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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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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103年 11月 28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107年 2月 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108年 2月 14日本校第 4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五、108年 5月 30日本校第 6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增修多元選修課程。 

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等級名稱 群別名稱 科系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6 282 6 282 6 281 18 845 

合計 6 282 6 282 6 281 18 845 

 

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6 47 

合計 6 282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天主是愛，在愛內活出更豐富的生命」為曉明女中立校願景。 

天主是愛，因著這份大愛的精神，學校珍惜每一個孩子，視為獨一無二的寶貝。我們以

開展生命為教育起點，秉持「全人教育」之辦學理念，持續精進課程規劃與創新教學，激發

學生學習的渴望、創新的勇氣、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使每一個曉明人能夠成為「終身

學習者」，成就適性揚才的人生，活出更豐富的生命。 

 

二、學生圖像 

◆全人倫理 

 自我良心 

 家庭倫理 

 環境永續 

 靈性發展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美學涵養 

◆科技創發 

 發現問題 

 科學實踐 

 創意發想 

◆國際競合 

 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 

 全球競合 

 全球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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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曉明女子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108年 4月 3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6 條及第 55 條 

（二） 教育部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 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B 號令 

二、目標 

（一） 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考量學校

主客觀環境條件、學生需求及家長期望等相關因素，發展具特色的學校本位

課程 

（二） 以教材組織化、課程本位化、教學生動化、評量多元化的教學，提升親、師、

生與學校、社區生命共同體之認同感，促進學校發展，達成學校目標，提昇

學校效能 

（三） 規劃教師進修、提昇教師發展、設計新課程的教學知能，增進教師專業自主

能力 

三、組成 

（一） 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 23人，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

人，委員均為無給職，組成方式如下： 

組  成 成      員 人數 

召 集 人 校 長 1 

副召集人 教務主任 1 

執行秘書 教學組長 1 

行政代表 
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 

宗輔主任、設備組長、實研組長 
7 

導師代表 國、高中導師代表各 1人 2 

教師代表 
各學科領域代表各 1人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能、生命教育) 
7 

教師組織代表 教師評鑑委員會代表 1 

家長代表 家長代表 1人 1 

學生代表 學生自治會會長 1 

專家學者代表 
參考國教署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39738 號函「高級中

等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專家學者代表人才庫」名單 
1 

（二） 各類代表選（推）舉時，得分別選（推）舉候補委員若干人 

（三） 本會委員任期以 1學年度為準，連選得連任；任期內出缺，得補行遴聘 

（四） 候補委員之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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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責 

（一） 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

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統整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審慎發展學校總體

課程計畫，並於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完成 

（二） 審議國中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節數及彈性課程學習節數 

（三） 審議高中選修科目及輔導課應開設之課程名稱、內容與節數 

（四） 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五） 審查綜合活動科教學進度及計畫 

（六） 審查各科自編教材 

（七） 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增進專業成長 

（八） 對各科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實施等開發之創意教師進行協助與獎勵 

（九） 負責課程與教學的評鑑，並進行學習評鑑 

（十） 其他相關課程發展事宜 

五、組織分工 

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分成五組，其組織架構如下： 

    召 集 人     

          

    副召集人     

          

    執行秘書     

          

          

 

課

務

規

劃

組 

  

課

程

研

發

組 

  

教

師

進

修

組 

  

圖

書

資

訊

組 

  

行

政

資

源

組 

 

六、本會定期由校長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

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七、本會開會時由校長擔任主席，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副召集人代理。開會時，

委員會成員均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 

八、本會開會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方得議決。唯審查學校課程計畫應由本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通過，始得陳報主管機關 

九、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相關處室協辦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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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曉明女中 107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委員名單 
 

人次 組織分工 姓名 職稱 

1 召集人 劉瑞瓊 校長 

2 副召集人 劉美嘉 教務主任 

3 執行秘書 戴慧玲 教學組長 

4 行政代表 黃建華 學務主任 

5 行政代表 劉碧昭 總務主任 

6 行政代表 王美玲 輔導主任 

7 行政代表 官淑雲 圖書館主任 

8 行政代表 林益謀 宗輔主任 

9 行政代表 鍾菀菱 設備組長 

10 領域課程教師代表 曾雅蘭 國文科召集人 

11 領域課程教師代表 巫彰瑜 英文科召集人 

12 領域課程教師代表 蔣雅芬 數學科召集人 

13 領域課程教師代表 莊雅雯 社會科召集人 

14 領域課程教師代表 陳健安 自然科召集人 

15 領域課程教師代表 劉人華 藝能科召集人 

16 領域課程教師代表 楊素欣 生命教育科教師 

17 高中部導師代表 吳松錡 高中部導師 

18 導師代表 潘淑芳 國中部導師 

19 教師組織代表 施淑慧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0 家長代表 李淑芬 高中部學生家長 

21 家長代表 楊燕華 國中部學生家長 

22 專家學者代表 盧世傑 西苑高中教務主任 

23 學生代表 劉芃欣 第 32屆學生自治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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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一）班群課程規劃原則 

曉明女中高中部班群課程規劃原則 
 

一、規畫宗旨：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實踐學校教育願景，參考學生升學進路，特將學校

總體課程規畫為兩大班群，其一為文法財管班群，其二為數理科學班群。 

二、課程規劃： 

（一）必修課程：含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兩大班群皆隨班上課。 

（二）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1.學測考科類：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等四大領域，依班群課程地圖，

隨班群選修。 

2.其他類：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等四大領域，選修學生併

班開課。 

（三）補強性選修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開設補強性修課程，學生自由選

修，併班開課。 

（四）多元選修課程 

1.高一上、下學期、高二上學期各開設 2學分課程，共計 6學分。 

2.不分班群，學生每學期適性選修一門課程，全年級跑班選修。 

（五）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1.協助學生為部定必修課程學習之充實（增廣）或補強，學生依需求自由

選修。 

2.高一每學期規劃 10 週，每週 1 節，開設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等課程，

學生可任選一門課程。 

3.高二每學期規劃 10 週，每週 1 節，開設國語文、英語文、數學、歷史、

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學生可任選一門課程。 

4.高三上學期規劃 10 週，每週 2 節，開設國語文、英語文、數學、歷史、

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學生可任選二門課程。 

5.高三下學期規劃 10 週，每週 3 節，開設國語文、英語文、數學、歷史、

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學生可任選三門課程。 

三、注意事項 

（一）學生應修習學分數總計 

1.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及選修課程可修習學分上限為 180學分。 

2.國語文(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部定必修及選修至少須 24學分。 

3.英語文部定必修及選修或加第二外國語文至少須 24學分。 

（二）學生需修習「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或「探索體驗」等課程

類型之相關課程至少合計 4學分，己規畫於校訂必修課程中。 

 

（二）班群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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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財管班群課程地圖 
年段 部定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部定選修 補強性選修 校訂必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學分) 課程(學分) 門數+學分 課程(學分) 課程(學分) 課程(學分) 節數+學分 節數+學分 

高一上 

(35) 

108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歷史(2),

公社(2),物理(1),化學(1),生物(1),

音樂 (2),生涯規劃(1),資訊科技

(2),體育(2)；共 26 學分 

9 選 1(2) 0 0 

人與自我—認識自

我與良心的培養(1) 

人際溝通與文化議

題(1) 

3(0) 2(0) 

高一下 

(35) 

108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歷史(2),

公社(2),物理(1),化學(1),生物(1),

美術(2),生涯規劃(1),國防(2),體

育(2)；共 25 學分 9 選 1(2) 0 

補強-英語文(1)、 

補強-數學(1)、 

加深加廣-基本設計

(1)、 

加深加廣-新媒體藝

術(1) 

學生任選一門課程 

人與他人—家庭倫

理與服務領導(1) 

人際溝通與文化議

題(1) 

3(0) 2(0) 

高二上 

(35) 

109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地理(3),

化學(2),地科(1),音樂(2),家政(1),

體育(2)；共 27 學分 

9 選 1(2) 0 0 
人與土地—環境倫

理與永續發展(1) 
3(0) 2(0) 

高二下 

(35) 

109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地理(3),

物理(2),地科(1),生活科技(2),家

政(1),體育(2)；共 23 學分 
0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2),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2),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2), 

表演創作(2),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2) 

0 
人與全球—國際關

懷與國際責任(1) 
3(0) 2(0) 

高三上 

(35) 

110 學年度 

國文(2),英文(2),藝術生活(2),體

育(2)；共 11 學分 
0 

國學常識(2),各類文學選讀(1), 

英語聽講(1),英文閱讀與寫作(1), 

英文作文(1),數學乙(4),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3), 

空間資訊科技(3),現代社會與經濟(3) 

0 0(0) 3(0) 2(0) 

高三下 

(35) 

110 學年度 

國文(2),藝術生活(2),健康與護理

(2),體育(2)；共 6 學分 
0 

各類文選讀(1),專題閱讀與研究(2), 

英語聽講(1),英文閱讀與寫作(1), 

英文作文(1),數學乙(4),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 

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3), 

社會環境議題(5),民主政治與法律(3), 

多媒體音樂(2),創新生活與家庭(2), 

運動與健康(2) 

0 
人與上天—全球倫

理與博愛慈悲(1)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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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學班群課程地圖 
年段 部定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部定選修 補強性選修 校訂必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學分) 課程(學分) 門數+學分 課程(學分) 課程(學分) 課程(學分) 節數+學分 節數+學分 

高一上 
(35) 

108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歷史(2),
公社(2),物理(1),化學(1),生物(1),
音樂 (2),生涯規劃(1),資訊科技
(2)/國防(2),體育(2)；共 26 學分 

9 選 1(2) 0 0 

人與自我—認識自我
與良心的培養(1) 
人際溝通與文化議題
(1) 

3(0) 2(0) 

高一下 
(35) 

108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歷史(2),
公社(2),物理(1),化學(1),生物(1),
美術 (2),生涯規劃(1),資訊科技
(2)/國防(2),體育(2)；共 25 學分 9 選 1(2) 0 

補強-英語文(1)、 
補強-數學(1)、 
加深加廣-基本設計
(1)、 
加深加廣-新媒體藝
術(1) 
學生任選一門課程 

人與他人—家庭倫理
與服務領導 1(1) 
人際溝通與文化議題
(1) 

3(0) 2(0) 

高二上 
(35) 

109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地理(3),
化學(2),地科(1),音樂(2),家政(1),
體育(2)；共 27 學分 

9 選 1(2) 0 0 
人與土地—環境倫理
與永續發展(1) 

3(0) 2(0) 

高二下 
(35) 

109 學年度 

國文(4),英文(4),數學(4),地理(3),
物理(2),地科(1),生活科技(2),家
政(1),體育(2)；共 23 學分 

0 

選修物理—力學一(2), 
選修化學—物質與能量(2),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2), 
工程設計專題(2),進階程式設計(2) 

0 
人與全球—國際關懷
與國際責任(1) 

3(0) 2(0) 

高三上 
(35) 

110 學年度 

國文(2),英文(2),藝術生活(2),體
育(2)；共 11 學分 

0 

各類文選讀(1), 
英語聽講(1),英文作文(1), 
數學甲(4), 
選修物理—力學二與熱學(2), 
選修物理—波動、光及聲音(2) 
選修化學—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2),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一(2) 
選修生物—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2) 
選修生物—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的構造
與功能(2) 

0 0(0) 3(0) 2(0) 

高三下 
(35) 

110 學年度 

國文(2),藝術生活(2),健康與護理
(2),體育(2)；共 6 學分 

0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2), 
各類文選讀(1),專題閱讀與研究(2), 
英語聽講(1),英文閱讀與寫作(2), 
英文作文(1),數學甲(4),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一(2),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2),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二(2), 
選修化學—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2), 
選修生物—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2) 

補強-數學(2)、 
補強-物理(2)、 
補強-化學(2)、 
加 深 加廣 - 領 域 課
程：科技應用專題
(2)、 
加 深 加廣 - 領 域 課
程：機器人專題(2) 
學生任選一門課程 

人與上天—全球倫理
與博愛慈悲(1)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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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課綱總綱高中課程規畫自我檢核 

課程類型 規劃學分(節數) 課程類型 規劃學分(節數) 課程類型 規劃學分(節數) 

部定必修 118 118(118) 校訂必修 4-8 7(7) 彈性學習 12-18 0(18) 

選修學分 54-58 55(55) 多元選修 4-8 6(6) 團體活動 12-1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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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特色說明 

本校自創校以來，即秉持「全人教育」理念，用心營造全人發展的教育環境，注重學生

身、心、靈健全成長，一切教學活動都以「全人教育」為核心。我們相信完整的人格教育，

可以幫助孩子真實地認識自己，找到生命的正確方向；而且唯有肯定生命、快樂自信的人，

才能熱誠地關懷人群。因此，民國七十五年明定「真善美聖」為本校校訓，勉勵曉明人實踐

「真誠立自我、善意待他人、美滿為極致、聖神又日新」校訓精神，培養獨立思考判斷能

力，以及負責守分、務本踏實的生活態度。 

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實踐學校教育願景，參考學生升學進路，特將學校總體課程規劃

為兩大班群，簡述如下： 

（一）文法財管班群 

1.主要對象為傳統第一類組學生，除了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之外，加深加廣選修

課程以社會領域為主，輔以藝術領域、綜合活動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2.課程規劃詳見附件一之文法財管班群課程地圖。 

（二）數理科學班群 

1.主要對象為傳統第二、三、四類組學生，除了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之外，加深

加廣選修課程以自然領域為主，輔以科技領域。 

2.課程規劃詳見附件一之文法財管班群課程地圖。 

為讓兩班群學生均能在課程學習中充分達到自我探索，並為生涯規劃作準備，建立相應

之學習歷程檔案，多元選修課程不分班群，學生可自行依個人需求，跑班選修。 

本校課程最主要的特色在於注重全人格的養成教育。為落實「全人教育」的理念，特別

訂定「全人倫理」為校訂必修課程，包含 5學分，分列如下： 

高一上學期：人與自我—認識自我與良心的培養 

高一下學期：人與他人—家庭倫理與服務領導 

高二上學期：人與土地—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高二下學期：人與全球—國際關懷與國際責任 

高三下學期：人與上天—全球倫理與博愛慈悲 

此外，因應全球化時代來臨，並呼應課綱核心素養，特別擬訂「人際溝通與文化議題」

一學年 2學分課程，安排外籍教師全英文授課，強化英文的聽、說、讀、寫全方位能力。 

承上，校訂必修課程共計 7學分。 

至於彈性學習時間，高一至高三皆安排每週 3節，以每學期 18週（高三下 15週）計

算，高中三年彈性學習時間共計 315節，規劃如下： 

學生自主學習：每學期 12至 16節，三年共計 85 節 

選手培訓：依各種競賽時程需求，三年共計 88節 

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高一至高二每學期 10 節，高三上學期 20節，高三下學期

