�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見或��; 體驗科學��重�
�作�驗��的使用、合乎�輯的�論，以����果的再現性;了
解科學知�是人們理解現�的一種解�，但不是�一的解�) 

十� 牛奶�色�1 【�現問題、規劃�研�】

1.���片��。 
(�測���現�的可�成�) 
2.小���，提出�合科學���問題。 
(�����得，�由��資�、��和�論等��，提出�合科學
��的問題; 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分�並��優先重要�問
題;����的問題提出想�、假�或�型) 
3.�行材料的��、�當的��、�����行可行的�驗��規
劃。 
(���研�問題相�的����，並分析��間的��; ���提
出的問題，�劃�當的��、材料、�����) 

十五 牛奶�色�2 【規劃�研�】

1.��上��驗��規劃正�的���驗�材並�行�驗操作。 
(�用或��合�的�材�儀�; 正�且��的操作�材��) 
2.���當的��格式並����。 
(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或檢��佳化�件) 

十� 牛奶�色�3 【�����】

1.���整理資料。 
(使用資��數學等��，有�整理資料數�並�成圖�) 
2.�測可�的解�。 
(由資料數��示的相�性，�測其��可�的�果��) 
3.提出問題。 
(由���果形成�論、�的�念或問題) 

十� 牛奶�色�4 【���分�、�����】

1.分��告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有�理且�科學性的陳���成果) 
2.�人分�自己的研�成果，�聽他人成果，並��分��的回
�，�行反思��整。 
(�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見或��; 反思��成果的�
用性、�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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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牛奶�色�5 【���分�、�����】 1.分��告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有�理且�科學性的陳���成果) 
2.�人分�自己的研�成果，�聽他人成果，並��分��的回
�，�行反思��整。 
(�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見或��; 反思��成果的�
用性、�制性�����) 

十九 牛奶�色�6 【���分�】

1.書�成果�告：(小����) 
(1)�告內�(內�)：動�、研�目的、研���、�果、��、�
� (符合APA格式)。 
(2)�告格式：�界上下左右2.5cm，標題14��，內�12��，行
�1.5行。需要有封面頁，目�頁。內��多10頁。 
(正��用科學名�、符�或�型，�現自己或理解他人的����
�成果) 

二十 期末成果�告 期末成果�告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1.形成性�量:學期中����會�予��性�務如學習單、�驗檢��、科學圖��作等�堂�務，�學期成�50%，另�個人�
堂�現(��力/���)佔學期成�20%。 
2.��性�量:各個����作活動，�分�含研��畫、口頭�告、���、自���書面�告佔學期成�30% 

 
��： 工�、數理化、���生、生物資源、地���

 

��名�：
中�名�： 自然科學����作��B

��名�： Natural Sciences: Inquiry and Practice B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2

���性：
�作(�驗)

�科目： 物理、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科協同

學習目標：

1.��學生�夠�心��日常生活的現�，提�學生的��力。 
2.��理解�本或多媒體相�資���，分析�提出策略或��。 

 3.�整合小����見��共�，�成學習單或�告。 
4.�科學�驗的測量數�轉化為有�義的圖�，然��行資料解���明。 
5.以小�合作學習的�式�行����作，��團�精��溝��力，��多元智��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你吃的�心嗎？」 【�現問題】

科學����� 
1.從����中��對���題的��，提�對����題的重�
性(情�)。 
(從日常�驗、學習活動、自然��、書刊或�路媒體 等，�行多�
��) 
2.��理解�題中的��、問題、�生原�、資料��的可��、
��主�的��性、���針���等面向��。 
(���理解資�內�。整理並提取�當的資�) 

二 科學��「���查�！」 【�現問題】

1.小�合作從�路上�找���題：�品�加物、生�數、重金�
危�等�題。 
2.小�決��題�，�����題資料三�，並找出國際和��對
�此���品��的規�和目前���品�行的�在�險。 
(利用��、圖書、�路�媒體��相�資�，並��資 �來源的可
靠性) 
3.���找出來的三�內��行資料��(事���點)。 
(���理解資�內�。整理並提取�當的資�) 

三 科學���科學�作「��聽我�！」 【���分
�】

1.利用�二�的資料��科學��的���板：標題、內���、
��資料�主���。 
2.��不同���題�別�行�����的��，並做��主��
�。 
3.各��現���300�，上���時間1分�，並������，
�拔優�作品。 
(���理解資�內�。整理並提取�當的資�) 

� 凍�� 【�現問題】

1.����石�凍、愛玉凍、仙�凍、豆�固體的��狀況��跳
測�等。 
(�用感�或儀���物體和現�的特性) 
2.��石�凍、愛玉凍、仙�凍、豆�相�資料�少��(如�固�
作)。 
(利用��、圖書、�路�媒體��相�資�，並��資 �來源的可
靠性。) 

 

五 凍�� 資料����� 【�現問題】

1.小���並決���主題。 
(�����得，�由��資�、��和�論等��，提出�合科學
��的問題。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分�並��優先重要�
問題) 
2.��主題�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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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凍�� ��的����驗�� 【規劃�研�】 1.以小�為單���主題����資料了解操���制��的�
義，並�估�����驗�的可行性來�行�驗��。 
(���研�問題相�的����，並分析��間的��) 
2.��材料並�行�驗�������圖。 
(���提出的問題，�劃�當的��、材料、�����) 
3.�驗���格等��。 
(���當的��格式並����)。 
4.�驗��並修�為可行��驗��。 
(�用或��合�的�材�儀�) 

� 凍�� �驗�行(一) 【�����】

1.小��行�驗。 
(正�且��的操作�材��) 
2.���驗數�。 
(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或檢��佳化�件) 
3.�驗��數�分析�理，�測�驗�果可�的解�。 
(由資料數�的�化趨�，看出其�含的�義。 由資料數��示的
相�性，�測其��可�的�果��) 

� 凍�� �驗�行(二) 【�����】

1.小��行�驗。 
(正�且��的操作�材��) 
2.���驗數�。 
(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或檢��佳化�件) 
3.�驗��數�分析�理，�測�驗�果可�的解�。 
(由資料數�的�化趨�，看出其�含的�義。 由資料數��示的
相�性，�測其��可�的�果��) 

九 凍�� 【�����、���分�】

1.有�整理�驗數�，��數��作圖�。 
(使用資��數學等��，有�整理資料數�並�成圖�) 
2.陳�資料數��示的相�性，由��成果形成��，�測��可
�的�果��。 

十 期中�告 期中�告

十一 凍�� 【規劃�研�、�����、���分�】

1.分��告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有�理且�科學性的陳���成果) 
2.�人分�自己的研�成果，�聽他人成果，並��分��的回
�，�行反思��整。 
(�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見或��; 反思��成果的�
用性、�制性�����) 
3.�整各種���作�Q�的果凍�行小���1。 

十二 凍�� 【規劃�研�、�����、���分�】

1.分��告 
(�當利用口�、��、圖�、��或�物等���式，�現自己或
理解他人的�����成果; 有�理且�科學性的陳���成果) 
2.�人分�自己的研�成果，�聽他人成果，並��分��的回
�，�行反思��整。 
(�聽他人的�告，並�提出�體的�見或��; 反思��成果的�
用性、�制性�����) 
3.�整各種���作�Q�的果凍�行小���2。 

十三 開�性���作(一) 【�現問題、規劃�研�】

1.��生活��的現�，提出可��的問題。 
(�學生學習狀況�整，�學生的�力不足�期�內提出可��問
題，�師可提供數個主題�學生�一�行研�) 
(從日常�驗、學習活動、自然��、書刊或�路媒體 等，�行多�
��) 
2.以小�為單���主題�行資料�����研��畫。 
(�����得，�由��資�、��和�論等��，提 出�合科學
��的問題。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分�並��優先重要�
問題) 

十� 開�性���作(二) 【�現問題、規劃�研�】

1.���驗���行�作。 
(正�且��的操作�材��) 
2.�����驗數�。 
(����並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或檢��佳化�
件) 

十五 開�性���作(三) 【規劃�研�、�����】

1.���驗���行�作。 
(正�且��的操作�材��) 
2.�����驗數�。 
(����並有��性的���性或�量的資料數�或檢��佳化�
件) 

十� 開�性���作(�) 【�����】 有�整理�驗數�，��數��作圖�，陳�資料數��示的相�
性，由��成果形成��，�測��可�的�果��。

十� 開�性���作(五) 【���分�】 成果��一:分��告，�人分�自己的研�成果，�聽他人成果，
並��分��的回�，�行反思��整。

十� 開�性���作(�) 【���分�】 成果��二:分��告，�人分�自己的研�成果，�聽他人成果，
並��分��的回�，�行反思��整。

十九 開�性���作(�)
1.��回��見修正研��告;反思��成果的�用性、�制性��
���。 
2.回�本學期�學，��自��。 

 
二十 期末成果��-回�分� 期末成果��-回�分�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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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量：
1.形成性�量:學期中����會�予��性�務如學習單、�驗檢��、科學圖��作等�堂�務，�學期成�50%，另�個人�
堂�現(��力/���)佔學期成�20%。 
2.��性�量:期末小�����作活動，�分�含���的研��畫、口頭�告、���、自���書面�告佔學期成�30% 

��： 工�、數理化、���生、生物資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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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域加�加��修����作��

��名�：
中�名�： ����作：�共�題��會��

��名�： Inquiry and Practice: Public Issues and Social Inquiry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2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本��的����作��對�會��事件的�����行動��活動��學生習得基本的�個�力，�括「�現�界�問題」、
「�����資料」、「分析���資料」,以�「���反思」。 

 目的： 
 1. �化�����需要�相�技�、���價值�。 

 2. �成���估資�、��思�的�力。 
 3. 學習有�溝�、��、妥協、�求共�、�平�理衝�。 

 4. ��學生研���或���共�題，檢�可行的��策略，並轉化為�際的��提��行動。 
 5. 鼓�學生���共事務，�踐����的行動，�有�監督並��政�作為。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共�題何��？ 【�現�界�問題】 ���共�題的形成�如何解�其�義