30 節，三年共計 90節 

學校特色活動：依各學期安排，三年共計 52節 

彈性學習時間詳細規劃情形，參見「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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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一、普通班 

班別：普通班（班群 A）：文法財管班群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0 0     

16 
 

數學 B 4 4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0 0 3 3     6  

公民與社會 2 2 2 0     6  

自然領域 

物理 1 1 0 2     4 

說明：二下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地

球科學)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化學 1 1 2 0     4 

說明：二上化學含

跨科目(化學、生

物)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A。 

生物 1 1 0 0     2  

地球科學 0 0 1 1     2  

藝術領域 

音樂 2 (2) 2 (2) 0 0 4 

高一音樂、美術對

開 

高二音樂、生活科

技對開 

美術 (2) 2 0 0 0 0 2 
高一音樂、美術對

開 

藝術生活 0 0 0 0 2 2 4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1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1 1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2) 2 0 0 2 
高二音樂、生活科

技對開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高一資訊科技、全

民國防教育對開 

健康與體育 

領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0 2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2) 2 0 0 0 0 2 
高一資訊科技、全

民國防教育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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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學分數小計 26 25 27 23 11 6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1 30 32 28 16 11 148  

校訂 

必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人與自我—認

識自我與良心

的培養 

1      1  

人與土地—環

境倫理與永續

發展 

    1       1  

人與上天—全

球倫理與博愛

慈悲 

          1 1  

人與他人—家

庭倫理與服務

領導 

  1         1  

跨領域/科目

統整 

人與全球—國

際關懷與國際

責任 

      1     1  

人際溝通與文

化議題(一) 
1          1  

人際溝通與文

化議題(二) 
 1     1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1 1 0 1 7  

加深 

加廣 

選修 

語文領域 

國學常識         2   2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2     2  

各類文學選讀         1 1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2 2  

英語聽講         1 1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1 1 2  

英文作文         1 1 2  

數學領域 數學乙         4 4 8  

社會領域 

族群、性別與

國家的歷史 
        3   3  

科技、環境與

藝術的歷史 
          3 3  

空間資訊科技         3   3  

社會環境議題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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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現代社會與經

濟 
        3   3  

民主政治與法

律 
          3 3  

探究與實作：

歷史學探究 
      2     2  

探究與實作：

地理與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2 2  

探究與實作：

公共議題與社

會探究 

      2     2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2)     0  

基本設計   (1)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英語文

及補強-數學，學

生由兩門課程中任

選一門；或是由藝

術領域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之基本設計

或新媒體藝術兩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課

程。 

多媒體音樂           2 2  

新媒體藝術   (1)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英語文

及補強-數學，學

生由兩門課程中任

選一門；或是由藝

術領域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之基本設計

或新媒體藝術兩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課

程。 

綜合活動領域 

未來想像與生

涯進路 
      (2)     0  

創新生活與家

庭 
          (2) 0  

健康與體育 

領域 
運動與健康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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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英語文   (1)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英語文

及補強-數學，學

生由兩門課程中任

選一門；或是由藝

術領域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之基本設計

或新媒體藝術兩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課

程。 

數學領域 補強-數學   1         1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英語文

及補強-數學，學

生由兩門課程中任

選一門；或是由藝

術領域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之基本設計

或新媒體藝術兩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課

程。 

多元 

選修 

專題探究 

從結構到解構

─初階影像速

寫 

(2) (2)         0 跨班選修 

從結構到解構

─進階影像速

寫 

    (2)       0 跨班選修 

一切都「數」

這樣開始的 
2 (2)         2 跨班選修 

通識性課程 
國際時事議題

研討 
    (2)       0 跨班選修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電子電路     2       2 跨班選修 

旅遊英文—背

包 x慢跑鞋：

輕旅人的探索 

(2) (2)         0 跨班選修 

程式設計 (2) (2)      跨班選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社會科專題研

究 
    (2)       0 跨班選修 

曉明尬科學   (2)         0 跨班選修 

媒體、文化與

社會 
    (2)       0 跨班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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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笑談新世界，

旋轉「心」視

野 

(2) (2)         0 跨班選修 

TED × V.S. i

n TAICHUNG 
    (2)       0 跨班選修 

職涯試探 醫生醫事 (2) (2)        0 跨班選修 

跨領域/科目

統整 

感光——閱讀

臺中文學記憶 
(2) 2         2 跨班選修 

品人生，話青

春 
    (2)       0 跨班選修 

曉明機關王 (2)           0 跨班選修 

函數之美     (2)       0 跨班選修 

微電影欣賞與

製作 ─ 解

構‧建構‧影

像敘事 

(2) (2)         0 跨班選修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3 2 6 19 23 55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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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普通班（班群 B）：數理科學班群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4 4 4 0 20  

英語文 4 4 4 4 2 0 18  

數學領域 
數學 A 

4 4 
4 4     

16 
 

數學 B 0 0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2 0     6  

地理 0 0 3 3     6  

公民與社會 2 2 2 0     6  

自然領域 

物理 1 1 0 2     4 

說明：二下物理含

跨科目(物理、地

球科學)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化學 1 1 2 0     4 

說明：二上化學含

跨科目(化學、生

物)之自然科學探

究與實作課程 A。 

生物 1 1 0 0     2  

地球科學 0 0 1 1     2  

藝術領域 

音樂 2 (2) 2 (2) 0 0 4 

高一音樂、美術對

開 

高二音樂、生活科

技對開 

美術 (2) 2 0 0 0 0 2 
高一音樂、美術對

開 

藝術生活 0 0 0 0 2 2 4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1 0 1  

生涯規劃 1 0 0 0 0 0 1  

家政 0 0 1 1 0 0 2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2) 2 0 0 2 
高二音樂、生活科

技對開 

資訊科技 2 (2) 0 0 0 0 2 
高一資訊科技、全

民國防教育對開 

健康與體育 

領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0 2 2  

體育 2 2 2 2 2 2 12  

全民國防教育 (2) 2 0 0 0 0 2 
高一資訊科技、全

民國防教育對開 

必修學分數小計 26 25 27 23 11 6 11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習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31 30 32 28 16 1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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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校訂 

必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人與他人—家

庭倫理與服務

領導 

  1         1  

人與自我—認

識自我與良心

的培養 

1           1  

人與土地—環

境倫理與永續

發展 

    1       1  

人與上天—全

球倫理與博愛

慈悲 

          1 1  

跨領域/科目

統整 

人與全球—國

際關懷與國際

責任 

      1     1  

人際溝通與文

化議題(一) 
1      1  

人際溝通與文

化議題(二) 
 1     1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2 2 1 1 0 1 7  

加深加

廣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

播應用 
          2 2   

各類文學選讀         1 1 2   

專題閱讀與研

究 
          (2) 0   

英語聽講         1 1 2   

英文閱讀與寫

作 
          2 2   

英文作文         1 1 2   

數學領域 數學甲         4 4 8   

自然科學領域 

選修物理-力

學一 
      2     2   

選修物理-力

學二與熱學 
        2   2   

選修物理-波

動、光及聲音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一 
          2 2   

選修物理-電

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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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選修化學-物

質與能量 
      2     2   

選修化學-物

質構造與反應

速率 

        2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一 

        2   2   

選修化學-化

學反應與平衡

二 

          2 2   

選修化學-有

機化學與應用

科技 

          2 2   

選修生物-細

胞與遺傳 
      2     2   

選修生物-動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2   

選修生物-生

命的起源與植

物體的構造與

功能 

        2   2   

選修生物-生

態、演化及生

物多樣性 

          2 2   

藝術領域 

基本設計   (1)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英語文

及補強-數學，學

生由兩門課程中任

選一門；或是由藝

術領域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之基本設計

或新媒體藝術兩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課

程。 

新媒體藝術   (1)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英語文

及補強-數學，學

生由兩門課程中任

選一門；或是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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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術領域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之基本設計

或新媒體藝術兩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課

程。 

科技領域 

工程設計專題       (2)     0   

領域課程：科

技應用專題 
          (2)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數學、

補強-物理、補強-

化學，學生由三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

或是由科技領域加

深加廣課程之領域

課程：科技應用專

題或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兩門課程

中任選一門課程。 

進階程式設計       (2)     0  

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 
          (2)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數學、

補強-物理、補強-

化學，學生由三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

或是由科技領域加

深加廣課程之領域

課程：科技應用專

題或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兩門課程

中任選一門課程。 

補強性

選修 
語文領域 補強-英語文   (1)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英語文

及補強-數學，學

生由兩門課程中任

選一門；或是由藝

術領域加深加廣選

修課程之基本設計

或新媒體藝術兩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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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數學領域 補強-數學   1       2 3 

高一下學期，因應

學生學習差異與個

別學習需要，開設

補強-英語文及補

強-數學，學生由

兩門課程中任選一

門；或是由藝術領

域加深加廣選修課

程之基本設計或新

媒體藝術兩門課程

中任選一門課程。 

高三下學期，因應

學生學習差異與個

別學習需要，開設

補強-數學、補強-

物 理 、 補 強 - 化

學，學生由三門課

程中任選一門；或

是由科技領域加深

加廣課程之領域課

程：科技應用專題

或領域課程：機器

人專題兩門課程中

任選一門課程。 

自然科學領域 

補強-物理      (2)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數學、

補強-物理、補強-

化學，學生由三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

或是由科技領域加

深加廣課程之領域

課程：科技應用專

題或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兩門課程

中任選一門課程。 

補強-化學      (2) 0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

與個別學習需要，

開設補強-數學、

補強-物理、補強-

化學，學生由三門

課程中任選一門；

或是由科技領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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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深加廣課程之領域

課程：科技應用專

題或領域課程：機

器人專題兩門課程

中任選一門課程。 

多元 

選修 

專題探究 

一切都「數」

這樣開始的 
2 (2)         2 跨班選修 

從結構到解構─

初階影像速寫 
(2) (2)         0 跨班選修 

從結構到解構─

進階影像速寫 
    (2)       0 跨班選修 

通識性課程 
國際時事議題

研討 
    (2)       0 跨班選修 

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 

電子電路     2       2 跨班選修 

旅遊英文—背

包 x慢跑鞋：

輕旅人的探索 

(2) (2)         0 跨班選修 

程式設計 (2) (2)      跨班選修 

跨領域/科目

專題 

社會科 

專題研究 
    (2)       0 跨班選修 

曉明尬科學   (2)         0 跨班選修 

媒體、文化與

社會 
    (2)       0 跨班選修 

笑談新世界，旋

轉「心」視野 
(2) (2)         0 跨班選修 

TED × V.S. 

in TAICHUNG 
    (2)       0 跨班選修 

職涯試探 醫生醫事 (2) (2)        0 跨班選修 

跨領域/科目

統整 

感光——閱讀

臺中文學記憶 
(2) 2         2 跨班選修 

函數之美     (2)       0 跨班選修 

微電影欣賞與

製作 ─ 解

構‧建構‧影

像敘事 

(2) (2)         0 跨班選修 

曉明機關王 (2)           0 跨班選修 

品人生， 

話青春 
    (2)       0 跨班選修 

選修學分數總計 2 3 2 6 19 23 55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 30 30 30 30 30 30 180   

每週節數總計 35 35 35 35 35 3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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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 

無 

柒、課程及教學規劃表 

一、探究與實作課程 

(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A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 Inquiry and Practice Course A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跨科目： 化學，生物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提供學生統整的學習經驗，強調跨學科之間的整合。 

2.透過適當提問的主題探討和實作活動，引導學生體驗科學實踐的歷程，循序

建構高層次獨立思考及團隊合作的能力，而成為具有科學素養並能理性積極參

與公眾決策的未來公民，以達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 

3.美容一直是女性最關注的話題，尤其現在臺灣的醫美盛行，相對的相關的美

容、醫美術語與用品不斷的推陳出新，我們真正了解這些術語與用品嗎？過度

的使用會不會對我們，甚至於對環境造成傷害？ 

4.美容用品成分複雜，要如何看懂上面的標示？以化學相關的知識作為基礎，

學會自己看懂標示內容，了解自己所需，並對環境保護盡一分心力，不使用對

環境有害的美容用品。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溶液  

◎發現問題：生活中充滿著各種溶液，

每種溶液的種類與特性皆不相同，要如

何去做分類？ 

◎規劃與研究：學習如何利用廷德耳效

應分辨真溶液、膠體溶液。 

◎表達與分享：找出生活何種溶液為真

溶液、膠體溶液，並說明其用途。  

第二週 溶解度(一)  
◎表達與分享：能定量說明在水中溶解

的程度會受到水溫的影響  

第三週 溶解度(二)  

◎規劃與研究：自行設計實驗，畫出氯

化鈉溶解曲線圖。 

◎表達與分享：找出實驗數據與文獻資

料的誤差，並說明誤差來源。  

第四週 
常用的溶液濃度表示法

(一)  

◎發現問題：同一杯溶液為何需要用重

量百分率、PPM、體積莫耳濃度來表示

其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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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常用的溶液濃度表示法

(二)  

◎規劃與研究：做出(1)彈性最佳、(2)

延展性最好的鼻涕蟲  

第六週 
常用的溶液濃度表示法

(三)  

◎規劃與研究：自製醋酸鈉過飽和溶

液、彩虹橋  

第七週 物質的分離與鑑定(一)  

◎發現問題：白糖、砂糖、紅糖或黑糖

構造上都一樣，是由甘蔗而來，但是為

何有風味及使用上的差別？  

第八週 物質的分離與鑑定(二)  

◎規劃與研究：(1)學習如何將混合物

的分離過程與純化(實驗：蒸餾、萃

取、色層分析、硬水軟化及海水純化、

再結晶)(2)從紅糖如何製精緻成白糖  

第九週 酸與鹼(一)  

◎發現問題： 「酸鹼體質」理論是假

的？ 

◎論證與建模：(1)了解阿瑞尼斯的酸

鹼學說，並知曉 pH＝－log[H＋]，此

數值可代表水溶液的酸鹼程度。知道如

何分辨強酸或強鹼，弱酸或弱鹼。 

(2)血液是緩衝溶液，配置緩衝溶液，

來了解緩衝如意如何平衡 pH 值。  

第十週 酸與鹼(二)  實驗：酸鹼標定、酸鹼中和  

第十一週 酸與鹼(三)  實驗：胃藥中的制酸劑測定  

第十二週 認識你的臉  

◎發現問題：「皮膚測試」、「皮膚檢

測」與「皮膚監測」有什麼不同？ 

◎論證與建模：皮膚結構介紹，細胞連

結方式與細胞更新過程，皮膚檢測儀原

理探討，檢測臉部不同部位膚質分析  

第十三週 自製洗面乳  

◎發現問題：從皮膜屏障角度分析洗面

乳應具備甚麼功能，分析成分並對應其

功能。 

◎論證與建模：由先前課程中先習得濃

度的概念，並應用在如何自製簡單的起

泡洗面乳，探討成分比例不同會有甚麼

結果，得出自己最佳比例。  

第十四週 市售洗面乳與過敏  

◎規劃與研究：調查市售洗面乳，多含

了甚麼成分，探討其功能與用途。 

◎論證與建模：學習過敏與經皮毒知

識，思考這些添加物是否可能造成過

敏，與如何避免。  

第十五週 天然洗面乳  

◎發現問題：在廉價化學清潔劑充斥的

現在，為何要再回去使用無患子？ 

◎規劃與研究：認識無患子果實用途，

自製無患子皂液，應用先前學過的溶解

度概念，探討怎樣可以讓皂液溶出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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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保濕  
◎規劃與研究：化妝水成分分析與面膜

保濕度檢驗測試  

第十七週 去角質產品  

◎發現問題：為何要去角質？去角質是

去除甚麼部位？要如何去角質？有必要

去角質嗎？ 

◎論證與建模：去角質產品中塑膠微粒

造成海洋汙染探討與公民行動。  

第十八週 紫外線與麥拉寧  

◎發現問題：常聽人一美說要去黑色

素，什麼是黑色素？黑色素是如何形

成？ 

◎規劃與研究：探討美白產品的功效及

雷射去斑原理。測試美白成分的效果。  

第十九週 防曬乳  

◎發現問題：為了達到防曬，人們常常

會塗上防曬品。但是化學性防曬用品如

何達到防曬的效果？但為何又有人不鼓

勵使用這些防曬品？ 

◎規劃與研究： 探討其化學成分對於

海洋生物的影響  

第二十週 醫學美容  

◎表達與分享：皺紋形成與處理方式調

查。果酸換膚、磨皮、打玻尿酸，肉毒

桿菌素等。  

第二十一週 彩妝顏料來源  

◎發現問題： 聽說…今年都流行用

「顏料」化妝？這些顏料是化學合成或

是天然萃取。 

◎規劃與研究：實作體驗  

第二十二週 香氛製作  

◎發現問題：植物從何散發香氣？又為

何釋放香氣？ 

◎論證與建模：繁衍策略與防禦探討 

◎規劃與研究：實作萃取花朵氣味並定

香。  

學習評量： 分組討論報告 30%、實驗手札撰寫 20%、課堂表現 20%、紙筆測驗 30%  

對應學群： 數理化，醫藥衛生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 B  

英文名稱： Natural Science Inquiry and Practice Course B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跨科目： 物理，地球科學  

師資來源： 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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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考量本校學生特質，自然科運用跨科概念中的「系統與尺度」、「改變與穩

定」以及「科學與生活」等，開發本校的探究與實作課程 B。課程的流程首先

以「科學與生活」為概念，引導學生觀察生活中常見的現象，接著討論哪些變

因是維持現象穩定所必需，改變後又會有什麼對應的現象產生，然後透過實作

的方式，讓學生按討論的結果自行設計實驗進行驗證，最後歸納得出結果。總

結學生的學習目標如下： 

1. 觀察現象的能力：藉由老師的引導，讓學生觀察日常生活中相關的現象，

並進行深入的思考。 

2. 問題與假設的能力：從觀察現象到深入思考，透過問題導向的模式引導學

生做出合理的假設。 

3. 設計實驗的能力：能針對提出的假設，設計正確的實驗進行驗證。 

4. 蒐集資訊的能力：除了設計實驗加以驗證假設以外，學生也必須具備蒐集

相關資訊並加以統整的能力。 

5. 論證建模的能力：透過實驗數據或蒐集資訊等探究與實作的結果，提出科

學相關的主張或結論。 

6. 溝通、表達與分享的能力：培養學生在探究與實作過程中，與同儕對話討

論的能力，以及團隊分工合作的能力。除此之外，還能與他人分享科學知識以

及個人的想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圓周運動：發現問題/科

學與生活  

1. 觀察日常生活常見的圓周運動。 

2. 蒐集書刊上或網路上相關資料，並

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第二週 
圓周運動：發現問題/科

學與生活  

1. 整理相關資料，找出影響圓周運動

可能的因素。 

2. 依照日常生活所觀察，以及蒐集的

資訊，判斷上述的因素如何影響圓周運

動的表現。 

3. 根據判斷的結果，提出假說或模

型。  

第三週 
圓周運動：規劃研究/改

變與穩定  

1. 判斷影響圓周運動的因素後，進一

步分析這些因素的相關性。 

2. 依據提出的模型或假說，設計適合

的方法或實驗裝置進行驗證。  

第四週 
圓周運動：規劃研究/改

變與穩定  

1. 依據提出的模型或假說，設計適合

的方法或實驗裝置進行驗證。 

2.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相關實驗儀器或

裝置。  

第五週 
圓周運動：規劃研究/改

變與穩定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相關實驗儀器或裝

置。  

第六週 
圓周運動：論證建模/改

變與穩定  

1. 依據實驗數據處理原則，將觀察到

的數據以適當的方式呈現。 

2. 根據實驗所得的資料，提出與圓周

運動相關的物理量，以及彼此之間的相

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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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自己與其他組別、以及之前所

蒐集之資訊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第七週 
圓周運動：論證建模/改

變與穩定  

1. 由數據的變化趨勢，看出背後代表

的意義。 

2. 探討各物理量之間的因果關係。 

3. 將探究的結果形成結論，並檢核自

己與其他組別的結果是否有所不同。 

4. 嘗試建立圓周運動的模型，必須包

含所有相關的物理量。  

第八週 
圓周運動：表達分享/改

變與穩定  

1. 利用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模型等

方式，呈現自己探究的結果。 

2. 能正確運用圓周運動相關的科學符

號與名詞。 

3. 有條理且具科學態度的方式陳述探

究結果。  

第九週 
圓周運動：表達分享/改

變與穩定  

1. 利用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模型等

方式，呈現自己探究的結果。 

2. 能正確運用圓周運動相關的科學符

號與名詞。 

3. 有條理且具科學態度的方式陳述探

究結果。  

第十週 
圓周運動：表達分享/改

變與穩定  

1. 利用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模型等

方式，呈現自己探究的結果。 

2. 能正確運用圓周運動相關的科學符

號與名詞。 

3. 有條理且具科學態度的方式陳述探

究結果。  

第十一週 
圓周運動：發現問題/科

學與生活  

1. 學生從舊經驗出發，思考牛頓萬有

引力與行星運動之間的關係。 

2. 蒐集書刊上或網路上相關資料，並

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3. 介紹農曆 24節氣，引導學生發現節

氣時距的差異性，其背後可能的因素。  

第十二週 
圓周運動：規劃研究/科

學與生活  

1. 根據 24節氣遇見的疑問提出合理的

解釋。 

2. 引導學生切入克卜勒行星運動定

律。  

第十三週 
圓周運動：論證建模/科

學與生活  

1. 分析所蒐集的資訊，分析其相關

性，並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2. 比較自己與其他組別、以及之前所

蒐集之資訊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第十四週 
圓周運動：表達分享/科

學與生活  

1. 利用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模型等

方式，呈現自己探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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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正確的從克卜勒行星運動定律出

發，進而解釋 24節氣的現象。 

3. 有條理且具科學態度的方式陳述探

究結果。  

第十五週 
圓周運動：發現問題/科

學與生活  

1. 學生從舊經驗出發，思考庫侖定律

與原子模型之間的關係。 

2. 蒐集書刊上或網路上相關資料，並

判斷資訊來源的可靠性。 

3. 引導學生發現拉塞福原子模型所遇

到的問題。  

第十六週 
圓周運動：規劃研究/改

變與穩定  

1. 由蒐集的資料整理原子模型的過

程 。 

2. 引導學生發現波耳氫原子模型與拉

塞福原子模型的差異性。 

3. 依據整理的資料，設計適當的方法

或 實 驗 加 以 驗 證 。 

4. 有系統的蒐集定性資料並詳實記

錄。  

第十七週 
圓周運動：論證建模/改

變與穩定  

1. 由探索過程所得的資訊整理出規

則，並提出分析結果與證據。 

2. 比較自己與其他組別、以及之前所

蒐集之資訊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第十八週 
圓周運動：表達分享/系

統與尺度  

1. 利用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模型等

方式，呈現自己探究的結果。 

2. 能正確的從原子模型發展過程出

發，進而微觀量子化的現象。 

3. 有條理且具科學態度的方式陳述探

究結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 形成性評量： 

(1) 學習單(20%)：針對發現問題與規劃研究的部分，預計以學習單的方式引

導學生進行。 

(2) 實驗報告(30%)：根據規劃的結果進行實驗驗證並建立模型，並以實驗報

告的形式呈現。 

(3) 現場發表(20%)：發表實驗得到的結果，與其他同學分享。 

2. 總結性評量(30%)： 

教師於單元結束後給予總結性評量，藉以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對應學群： 數理化，地球環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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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領域加深加廣選修探究與實作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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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夠認識國際移工在臺灣工作、生活所面臨的環境，並運用公民權

利、人權、法治等概念探討相關制度的合理性，以培養深化議題之能力。 

2. 培養學生蒐集資料、編排刊物的能力。 

3. 引導學生藉由認識國際移工，培養出同理、尊重他人的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暖身  

1.老師及同學相互認識，並進行分組。 

2.課程簡介，說明課程的目標、架構、

評量方式等。 

3.提供一些刊物、雜誌讓學生閱讀，認

識編制刊物。  

第二週 如果你到了外地工作？  

1.藉由到外縣市工作者的故事，讓學生

認識到外地工作的辛苦、可能遇到的狀

況。 

2.藉由出國工作者的故事，讓學生認識

到外地工作的辛苦、可能遇到的狀況。 

3.讓學生同理國際移工可能的感受。  

第三週 什麼是歧視？  

1.說明歧視的概念。 

2.以臺灣人在國外遭受歧視的案例，讓

學生更瞭解何謂歧視。 

3.用其他族群面臨的歧視，進一步說

明。 

第四週 國際移工面臨的困境 1  

介紹國際移工來臺常做的工作，讓學生

瞭解其待遇、內容及辛苦、危險。讓學

生相互討論，瞭解彼此的想法及感受。  

第五週 國際移工面臨的困境 2  

讓學生藉由討論，探討國際移工目前的

工作境遇及權利困境。影片觀摩：《再

見可愛陌生人》之節錄。  

第六週 
什麼是國際移工？來自

哪裡？  

1.介紹什麼是國際移工。 

2.介紹國際移工的主要來源國。 

3.介紹國際移工的背景、為什麼來臺工

作。  

第七週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八週 國際移工刊物議題發想  

集結前幾周的反思與探究，並透過新

聞、書籍或網路等各種資料，讓各組學

生發想要做一小份刊物，希望的主題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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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國際移工刊物議題確定  

各組分享刊物的主題方向，再分組做最

終討論、確定自己的主題後，進一步討

論刊物的篇幅安排、分工。  

第十週 蒐集資料及訪談技巧  

尋找與刊物主題相關的資料或資源，甚

至進一步思考可以訪談的對象或團體。 

教師分享訪談技巧給學生參考。  

第十一週 寫作及編排技巧分享  

介紹寫作、編排內容的一些概念、技

巧，也介紹著作權的相關概念，讓學生

瞭解在創作自己的刊物時，需要留意尊

重他人的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規。  

第十二週 撰寫及討論 1  

各組運用蒐集來的資料進行撰寫（需要

電腦教室），各組組員針對彼此的草稿

做討論、交流看法，進行修改。  

第十三週 撰寫及討論 2  

各組運用蒐集來的資料進行撰寫（需要

電腦教室），各組組員針對彼此的草稿

做討論、交流看法，進行修改。  

第十四週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十五週 初步刊物發表與討論  

各組相互觀摩彼此的刊物初稿，各組需

向其他同學說明內容與編排，他組須給

予建議與回饋。  

第十六週 成果發表（一）  

各組安排順序，一次提供一組的刊物給

其他組閱讀。讀完之後，舉辦小型座談

會，帶領他組同學共同探討該刊物的內

容，並進行反思與回饋。  

第十七週 成果發表（二）  

各組安排順序，一次提供一組的刊物給

其他組閱讀。讀完之後，舉辦小型座談

會，帶領他組同學共同探討該刊物的內

容，並進行反思與回饋。  

第十八週 成果發表（三）  

各組安排順序，一次提供一組的刊物給

其他組閱讀。讀完之後，舉辦小型座談

會，帶領他組同學共同探討該刊物的內

容，並進行反思與回饋。  

第十九週 
如何改善國際移工的生

活 1  

請學生查詢資料、分組討論，尋求對應

之道。  

第二十週 
如何改善國際移工的生

活 2  
由各組同學輪流報告。  

第二十一週 第三次定期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表現、作業、分組報告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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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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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在不同的人文社會與環境議題，讓學生以分組探究、

實作的方式進行學習，並以多元的方式展現研究成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地理學研究方法  
從「好的」地理議題出發—認識當代重

要地理議題，並說明課程內容與要求  

第二週 地理學研究方法  
運用簡單地理學研究工具與方法—從認

識校園開始  

第三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家鄉時光機—利用地圖與照片分析家鄉

土地利用變化  

第四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家鄉時光機—查詢政權與法規如何直接

或間接影響地景變遷  

第五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城鄉發展區實例說明：初探臺中市都市

景觀與都市計畫  

第六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打造宜居城市一：利用法規來檢討當代

臺中市都市問題  

第七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打造宜居城市二：學生蒐集有關容積獎

勵與社會住宅等議題資料  

第八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一）  

打造宜居城市三：學生利用角色扮演

（社區居民、建商、市政府、買房者）

討論積獎勵與社會住宅等議題  

第九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二）  
農業發展區實例說明：臺灣農業問題與

農地概況  

第十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二）  
農地活化利用一：利用國土資訊平臺蒐

集臺中太平區土地利用資料  

第十一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二）  
農地活化利用二：至臺中太平地理實

察，調查實際農地利用與周遭環境概況  

第十二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二）  
農地活化利用三：小組分享調查結果與

可行活化方案  

第十三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三）  
挖堀地方文化：應用五感來觀察校園環

境，並紀錄座標，具像化其觀察內容  

第十四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三）  

挖堀地方文化：應用五感來觀察家鄉生

活環境，並紀錄座標，具像化其觀察內

容，課室中進行分類與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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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三）  
製作文化地圖：小組整合家鄉生活環