二 �會現���(一) 【�����資料】 ��各種存在�各國的�會現����現�共�題

三 �會現���(二) 【�����資料】 ����現有的各種�會現�如何成為�共�題

� ��規則�明

�明��的基本架構—��瑞岡標�制 
 1.如何�取��主題 

 2.����的主軸 
 3.���點

五 資料��整理�告 【�����資料】 學生����的資料�行��整理分�並�明其可���的重要價
值

� 資料分析�告 【分析���資料】 資料�現正反兩面��時，如何�用�輯���服自己，並�對另
一面�行��

� 資料分析�告 【分析���資料】 資料�現正反兩面��時，如何�用�輯���服自己，並�對另
一面�行��

� �共�題�� 【���反思】 ��分��式，並�照�瑞岡�����行正反��。��思��
���力。

九 �共�題�� 【���反思】 ��分��式，並�照�瑞岡�����行正反��。��思��
���力。

十 �共�題���反思 【���反思】 ����的形式，�����性的�會�題，�盪出可�的�會共
�或解決�式。

十一 ���明 介���行動��

�明本學期��目的,���共�題的���作、�同學分��行�
���的��行動研�,������的生活��,��可行的行動�
�。 
��一：�����的�共政策問題 
��二：��問題�行��研� 
��三：��研�的問題��相�資� 

 ���：��資料檔� 
 ��五：�告專題檔� 

���：回�學習�驗

十二 �掘���的�共�題 【�現�界�問題】 ��小����，�思��，點出��內�存在��共待���
題，並�明�題重點�欲的���向。

十三 ��問題�行��研� 【�現�界�問題】 各�針對有興趣�����題,�行��。小���共�。

十� ��研�的問題��相�資� 【�����資料】 各小�������題，分工��相�資�。����大�等��
堂�束前��簡��告��。

十五 行動���問��查 【�����資料】 �問��內的同學或���的其他人士，並��下他們對�些問題
�知�的一�，以�他們的��。

十� ��行動�� 【�驗事�的���量化��】

�各��明��的可行性,並�作簡��明��內�。 
 分�一：�明問題 

分�二：檢�可行的各項政策 
分�三：提出�� 
分��：��行動�畫

十� 行動���傳�畫 【分析���資料】

�明如何�得���的團體、個人對你們提��畫�支持�如何�
�醞�使��支持�個��政策。 
�各���的行動研�,��不同的�傳�式�現(可以是簡�、短
片、或��) 

 
十� 行動��專題版�作 成果�示���習 【分析�

��資料】
行動��成果資料整理、�作 

 ���告順�、分��告工作 
 

十九 行動��成果�示 【���反思】 以行動���式��，並���上�票�出��合的行動��。

二十 ���反思、分��門�的心得 【���反思】 以�際行動來������各��相�分,且分�對得�行動行動�
�的感想。

二十一



2021/1/12 ⾼中課程計畫

210.70.125.142/courseH/inform/classgroup2/download_all.aspx 29/77

二十二

學習�量： 上���30%、口頭�告30%、成果�告40%

��： �會心理、大眾傳�、�史哲、��、�政

 

��名�：
中�名�： ����作：地理�人��會科學研�

��名�： Inquiry and Practice: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2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地理學的研����用在不同的人��會����題，�學生以分���、�作的�式�行學習，並以多元的�式�現研�成果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學期��介�、�分標��學生分�

二 �現問題的�� ����：��問題�學生�行����

三 ��資料、分析資料的技� 利用學生�掘的��問題�行問���、��技�解�

� ��資料、分析資料的技� 資料整理的��(��圖、��地圖)

五 工�業活動的����-��業�品���品來源地
分析 ����的便利��、量販��行�品來源地���來源地�查

� 工�業活動的����-��業�品���品來源地
分析 分���的��圖、��地圖並分析��

� 工�業活動的����-��業的�間分布 ��學�附�的��業�型�分布並����的����

� 工�業活動的����-��業的�間分布 分析��附�的��業的�間分布特性�����要�

九 工�業活動的����-��業的�間分布 ��林口�各地租金的����(人口��、數量�化)

十 如果我是��業者 �量租金、��、人口、消費�力等��規劃����

十一 期中成果�� ������的開��畫

十二 以生�����地理的研���：��、�� 地�為相對稀少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動性的�光資源

十三 以生�����地理的研���：提出問題、資料
���分析

以馬�馬�國�保��為例，��： 
 1.何�生���/何時興�生���形式？ 

 2. ��生���的人��件有哪些？ 
 

十� 以生�����地理的研���：提出問題、資料
���分析

以馬�馬�國�保��為例，��： 
 3.馬�馬�國�保����生���的地�資源為何？ 

 4.如果��生���，是否可以同時兼������地�保�？ 
 

十五 生���企劃� 分������題

十� 生���企劃� ��資料

十� 生���企劃� 分���形成企劃

十� 生���企劃� 分���形成企劃

十九 期末成果�� 1.提出生���企畫� 
 2.���師生�行�票�出�佳規劃�別 

 
二十 期末成果�� 1.提出生���企畫� 

 2.���師生�行�票�出�佳規劃�別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圖、��地圖、企劃� 
期中�告50%，期末�告(分���、企劃�)50%

��： 資�、數理化、地���、��、��、���動

 

��名�：
中�名�： ����作：歷史學��

��名�： Inqui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Inquiry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2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分析他人��作品，了解如何�構歷史。 
2.����史料、規畫��、整理�闡�，�構歷史。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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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什�學歷史？ ��是史料？ 古今中�各國�重�歷史學習，分析原�何在。 
��各項資料的陳列，�明何�史料，並��史料�史學�的�
�，列�兩�以上�場不同的��，�明史料�����的��。 

二 歷史事��歷史解� 歷史��中的�點問題

�例同樣的事件不同史學�的解�，��學生了解歷史解�形成的
��。 

 �例同樣的事件史�不同的���式，如何���人對歷史�解
�。 

 
三 何�口�史料? 如何�行口�歷史? ��口�史料的主�性���性，並�明口�史料的優�點。 

 �明�行口�歷史��的���注�事項。 
 

� 口�歷史作品��-�本�� �學生��口�歷史�作的�����，��、�習資料��、�
�、整理、分��掌�資料重點的��。

五 口�歷史作品��-���� �學生��口�歷史��作品的�賞���，��、�習��主
題、�本規劃、��現�式。

� 小��習-��、�����習 分�、小�決�小主題���人物 
 �����劃 

 
� 小����畫�告�一�次 小����習主題相�史料����畫

� 小����畫�告�二�次 小����習主題相�史料����畫

九 小�成果�示�一�次 小��示�習成果�回�

十 小�成果�示�二�次 小��示�習成果�回�

十一 小�學期研�主題指���� 小���並決�學期研�主題�成果�現�式

十二 小�研�主題史料分析�一�次 小��明研�主題，並��並���用的史料���規劃。

十三 小�研�主題史料分析�二�次 小��明研�主題，並��並���用的史料���規劃。

十� 小�研�主題史料分析�三�次 小��明研�主題，並��並���用的史料���規劃。

十五 作品創作歷�分� �一�次各小���目前��

十� 作品創作歷�分� �二�次各小���目前��

十� 作品創作歷�分� �三�次各小���目前��

十� 成果�� �一、二�次各小����回�

十九 成果�� �二、三�次各小����回�

二十 �合�� 成果回���未來��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20%、口頭�告30%、學習單20%、�作作品30%

��： 大眾傳�、�史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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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修��

��名�：
中�名�： Essential Skill(1)

��名�： Essential skills (1)

授�年�： 一上 學分�數： 1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１．Understand the case study method 
 ２．Understand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al report.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Introductions Learning to Unlock Meaning

二 Introductions Learning to Unlock Meaning

三 Achieve3000 An Interactive Textbook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Everything's an Argument

五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Everything's an Argument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Falsifiability in the Humanities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How do we Make our Claims Persuasive?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How can I be persuasive as a 10th Grader?

九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十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十一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十二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How does this appeal to me?

十三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Whose rhetorical triangle is this?

十�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What can I say about this?

十五 The Thesis It's All About the Thesis

十� The Thesis Let me be Your Guide

十� Essay Writing It's the Audience, Silly

十� Outlining Study the Masters

十九 Outlining Measure Twice, Cut Once

二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 50% 
project 50%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名�：
中�名�： Essential Skill(2)

��名�： Essential skills (2)

授�年�： 一下 學分�數： 1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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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１．Understand the case study method 
 ２．Understand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al report.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The First Body Paragraph(s) Something Crazy Happened Yesterday

二 The First Body Paragraph(s) And It Really Made Me Think

三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So I Asked an Expert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And I Applied Her Thinking to What Happened

五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And It Made Me See the Problem in a New Way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So I Realized I Needed to Consider this Other Issue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And Talk to More Experts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To Properly Explore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九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Now, I Hope You'll Agree

十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That My Argument About This Topic i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十一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That My Argument About This Topic i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十二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That My Argument About This Topic i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十三 The Conclusion Looking Back, You'll Realize How it Affects Your View of the Story

十� The Conclusion And the Way You'll Think About Similar Stories in the Future

十五 The Conclusion And the Way You'll Think About Similar Stories in the Future

十� The Conclusion And the Way You'll Think About Similar Stories in the Future

十� Revision Would You Try to Sell a House When It's Covered in Dirt?

十� Revision Would You Try to Sell a House When It's Covered in Dirt?

十九 Revision Wouldn't You First Scrub the Floors and Paint the Walls?