境，並找出共同與特殊的地方文化資源  

第十六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三）  

製作文化地圖：找出臺中共同與特殊的

地方文化資源後，重新省視如何推廣並

試著提出數項策略  

第十七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三）  

世代文化比對：訪問家中長者與校內老

師 30、40、50 世代，對於臺中市相異

的生活經驗與臺中意象，課室中進行分

類與再製 

第十八週 地理方法的應用（三）  

縱度廣度整合：從前幾週蒐集與訪談中

選出真正屬於自己心目中的臺中意象並

上臺分享  

第十九週 實作成果展現  

討論報告：各組利用地理議題為主題輪

流與老師討論期末報告內容（包括報告

形式、內容大綱、研究方法、初步資料

整理） 

第二十週 實作成果展現  

實際展現成果：小論文、影片、各類地

圖不拘，並訓練學生口頭報告能力與開

放問答能力，鼓勵學生參加合適比賽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課堂學習活動作業繳交。 

2.課堂討論的參與程度。 

3.上臺報告自評、互評成績。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地球環境,建築設計,藝術,文史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Inquir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從具體案例中，透過相關歷史資料的閱讀、整理與分析，學習甚麼是史料、

歷史事實是如何建構的，以及歷史解釋是怎麼形成的。 

2.探究歷史敘述中的觀點問題，及其所產生的爭議。 

3.運用歷史資料，規劃、執行合乎不同時代的歷史類作品創作與展演、小論文

的研究與撰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說明整學期的學習目標、授課方式與評

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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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歷史、史料與史實  

為什麼學歷史？ 

1.請學生談談對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的

印象 

2.導入為何要學歷史  

第三週 歷史、史料與史實  

什麼是史料？ 

舉戰爭中的資料、評論、報導、影片紀

錄等當作例子，說明什麼是史料？  

第四週 歷史、史料與史實  
釐清與定義： 什麼是史料？同樣一場

戰爭中不同的歷史論述  

第五週 歷史、史料與史實  

歷史事實如何建構？ 

1.何謂歷史事實？ 

2.歷史如何被建構？  

第六週 歷史、史料與史實  歷史如何被建構？後現代歷史學的挑戰  

第七週 複習： 回顧與澄清  學習重點複習與多元評量檢視  

第八週 第一次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第九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歷史著作、史料選讀  

第十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歷史著作、史料分析  

第十一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歷史著作、史料分析  

第十二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何謂「歷史寫作」？  

第十三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歷史寫作」的方法說明： 1.問題設

定 2.資料查詢  

第十四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歷史寫作」的方法說明 ： 3.聚焦資

料與內容推論  

第十五週 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第十六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實作：小論文撰寫  

第十七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實作：小論文撰寫  

第十八週 歷史著作與歷史寫作  實作：小論文撰寫  

第十九週 歷史解釋與反思  歷史解釋怎麼形成？  

第二十週 歷史解釋與反思  歷史敘述中的觀點探討  

第二十一週 歷史解釋與反思  學習歷史的意義  

第二十二週 期末考週  
學生就「歷史解釋與反思」的三周課

程，修改小論文，並期末發表。  

學習評量： 

1.課堂學習活動作業繳交。 

2.課堂討論的參與程度。 

3.上臺報告自評、互評成績。 

4.期中、期末考試。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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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與自我—認識自我與良心的培養  

英文名稱： Human and self - to know thyself and cultivate conscience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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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倫理, 自我良心, 靈性發展, 人文素養,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學習目標： 從生活經驗中反思自己的言行，並願意不斷超越、提升自己的生命幅度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期課程說明  學期課程說明  

第二週 人的有限與無限性  

透過哲學問題的討論，培養思考與溝通能

力。並透過學習經驗的檢視，發現人的有限

性與無限性。  

第三週 物種的獨特性  
透過遊戲與分享，察覺彼此的異同並分析

「人」的獨特性。  

第四週 主體性與尊嚴  
從史蒂芬・霍金的故事中討論並思考主體性

與尊嚴是什麼。  

第五週 人與萬物的關係  

以多媒體資源為素材，引導學生觀察並思考

自身與萬物相處的經驗，思考「人」對萬物

應具備的責任與態度。  

第六週 投資生命幅度  
從活動中感受自己的身體、心靈狀態，學習

關懷自己的身心需求的方法。  

第七週 全人的自我展現  

從經驗與課程中反思人與自己、人與他人、

人與環境、人與上天的關係，並培養善待彼

此的態度。  

第八週 關於我  
在活動中覺察外顯行為與內隱的人格的特

徵。  

第九週 生而為我  個人行為表徵與「自我」形塑過程與檢視。  

第十週 迷失的假我  周哈里窗與心理防衛機轉介紹。  

第十一週 真我與假我  影片欣賞：金髮尤物。  

第十二週 真我與假我  影片欣賞：金髮尤物。映後討論。  

第十三週 自我統整  
「自我觀」包含的面向與自我統整的操練方

法。  

第十四週 如實的自我展現  從活動中體會恰如其分的自我展現。  

第十五週 真「相」・真像  
以新聞、活動為媒介，討論並分享自己如何

解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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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最微小的聲音  
小木偶奇遇記選段觀賞，討論「良心」的展

現方式與意義。  

第十七週 道德與其代價  
良心與道德行為應負的責任與代價，培養不

因衝動行事的態度。  

第十八週 三個篩子  
「人肉搜索」的現代人與蘇格拉底的行事智

慧。  

第十九週 理由、抉擇與理解  
從生活、新聞事件中省思違心行為的原因與

因應之道。  

第二十週 良心與職業倫理  
分組報告近年來相關新聞事件與看法、影響

的層面。  

第二十一週 良心的陶成  
從自己的生活事件中省思並透過分享與學

習，培養正確行事的態度。  

第二十二週 學期回顧與評量  學期課程回顧與自我檢視。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分組報告、平時書面記錄  

對應學群： 醫療衛生,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與他人—家庭倫理與服務領導  

英文名稱： Human and others-family ethics and service leadership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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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倫理, 家庭倫理, 靈性發展,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發, 創意發想  

學習目標： 
在服務領導方案的創發與實踐過程中，覺察人際互動的相處之道；認識自己在

家庭中的角色與定位，從中實踐自我領導的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期課程說明  學期課程說明  

第二週 服務與領導  

從學生自治會選舉經驗談「服務」與「領

導」的經驗（含被領導），兩者的區別和在

團體中的功能。  

第三週 服務與領導  

討論並分享所欣賞的領導者特質，歸納出領

導者特質與風格，從中反思自己具備或嚮往

的領導者特質為何。以影片介紹「僕人式領

導」風格：好的領導者令你感到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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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服務與領導  

DFC 活動介紹與體驗，從生活中「發現問

題」並「想像」問題解決的方式。分組進行

DFC 方案討論（學期初提計畫，學期末提結

案報告）。  

第五週 服務與領導  

以「臺中市女兒館圓夢計畫」計畫範例的共

讀與歸納，練習 DFC 計畫撰寫。培養學生發

想找支援與主動提供支援的方法與態度。  

第六週 服務與領導  

分組提出 DFC 計畫報告（感受、想像、分

享），並請全班一起提供行動建議或支援，

分組擬定實踐方法。  

第七週 服務與領導  

分組提出 DFC 計畫報告（感受、想像、分

享），並請全班一起提供行動建議或支援，

分組擬定實踐方法。  

第八週 服務與領導  

介紹自我領導的日常練習，並配合學生手冊

之閱讀，以檢視自己的處事風格與領導需注

意的事項。  

第九週 人活在關係中  

與生俱來的「關係」，從母親懷孕的過程談

「關係」的必然性與其重要，透過小組討論

與依附關係實驗的分享，發現人際關係的多

元樣態。  

第十週 人活在關係中  

從影片：冰原歷險記選段中引導蝴蝶效應在

人際關係中的影響，透過團體討論並思考自

己的人際關係樣態與互動特徵。  

第十一週 人活在關係中  

生活中的關注與關係。從遊戲（熱門新聞事

例的快問快答）發現生活中關注的焦點為

何？與切身的生活的關聯性，反思關係的經

營與關係的遠近。個人作業：人際關係圖。  

第十二週 人活在關係中  

關心生活圈裡的陌生人。透過曼德拉、翁山

蘇姬的故事認識「移工」與我們的關係。從

星球的引力關係圖中理解關係的遠近，並在

討論中反省自己與生活圈中人的關係。（人

際關係圖範例與深度思考）  

第十三週 人活在關係中  

搭配校園例行活動－四旬期愛德行動，分享

弱勢關懷的成功案例（送蚊帳到非洲的小女

孩、種蔬菜給街友的女孩），以實際行動幫

助有需要的陌生人。  

第十四週 人活在關係中  

透過李奧納多（2016）的演講短片，再反思

生活的一切便利與平安並非理所當然，而是

不同的領域都有為共同理想而奮鬥不懈的人

們所促成。思考我們和生活圈裡每個人的關

係，重新定調相處之道。  

第十五週 家庭倫理  
以短片：酸甜滋味引導「親密關係」在成長

與人生歷程中的重要性。以開放式問題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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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生「家庭」中親密關係的體會或例

子。  

第十六週 家庭倫理  

從特質圈選的遊戲中發現自己「欣賞」人的

眼光，看自己的角度。東方與西方文化如何

看待進一步的關係。  

第十七週 家庭倫理  

共讀紀伯倫《先知》中關於「婚姻」的短

詩，淺談親密關係的發展階段與相處之道。

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分享父母、長輩的婚姻

相處特徵對自己的影響。短片：別在習慣中

失去了愛情。  

第十八週 家庭倫理  

共讀紀伯倫《先知》中關於「孩子」的短

詩，分組討論成長經驗中角色和角色之間的

互動，有何異同或模式？對自己的處事態度

的影響。  

第十九週 家庭倫理  

分享、歸納和協的家庭、良好的親密關係要

件與態度。並思考當關係失衡時，適當應對

的態度與原則。  

第二十週 家庭倫理  

從短片：珍惜身邊的他之中重新思考家庭裡

的「代間」關係、互動模式。拓展對「教」

與「習得」的視野。個人作業：家庭採訪。  

第二十一週 服務與領導  DFC行動成果報告與展現。  

第二十二週 學期回顧與評量  學期課程回顧與自我檢視。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分組報告、平時書面記錄  

對應學群： 資訊, 醫療衛生,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與土地—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英文名稱： Human and land-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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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倫理, 環境永續, 人文素養, 系統思考, 科技創發, 國際競合, 全球責任  

學習目標： 
追求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同時，應該考慮對環境生態的永續，人類才能繼續追求

經濟與社會的永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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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學期課程說明  學期課程說明  

第二週 環境倫理  反思人類行為與環境倫理的關係。  

第三週 環境倫理  
從生活、新聞事件、選讀文章中省思行為對

環境的影響與因應之道。  

第四週 環境倫理  自然與心靈體驗課，領悟人與自然的關係。  

第五週 環境倫理  
認識環境法與地球憲章，鼓勵參與環保活

動。  

第六週 環境倫理  影片欣賞:狼圖騰  

第七週 環境倫理  影片欣賞與分享: 狼圖騰  

第八週 期中形成性評量  閱讀分享書面記錄  

第九週 生活環保與簡樸生活 
覺察日常飲食或用品，以多元角度審視消費

習慣對環境及生活的影響。  

第十週 生活環保與簡樸生活 操作「吃出一片世界地圖」  

第十一週 生活環保與簡樸生活 
從實際的案例及故事中探討需求、消費、經

濟、政策與生活的關係與連結。  

第十二週 生活環保與簡樸生活 
預備惜福交換禮物，填寫心願卡，回家檢視

可分享交換的物品。  

第十三週 生活環保與簡樸生活 進行惜福交換禮物活動  

第十四週 生活環保與簡樸生活 回歸校園及生活周遭自身的省思與行動  

第十五週 生活環保與簡樸生活 
統整知情意行，透過持續的實踐讓環境永

續。  

第十六週 永續發展  了解永續發展的脈絡、意義與原則  

第十七週 永續發展  詩文欣賞與分享  

第十八週 永續發展  探索人類未來永續的可能性  

第十九週 永續發展  了解聯合國 21世紀永續發展目標  

第二十週 永續發展  討論聯合國 SDG如何落實在日常生活  

第二十一週 永續發展  
以生活實例故事省思及自我啟發在生活中的

應用。  

第二十二週 學期回顧與省思  學期課程回顧與自我檢視。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分組報告、期末回饋書面記錄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與全球—國際關懷與國際責任  

英文名稱： Human and the globe-international concern and 

responsibility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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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全人倫理, 自我良心, 人文素養, 系統思考, 科技創發, 發現問題, 國際競

合, 全球競合, 全球責任  

學習目標： 
期待學生從全球弱勢關懷課程中，認識社會的正義與服務，進而找尋希望與和

平。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期課程說明  學期課程說明  

第二週 全球弱勢關懷  

引導學生思考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的關係，

並能以「彼此獲益」的原則來面對兩者的衝

突。  

第三週 全球弱勢關懷  影片欣賞與討論：被遺忘的天使  

第四週 全球弱勢關懷  
幫助學生釐清社會正義的內涵，進而發揮人

道精神、關心弱勢族群。  

第五週 全球弱勢關懷  
協助學生找出社會關懷途徑，並願意積極參

與改造社會不義結構的行動中。  

第六週 全球弱勢關懷  國際關懷與國際服務資訊分享解析。  

第七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介紹不同民族的成人禮，並探討成年的意

義。  

第八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反省過去的生命經驗，以作為成長的基石。  

第九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在「成人禮」中接受祝福，也願意從此之後

做個負責的人。  

第十週 期中形成性評量  閱讀分享書面記錄  

第十一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成人禮」後，能勇敢面對自己的優缺點，

並主動承擔人生的使命。  

第十二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協助學生思索女性角色的定位，分析女性生

涯追尋的困境，並思考解決之道。  

第十三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再次思索女性自覺與生涯發展的關連。  

第十四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鼓勵學生撰寫生涯計畫書，並對女性弱勢情

境能持續關懷。  

第十五週 女性成長與全球視野 影片欣賞與分享：關鍵少數  

第十六週 全球的未來與希望  
簡介舊帝國主義時期以來，歷經兩次世界大

戰，國際間衝突與對抗的情形。  

第十七週 全球的未來與希望  
解析從冷戰、後冷戰時期，國際衝突的關鍵

因素。  

第十八週 全球的未來與希望  影片欣賞：橘子成熟時  

第十九週 全球的未來與希望  影片欣賞與分享：橘子成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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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全球的未來與希望  
思索如何在國際衝突與對抗中，盡一己之力

播下希望和平的種子。  

第二十一週 全球的未來與希望  
介紹現今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人道組織運作

的情形，並從中認知和平的重要。  

第二十二週 學期回顧與省思  學期課程回顧與自我檢視。  

學習評量： 口語評量、分組報告、期末回饋書面記錄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與上天—全球倫理與博愛慈悲  

英文名稱： Human and divinity-global ethics and universal love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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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全人倫理, 靈性發展, 國際競合, 國際素養, 全球競合, 全球責任  

學習目標： 
從人的困境中體會信仰的重要，透過找尋全球共同的倫理規範，使學生能實

踐教會博愛與慈悲的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期課程說明  學期課程說明  

第二週 相信就有力量  人的處境與困惑(一)省思人的處境與困惑  

第三週 相信就有力量  人的處境與困惑(二)體會人的宗教向度  

第四週 相信就有力量  
生活與宗教信仰(一)認識宗教信仰與個人生

活及內在的關聯性  

第五週 相信就有力量  
生活與宗教信仰(二)認識宗教信仰與個人生

活及內在的關聯性  

第六週 相信就有力量  
從信仰獲得力量(一)能分辨正信與迷信的區

別  

第七週 相信就有力量  從信仰獲得力量(二)理解宗教與科學的關係  

第八週 全球倫理與宗教  
人類短視近利帶來世紀危機(一)體會自己生

活在地球村  

第九週 全球倫理與宗教  
人類短視近利帶來世紀危機(二)建立四海一

家的觀念  

第十週 全球倫理與宗教  以人道精神善待地球村民(一)認識全球倫理  

第十一週 全球倫理與宗教  
以人道精神善待地球村民(二)由不同歷史與

宗教傳統，找到共同的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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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全球倫理與宗教  
宗教情懷的力量(一)培養宗教情懷，關心每

一個地球人  

第十三週 全球倫理與宗教  
宗教情懷的力量(二)培養宗教情懷，關心每

一個地球人  

第十四週 全球倫理與宗教  
宗教情懷的力量(三)培養宗教情懷，關心每

一個地球人  

第十五週 博愛與慈悲  
認識教會的重要教諭與價值(一)認識天主教

會對於教育的價值與貢獻  

第十六週 博愛與慈悲  
認識教會的重要教諭與價值(二)認識天主教

會對於教育的價值與貢獻  

第十七週 博愛與慈悲  
認識教會的重要教諭與價值(三)認識天主教

會對於教育的價值與貢獻  

第十八週 學期回顧與評量  回顧與評量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分組報告 筆試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文史哲, 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際溝通與文化議題(一) 

英文名稱： Englis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全人倫理, 自我良心,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

發, 創意發想, 國際競合, 國際素養  

學習目標： 
Able to express and communicate fluently in English and understand 

foreign culture.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Placement test  Placement test  

第二週 

Placement 

test/Introduction-

roster/rules/leader  

Placement test/Introduction-

roster/rules/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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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Introduction/Speech 

Prep. -writing (1)  

Introduction/Speech Prep. -

writing (1)  

第四週 
Speech preparation-

wrtiting (2)  

Speech preparation-wrtiting 

(2)  

第五週 
Speech preparation-

wrtiting (3)  

Speech preparation-wrtiting 

(3)  

第六週 
Speech preparation-

typing/practice  

Speech preparation-

typing/practice  

第七週 School 1st Nid-term  School 1st Nid-term  

第八週 Speech preparation (1)  Speech preparation (1)  

第九週 Speech preparation (2)  Speech preparation (2)  

第十週 Speech preparation (3)  Speech preparation (3)  

第十一週 
Ted Talk-Embrace Stress 

(video)  

Ted Talk-Embrace Stress 

(video)  

第十二週 
Ted Talk-Embrace Stress 

(transcript)  

Ted Talk-Embrace Stress 

(transcript)  

第十三週 

Ted Talk-Embrace 

Stress : 

Vocabulary/phrases 

review  

Ted Talk-Embrace Stress : 

Vocabulary/phrases review  

第十四週 2nd School Midterm  2nd School Midterm  

第十五週 
Ted Talk-Embrace 

Stress : (vocab. quiz)  

Ted Talk-Embrace Stress : 

(vocab. quiz)  

第十六週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

writing prdparation (1)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writing prdparation 

(1)  

第十七週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

writing prdparation (2)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writing prdparation 

(2)  

第十八週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1)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1)  

第十九週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2)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2)  

第二十週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3)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3)  

第二十一週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4)  

Drama-create a skit based on 

the video-final presentation 

(4)  

第二十二週 School final  School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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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writing, speech, performance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際溝通與文化議題(二) 

英文名稱： Englis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I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1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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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發, 創意發想, 國際競

合, 國際素養  

學習目標： 
Able to express and communicate fluently in English and understand 

foreign culture.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第二週 
Introduction/welcome 

back  
Introduction/welcome back  

第三週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1)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1)  

第四週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2)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2)  

第五週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1)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1) Midterm 

presentations by ss  

第六週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2)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2) Midterm 

presentations by ss  

第七週 School 1st mid-term  School 1st mid-term  

第八週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3)  

Ted Talk: "What Can Adults 

Learn from Kids?" preparation 

time (3)  

第九週 Article: "Cyberbullying"  Article: "Cyber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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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Article: "Cyberbullying"  Article: "Cyberbullying"  

第十一週 Article: "Cyberbullying"  Article: "Cyberbullying"  

第十二週 Cyberbullying: Quiz  Cyberbullying: Quiz  

第十三週 
Video: Tin Man or Little 

Miss Sunshine? 

Video: Tin Man or Little Miss 

Sunshine? 

第十四週 Shool 2nd Midterm Shool 2nd Midterm 

第十五週 

Social/Ethical/Inertntio

nal/Global Issue: 

wrinting(1) 

Social/Ethical/Interntional/g

lobal Issue: writing(1) 

第十六週 

Social/Ethical/Interntio

nal/global Issue: 

writing(2) 

Social/Ethical/Interntional/g

lobal Issue: writing(2) 

第十七週 

Social/Ethical/Interntio

nal/global Issue: 

writing(3) 

Social/Ethical/Interntional/g

lobal Issue: writing(3) 

第十八週 Final Presentations: 1 Final Presentations: 1 

第十九週 Final Presentations: 2 Final Presentations: 2 

第二十週 Final Presentations: 3 Final Presentations: 3 

第二十一週 Review  

第二十二週 School final  School final  

學習評量： writing, speech, performance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備註：  

 

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TED x V.S. in TAICHUNG  

英文名稱： TED x V.S. in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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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學實踐  

學習目標： 
1.透過認識臺中從古到今的發展，探究未來走向。並從中學習如何有效的介

紹、講述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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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中清路為主軸，串連「臺中城市學」系列課程。(與高一課程連結) 

3.以各學科的知識為背景，學習以不同面向、不同角度來看一件事物。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團體破冰  

第二週 簡報表達  焦點討論  

第三週 人文臺中  翻轉視野地景文學  

第四週 人文臺中  地景詩發表展創意  

第五週 史地臺中  臺中都市發展變遷  

第六週 史地臺中  臺中地理空間變遷  

第七週 史地臺中  水湳社區實地考察  

第八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九週 科技臺中  高科技產業面面觀  

第十週 科技臺中  從傳產到自動進程  

第十一週 醫療臺中  臺中市民健康狀況  

第十二週 醫療臺中  市民健康數據量化  

第十三週 簡報技巧  簡報設計組織結構  

第十四週 簡報技巧  衛曉校園闖關設計  

第十五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六週 簡報技巧  資料歸納圖表製作  

第十七週 簡報技巧  簡報製作版面美學  

第十八週 TED成發  TEDxV.S.期末預演  

第十九週 TED成發  表達力課程成果展  

第二十週 TED成發  表達力課程成果展  

第二十一週 TED成發  課程回饋共學共好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課堂表現 60% (六位任課教師，依課程課間表現或課後作業表現分別給分) 

校外踏查 10% (未出席者，該分數 0分) 

期末報告 30% (依期末報告三項標準，由外聘講師及六位任課教師共同給分)  

對應學群： 資訊, 數理化, 醫療衛生, 地球環境, 大眾傳播, 文史哲  

備註： 務必參與週六中清踏查活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切都「數」這樣開始的  

英文名稱： Everything starts from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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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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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1. 主旨在培養高中學生嚴謹的邏輯思考，增強思辨、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2. 希望提高學習數學之興趣，將生活中的複雜問題化繁為簡，建立數學模

型，以數學方法解決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論介紹  質數、除法原理、同餘  

第二週 數論介紹  質數、除法原理、同餘  

第三週 數論介紹、密碼學  
質數、除法原理、同餘、位移密碼、仿

射密碼  

第四週 密碼學  維吉內爾密碼、代換密碼、RSA密碼  

第五週 生活數學Ⅰ  影片教學、大數據  

第六週 生活數學Ⅱ  大數據討論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玩遊戲學數學Ⅰ  拉密教學  

第九週 玩遊戲學數學Ⅰ  拉密教學、比賽  

第十週 生活數學Ⅲ  金融數學  

第十一週 生活數學Ⅳ  金融數學  

第十二週 摺紙藝術Ⅰ  摺紙中的數學概念探討  

第十三週 摺紙藝術Ⅱ  摺紙實作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TRML介紹、培訓  TRML 培訓  

第十六週 TRML 培訓  TRML 培訓  

第十七週 TRML比賽  TRML 比賽  

第十八週 生活數學Ⅴ  生活中的機率  

第十九週 玩遊戲學數學Ⅲ  思考訓練  

第二十週 玩遊戲學數學Ⅳ  思考訓練及比賽  

第二十一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二十二週 無  無  

學習評量： 

1. 課堂參與狀況(20%)  

2. 分組合作(30%) 

3. 建置個人學習檔案(30%)  

4. 隨堂檢視(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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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一切都「數」這樣開始的  

英文名稱： Everything starts from mathematic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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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學習目標： 

1. 主旨在培養高中學生嚴謹的邏輯思考，增強思辨、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2. 希望提高學習數學之興趣，將生活中的複雜問題化繁為簡，建立數學模

型，以數學方法解決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數論介紹  質數、除法原理、同餘  

第二週 數論介紹  質數、除法原理、同餘  

第三週 數論介紹、密碼學  
質數、除法原理、同餘、位移密碼、仿

射密碼  

第四週 密碼學  維吉內爾密碼、代換密碼、RSA密碼  

第五週 生活數學Ⅰ  影片教學、大數據  

第六週 生活數學Ⅱ  大數據討論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玩遊戲學數學Ⅰ  拉密教學  

第九週 玩遊戲學數學Ⅰ  拉密教學、比賽  

第十週 生活數學Ⅲ  金融數學  

第十一週 生活數學Ⅳ  金融數學  

第十二週 摺紙藝術Ⅰ  摺紙中的數學概念探討  

第十三週 摺紙藝術Ⅱ  摺紙實作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TRML介紹、培訓  TRML 培訓  

第十六週 TRML 培訓  TRML 培訓  

第十七週 TRML比賽  TRML 比賽  

第十八週 生活數學Ⅴ  生活中的機率  

第十九週 玩遊戲學數學Ⅲ  思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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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週 玩遊戲學數學Ⅳ  思考訓練及比賽  

第二十一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二十二週 無  無  

學習評量： 

1. 課堂參與狀況(20%)  

2. 分組合作(30%) 

3. 建置個人學習檔案(30%)  

4. 隨堂檢視(20%) 

對應學群：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函數之美  

英文名稱： The Beauty of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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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發  

學習目標： 

1. 因應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培養學生一題多解的多元思考能力，以專題探討

的方式，增廣學生視野，厚植學生實力，擴展高中學生升學之多元進路。 

2. 介紹數學發現的方法，以問題導向學習，讓學生運用已有的知識技能，分

析及解決問題。 

3. 培養學生進行數學研究的能力，體驗數學研究之歷程，應用數學知識解決

生活中之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概述；多項式函數

(一)  
簡介本學期課程，一次函數  

第二週 多項式函數(二)  二次函數的性質與應用  

第三週 多項式函數(三)  多項單次函數的性質，操作 Geogebra  

第四週 指數與對數函數(一)  指數函數的性質與應用  

第五週 指數與對數函數(二)  對數函數的性質與應用  

第六週 指數與對數函數(三)  
指、對數函數的綜合討論，操作

Geogebra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數學影片欣賞與討論  觀賞”天才無限家”  

第九週 三角函數的應用(一)  正弦、餘弦函數的圖形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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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三角函數的應用(二)  
正切函數的圖形與性質，操作

Geogebra  

第十一週 不等式專論(一)  
多項函數、根式函數、絕對值函數的不

等式  

第十二週 不等式專論(二)  特殊不等式的介紹與應用  

第十三週 不等式的複習與統整  綜合統整與實作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極值專論(一)  利用配方法找極值與探討  

第十六週 極值專論(二)  利用特殊不等式找極值與探討  

第十七週 競賽實務演練(一)  團體賽與個人賽  

第十八週 競賽實務演練(二)  個人賽與接力賽  

第十九週 競賽實務演練(三)  思考賽  

第二十週 競賽實務演練(四)  綜合討論  

第二十一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二十二週 實作講義統整  統整講義內容  

學習評量： 

學習心得報告 20% 

競賽實務演練 30% 

課堂表現 20% 

作業實作成果 30%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社會科專題研究  

英文名稱： Seminar on Social Science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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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發現問題  

學習目標： 

1.教師課堂教授、學生實作以了解資金流動與經濟發展等重要議題。 

2.學生能閱讀金融相關報導並分析金融經營型式的轉變。 

3.學生能關心日常生活中金融活動與商業經營等訊息。 

4.培養學生主動研究、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完成小論文寫作。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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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課程簡介  