二十 Revision Wouldn't You First Scrub the Floors and Paint the Walls?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 50% 
project 50%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名�：
中�名�： English Literature(1)

��名�：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1

���性： ���域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１．Understand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２．Improve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How does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influence how
they write? Collection 1: Content's of the Dead Man's Pocket

二 How does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influence how
they write? Collection 1: Content's of the Dead Man's Pocket

三 How does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influence how
they write? Collection 1: Content's of the Dead Man's Pocket

� What makes a character believable? What skills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characters? Collection 2: Ever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五 What makes a character believable? What skills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characters? Collection 2: Ever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 What makes a character believable? What skills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characters? Collection 2: Ever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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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narrators tell storie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Collection 3: The Storyteller

� How do narrators tell storie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Collection 3: The Storyteller

九 How do narrators tell storie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Collection 3: The Storyteller

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十一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symbolism and
irony? Collection 4: Through the Tunnel

十二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symbolism and
irony? Collection 4: Through the Tunnel

十三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symbolism and
irony? Collection 4: Through the Tunnel

十� How does word choice affect our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Collection 5: Typhoid Fever

十五 How does word choice affect our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Collection 5: Typhoid Fever

十� How does word choice affect our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Collection 5: Typhoid Fever

十� How does the speaker use powerful language to
appeal to emotions? Collection 6: There Comes a Time/ Eulogy

十� How does the speaker use powerful language to
appeal to emotions? Collection 6: There Comes a Time/ Eulogy

十九 How does the speaker use powerful language to
appeal to emotions? Collection 6: There Comes a Time/ Eulogy

二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50% 
project-25% 
assessment-25%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名�：
中�名�： �美�學專題���研�(1)

��名�： English Literature(1)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1

���性： ���域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了解�美�學。 
(2)提升�����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How does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influence how
they write? Collection 1: Content's of the Dead Man's Pocket

二 How does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influence how
they write? Collection 1: Content's of the Dead Man's Pocket

三 How does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influence how
they write? Collection 1: Content's of the Dead Man's Pocket

� What makes a character believable? What skills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characters? Collection 2: Ever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五 What makes a character believable? What skills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characters? Collection 2: Ever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 What makes a character believable? What skills
can help you understand characters? Collection 2: Ever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 How do narrators tell storie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Collection 3: The Storyteller 

� How do narrators tell storie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Collection 3: The Storyteller

九 How do narrators tell storie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Collection 3: The Storyteller

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十一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symbolism and
irony? Collection 4: Through the Tunnel

十二 What is the effect of having Death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symbolism and irony? Collection 4: Through the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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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symbolism and
irony?

Collection 4: Through the Tunnel 

十� How does word choice affect our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Collection 5: Typhoid Fever

十五 How does word choice affect our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Collection 5: Typhoid Fever

十� How does word choice affect our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Collection 5: Typhoid Fever

十� How does the speaker use powerful language to
appeal to emotions? Collection 6: There Comes a Time/ Eulogy

十� How does the speaker use powerful language to
appeal to emotions? Collection 6: There Comes a Time/ Eulogy

十九 How does the speaker use powerful language to
appeal to emotions? Collection 6: There Comes a Time/ Eulogy

二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50% 
project-25% 
assessment-25%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名�：
中�名�： 專題研�1(ES1)

��名�： Essential skills (1)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1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了解專題研���。 
 (2)了解專題�告研�����作。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Introductions Learning to Unlock Meaning

二 Introductions Learning to Unlock Meaning

三 Achieve3000 An Interactive Textbook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Everything's an Argument

五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Everything's an Argument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Falsifiability in the Humanities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How do we Make our Claims Persuasive?

�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How can I be persuasive as a 10th Grader?

九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Joining the Conversation

十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十一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十二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How does this appeal to me?

十三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Whose rhetorical triangle is this?

十� The Arguments of Advertising What can I say about this?

十五 The Thesis It's All About the Thesis

十� The Thesis Let me be Your Guide

十� Essay Writing It's the Audience, Silly

十� Outlining Study the Masters

十九 Outlining Measure Twice, Cut Once

二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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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 50% 
 project 50%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名�：
中�名�： English Literature(2)

��名�： English Literature(2)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1

���性： ���域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１．Understand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２．Improve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How does poetry make itself heard?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and enjoy poetry? Collection 7: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二 How does poetry make itself heard?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and enjoy poetry? Collection 7: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三 How does poetry make itself heard?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and enjoy poetry? Collection 7: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 What is more important--ambition or honor? Collection 8: 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

五 What is more important--ambition or honor? Collection 8: 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

� What is more important--ambition or honor? Collection 8: 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

�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9: Birth of a Legend/ A Portrait of Pocahantas

�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9: Birth of a Legend/ A Portrait of Pocahantas

九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9: Birth of a Legend/ A Portrait of Pocahantas

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十一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10: Theseus/The Sword in the Stone

十二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10: Theseus/The Sword in the Stone

十三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10: Theseus/The Sword in the Stone

十� What is identiy? How do we define ourselves?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五 What is identiy? How do we define ourselves?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 What is identiy? How do we define ourselves?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 How does a graphic novel impact the story?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 How does a graphic novel impact the story?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九 How does a graphic novel impact the story? American Born Chinese

二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50% 
project-25% 
assessment-25%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名�：
中�名�： �美�學專題���研�(2)

��名�： English Literatu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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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年�： 二下 學分�數： 1

���性： ���域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了解專題研���。 
(2)了解專題�告的研�����作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How does poetry make itself heard?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and enjoy poetry? Collection 7: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二 How does poetry make itself heard?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and enjoy poetry? Collection 7: Since Feeling Is First

三 How does poetry make itself heard? What skills
help you understand and enjoy poetry? Collection 7: Since Feeling Is First

� What is more important--ambition or honor? Collection 8: 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

五 What is more important--ambition or honor? Collection 8: 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

� What is more important--ambition or honor? Collection 8: 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

�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9: Birth of a Legend/ A Portrait of Pocahantas

�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9: Birth of a Legend/ A Portrait of Pocahantas

九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9: Birth of a Legend/ A Portrait of Pocahantas

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十一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10: Theseus/The Sword in the Stone

十二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10: Theseus/The Sword in the Stone

十三 Why are some stories retol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Collection 10: Theseus/The Sword in the Stone

十� What is identiy? How do we define ourselves?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五 What is identiy? How do we define ourselves?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 What is identiy? How do we define ourselves?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 How does a graphic novel impact the story?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 How does a graphic novel impact the story? American Born Chinese

十九 How does a graphic novel impact the story? American Born Chinese

二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50% 
project-25% 
assessment-25%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名�：
中�名�： 專題研�2(ES2)

��名�： Essential skills (2)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1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了解專題研���。 
 (2)了解專題�告的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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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The First Body Paragraph(s) Something Crazy Happened Yesterday

二 The First Body Paragraph(s) And It Really Made Me Think

三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So I Asked an Expert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And I Applied Her Thinking to What Happened

五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And It Made Me See the Problem in a New Way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So I Realized I Needed to Consider this Other Issue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And Talk to More Experts

� The Middle Body Paragraph(s) To Properly Explore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九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Now, I Hope You'll Agree

十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That My Argument About This Topic i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十一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That My Argument About This Topic i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十二 The Final Body Paragraph(s) That My Argument About This Topic i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十三 The Conclusion Looking Back, You'll Realize How it Affects Your View of the Story

十� The Conclusion And the Way You'll Think About Similar Stories in the Future

十五 The Conclusion And the Way You'll Think About Similar Stories in the Future

十� The Conclusion And the Way You'll Think About Similar Stories in the Future

十� Revision Would You Try to Sell a House When It's Covered in Dirt?

十� Revision Would You Try to Sell a House When It's Covered in Dirt?

十九 Revision Wouldn't You First Scrub the Floors and Paint the Walls?

二十 Revision Wouldn't You First Scrub the Floors and Paint the Walls?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 50% 
 project 50% 

對�學群： 大眾傳�、��、�史哲

��： 此��為中��師����師共同協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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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修��

��名�：
中�名�： Asian Debate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Recognize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uide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Reading Recognize common words, phrases, and patterns, advance
conversa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二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Reading Recognize common words, phrases, and patterns, advance
conversa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三 Analysis of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Analyze sentence patterns

� Analysis of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Analyze sentence patterns

五 Analysis of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Analyze sentence patterns

�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九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News Group Discussion

十 Writing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Discuss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十一 Writing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Discuss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十二 Writing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Discuss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十三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 group report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 group report

十� Writing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Discuss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十五 Writing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Discuss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十� Writing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Discuss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s

十�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 group report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 group report

十�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 group report English current affairs topic group report

十九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二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Discuss30%、Study list 30%、Learning assessment 40%

對�學群： 大眾傳�、��、

��：

 

��名�：
中�名�： C Language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大學預修��

師資來源： ��(大學)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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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五、思�力：是�
���、��生命價值的���力。,

學習目標： 1.Understanding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platform 
 2.Know the compiler of C programming language operating system, learn to write programs, logic training.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C program language development platform C program language development platform

二 Introduction to basic architecture C program language

三 Data Types, Constant, Variable, Basic Data Types, Constant, Variable, Basic Input/Output

� Data Types, Constant, Variable, Basic Data Types, Constant, Variable, Basic Input/Output

五 Top-Down Design with Function Top-Down Design with Function (without argument)

� Top-Down Design with Function Top-Down Design with Function (without argument)

�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conditions)

�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conditions)

九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conditions)

十 Midterm exam Midterm exam

十一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compound)

十二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compound)

十三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compound)

十�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nested)

十五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nested)

十�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if statements (nested)

十�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switch statements

十�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switch statements

十九 Selection Structures Selection Structures: switch statements

二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 class 30%、Study sheet 30%、assessment40%

對�學群： 資�、工�、數理化、大眾傳�、

��：

 

��名�：
中�名�： Design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作(�驗)���體驗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3.�����美感��,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平面�� 
2了解平面��媒體�材，�現學生的�現力、�行力，思�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Basic Design Introduction to Basic Graphic Design

二 Basic Design Introduction to Basic Graphic Design

三 Get to know the basic Photoshop features Introduce the operation methods and work cases of common
functions and related tools in the industry

� Get to know the basic Photoshop features Basic technical performance is reflected in practical exercises

五 Plane Announcement 1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method

� Plane Announcement 1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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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 Plane Announcement 1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method

� Plane Announcement 1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method

九 Plane Announcement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urse learning summary

十 Plane Announcement 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urse learning summary