1. 課程要求說明 

2. 小論文分組、安排座位、推選組長 

3. 示範如何摘錄財金雜誌中之重點  

第二週 
自選財金文章深度問答

（一）  

1. 課程要求說明 

2. 小論文分組、安排座位、推選組長 

3. 示範如何摘錄財金雜誌中之重點  

第三週 
自選財金文章深度問答

（二）  

1. 課程要求說明 

2. 小論文分組、安排座位、推選組長 

3. 示範如何摘錄財金雜誌中之重點  

第四週 
自選財金文章深度問答

（三）  

1. 課程要求說明 

2. 小論文分組、安排座位、推選組長 

3. 示範如何摘錄財金雜誌中之重點  

第五週 國家政策與產業發展方向 

1. 了解國家目前經濟狀況 

2. 分析國家目前產業結構 

3. 思考產業發展的未來走向  

第六週 企業參訪（一）  
至中部科學園區管理處、機器人自造中

心參訪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市場行銷—蒐集資料  
1. 介紹行銷一詞的概念 

2. 介紹關於行銷策略的基本概念  

第九週 市場行銷—解讀資料  
1. 規劃擬定行銷策略 

2. 行銷策略可行性檢討  

第十週 
從遊戲了解操作—期貨

時代桌遊  

1. 講解操作過程並播放示範影片 

2. 學生分組操作 

3. 請學生分享在期貨操作時可能需要

注意的重點以及影響因素  

第十一週 金融商品操作—組織資料 

1. 說明股票選擇、買賣時的操作重點 

2. 蒐集該產業發展方向，並進行前瞻

性分析  

第十二週 金融商品操作—確立論據 

1. 讓學生進行股票、公司、產業分析 

2. 扮演股票銷售員說明值得投資的地

方  

第十三週 企業參訪（二）  
至國華世華大樓參訪銀行、證券、產

險、壽險部門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大師座談—行銷與生活

實踐  

1. 生活中的行銷 

2. 自我的行銷 

3. 行銷的實踐  

第十六週 
小論文研究法討論

（一） 
質性與量化研究概念介紹  

第十七週 大師座談—從保險看人生 

1. 介紹保險基礎概念 

2. 保險等投資商品的操作 

3. 保險銷售過程的細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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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小論文研究法討論

（二）  
田野調查方法  

第十九週 小論文發表（一）  

使用各種形式展現小論文及上臺口頭發

表，接受同學提答，並反思小論文需修

訂之處，使內容能更加完善  

第二十週 小論文發表（二）  

使用各種形式展現小論文及上臺口頭發

表，接受同學提答，並反思小論文需修

訂之處，使內容能更加完善  

第二十一週 
小論文發表（三）及期

末考  

使用各種形式展現小論文及上臺口頭發

表，接受同學提答，並反思小論文需修

訂之處，使內容能更加完善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課堂作業與表現佔 40%，小論文佔 30%，期末考佔 30%。 

1.小論文：內容包括：前言-為何選擇這個題目；研究方法-透過什麼方法；文

獻回顧-運用什麼概念進行資料研究；研究架構-整篇文章的討論架構與範圍；

研究目的-以及想要達成的目的擇要而寫；成果及結論；引用文獻-參考 APA 格

式 

2.課堂作業：包含口語表達技巧、流暢度、內容、ppt美工及完整書面報告 

3.期末考：各組期末出一題關於報告的題目，蒐集成卷後成為期末考考卷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法政, 管理, 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品人生，話青春  

英文名稱： Read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Skills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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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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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良心, 家庭倫理,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美學涵

養, 創意發想, 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  

學習目標： 

1.深化閱讀理解與寫作表達能力，激發學生活化思考與解決問題之動機。 

2.融合資訊媒體，有效應用呈現小組合作學習之重點。 

3.培養良好的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之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探尋與成長  品讀白先勇:叛逆的基因密碼  

第二週 探尋與成長  經典思辨:花橋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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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探尋與成長  經典思辨:一把青  

第四週 探尋與成長  經典思辨:孽子  

第五週 創意與表達  創意講座：文學桌遊趣  

第六週 創意與表達  表達力講座：洞悉人心溝通力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第八週 愛情與婚姻  品讀張愛玲:臨水照花人  

第九週 愛情與婚姻  經典思辨:傾城之戀  

第十週 愛情與婚姻  經典思辨:紅玫瑰與白玫瑰  

第十一週 愛情與婚姻  經典思辨:金鎖記  

第十二週 
跨科合作課程(國文科,

生涯規劃科)  
生涯講座：談情說愛停看聽  

第十三週 作家真心話  作家講座：從紅顏到白髮的創作路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十五週 土地與人文  品讀黃春明:大地之子  

第十六週 土地與人文  經典思辨:兒子的大玩偶  

第十七週 土地與人文  經典思辨:蘋果的滋味  

第十八週 土地與人文  經典思辨:看海的日子  

第十九週 
跨科合作課程(國文科,

歷史科)  
人文講座：凝眸異國，擁抱臺灣  

第二十週 成果發表會  文學小書創意成果發表會  

第二十一週 成果發表會  文學小書創意成果發表會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學習評量： 

1.課堂參與 30% 

2.個人文學小書作品 30% 

3.個人文學小書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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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英文—背包 x慢跑鞋：輕旅人的探索  

英文名稱： Backpack x Sneakers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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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像： 
環境永續, 人文素養, 溝通表達, 發現問題, 創意發想, 國際競合, 國家認

同, 國際素養, 全球責任  

學習目標： 

1.Understand vocabulary and scenarios associated with tourism. 

2.Learn to send and how to communicate through postcards from Taiwan 

and  

receive postcar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4.Understand tour itineraries and create own tour schedules. 

5.Learn how t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我的足跡  
Course Introduction x Warm-Up: 

Sharing Your Traveling Experiences  

第二週 
準備啟航/明信片交流網

站緣起…  

A: Travel English: Before 

Departure 

B: Postcrossing Introduction  

第三週 
航行中/來寫

Postcards!  

A: Travel English: On the Plane 

B: Writing & Sending Postcards  

第四週 抵達目的地/旅遊狀況  

A: Travel English: After Arrival 

B: HELP! We got a problem! Share 

Your Troubles in Travels  

第五週 有請旅遊達人-1  Guest Speaker-1  

第六週 回顧來時路 / 小考 1  Review & Pop Quiz 1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紀錄片欣賞-- 《星期六

的地圖》＋ 引言  

Film--A Map For Saturday 

(Introduction)  

第九週 
紀錄片欣賞-- 《星期六

的地圖》＋討論  

Film--A Map For Saturday 

(Discussion)  

第十週 
旅行中的小插曲—問題

（狀況發想）  

Troubleshooting Video Planning & 

Making (1. Script → Shooting)  

第十一週 
旅行中的小插曲—解決 

（狀況排除）  

Troubleshooting Video Planning & 

Making (2. Shooting → Editing)  

第十二週 宿誰家 / 網路機票預訂  

A: Travel English: Accommodation 

B: Planning A Trip—1 (Book 

Tickets)  

第十三週 吃哪家 / 網路住宿預訂  

A: Travel English: Restaurant 

B: Planning A Trip—2 (Book 

Hostels)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有請旅遊達人-2  Guest Speaker-2  

第十六週 小考 2 / 自助行程規劃  

A: Quiz 2 

B: Planning A Trip—3 (Local 

Cultures)  

第十七週 遨遊世界—小組報告 1-2 Presentation: Group 1st & 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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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遨遊世界—小組報告 3-4 Presentation: Group 3rd & 4th  

第十九週 遨遊世界—小組報告 5-6 Presentation: Group 5th & 6th  

第二十週 旅行的意義 / 旅遊之外  
The Journey of Self-Quest / Think 

Beyond Traveling  

第二十一週 
天下無不散宴席--期末

成果暨總結  

(A) Wrap-up Party 

(B) Results Display  

第二十二週 期末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1) Participation 30 %  

(2) Video-making Group work 20 % （Teachers’ Evaluation & Peer 

Review） 

(3) Itinerary-making Group work 25 % （Teachers’ Evaluation & Peer 

Review） 

(4) Top Tens 10 %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英文—背包 x慢跑鞋：輕旅人的探索  

英文名稱： Backpack x Sneakers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環境永續, 人文素養, 溝通表達, 發現問題, 創意發想, 國際競合, 國家認

同, 國際素養, 全球責任  

學習目標： 

1.Understand vocabulary and scenarios associated with tourism. 

2.Learn to send and how to communicate through postcards from Taiwan 

and  

receive postcar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4.Understand tour itineraries and create own tour schedules. 

5.Learn how t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我的足跡  
Course Introduction x Warm-Up: 

Sharing Your Traveling Experiences  

第二週 
準備啟航/明信片交流網

站緣起…… 

A: Travel English: Before 

Departure 

B: Postcrossing Introduction  

第三週 
航行中/來寫

Postcards!  

A: Travel English: On the Plane 

B: Writing & Sending Post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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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抵達目的地/旅遊狀況  

A: Travel English: After Arrival 

B: HELP! We got a problem! Share 

Your Troubles in Travels  

第五週 有請旅遊達人-1  Guest Speaker-1  

第六週 回顧來時路 / 小考 1  Review & Pop Quiz 1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紀錄片欣賞-- 《星期六

的地圖》＋ 引言  

Film--A Map For Saturday 

(Introduction)  

第九週 
紀錄片欣賞-- 《星期六

的地圖》＋討論  

Film--A Map For Saturday 

(Discussion)  

第十週 
旅行中的小插曲—問題

（狀況發想）  

Troubleshooting Video Planning & 

Making (1. Script → Shooting)  

第十一週 
旅行中的小插曲—解決 

（狀況排除）  

Troubleshooting Video Planning & 

Making (2. Shooting → Editing)  

第十二週 宿誰家 / 網路機票預訂  

A: Travel English: Accommodation 

B: Planning A Trip—1 (Book 

Tickets)  

第十三週 吃哪家 / 網路住宿預訂  

A: Travel English: Restaurant 

B: Planning A Trip—2 (Book 

Hostels)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有請旅遊達人-2  Guest Speaker-2  

第十六週 小考 2 / 自助行程規劃  

A: Quiz 2 

B: Planning A Trip—3 (Local 

Cultures)  

第十七週 遨遊世界—小組報告 1-2 Presentation: Group 1st & 2nd  

第十八週 遨遊世界—小組報告 3-4 Presentation: Group 3rd & 4th  

第十九週 遨遊世界—小組報告 5-6 Presentation: Group 5th & 6th  

第二十週 旅行的意義 / 旅遊之外  
The Journey of Self-Quest / Think 

Beyond Traveling  

第二十一週 
天下無不散宴席--期末

成果暨總結  

(A) Wrap-up Party 

(B) Results Display  

第二十二週 期末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1) Participation 30 %  

(2) Video-making Group work 20 % （Teachers’ Evaluation & Peer 

Review） 

(3) Itinerary-making Group work 25 % （Teachers’ Evaluation & Peer 

Review） 

(4) Top Tens 10 %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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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笑談新世界，旋轉「心」視野  

英文名稱： Turn the Kaleid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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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環境永續,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發現問題, 國家認同  

學習目標： 
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從生活中發掘公共議題，進而用理性和多元的角度思考，進

而提出解決方案。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攻防遊戲  
針對與高中生生活經驗相關之議題，從

不同的角度與面向進行討論與辯論。  

第二週 攻防遊戲 2  
各組發表論點、提出質詢與回應。 

教師給予回饋與概念統整。  

第三週 時事議題探討  針對某一時事議題進行資料收集  

第四週 時事議題探討  針對某一時事議題資料內容進行討論  

第五週 時事議題探討  
針對某一時事議題進行討論後設計出解

決問題之方案  

第六週 參訪市議會  
透過對於市議員的質詢了解議會運作模

式  

第七週 第一次評量考  暫停一周  

第八週 專題演說  
邀請媒體工作者針對假新聞議題進行分

享  

第九週 市議會參訪  
與市議員進行座談,了解議員如何推動

公共政策  

第十週 英語演說與簡報技巧  

說服性演說基本概念：Aristotle’s 

theory about ethos, logos, and 

pathos 

各組就以上三個元素討論可能採取的策

略並進行分享  

第十一週 英語演說及簡報技巧  

1. 說服性演說架構說明，輔以相關影

片及例子。 

2. 各組蒐集資料、進行大綱寫作。  

第十二週 英語演說及簡報技巧  
1. 演說及簡報技巧練習。 

2. 各組彙整資料、共編簡報。  

第十三週 市政府參訪  
與市政府官員進行座談,了解政策制定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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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段考暫停  

第十五週 英語說服性演說發表 1  
1. 小組討論、簡報設計及預演 

2. 教師個別指導，給予回饋及修正  

第十六週 英語說服性演說發表 2  小組成果發表，以英語進行演說與簡報  

第十七週 模擬市議會  解說市議會的組成及其職責  

第十八週 模擬市議會  
讓學生分組後提出單一議題之各面向說

明  

第十九週 模擬市議會  讓學生針對某一議題制定相關政策  

第二十週 模擬市議會  以議會運作形式開始進行議題探討  

第二十一週 自評與他評及期末總結  將本學期之各項內容進行總結式說明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月考暫停  

學習評量： 課堂表現佔 50%，期中課堂作業佔 25%，書面資料收集及報告 25%。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法政  

備註： 無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笑談新世界，旋轉「心」視野  

英文名稱： Turn the Kaleid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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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環境永續,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發現問題, 國家認同  

學習目標： 
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從生活中發掘公共議題，進而用理性和多元的角度思考，進

而提出解決方案。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攻防遊戲  
針對與高中生生活經驗相關之議題，從

不同的角度與面向進行討論與辯論。  

第二週 攻防遊戲 2  
各組發表論點、提出質詢與回應。 

教師給予回饋與概念統整。  

第三週 時事議題探討  針對某一時事議題進行資料收集  

第四週 時事議題探討  針對某一時事議題資料內容進行討論  

第五週 時事議題探討  
針對某一時事議題進行討論後設計出解

決問題之方案  

第六週 參訪市議會  
透過對於市議員的質詢了解議會運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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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第一次評量考  暫停一周  

第八週 專題演說  
邀請媒體工作者針對假新聞議題進行分

享  

第九週 市議會參訪  
與市議員進行座談,了解議員如何推動

公共政策  

第十週 英語演說與簡報技巧  

說服性演說基本概念：Aristotle’s 

theory about ethos, logos, and 

pathos 

各組就以上三個元素討論可能採取的策

略並進行分享  

第十一週 英語演說及簡報技巧  

1. 說服性演說架構說明，輔以相關影

片及例子。 

2. 各組蒐集資料、進行大綱寫作。  

第十二週 英語演說及簡報技巧  
1. 演說及簡報技巧練習。 

2. 各組彙整資料、共編簡報。  

第十三週 市政府參訪  
與市政府官員進行座談,了解政策制定

的過程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段考暫停  

第十五週 英語說服性演說發表 1  
1. 小組討論、簡報設計及預演 

2. 教師個別指導，給予回饋及修正  

第十六週 英語說服性演說發表 2  小組成果發表，以英語進行演說與簡報  

第十七週 模擬市議會  解說市議會的組成及其職責  

第十八週 模擬市議會  
讓學生分組後提出單一議題之各面向說

明  

第十九週 模擬市議會  讓學生針對某一議題制定相關政策  

第二十週 模擬市議會  以議會運作形式開始進行議題探討  

第二十一週 自評與他評及期末總結  將本學期之各項內容進行總結式說明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月考暫停  

學習評量： 課堂表現佔 50%，期中課堂作業佔 25%，書面資料收集及報告 25%。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法政  