十一 Graphic Communication Design 2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method

十二 Graphic Communication Design 2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method

十三 Graphic Communication Design 2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method

十� Graphic Communication Design 2
The bas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is reflected to the planning
content to modify and integrate the graphic publicity design
method

十五 Plane Announcement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urse learning summary

十� Plane Announcement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urse learning summary

十� Plane Announcement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urse learning summary

十� Plane Announcement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urse learning summary

十九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二十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 class-50% 
project-50% 

對�學群： ����、��、

��：

 

��名�：
中�名�： Graphic Novel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科協同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Improve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through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二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三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五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九 Graphic novel reading 1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十一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十二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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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English graphic novel reading

十�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十五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十�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十�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十� Graphic novel reading 2 creation English graphic novel creation

十九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二十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Final Achievement Exhibition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 50% project 50%

對�學群： ��、��、�史哲、

��：

 

��名�：
中�名�： 日�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二�國��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一、��學生在不同場合中，��各種對�的�力。 
 二、��對�內�，�學生了解日本�會�不同的�俗�情。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二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三 單��� 單���

� 單��� 單���

五 ��用� ��用�

� ��用� ��用�

�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九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十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十一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十二 日��口 日��口

十三 日��口 日��口

十� ���、��� ���、���

十五 ���、��� ���、���

十� ���、��� ���、���

十� 日本�化 日本�化

十� 日本�化 日本�化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30% 口��習30%、作業20%、�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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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群： 大眾傳�、��、

��：

 

��名�：
中�名�： 生��專題研�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作(�驗)���體驗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學生在生物�學相�知��技�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開學� ��簡介

二 ��簡介�科學�� �明���科學����驗的��

三 中秋� ��

� �豆栽種�驗I 栽種�豆�驗����

五 �豆栽種�驗II 栽種�都�驗�果數�分析

� 光合作用�驗��I �性��量�驗介�、���驗�作

� 國�日 ��

� 光合作用�驗��II �性��量�驗介�、���驗�作

九 ���操作�驗I 玻片�作���

十 期中�� ��

十一 ���操作�驗II ��測量技��數��理

十二 �生物學�驗操作I 固體、�體��基的��

十三 �生物學�驗操作II ��生�曲�的��

十� �生物學�驗操作III 自行����相��驗

十五 光合作用�驗��III 光合色���色�分析

十� 動物�驗 蛤蜊吐沙量�驗��

十� 動物�驗 蛤蜊解�

十� 青蛙解�I 青蛙構��明��驗��

十九 青蛙解�II 青蛙解�

二十 期末檢� 期末檢�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學習單、�驗技�

對�學群： ���生、生命科學、生物資源、

��：

 

��名�：
中�名�： ����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二�國��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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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一、��學生在不同場合中，��各種對�的�力。 
 二、��對�內�，�學生了解����化。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二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三 單��� 單���

� 單��� 單���

五 單��� 單���

� ��用� ��用�

� ��用� ��用�

�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九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十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十一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十二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基本問候�、數�、時間、自我介�

十三 ���、��� ���、���

十� ���、��� ���、���

十五 ���、��� ���、���

十� ����化介� ����化介�

十� ����化介� ����化介�

十� ����化用� ����化用�

十九 ����化用� ����化用�

二十 ����化用� ����化用�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30% 口��習30%、作業20%、�量20%

對�學群： ��、�史哲、

��：

 

��名�：
中�名�： ��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二�國��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B溝��動： B3.�����美感��,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二、國際力：是��中��化，�往國際��的���力。 ,

學習目標： 1.���國�化�生活習慣、����會����。 
2.對��和�國�化有基本的��/可用��問候�簡易對�。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

二 ������ ���國、��、���國�

三 ������ ���國、��、���國�、������

� ������ ���國、��、���國�、������

五 ������ ������

� 句型介� 問候�、自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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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型介� 問候�、自我介�
� 句型介� 問候�、自我介�

九 句型介�、口��習 介�別人、提出問題

十 句型介�、口��習 介�別人、提出問題

十一 句型介�、口��習 介�別人、提出問題

十二 句型介�、口��習 回答問題、��自己的喜好

十三 句型介�、口��習 回答問題、��自己的喜好

十� 句型介� ��、數���

十五 口��習 介�自己的�業、���國名人

十� ��用� ��卡片�賀���用�

十� 電�賞析 ��電�欣賞

十� 電�賞析 期末成果�

十九 期末成果� 期末成果�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對�學群： ��、��、�史哲、��、

��： 上���20%、口頭�告20%、學習單20%、學習�量40%

 

��名�：
中�名�： 科技�用專題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學生��由專題開�小�的合作，��創�的��，並�現不同專��力。 
2.學生���協作平�使用，��共創的精�，整合�算思��資�科技解決問題的�力。 
3.學生��作品上傳��路平�，�開創作成果並�行傳�、分��賞析，也可��開�，�分利用資�科技�他人合作並�行創
作。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專題�作簡介 專題�作的�義�特色

二 專題�� 專題�作的預期成�、�����

三 專題�學 專題�作�現型�、書面�告�輯格式

� 創��想 創��想專題主題並分�

五 協作平� ����協作平�共同�想�整合

� 專題主題 科技�域主題��

� 專題主題 科技�域主題��

� ���畫書 ���畫書

九 ���畫書 ���畫書

十 ���� 資料的�型、資料����

十一 ���� 次�資料��

十二 主題研� 主題研�

十三 主題研� 主題研�

十� 研�成果 研�成果

十五 研�成果 研�成果

十� 研�成果 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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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成果�告 成果�告���解�

十� 成果�告 期末成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20%、口頭�告30%、學習單20%、學習�量30%

對�學群： 資�、工�、數理化、

��：

 

��名�：
中�名�： 桌�學��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性��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體驗學習的�趣，���輯�理�思�、��、決策、專注力。 
2.由�師以桌��式，�化口����力 
3.從��中，���他人溝�合作的�力。 
4.�由各種不同�型的��的學習，�揮創�。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桌�簡介 ����碼 由�師以桌��式，�化口����力

二 桌�簡介 ����碼 由�師以桌��式，�化口����力

三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五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3D 德國�棋 �是牛頭王

� �� 德國蟑� �� 德國蟑�

� �� 德國蟑� �� 德國蟑�

九 �� 德國蟑� �� 德國蟑�

十 桌��� 桌���

十一 桌��� 桌���

十二 桌��� 桌���

十三 桌����告 桌����告

十� 桌����告 桌����告

十五 桌����告 桌����告

十� 桌����告 桌����告

十� 期末成果� 創��的桌�，並��作品��會

十� 期末成果� 創��的桌�，並��作品��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20%、口頭�告20%、學習單20%、桌����告40%

對�學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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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中�名�： �式��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大學預修��

師資來源： ��(大學)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學生�由�式的��，��基礎��學習�，開�自己��的��。 
2.�Python使用在專業開�, 不�是��開�, 專業化APP, �路�用�式, 大數�分析。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Python�式基礎 Python�式基礎介�

二 Python的開���、串列��圖 Python的開���、串列��圖1

三 Python的開���、串列��圖 Python的開���、串列��圖2

� Python的開���、串列��圖 Python的開���、串列��圖3

五 Python的開���、串列��圖 Python的開���、串列��圖4

� Python�式基礎 Python�式基礎��、�件��1

� Python�式基礎 Python�式基礎��、�件��2

� Python�式基礎 Python�式基礎��、�件��3

九 Python�式基礎 Python�式基礎��、�件��4

十 Midterm exam Midterm exam

十一 Python�式基礎 Python：numpy1

十二 Python�式基礎 Python：numpy2

十三 Python�式基礎 Python：向量化1

十� Python�式基礎 Python：向量化2

十五 Python�式基礎 Python：各式�件1

十� Python�式基礎 Python：各式�件2

十� Python�式基礎 Python：各式�件3

十� Results publication Results publication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30%、、學習單30%、學習�量40%

對�學群： 資�、工�、數理化、

��：

 

��名�：
中�名�： �作策略指�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三上、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整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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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力是現代��需要��的���一，如何使用������地��自己的想�、抒�自己的感情，�成為學生在中學
���可��的�題。 
2.本�����生動活�的�學�式，使用多元的�學材料，��學生對��作的興趣，�而提升其�作�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作�是什�？

二 �味修��習 �味修��習

三 �喻修��習 �喻修��習

� ���體（�事）-1 ���體（�事）-1

五 ���體（�事）-2 ���體（�事）-2

� ���體（�明）-1 ���體（�明）-1

� ���體（�明）-2 ���體（�明）-2

� ���體（�人）-1 ���體（�人）-1

九 ���體（�人）-2 ���體（�人）-2

十 �用�體�習 �用�體�習

十一 ���體（��）-1 ���體（��）-1

十二 ���體（��）-2 ���體（��）-2

十三 ���體（��）-1 ���體（��）-1

十� ���體（��）-2 ���體（��）-2

十五 抒情�體-1 抒情�體-1

十� 抒情�體-2 抒情�體-2

十� 期末成果��會 期末成果��會

十� 期末成果��會 期末成果��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學生創作 
 上�回�

對�學群： �會心理、��、�理、

��：

 

��名�：
中�名�： 德�

��名�：

授�年�：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 學分�數： 2

���性： �二�國��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日常用���化體驗，�學生�更快�地融入德�學習中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

二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三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五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 ��介� 由簡單易懂的�式�習��

� 自我介� 自我介�

� 自我介� 自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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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德國�行�� 介�德國當代知名�手 
 

十 ��：德國�行�� 介�德國當代知名�手 
 

十一 電�：再見列� 電�欣賞

十二 電�：再見列� 電�欣賞�問題��

十三 電�：再見列� 電�欣賞�問題��

十� �化：德國重要人物 ��前十大德國重要人物

十五 �化：德國重要人物 ��前十大德國重要人物

十� �化：德國重要人物 ��前十大德國重要人物

十� �學：�德的生平��作 �學：�德的生平��作

十� 簡單用� 簡單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口��習：40% 個人作業：40%平時成�：20%

對�學群： 大眾傳�、��、

��：

 

��名�：
中�名�： ��理解

��名�：

授�年�： 一上、一下 學分�數： 2

���性： ��性��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C�會��： C1.�德�踐�����,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五、思�力：是����、��生命價值的���力。,

學習目標： �的��，�決��界的��。��加�加�的����，學生�夠拓�自己的�野，看見自己��界、�生命對�的可�。��
取材�會是各�型、各�題的��。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介�

二 �化��-馮�〈�皿�〉 �化��-馮�〈�皿�〉

三 �化��-馮�〈�皿�〉 �化��-馮�〈�皿�〉

� �化��-���《���的人�學�》 �化��-���《���的人�學�》

五 �化��-���《���的人�學�》 �化��-���《���的人�學�》

� �化��-�元�〈現場�出二三事〉 �化��-�元�〈現場�出二三事〉

� 自然科普-�明�〈�蝶〉 自然科普-�明�〈�蝶〉

� 自然科普-古爾德〈�竹、秋蟬�亞當史�斯〉 自然科普-古爾德〈�竹、秋蟬�亞當史�斯〉

九 自然科普-徐明�〈��歷史的��〉 自然科普-徐明�〈��歷史的��〉

十 自然科普-�亞．史�克《�鳥一樣思�：鳥兒的奇
想生活�身、心、靈的�妙》

自然科普-�亞．史�克《�鳥一樣思�：鳥兒的奇想生活�身、
心、靈的�妙》

十一 自然科普-賀��〈����，�會�電嗎？�電的
�險〉 自然科普-賀��〈����，�會�電嗎？�電的�險〉

十二 生命情�-白先�〈樹�如此〉 生命情�-白先�〈樹�如此〉

十三 生命情�-黃�明〈�頂上的��樹 生命情�-黃�明〈�頂上的��樹

十� 生命情�-���．德�克《我們���》 生命情�-���．德�克《我們���》 
 

十五 �會�題-��：�淇�〈你在找，一個人〉 �會�題-��：�淇�〈你在找，一個人〉

十� �會�題-●��/反�� �鴻志〈不�兒�伸〉 �
娟�〈��的��〉 ��電��《我們�惡的�
�》

�會�題-●��/反�� 
 �鴻志〈不�兒�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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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的��〉 
��電��《我們�惡的��》

十� �爾�〈自己的�間〉 《性別作為動�──�子口
�會學2》

�爾�〈自己的�間〉 
 《性別作為動�──�子口�會學2》

十� �會�題-●少子化、��化 �竹千佐子《我啊，走
自己的路》 簡媜《�在�閃閃的地�，等你》

�會�題-●少子化、��化 
 �竹千佐子《我啊，走自己的路》 

 簡媜《�在�閃閃的地�，等你》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平時成�，佔55% 
 �告成�，佔45%

對�學群： �會心理、大眾傳�、�史哲、

��：

 

��名�：
中�名�： 平面��

��名�：

授�年�： 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數： 2

���性： �作(�驗)���體驗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3.�����美感��,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平面�� 
2.了解平面��媒體�材，�現學生的�現力、�行力，思�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基礎���平面媒體 基礎平面��介�

二 ��基礎 Photoshop 功� 介�業界常用功��相�工�的操作�式�例以�作品�例

三 ��基礎 Photoshop 功� 基礎技��現反映��作�習�中

� 平面����1 ��中的基礎操作反��企劃內��行修正�平面����整合性
��

五 平面����1 ��中的基礎操作反��企劃內��行修正�平面����整合性
��

� 平面���出1 ��學習���念的��

� 平面���出1 ��學習���念的��

� 平面����2 ��中的基礎操作反��企劃內��行修正�平面����整合性
��

九 平面����2 ��中的基礎操作反��企劃內��行修正�平面����整合性
��

十 平面���出2 ��學習���念的��

十一 平面���出2 ��學習���念的��

十二 吉�物�� 吉�物��

十三 吉�物�� 吉�物��

十� ����1 ����1

十五 ����1 ����1

十� ����1 ����1

十� 作品�欣賞 作品�欣賞

十� 作品�欣賞 作品�欣賞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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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量： 上���20%、口頭�告20%、學習單20%、作品40%

對�學群： 資�、��、

��：

 

��名�：
中�名�： �會專題研�

��名�： Social science paper research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2

���性： 專題��

師資來源： �內�科協同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學習人��會學科�����，��學生對學���會問題的好奇心。 

 2.�由����，��學生�有�現問題、��資料、解決問題��力。 
 3.�����會專題�������，�成專題���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

二 題目���研�動� ��學生���會科學、����題目 
 從生活找題目

三 �����資料��
產生問題��的�� 

 ������資源介�使用 
 學�/�上圖書���資源�用

� 研�����徑 �會科學常用研�� 
 量化/質化研��介�

五 ��格式/作品賞析 ��格式規���書�理技� 
 Google�件/office365�件共�

� 專題�研��� �會人�學科哲學重點��例分� 
 16�的哲學�、地理思想、歷史哲學

� 專題��技�(一) 研�動���、研�目標��

� 專題��技�(二) 研�����、研�����

九 專題��技�(三) ��整理�向 /問��查�作技�

十 ���題(分�) �題�作、問���(�)�研�倫理

十一 ���� �作��(�題目)

十二 �作��(一) 研�目標��(�)�研�成果預想

十三 �作��(二) 研����規劃(�)

十� �作��(三) 資料��/��資料��技�

十五 正���技� 列點式��/圖�並�/首尾呼�

十� 正���技� 本�內���/�師指�Meeting

十� 正���技� 各��修�/�師指�Meeting

十� 成果�� 成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出��10%、各項學習單 20%、前三���� 10%、正��� 20%、小��一� 40%

對�學群： �會心理, 大眾傳�, �史哲, ��, �理, 財�,

��：

 

��名�：
中�名�： 圖�小����作

��名�：

授�年�： 二上、二下、三下 學分�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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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域/科目�整

師資來源： �內�科協同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由��圖�小���，提升創作���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簡介 ��簡介

二 圖�小���1 ��圖�小���

三 圖�小���1 ��圖�小���

� 圖�小���1 ��圖�小���

五 圖�小���1 ��圖�小���

� 圖�小���1 ��圖�小���

� 圖�小���1創作 ��圖�小���創作

� 圖�小���1創作 ��圖�小���創作

九 圖�小���1創作 ��圖�小���創作

十 期中分� 期中分�

十一 圖�小���2 ��圖�小���

十二 圖�小���2 ��圖�小���

十三 圖�小���2 ��圖�小���

十� 圖�小���2 創作 ��圖�小���創作

十五 圖�小���2 創作 ��圖�小���創作

十� 圖�小���2 創作 ��圖�小���創作

十� 圖�小���2 創作 ��圖�小���創作

十� 期末成果� 期末成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20%、學習單20%、��創作60%

對�學群： ��、��、�史哲、

��：

 

��名�：
中�名�： ���合國

��名�： Model United Nations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整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A2.��思��問題解決,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1.符��用�溝���,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1.�德�踐�����, C2.人際���團�合作,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提供學生多元思�面向�國際�，提升國際��。 

 2.��國際�題的��，��專題�資料��、�����思��力。 
 3.了解國際�題、各國的�場���，跳�主���型�，�用��溝����國際�會���力，��學生國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合國�況���介� �合國功��現況、���合國�源、�作���

二 ���合國�規 ���合國主��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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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政�情� 國際��理��現�

� ��決策分析 ��決策�式�理�基礎

五 ��口�����Ⅰ ��口�、儀���

� 會��本����要 �場�件、決��格式�內���

� 國際��專題 國際�����功�

� ��口�����Ⅱ ��口�、儀�����

九 資料���分析 資料��來源�分析��

十 ����專題 國際��時事分析

十一 亞太�域研� 亞太�域����力��

十二 ��理���用 ��理��技���

十三 專題-�合國���畫 �合國17項永����畫專題��

十� �會資料���研� 會�專題資料����題��

十五 ���會����Ⅰ 會�專題�����儀���

十� ���會����Ⅱ 會�專題�����儀�����

十� �會�件�作 會�決�����作

十� ��會� �����合國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20%、口���25%、�件�作25%、學習�量30%

對�學群： 數理化, ���生, 地���, �會心理, �政, 財�,

��：

 

��名�：
中�名�： �橋林�學�入門

��名�： Start a business

授�年�： 二下、三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整

師資來源： �內�科協同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基礎�業知�、�司�營的�業基本�念 
 2.提升�例分析的���力，���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力。 

 3.提升問題解決的���力，學習企業成敗的��思�。 
4.����業思�的創�人�。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

二 �典好書�� 富爸爸�爸爸、金錢心理學

三 �業�� ��學生了解研��業的基本原則

� 企業研�(一) 特斯��gogogro

五 企業研�(二) 美國�果電��司

� 企業研�(三) Google�軟

� 企業研�(�) 亞馬�

� 企業研�(五) �書

九 企業研�(�) 阿里巴巴

十 �業洞��力(一) 斜槓人生�踐

十一 �業洞��力(二) �創業�例分析

十二 �業洞��力(三) �業分析/創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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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型創業�作 �創業構想企劃書/一頁企劃書��

十� 群眾�資�� �資平�介�/�資倫理

十五 產品�作(一) 產品�想/��圖

十� 產品�作(二) ����/打樣

十� 行�活動 行�策略/會�規劃

十� 成果�� �品�出、企劃書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出��(含�堂���學習��)20%、各項學習單�心得回� 40%、、企劃書一� 40%

對�學群： �理, 財�,

��：

 

��名�：
中�名�： 生活中的�律

��名�：

授�年�： 三上、三下 學分�數： 2

���性： ��性��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1.�德�踐�����,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以生活中�律�念為�心，�學生瞭解�律對生活中作用，���際�例，瞭解�律對人們有何��。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律的基本�念 �律的基本�念