備註： 無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國際時事議題研討  

英文名稱： IInsight into Issues – Cultural Diversit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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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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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倫理, 人文素養, 溝通表達, 國家認同, 國際素養, 全球競合, 全球責任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自主與合作學習、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能力。 

2.培養學生思考批判、社會觀察與反省等能力。 

3.提升學生的公民意識，以及對於多元文化與國際局勢的理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何謂文化?  透過小組活動和影片了解文化的涵義  

第二週 經典選文 Fish Cheeks  賞析和討論  

第三週 經典選文 Fish Cheeks  賞析和討論  

第四週 文化融合  議論文寫作：「文化融合」正反看法  

第五週 文化融合  小組報告：「文化融合」正反看法  

第六週 影片欣賞  影片欣賞：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影片賞析  小組影片分析討論和報告  

第九週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Cross-cultural 

Experiences  

第十週 Food Activity  製作和報告異國風味飯糰  

第十一週 新聞英語  多元文化時事新聞討論  

第十二週 新聞英語  元文化時事新聞討論和小組報告  

第十三週 演講評析  
演講評析：以 Meryl Streep’s 

Golden Globes Speech 為例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臺灣外籍移工議題  

第十六週 Field Trip：  參訪東協廣場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  小組討論和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小組討論和作業  

第十九週 期末報告  小組報告：東南亞各國文化介紹  

第二十週 期末報告  小組報告：移工專訪分享  

第二十一週 課程評量  課程評量  

第二十二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1. 學習單 ：30% 2. 口頭報告：30% 3. 指定作業 ：30% 

4. 上課參與度 ：10% 

對應學群： 資訊, 社會心理, 外語, 文史哲  

備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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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從結構到解構─初階影像速寫  

英文名稱： From structure to deconstruction - preliminary image 

sketch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美感教育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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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美學涵養, 創意發想  

學習目標： 

本課程重在啟發學生美的感知能力，透過覺知美的事物的過程，以提高學生的

鑑賞能力，配合教師由淺而深的教案設計的參與學習，使學生除具備繪畫應有

的基本技巧外，進而分析歸納、發掘自我、肯定自我優長，有效規劃生涯，追

求至善與幸福人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素描簡介  課程介紹、作品賞析與材料訂購。  

第二週 構圖  
幾何石膏模型靜物基本構圖、明暗打底

與炭色分析  

第三週 炭色細部整理  石膏模型繪製、作品完成  

第四週 炭色細部整理  石膏模型繪製、作品完成  

第五週 對稱物示範。  對稱物繪製技巧分析與示範。  

第六週 不鏽鋼繪製示範一  
對稱物石膏模型與不鏽鋼靜物繪製

（一）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停課一次  

第八週 不鏽鋼繪製示範二  
對稱物石膏模型與不鏽鋼靜物繪製

（二）  

第九週 作品完成  作品完成  

第十週 不規則物繪製分析與示範 不規則物繪製分析與示範。  

第十一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不規則物繪製（一）。  

第十二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不規則物繪製（二）。  

第十三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畫作背景處理、作品完成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色鉛筆示範  色鉛筆與構圖示範  

第十六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一）  

第十七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二）  

第十八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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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四）  

第二十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作品完成  

第二十一週 結算成績  結算成績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作品評量  

對應學群： 醫療衛生, 建築設計,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從結構到解構─初階影像速寫  

英文名稱： From structure to deconstruction - preliminary image 

sketching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美感教育課程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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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美學涵養, 創意發想  

學習目標： 

本課程重在啟發學生美的感知能力，透過覺知美的事物的過程，以提高學生的

鑑賞能力，配合教師由淺而深的教案設計的參與學習，使學生除具備繪畫應有

的基本技巧外，進而分析歸納、發掘自我、肯定自我優長，有效規劃生涯，追

求至善與幸福人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素描簡介  課程介紹、作品賞析與材料訂購。  

第二週 構圖  
幾何石膏模型靜物基本構圖、明暗打底

與炭色分析  

第三週 炭色細部整理  石膏模型繪製、作品完成  

第四週 炭色細部整理  石膏模型繪製、作品完成  

第五週 對稱物示範。  對稱物繪製技巧分析與示範。  

第六週 不鏽鋼繪製示範一  
對稱物石膏模型與不鏽鋼靜物繪製

（一）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停課一次  

第八週 不鏽鋼繪製示範二  
對稱物石膏模型與不鏽鋼靜物繪製

（二）  

第九週 作品完成  作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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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不規則物繪製分析與示範 不規則物繪製分析與示範。  

第十一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不規則物繪製（一）。  

第十二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不規則物繪製（二）。  

第十三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畫作背景處理、作品完成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色鉛筆示範  色鉛筆與構圖示範  

第十六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一）  

第十七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二）  

第十八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三）  

第十九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色鉛筆靜物繪製（四）  

第二十週 學生繪製與指導  作品完成  

第二十一週 結算成績  結算成績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作品評量  

對應學群： 醫療衛生, 建築設計,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從結構到解構─進階影像速寫  

英文名稱： From structure to deconstruction - advanced image 

sketching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美感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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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美學涵養, 創意發想  

學習目標： 

1.了解水彩畫的基本特質。 

2.認識水彩的基本技法與特殊技法，並能運用於水彩靜物練習。 

3.透過作品的欣賞，增進學生對水彩畫的認識，培養學生欣賞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材料登記購買、課程說

明、作品賞析  
作品賞析與示範  

第二週 
靜物教學示範與學生練

習（一）  
個別靜物縫合法示範--檸檬與青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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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靜物教學示範與學生練

習（二）  
個別靜物縫合法示範--柿子與紅蘋果  

第四週 
靜物教學示範與學生練

習（三）  
個別靜物渲染法示範--西洋梨與香蕉  

第五週 
靜物教學示範與學生練

習（四）  
個別靜物縫合法示範--山竺與葡萄  

第六週 
多樣靜物組合示範教學

與練習（一）  
個別靜物渲染法示範--紅龍果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多樣靜物組合示範教學

與練習（二）  
青椒黃椒示範與練習  

第九週 
多樣靜物組合示範教學

與練習（三）  
測驗--多樣靜物組合  

第十週 水彩風景 1（一）  水彩風景示範與練習-山與水田  

第十一週 水彩風景 1（二）  水彩風景示範與練習-遠山與樹  

第十二週 水彩風景 2（一）  水彩風景示範與練習-天空與房舍  

第十三週 水彩風景 2（二）  水彩風景示範與練習-鳳凰花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聖誕賀卡繪製（一）  聖誕賀卡示範與製作一  

第十六週 聖誕賀卡繪製（二）  聖誕賀卡示範與製作二  

第十七週 聖誕賀卡繪製（三）  聖誕賀卡示範與製作三  

第十八週 聖誕賀卡繪製（四）  聖誕賀卡示範與製作四  

第十九週 水彩風景 3（一）  水彩風景示範與練習-阿勃勒  

第二十週 水彩風景 3（二）  席德進作品臨摹  

第二十一週 風景彩繪  完成一件水彩風景畫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作品評量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 藝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媒體、文化與社會  

英文名稱： Media, Culture &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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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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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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國際素養  

學習目標： 

1.分組討論調查，討論社會媒體文化議題，紀錄片參考，成果發表。 

2.在具有連貫性，參與度，以及在可知情況下表達想法。 

3.清楚的用英語表達:單字，片語，發音，以及抑揚頓挫，用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網路霸凌  課程介紹，破冰活動  

第二週 
推特， 臉書，網路名人

的歷史!  
創造一個自己的推 特  

第三週 網路名人/推 特  網路名人/推 特  

第四週 簡報  值得跟隨的人，愚弄的人  

第五週 簡報  值得跟隨的人，愚弄的人  

第六週 簡報  值得跟隨的人，愚弄的人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電影  電子情書!!快速簡單的社交聯繫開頭  

第九週 網路 霸 凌 !!  誰是 Amanda Todd?性短訊，仇恨言論  

第十週 電影  危機解密，單字學習  

第十一週 專題製作  角色扮演，話劇情故事法(劇本法)  

第十二週 專題製作  角色扮演，話劇情故事法(劇本法)  

第十三週 專題製作  角色扮演，話劇情故事法(劇本法)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專題製作  角色扮演，話劇情境故事展演  

第十六週 假新聞，紀錄片  假新聞，紀錄片  

第十七週 專題製作  創造你自己的假新聞，紀錄片  

第十八週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  

第十九週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簡報開始  

第二十週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簡報開始  

第二十一週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  假新聞，紀錄片研究簡報開始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出席占 25% 

分組作業占 30% 

同儕審查 25%  

對應學群： 資訊, 大眾傳播, 外語,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影欣賞與製作 ─ 解構‧建構‧影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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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Micro movie Appreciation and productio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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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溝通表達, 美學涵養, 科技創發, 創意發想  

學習目標： 
透過微電影創作，使學生充分掌握影片製作及操作相關媒體能力，參與完整的

專案製作過程，提升學生資訊素養、美學藝術及溝通合作等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微電影課程簡介  
課程介紹、認識攝影器材及攝影基本概

念  

第二週 實拍／成為攝影師的技巧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一)  

第三週 實拍／好萊塢分鏡技術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二)  

第四週 實拍／十個影片常用手法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三)  

第五週 實拍／停格攝影技巧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四)  

第六週 實拍／捕捉精采瞬間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五)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故事黃金圈思考法  
講述劇本寫作基本概念及 10 大創意廣

告解構  

第九週 分鏡實作  講述分鏡腳本、小組劇本創意發想  

第十週 故事建構發想  小組劇本創意發想  

第十一週 分鏡腳本實作  小組分鏡腳本實作  

第十二週 鏡頭我最大  小組作品實拍(一)  

第十三週 青春活力拍拍  小組作品實拍(二)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剪輯出妳想說的故事  基本影片剪輯教學  

第十六週 驚艷特效融入微電影中  影片剪輯特效教學  

第十七週 專題實作一  小組作品剪輯(一)  

第十八週 專題實作二  小組作品剪輯(二)  

第十九週 專題實作三  小組作品剪輯(三)  

第二十週 專題實作四  小組作品剪輯(四)  

第二十一週 曉明威（微）秀  成果發表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劇本寫作、影片拍攝及剪輯成一支屬於自己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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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資訊, 建築設計, 藝術, 大眾傳播,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微電影欣賞與製作 ─ 解構‧建構‧影像敘事  

英文名稱： Micro movie Appreciation and production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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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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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溝通表達, 美學涵養, 科技創發, 創意發想  

學習目標： 
透過微電影創作，使學生充分掌握影片製作及操作相關媒體能力，參與完整的

專案製作過程，提升學生資訊素養、美學藝術及溝通合作等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微電影課程簡介  
課程介紹、認識攝影器材及攝影基本概

念  

第二週 
實拍／成為攝影師的技

巧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一)  

第三週 實拍／好萊塢分鏡技術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二)  

第四週 
實拍／十個影片常用手

法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三)  

第五週 實拍／停格攝影技巧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四)  

第六週 實拍／捕捉精采瞬間  教授實拍技巧及分組實拍(五)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故事黃金圈思考法  
講述劇本寫作基本概念及 10 大創意廣

告解構  

第九週 分鏡實作  講述分鏡腳本、小組劇本創意發想  

第十週 故事建構發想  小組劇本創意發想  

第十一週 分鏡腳本實作  小組分鏡腳本實作  

第十二週 鏡頭我最大  小組作品實拍(一)  

第十三週 青春活力拍拍  小組作品實拍(二)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剪輯出妳想說的故事  基本影片剪輯教學  

第十六週 驚艷特效融入微電影中  影片剪輯特效教學  

第十七週 專題實作一  小組作品剪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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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專題實作二  小組作品剪輯(二)  

第十九週 專題實作三  小組作品剪輯(三)  

第二十週 專題實作四  小組作品剪輯(四)  

第二十一週 曉明威（微）秀  成果發表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劇本寫作、影片拍攝及剪輯成一支屬於自己的短片  

對應學群： 資訊, 建築設計, 藝術, 大眾傳播,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感光——閱讀臺中文學記憶  

英文名稱： Insight Taichung—— Reading Spirit of the City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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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美學涵養  

學習目標： 

1.在文本閱讀基礎上，培養基礎田野調查觀念與能力，藉以認識臺中歷史發展

與文化現象。 

2.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紀錄並傳播文化，藉以瞭解城市之美、建立認同情感，

並參與發展。 

3.結合觀察與思索、人文與科技、美感與創意、瞭解與關愛，成為一名「博雅

城市導覽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定錨與啟帆：成果與課程簡介 

2.作業好夥伴：Classroom 系統介紹 

3.踏查方法論與習作  

第二週 歷史知識  走進城市的身世：臺中發展史（一）  

第三週 歷史知識  走進城市的身世：臺中發展史（二）  

第四週 文本閱讀  
文字的街道：城市地景文學導讀（古

典、日治）  

第五週 文本閱讀  
文字的街道：城市地景文學導讀（現

代）  

第六週 飲食文化  

你食我活： 

1.料理東西軍—溫潤厚實飲食美學 

2.食記比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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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飲食文化  漫遊、飲食與臺中印象（外聘講座）  

第九週 影像攝製  用照片說故事：攝影構圖入門  

第十週 實地踏察  
踏察於是乎始：學校周邊導覽（戶外教

學）  

第十一週 溝通表達  故事採集人：採訪入門  

第十二週 影像剪輯  
編織世界的吉光片羽：影片設計製作入

門  

第十三週 影像編修  
傳播故事的方法：photoshop 操作

（一）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影像編修  
傳播故事的方法：photoshop 操作

（二）  

第十六週 影像編修  
傳播故事的方法：photoshop 操作

（三）  

第十七週 影像剪輯  以鏡頭閱讀臺中：影片剪輯（一）  

第十八週 影像編修  筆走大墩：手繪導覽地圖  

第十九週 影像剪輯  以鏡頭閱讀臺中：影片剪輯（二）  

第二十週 成果展演  我的城識：臺中文化踏察分享（一）  

第二十一週 成果展演  我的城識：臺中文化踏察分享（一）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1.課堂導讀、課後作業、上課表現，40%。 

2.期末報告：分組導覽路線設計（包括口頭報告、簡報製作、導覽手冊、導覽

影音），60%。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感光——閱讀臺中文學記憶  

英文名稱： Insight Taichung—— Reading Spirit of the Cit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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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人文素養,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美學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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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在文本閱讀基礎上，培養基礎田野調查觀念與能力，藉以認識臺中歷史發展