二 �律�其他�會規範 �律�其他�會規範

三 �律�其他�會規範 �律�其他�會規範

� �律�其他�會規範 �律�其他�會規範

五 �律�其他�會規範 �律�其他�會規範

� 人��律上三大責� 人��律上三大責�

� 人��律上三大責� 人��律上三大責�

� 人��律上三大責� 人��律上三大責�

九 消費者保��、勞動基��簡介 消費者保��、勞動基��簡介

十 消費者保��、勞動基��簡介 消費者保��、勞動基��簡介

十一 ���其他�規���、基本人� ���其他�規���、基本人�

十二 ���其他�規���、基本人� ���其他�規���、基本人�

十三 行政�規�人�行政責� 行政�規�人�行政責�

十� 行政�規�人�行政責� 行政�規�人�行政責�

十五 ��：財產�─�利主體、�體、�律行為�介� ��：財產�─�利主體、�體、�律行為�介�

十� ��：財產�─�利主體、�體、�律行為�例子 ��：財產�─�利主體、�體、�律行為�例子

十� 消費者保��、勞動基��簡介 消費者保��、勞動基��簡介

十� 消費者保��、勞動基��例子 消費者保��、勞動基��例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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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量： 上���20%、口頭�告30%、學習單20%、學習�量30%

對�學群： ��、�政、

��：

 

��名�：
中�名�： 多媒體��

��名�：

授�年�： 三上、三下 學分�數： 1

���性： �作(�驗)���體驗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本���了解多媒體����歷�、�念�相�的�用軟體，���作���基本���力的�成。 
2.了解多媒體��的型��種�，並整合相��材、操作相�軟體，�成作品。 
3.了解數���的�作��、��理���務�合�力，�揮個人創�，�構個人數�創作作品。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多媒體��-��簡介、��媒體 ��簡介、��媒體

二 多媒體��-��媒體 ��媒體操作��用

三 多媒體��-��媒體 ��媒體操作��用

� 多媒體��-��媒體 ��媒體操作��用

五 多媒體��-動畫媒體 動畫媒體操作��用

� 多媒體傳�媒介-串�媒體 串�媒體簡介�操作

� 多媒體傳�媒介-串�媒體 串�媒體�用

� 多媒體傳�媒介-�興媒體 �興媒體操作��用

九 期中�告

十 多媒體傳�媒介-�興媒體 �興媒體操作��用

十一 多媒體傳�媒介-�興媒體 �興媒體操作��用

十二 多媒體�用�整合-��媒體 ��媒體簡介�操作

十三 多媒體�用�整合-��媒體 ��媒體�用

十� 多媒體�用�整合-��媒體 ��媒體簡介�操作

十五 多媒體�用�整合-��媒體 ��媒體�用

十� 多媒體�用�整合-��媒體 動畫媒體簡介�操作

十� 多媒體�用�整合-��媒體 動畫媒體�用

十� 多媒體�用�整合 作品整合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現30%，�作�量30%，作品40%

對�學群： 資�、����、��、大眾傳�、

��：

 

��名�：
中�名�： ��時事專題

��名�：

授�年�： 三上、三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整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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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用��時事常用�彙、片��句型來�行對��書�來往。 
2 �識��時事���讀。 
3.提升���作技�。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時事���� ��常用�彙、片��句型來�行對��書�來往

二 ��時事���� ��常用�彙、片��句型來�行對��書�來往

三 ��時事��分析 分析句型

� ��時事��分析 分析句型

五 ��時事��分析 分析句型

� ��時事��分��� ��時事��分���

� ��時事��分��� ��時事��分���

� ��時事��分��告 ��時事��分��告

九 ��時事��分��告 ��時事��分��告

十 ����時事專題一 ����時事專題

十一 ����時事專題一 ����時事專題

十二 ����時事專題一 ����時事專題

十三 ��時事專題分��告 ��時事專題分��告

十� ����時事專題二 ����時事專題

十五 ����時事專題二 ����時事專題

十� ����時事專題二 ����時事專題

十� ����時事專題二 ����時事專題

十� ��時事專題分��告 ��時事專題分��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上���20%、學習單20%、��時事專題60%

對�學群： 大眾傳�、��、

��：

 

��名�：
中�名�： 從�業�動��北美�域����化

��名�： Discuss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from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整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1.��規劃���的�業��，��學生對北美歷史����域地理特色的好奇心。 
 2.�由��企畫書，��學生�有�現問題、��資料、解決問題��力。 

 3.������企畫書��，�成專題���力。 
 4.���址�����，��對��群、�會、地�、國�和�界等多重��身分的��覺知，並���有��多元、重�人�和

����永�的責���。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

二 北美的人口 ��人口、種�分布�其對�業�動的��

三 北美的產業 以�星���VR街�，��不同年代產業重心的�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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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的都� 都�化、��化現�，都會�分布、各地��入中�數對�業�動
的��

五 北美的大眾�化 ��北美大眾�化��

� 北美�大�業�動 北美�大�業�動��

� �業�動的�會功� �動��的�會價值功�

� �化輸出 從軟�力理��美國�化��力

九 期中�告�� 分���北美�業�動�名�都��化、產業相�性資料

十 期中�告 分��告(一�一種�業�動)

十一 �業�動的�地主義 �地主義的�業�動�營�式��

十二 �業�動的種�問題 不同�盟、��面臨的種�問題

十三 ���支 ���支�況�其原�分析

十� 期末�告��(一) �業�動�眾入場��分析

十五 個���(一) �門��的�營�式：��洋基、洛杉�湖人

十� 個���(二) 小本��的�營�式：�克��動�、��斯��

十� 期末�告��(二) ���業�動種��都�並�行����業�動��的SWAT分析

十� 期末�告 ��企畫書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出��10%、各項學習單 20%、期中�告 30%、期末�告40%

對�學群： �史哲, �理, ���動,

��：

 

��名�：
中�名�： Business Studying

��名�：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大學預修��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Calculus functions and models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Consumer surplus Producer surplus
Explain the concept of consumer surplus. 
Identify consumer surplus on a demand and supply diagram. 
- Explain the concept of producer surplus. 
Identify producer surplus on a demand and supply diagram. 

二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its determinants

Explain the concept of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understanding
that it involves responsiveness of quantity demanded to a change
in price, along a given demand curve. 
Calculate PED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PED percentage
change in-quantity demanded percentage change in price 

三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its determinants

State that the PED value is treated as if it were positive although
its mathematical value is usually negative. 
Explain, using diagrams and PED values, the concepts of price
elastic demand, price inelastic demand, unit elastic demand,
perfectly elastic demand and perfectly inelastic demand. 

�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its determinants

Explain the determinants of PED, including the number and
closeness of substitutes, the degree of necessity, time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come spent on the good. 
Calculate PED between two designated points on a demand curve
using the PED equation above. 

五 Cross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its
determinants

Outline the concept of cross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understanding that it involves responsiveness of demand for one
good (and hence a shifting demand curve) to a change in the price
of another good.- Calculate XED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XED
= percentage change in quantity demanded of good X divided by
percentage change in price of good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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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its determinants Outline the concept of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understanding
that it involves responsiveness of demand (and hence a shifting
demand curve) to a change in income.

�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its determinants Calculate YED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YED percentage
change in-quantity demanded percentage change in income

�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 and its determinants
Explain the concept of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 understanding that
it involves responsiveness of quantity supplied to a change in price
along a given supply curve.

九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 and its determinants Calculate PES us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PES percentage
change in-quantity supplied percentage change in price

十 Tax incidence and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supply

Explain, using diagrams, how the incidence of indirect taxes on
consumers and firms differs, depending on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and on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

十一 Impact on markets
Explain why governments provide subsidies, and describe
examples of subsidies. 
Draw a diagram to show a subsidy, and analyze the impacts of a
subsidy on market outcomes. 

十二 Impact on markets
Discuss the consequences of providing a subsidy on the
stakeholders in a market, including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the
government.

十三 Price ceilings
Explain why governments impose price ceilings, and describe
examples of price ceilings, including food price controls and rent
controls.

十� Price floors
Explain why governments impose price floors, and describe
examples of price floors, including price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minimum wages.

十五 Market failure as a failure to allocate resources
efficiently

Analyze the concept of market failure as a failure of the market to
achieve allocative efficiency, resulting in an over-allocation of
resources

十� Final exam Final exam

十�

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Discuss30%、Study list 30%、Learning assessment 40%

對�學群： 資�、工�、數理化、

��：

 

��名�：
中�名�： Media Production

��名�：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作(�驗)���體驗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二、國際力：是�
�中��化，�往國際��的���力。 ,

學習目標：
1.Through this course, you can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oncept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 software of multimedia
design, and be familiar wit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design skills. 

 2.Understand the types and types of multimedia design, and integrate related equipment and operate related software to complete
the work.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Course Introduction Course Introduction

二 Introduction to Multimedia Music media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三 Introduction to Multimedia Image media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 Introduction to Multimedia Video Media Ope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五 Introduction to Multimedia Animation media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 Multimedia delivery media Int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treaming media

� Multimedia delivery media Streaming media applications

� Multimedia delivery media Emerging Media Ope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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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Multimedia delivery media Emerging Media Ope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十 Multimedia delivery media Emerging Media Ope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十一 Multimedia delivery media Emerging Media Ope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十二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Video Media Introduction and Operation

十三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Video Media Application

十�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Video Media Introduction and Operation

十五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Video Media Application

十�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animation media

十�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nimation Media Application

十�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orks integration

十九 Multimedia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orks integration

二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in-class 50% 
project 50%

對�學群： 資�、����、��、大眾傳�、

��：

 

��名�：
中�名�： Robotics

��名�：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作(�驗)���體驗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B2.科技資��媒體��,

C�會��：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Self-propelled vehicle assembly and factory
program test Self-propelled vehicle assembly and factory program test

二 Self-propelled vehicle assembly and factory
program test Self-propelled vehicle assembly and factory program test

三 Basic program logic Basic program logic 
 mBlock IDE

� Basic program logic mBlock instruction blocks

五 Basic program logic mBlock instruction blocks

� Developing mBot applications mCore control board components and peripheral modules

� Developing mBot applications mBlock Machine Module Extension Command

� Motion control DC motor forward and reverse and speed control principle

九 Motion control mBot forward and backward travel control

十 Ultrasonic sensing applications Ultrasonic sensing applications

十一 Ultrasonic sensing applications mBot ultrasonic sensing application-automatic obstacle avoidance,
automatic follow, obstacle around

十二 Light sensor and LED applications mBot light sensor and full color LED principle

十三 Light sensor and LED applications Control instructions and application examples

十� Sound and light control applications Buzz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十五 Sound and light control applications Sound and Light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十� Track control application Track control application

十� Infrared transmission applications I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Control mBot movement with infrared remote control

十� Control mBot self-propelled vehicles with
Makeblock App Bluetooth contro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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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Control mBot self-propelled vehicles with
Makeblock App

Using Bluetooth RC

二十 Publication of results Publication of results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Class discussion 50% Product 50%

對�學群： 資�、工�、

��：

 

��名�：
中�名�： �用�積分

��名�：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大學預修��

師資來源： ��(其他)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The law of demand
Explain the negativ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and
quantity demanded.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consumer’s
demand and market demand. 

二 The law of demand
Explain the negativ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and
quantity demanded.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consumer’s
demand and market demand. 

三 The demand curve
Explain that a demand curve re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ce and the quantity demanded of a product, ceteris paribus. 
Draw a demand curve. 

� The demand curve
Explain that a demand curve re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ce and the quantity demanded of a product, ceteris paribus. 
Draw a demand curve. 

五 Linear demand functions (equations),demand
schedules and graph

Explain a demand function (equation) of the form Qd = a – bP. 
Plot a demand curve from a linear function (eg. Qd = 60 – 5P). 

� Linear demand functions (equations),demand
schedules and graph

Identify the slope of the demand curve as the slope of the demand
function Qd = a – bP, that is –b (the coefficient of P).

� Linear demand functions (equations),demand
schedules and graph

Outline why, if the “a” term changes, there will be a shift of the
demand curve.

� Linear demand functions (equations),demand
schedules and graph

Outline how a change in “b” affects the steepness of the demand
curve.

九 The law of supply The supply curve Explain the positiv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and quantity
supplied.

十 The law of supply The supply curve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producer’s supply
and market supply

十一 The law of supply The supply curve Explain that a supply curve re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ce and the quantity supplied of a product, ceteris paribus.

十二 The law of supply The supply curve Draw a supply curve.

十三 Equilibrium and changes to equilibrium Explain, using diagrams, how demand and supply interact to
produce market equilibrium.

十� Equilibrium and changes to equilibrium Explain, using diagrams, how demand and supply interact to
produce market equilibrium.

十五 Equilibrium and changes to equilibrium
Analyze, using diagrams and with reference to excess demand or
excess supply, how chang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demand and/or
supply result in a new market equilibrium.

十� Final exam Final exam

十�

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Discuss30%、Study list 30%、Learning assessmen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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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群： 資�、工�、數理化、

��：

 

��名�：
中�名�： 從�業�動��數�分析

��名�： Fantasy Game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整

師資來源： �內�科協同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1.符��用�溝���,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生圖�，本��力學生��學生��「品格力」、「國際力」、「�現力」、「�行力」和「思�力」,

學習目標：

由1984年沃��爾特（Wernerfelt）提出的 「企業的資源基礎�」�點，資源���的三個特性，稀有性、不可�仿、�以取得，
當企業�有以上�些特性的資源，��有��的優�。但不�的是，�業行為是個不�平的��，口���的企業��易掌��些
優�。中小企業要�大型企業��，往往受�資金上的�制，資源取得�相對困�，便���面性的�仿或�衡。�此，�一份資
金都必須妥��用，想��以��成本�揮�大的��。本堂��用了目前����的NBA�易�場，如何��數�重�分析，�
�場�資���對，找出�件不錯的「超值�員」，打破一����注的�點。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

二 ��學生如何操作 ���畫���規則�明

三 �資��險���明 �一次��檢�(�師操作���明)

� 檢�操作����營策略 �二次��檢�(��1��3�分���心得)

五 檢�操作����營策略 �三次��檢�(��4��6�分���心得)

� 檢�操作����營策略 ��次��檢�(��7��8�分���心得)

� 分析檢����伍�的�� �五次��檢����月冠軍

� 冠亞季�伍心得分� ��次��檢�(�前三名�伍分�心得)

九 操作策略�如何修正 ��次��檢�(��三名�伍提出操作修正�畫)

十 找出積分差�的主� ��次��檢�(檢�各�差�)

十一 �冠軍的操作策略分析 �九次��檢��冠軍��

十二 �業�� �業��

十三 如何在短期�得�積分 三�短期��策略��(��資金��員人數)

十� 檢�操作����營策略 短期��首次��檢�

十五 檢�操作����營策略 短期���二次��檢�

十� 檢�操作����營策略 短期���三次��檢�

十� �業� �業�

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操作��40%、期末�告(電子檔+口頭簡�分析)40%、����檢�10%、出��10%

對�學群： 資�, �理, 財�,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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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域��



2021/1/12 ⾼中課程計畫

210.70.125.142/courseH/inform/classgroup2/download_all.aspx 62/77

 

五、�性學習時間��學期授���(��)/��性�學

名�：
中�名�： 數學一上

��名�：

授�年�： 一上

內��性： ��/��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化�算�力、抽��力����力的��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數 數�，十�制小數的�義，三一律，有理數的十�制小數特�，�
理數�十�制小數的估算

二 �數 �制小數的估算（√2 為�理數的�明★），科學��數�的�算。

三 絕對值 絕對值��式

� 絕對值 絕對值��式

五 指數 �負�數�小數或分數次�的�義，�何平�數�算�不等式

� 指數 �數指數，使用�算� 。

� 常用對數 log的�義，常用對數�科學����，使用�算� 。

� 數值�算的�差 ���算�的有�性，可�覺�差的�生並做�當有��數

九 數列、�數����� ��數列，等��數，常用的求和�式

十 數學歸�� 數學歸��

十一 �輯 兩命題的或、且、����，�分、必要、�要�件。

十二 坐標圖形的對�性 坐標平面上，對𝑥軸，對𝑦軸，對𝑦=𝑥��的對�，對原點的對�。

十三 坐標圖形的對�性 �對��點對�

十� ����式 斜�，點斜式，點����平移，平行�、���的��式。

十五 ����式 點���的��，平行�的��、二元一次不等式。

十� 圓��式 標�式、一�式��徑式。

十� ���圓 圓的��，圓�����的代數��何�� 。

十� ���圓 ���圓的��，兩圓的��。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學生�個人�願自由��，��性學習時間，可��自主學習或學科��/��/����，拓�學生學習面向，促�學生�性�
�。

名�：
中�名�： 數學一下

��名�：

授�年�： 一下

內��性： ��/��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化�算�力、抽��力����力的��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義角��坐標 �義角��坐標的�義，�坐標��角坐標地轉����。

二 三角� �義�角的正�、��和正�，��使用�算��力

三 �義角的三角� �算�使用

� 三角�的性質(1) �化�義角的正�、��和正��特殊角的�算

五 三角�的性質(2) ��三角測量��用，並�化使用�算�的反正�、反��、反正
���算斜角或兩相���的夾角。

� 數列�數學歸�� ��等差�等�數列��用，��數學歸��的��規律��明。

� �數(1) ��等差數列、�數�合生活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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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2) ��等差數列、�數�合生活情���用

九 數列����� 有�項��數列���

十 一�數�分析 ��一�數�的平�數、標�差的�算，���分�數�百分�數
的�義��用 。

十一 二�數�分析 ��二�數�的�佈圖、平�數、標�差的�算，�������
�相��數，數�標�化。

十二 �輯��合
��命題�其否�，兩命題的或、且、����，�分、必要、�
要�件�使用。並介��合�示�，�����含��，��圖的
�義。

十三 有��的�數 ��有��的��，樹狀圖，加�原理，乘�原理，取�原理��
算。

十� 排列��合(1) ����排列��合��用

十五 排列��合(2) ���合�二項式�開作為�合��用

十� 樣本�間�事件 ��樣本�間�事件的使用

十� 古典�� ���合事件的古典��性質、�算��用 。

十� 期�值 ��數學期�值的�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學生�個人�願自由��，��性學習時間，可��自主學習或學科��/��/����，拓�學生學習面向，促�學生�性�
�。

名�：
中�名�： 數學二上

��名�：

授�年�： 二上

內��性： ��/��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加學生�算�力、抽��力����力的��，���國中不足 。 
2.��學生�輯�理思��力、���決策��，並提升學習專注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輯、�合、數� �整�學數學�合�數���，�一�簡單介�數學常用的�輯、
�合�數�的基本��。

二 ��數學歸�規則-河內� �整�學數學�合�數���，�一�簡單介�數學常用的�輯、
�合�數�的基本��。

三 �輯�理�� �整�學數學�合�數���，�一�簡單介�數學常用的�輯、
�合�數�的基本��。

� 決解問題策略 �學生學習規劃戰略的�力，當面對數學問題如何��問題�心，
提出解決問題策略���。

五 決解問題策略 �學生學習規劃戰略的�力，當面對數學問題如何��問題�心，
提出解決問題策略���。

� �輯�力��-數��� 以數學桌�-「數���」學習活動，��學生�輯思��力，�化
數��理����力。

� �輯�力��-數��� 以數學桌�-「數���」學習活動，��學生�輯思��力，�化
數��理����力。

� �輯�力��-數��� 以數學桌�-「數���」學習活動，��學生�輯思��力，�化
數��理����力。

九 現代摺�介�、摺�的基本符���理 了解現代摺�����用，並��現代摺�摺�的基本符��數學
�理，��現代摺�中的數學原理。

十 現代摺�介�、摺�的基本符���理 了解現代摺�����用，並��現代摺�摺�的基本符��數學
�理，��現代摺�中的數學原理。

十一 ���何圖形�念-多面體摺� 以學習利用摺�的技�摺�數學上基本的多面體�型

十二 ���何圖形�念-多面體摺� 以學習利用摺�的技�摺�數學上基本的多面體�型

十三 ���何圖形�念-多面體摺� 以學習利用摺�的技�摺�數學上基本的多面體�型

十� ���何圖形�念-多面體摺� 以學習利用摺�的技�摺�數學上基本的多面體�型

十五 平面上的���斜� 學習以數學�圖軟體������式圖形。在�圖中了解��斜�
基本�念，����斜�的大小。

十� 平面上的���斜� 學習以數學�圖軟體������式圖形。在�圖中了解��斜�
基本�念，����斜�的大小。

十� ���用-大滿貫 �學生體驗��在生活上使用普�，��學生學習���趣。

十� ���間�何�念-積木�木 以積木�木多���合��中，��抽��間�何圖型�念，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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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學生�個人�願自由��，��性學習時間，可��自主學習或學科��/��/����，拓�學生學習面向，促�學生�性�
�。

名�：
中�名�： 數學二下

��名�：

授�年�： 二下

內��性： ��/��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加學生�算�力、抽��力����力的�� 。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量 ��量的�義，���形面積

二 �間�念
�間的基本性質，�間中兩��、兩平面、����平面的���
�。利用��體的�開圖���面上的兩點��，���面上的�
����。

三 �間�念
�間的基本性質，�間中兩��、兩平面、����平面的���
�。利用��體的�開圖���面上的兩點��，���面上的�
����。

� 圓�曲� 由平面�圓���，�覺性地��圓�曲�，�其在自然中的�
現。

五 平面向量 坐標平面上的向量�數積�加減，�性�合。 
 

� 平面向量的�算 正射��內積，兩向量的���平行��，兩向量的夾角。

� 平面上的�例 生活情��平面�何的�例問題。

� �間坐標� 點坐標，兩點��，點�坐標軸或坐標平面的��。

九 �陣�資料�格 �陣乘向量的�性�合��，二元一次���的��，�陣�加、
減、乘�二�反�陣。

十 �陣�資料�格 �陣乘向量的�性�合��，二元一次���的��，�陣�加、
減、乘�二�反�陣。

十一 �期性數學�型 正��數的圖形、�期性，其�幅、�期���，�期性現�的範
例。 

 
十二 ��例成��型 指數�數�對數�數�其生活上的�用。

十三 ��例成��型 指數�數�對數�數�其生活上的�用。

十� 主�������� ����性質檢�主���的合理性，��已知的數��得���
�。

十五 主�������� ����性質檢�主���的合理性，��已知的數��得���
�。

十� 不��性 �件��、貝��理、獨�事件�其基本�用，列�����圖的
��。

十� 不��性 �件��、貝��理、獨�事件�其基本�用，列�����圖的
��。

十� 不��性 �件��、貝��理、獨�事件�其基本�用，列�����圖的
��。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學生�個人�願自由��，��性學習時間，可��自主學習或學科��/��/����，拓�學生學習面向，促�學生�性�
�。

名�：
中�名�： 物理

��名�：

授�年�： 三上

內��性： ��性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1.了解物理原理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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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驗操作，�合物理原理。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自由�體�物體在斜面上的�動 利用�時�測量自由�體的�度�加�度。

二 自由�體�物體在斜面上的�動 利用力學滑車、�時���滑車由斜面滑下��移、�度、加�
度，以了解等加�度���動。

三 牛�三大�動�律 利用滑車�軌�、�時�，�質量固�，��作用力以測加�度，
算出加�度�作用力的��。

� 牛�三大�動�律 牛�三大�動�律�作

五 牛�三大�動�律 牛�三大�動�律�作

� 折射�的測�����的成� 介�折射�的測�����的成�

� 折射�的測�����的成� ��折射現�，並用大頭針��格�等簡單工�測量玻�、水��
水或鹽水等常見物質的折射�。

� 折射�的測�����的成� ��並驗����成��式

九 ��電�波 以�波�驗驗�電�波的性質，例如：波�、�量、電場和�場的
作用、��、電�波的�射���

十 ��電�波 反射：�波��，利用金�板再��在不同 ��測量���� 。

十一 ��電�波 折射：�波��的入���型，用��測量角。

十二 ��電�波 波�和駐：�會在�射���間形成，以此測量。

十三 ��電�波 ��：�波���柵會�生，可用���測量��

十� ���律�電路 �����律�電路

十五 ���律�電路 ���律�電路

十� ���律�電路 練習電路����三用電錶�使用

十� 電子的�質��� ��使用電子束��������或其他性質相似��，�合��
�以測�電子的�質�。

十� 電子的�質��� �合���以測�電子的�質�。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學生�個人�願自由��，��性學習時間，可��自主學習或學科��/��/����，拓�學生學習面向，促�學生�性�
�。

名�：
中�名�： 數學

��名�：

授�年�： 三上

內��性： ��性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化�算�力、抽��力����力的��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數 �數對���、反�數�數式�算、合成�數���

二 �數的�� �數��性質的�� 

三 �數的�� 絕對值�數和分��義�數的��、夾��理���

� �分 ����數的��

五 �分 �積分基本�式��數積和加減性質���

� ��數 �分乘�律、除�律的��

� ��數 �分��律、���數、�布尼�符�的��

� ��數 �數單�性�凹凸性�����

九 ��數 一次估�、基本的�佳化問題���

十 ��和 ��和��積分����

十一 ��和 ��和��積分����

十二 積分 多項式�數的反�數�不�積分���

十三 積分 �積分在面積、�移、��化量的�����

十� 積分的�用 ���數值的平�，圓的面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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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積分的�用 �的體積、�片積分���轉體體積���

十� ��型���數 ��型���數的期�值、�異數�標�差���

十� ��型���數 ��型���數的期�值、�異數�標�差���

十� ��型���數 ��型���數的期�值、�異數�標�差���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學生�個人�願自由��，��性學習時間，可��自主學習或學科��/��/����，拓�學生學習面向，促�學生�性�
�。



2021/1/12 ⾼中課程計畫

210.70.125.142/courseH/inform/classgroup2/download_all.aspx 67/77

 
捌、特殊���特殊�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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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團體活動時間��規劃

項目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活動時數 20 20 20 20 20 16

學生自�活動時數 4 4 4 4 4 4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時數 4 4 4 4 4 4

�團活動時數 24 24 24 24 24 15

�會或��時數 8 8 8 8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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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性學習時間��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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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學習時間規劃�

�別 內�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一學期 �二學期 �一學期 �二學期 �一學期 �二學期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
數 �數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2 1 18 2 1 18 2 1 18 2 1 18 2 1 18 2 1 18  

�手�� 學科�力����、�界��會����、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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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授
�

��/�� 數學二上       2 1 18           

��/�� 數學二下          2 1 18        

��/�� 數學一上 2 1 18                 

��/�� 數學一下    2 1 18              

��性 數學             1 1 18     

��性 物理             1 1 18     

 
三、學�特色活動

活動
名� �理�式

�一學年�二學年�三學年
小時 預期���其他相�規�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單車
��

�排���
相�活動

60 60 0 0 0 0 120 在12�的活動中，學生除須克服身體的��，��堅�不屈的�力。�由�身踩踏、����，踏
���各鄉�，體���人�、生�、��光�美，�化學生在地��的�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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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規劃�輔�
一、����規劃【含�一、�二��三��(�)��】

 
（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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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

 
� 時間 活動內� �明

1 6月1日 ���� �生利用前一學期末�行����

2 7月30日 ���� 利用�生��時��行����

3 一學期：7月30日
 �二學期：1月10日 學生�行��

1.�行分���
 2.以電����式�行

 3.規劃1.2~1.5��修��
 4.相���������圖

 5.����輔�

4 一學期：9月
 �二學期：3月 正式上� 跑�上�

5 一學期：9月
 �二學期：2月 加、�� 得�學期前兩��行

6 5月 檢� ��會�行��檢�

 
二、��輔�措�

(一)����輔�手冊：

109學年���109年6月�前提供

(二)生���：

(1)�一�生��生�業輔���一學期中��。 
 (2)各種�明會���會利用�暑假、活動��時間或��時間�行。 

 (3)個別輔�可利用��時間�行。 
 (4)��溝�則�時�地以資料��、電�或��等�式�行。

(三)興趣量�：

升學輔���行�測性向測驗，並分析興趣量�。

(�)�����師：

��輔�����師、專�輔��師������師�合作�分工如下： 
 1.�師： 

 （1）負責��性輔�，協助學生生活、生��學習�輔�，並�理���營、規劃學生事務���師溝��相�事�。 
 （2）針對生�未�向學生、��期��學生興趣有�差、學生�力�興趣不符或學生��學習動力等情，由�師先�行瞭解�輔��，��其他問題，

�由�����師提供學生相������或協助；倘�有��生��面�問題，可�學生需求�一�申�輔�，由升學輔��，�學生性向、興趣測
驗�果�行生�輔��，�由�����師提供其�������。 

 2.專�輔��師： 
 （1）�合生�規劃��、生�輔�相�活動或��，並��相�心理測驗，協助學生自我��，瞭解自我興趣�性向，俾學生妥�規劃未來�生��

�。 
 （2）學生如有生�未�向、��期��其興趣有�差、其�力�興趣不符或��學習動力等情，��師輔��，倘學生�有��生��面�問題，則由

�師協助為其申�輔�，並由升學輔���一�提供更為專業�生�輔�，�學生�問題��得協助�解決�，�由�����師提供其������
�。 

 3.�����師： 
 （1） ��學期��前，針對學生、����師�明學����畫�其�學生�路�����，並���期間提供學生有���內�、目標�未來大學

科�或����性���，俾協助學生生����規劃。 
 （2） 針對有生�未�向、��期��其興趣有�差、其�力�興趣不符或��學習動力等情�學生，�其��師或升學輔��輔��，並解決其相�

問題�，�提供學生有����分���。 
  

(五)其他：

��各種�明會、��會以�個別指�等�式，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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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學����鑑
一、學����鑑�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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