與文化現象。 

2.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紀錄並傳播文化，藉以瞭解城市之美、建立認同情感，

並參與發展。 

3.結合觀察與思索、人文與科技、美感與創意、瞭解與關愛，成為一名「博雅

城市導覽家」。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定錨與啟帆：成果與課程簡介 

2.作業好夥伴：Classroom 系統介紹 

3.踏查方法論與習作  

第二週 歷史知識  走進城市的身世：臺中發展史（一）  

第三週 歷史知識  走進城市的身世：臺中發展史（二）  

第四週 文本閱讀  
文字的街道：城市地景文學導讀（古

典、日治）  

第五週 文本閱讀  
文字的街道：城市地景文學導讀（現

代）  

第六週 飲食文化  

你食我活： 

1.料理東西軍—溫潤厚實飲食美學 

2.食記比較閱讀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飲食文化  漫遊、飲食與臺中印象（外聘講座）  

第九週 影像攝製  用照片說故事：攝影構圖入門  

第十週 實地踏察  
踏察於是乎始：學校周邊導覽（戶外教

學） 

第十一週 溝通表達  故事採集人：採訪入門  

第十二週 影像剪輯  
編織世界的吉光片羽：影片設計製作入

門  

第十三週 影像編修  
傳播故事的方法：photoshop 操作

（一）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影像編修  
傳播故事的方法：photoshop 操作

（二） 

第十六週 影像編修  
傳播故事的方法：photoshop 操作

（三） 

第十七週 影像剪輯  以鏡頭閱讀臺中：影片剪輯（一）  

第十八週 影像編修  筆走大墩：手繪導覽地圖  

第十九週 影像剪輯  以鏡頭閱讀臺中：影片剪輯（二）  

第二十週 成果展演  我的城識：臺中文化踏察分享（一）  

第二十一週 成果展演  我的城識：臺中文化踏察分享（一）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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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課堂導讀、課後作業、上課表現，40%。 

2.期末報告：分組導覽路線設計（包括口頭報告、簡報製作、導覽手冊、導覽

影音），60%。 

對應學群：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子電路  

英文名稱： Basic Electricity  

授課年段： 二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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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發現問題, 科學實踐  

學習目標： 熟悉電路基本原理、測量工具的使用及操作，進而能依照所需設計電路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分組、電學

知識 1  
電流介紹、ppt小短片  

第二週 電學知識 2、活動 1  
電學知識 2-電阻與歐姆定律、活動 1-

三用電表使用  

第三週 電學知識 2、實驗一、二 
電學知識 2-電阻與歐姆定律、實驗

一、二- IV curve 測量  

第四週 電學知識 3；實驗一、二 
電學知識 3-克希荷夫定律；實驗一、

二- IV curve 測量  

第五週 電學知識 3、活動 2  
電學知識 3-克希荷夫定律分組討論、

活動 2 -麵包板使用  

第六週 電學知識 4、活動 3  
電學知識 4-電流熱效應、活動 3 –粗

細筆芯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第八週 電學知識 5  電學知識 5-電流、電壓、及電阻的量度 

第九週 測驗 1  
測驗 1:電學知識紙筆測驗(個人)、(小

組)  

第十週 電腦教室  電路模擬練習  

第十一週 電腦教室  電路模擬測驗  

第十二週 實驗三  電路量測(高低電阻量測-惠司同電橋)  

第十三週 實驗三  電路量測(高低電阻量測-惠司同電橋)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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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校外參觀  參觀中興大學物理系  

第十六週 校外參觀  參觀中興大學物理系  

第十七週 校外參觀  參觀中興大學電機系  

第十八週 關題演講  女性物理人-師大教授 陸亭樺  

第十九週 實驗套裝組件前置作業  焊錫、麵包板  

第二十週 實驗套裝元件組裝  實驗套裝元件組裝  

第二十一週 實驗套裝元件組裝  實驗套裝元件組裝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學習評量： 筆試、實驗報告、軟體模擬、實作成果  

對應學群：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曉明尬科學  

英文名稱： Science Nar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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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發現問題  

學習目標： 

(一)完成一篇導讀文 

1. 由主題書目中任選一本書撰寫導讀文，字數限 1200~1500 字（含標點符

號）。 

* 字數只要符合徵文系統統計字數或 Word 字數統計其中一項，即視為合格。  

* 字體大小請設 12，行距為單行間距。 

2. 導讀文可另附圖片或圖表(至多 2 張)，如為引用請註明出處。如有圖說文

字，將不計於 1200~1500字數內。 

(二)科學短講 

1. 以科學短講方式介紹徵文所撰寫的科普好書。 

2. 短講時間 5-7分鐘(時間不足 5分鐘或超過 7分鐘，每 10秒扣總分 2分)。 

3. 評審答問 3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讀與寫  讀與寫  

第二週 讀與寫  讀與寫  

第三週 讀與說  讀與說  

第四週 讀與說  讀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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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讀與問  讀與問  

第六週 讀與問  讀與問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聽與說  聽與說  

第九週 聽與說  聽與說  

第十週 閱讀並摘寫指定書目  閱讀並摘寫指定書目  

第十一週 閱讀並摘寫指定書目  閱讀並摘寫指定書目  

第十二週 閱讀並摘寫指定書目  閱讀並摘寫指定書目  

第十三週 導讀文寫作說明  導讀文寫作說明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導讀文製作成投影片  導讀文製作成投影片  

第十六週 導讀文製作成投影片  導讀文製作成投影片  

第十七週 導讀文製作成投影片  導讀文製作成投影片  

第十八週 分組發表  分組發表  

第十九週 分組發表  分組發表  

第二十週 分組發表  分組發表  

第二十一週 分組發表  分組發表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1. 獲任課老師推薦者，必須全程參與尬科學比賽。 

2. 導讀文(完稿) 25% 

3. 投影片(完稿) 25% 

4. 發表(口說) 30% 

5. 課堂態度 20% 

6. 補考通過方式：下一年度的比賽報名完成。  

對應學群： 資訊, 數理化, 生命科學, 地球環境, 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曉明機關王  

英文名稱： SMGSH X STRAM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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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科技創發, 發現問題, 科學實踐, 創意發想, 國際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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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培育學生對於科學與創造的態度與認識 

2. 將創意思考融入積木，讓學生盡情地發揮巧思及創意並激發學童在機關構

造設計的思維。 

3. 教育學生 STEAM 五個領域的軟硬能力發展，培養在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以及數學(Mathematics)五個

構面的學習和發展。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 1  

1.2018 世界機關王大賽介紹 

(1)GM 組 

(2)R4M 組 

2.如何尋找機關和科學原理 

3.上課評分標準  

第二週 課程介紹 2  

1. 機關王零件介紹 

2. 常見的零件 

3. 基本組裝技巧介紹  

第三週 基本組裝 1  

1. 蛇舞(P.10)  

2. 層層疊(p.11) 

3. 閘門(p.12)  

第四週 基本組裝 2  
1. 活動便條(p.14) 

2. 彈珠蹺蹺板(P.25) 

第五週 基本組裝 3  

1. 說明街頭玩科學活動之目的，與如

何準備 

2. 升降臺(P.35) 

第六週 說明街頭玩科學科活動  1. 投石機(P.31)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基本組裝 4  氣壓水壓動力車  

第九週 基本組裝 5  
1. 撥球轉盤(P.26) 

2. 中研院參訪說明 

第十週 基本組裝 6  一步一步往上爬(p.44)  

第十一週 機關王作品製作 1  

三人一組，在 60 cm X 60 cm 的底盤

上，以積木組合自己的機關，其中科學

概念及機械結構至少 10個原理  

第十二週 機關王作品製作 2  

三人一組，在 60 cm X 60 cm 的底盤

上，以積木組合自己的機關，其中科學

概念及機械結構至少 10個原理  

第十三週 機關王作品製作 3  

三人一組，在 60 cm X 60 cm 的底盤

上，以積木組合自己的機關，其中科學

概念及機械結構至少 10個原理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機關王作品製作 4  

三人一組，在 60 cm X 60 cm 的底盤

上，以積木組合自己的機關，其中科學

概念及機械結構至少 10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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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機關王作品評分/街頭玩

科學說明  
進行機關王評分  

第十七週 機關王作品微調  為街頭玩科學做作品微調  

第十八週 

2018世界機關王大賽介

紹(1)GM組 (2)R4M組 /

氣壓水壓動力車製做  

1. 介紹世界機關王賽制 

2. 利用積木，自製一臺氣壓水壓動力

車，以行進的距離最為評分標準。 

第十九週 氣壓水壓動力車競賽  
利用積木，自製一臺氣壓水壓動力車，

以行進的距離最為評分標準。  

第二十週 自製玩具/機關分享  
以積木以外的材料為主，做做一個機關

或玩具，至少須包含一項原理。  

第二十一週 自製玩具/機關分享  
以積木以外的材料為主，做做一個機關

或玩具，至少須包含一項原理。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1.實作成果(50%) 

2.課堂表現(10%) 

3.書面報告(20%) 

4.小組互評(20%) 

對應學群： 工程, 數理化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醫生醫事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career and biotechnology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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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發, 發現問題  

學習目標： 

1.使學生可以對醫學相關科系進一步認識與體驗，以解除未來選填大學志願的

茫然。 

2.訓練學生閱讀科普文章與書籍，以了解生物科技在醫學領域的脈動，進一步

延伸至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與實驗設計的能力 

3.體驗實際操作並分析 DNA膠體電泳，讓生物技術不再只是想像的實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PBL模式說

明與練習  

本學期課程簡介，知道自己將會學到甚

麼 

了解何謂 PBL，與大學 PBL 教案簡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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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熟悉陽明大學 PBL面試模式並練習 

第二週 
醫學影像暨放射學系簡

介  

藉由影片觀看了解醫放系的職掌 

分組找尋資料進一步探索各放射性檢驗

項目的原理與適用範圍  

第三週 
是毒還是仙丹-藥物學初

探  

認識藥學系外來出路有醫院，社區藥局

與藥妝點等。教導學生正確用藥五大核

心能力。  

第四週 藥學中文期刊分享與討論 

每人閱讀一篇要學雜誌的期刊並完成學

習單 

分組分享所讀文章的知識重點，一起學習 

第五週 亞洲大學視光學系參訪  

前往亞洲大學參訪新興科系視光學系，除

了教授教學之外，還由他們學長姐親自帶

領同學體驗眼睛檢查與驗光相關活動  

第六週 
復健學群-物治、職治與

聽語系  

請職能治療師分享學習面向以及未來出

路，並比較物理治療與其異同處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法醫與鑑識  
了解法醫與鑑識人員範疇的不同，知道

如何當上法醫與鑑識人員  

第九週 DNA鑑識講座  

請到臺中市警察局刑事分子生物檢驗室

警務員分享有關 DNA鑑識流程，採檢過

程與實例案例分享  

第十週 
起心動念之間—心理系

初探  

延續上周的案例，探討心理學相關範

疇，與出路  

第十一週 
生物技術實驗-DNA膠體

電泳分析  

了解 PCR原理與 DNA電泳，學會使用微

量滴管 pipetman並實際操作 DNA膠體

電泳  

第十二週 
醫事技術學系簡介與居

家簡易檢驗實作  

醫事技術學系介紹與自行體驗驗尿與驗

尿試紙判讀，血液抹片製作，檢測血糖

等操作  

第十三週 呼吸治療學系簡介  

藉由影片觀看了解呼吸治療學系的職掌 

學習呼吸相關知識，如氣切與插管的不

同，肺活量檢測等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醫學相關科普書讀書會

分享  

選取六本醫學相關科普書，例如「我的

十堂大體解剖課、醫龍或白袍……」

等，進行小組分享報告  

第十六週 
從流行病學看公共衛生

與預防醫學  

全班一起閱讀流行病學英文期刊，認識

期刊書寫模式並進一步探討公共衛生與

預防醫學的重要性  

第十七週 
神奇穴位與常見中草藥

應用  

1. 講述常見穴位提供自我保養 

2. 購買仿間常見複方藥材，如八珍十

全等，讓學生分辨中藥材並知其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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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醫學議題報告 1  
分組口頭報告，議題包括安寧療護與安

樂死，長照 2.0的優劣等  

第十九週 醫學議題報告 2  
分組口頭報告，議題包含臺灣健保，AI

對於醫療的衝擊與醫學倫理等  

第二十週 
我們的未來-選擇醫療相

關工作前我們該有的思考 

詳細介紹牙醫師的工作內容 

體驗補綴活動 

小組分析一間牙醫診所的成本與看診人

次的關係藉此了解牙醫師的收入與該付

出的其他成本 

第二十一週 總結測驗  
以醫學科系特有的跑臺模式，總結測驗

同學這學期的學習成果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包含聽講態度，小組討論積極度，實驗的謹慎度等) 

課後作業學習單 

學習歷程檔案繳交兩次 

對應學群： 醫療衛生, 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醫生醫事  

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career and biotechnology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職涯試探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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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發, 發現問題  

學習目標： 

1.使學生可以對醫學相關科系進一步認識與體驗，以解除未來選填大學志願的

茫然。 

2.訓練學生閱讀科普文章與書籍，以了解生物科技在醫學領域的脈動，進一步

延伸至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與實驗設計的能力 

3.體驗實際操作並分析 DNA膠體電泳，讓生物技術不再只是想像的實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簡介，PBL模式說

明與練習  

本學期課程簡介，知道自己將會學到甚

麼 

了解何謂 PBL，與大學 PBL 教案簡單模

式 

熟悉陽明大學 PBL面試模式並練習 



- 76 - 

第二週 
醫學影像暨放射學系簡

介  

藉由影片觀看了解醫放系的職掌 

分組找尋資料進一步探索各放射性檢驗

項目的原理與適用範圍  

第三週 
是毒還是仙丹-藥物學初

探  

認識藥學系外來出路有醫院，社區藥局

與藥妝點等。教導學生正確用藥五大核

心能力。  

第四週 藥學中文期刊分享與討論 

每人閱讀一篇要學雜誌的期刊並完成學

習單 

分組分享所讀文章的知識重點，一起學習 

第五週 亞洲大學視光學系參訪  

前往亞洲大學參訪新興科系視光學系，除

了教授教學之外，還由他們學長姐親自帶

領同學體驗眼睛檢查與驗光相關活動  

第六週 
復健學群-物治、職治與

聽語系  

請職能治療師分享學習面向以及未來出

路，並比較物理治療與其異同處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八週 法醫與鑑識  
了解法醫與鑑識人員範疇的不同，知道

如何當上法醫與鑑識人員  

第九週 DNA鑑識講座  

請到臺中市警察局刑事分子生物檢驗室

警務員分享有關 DNA鑑識流程，採檢過

程與實例案例分享  

第十週 
起心動念之間—心理系

初探  

延續上周的案例，探討心理學相關範

疇，與出路  

第十一週 
生物技術實驗-DNA膠體

電泳分析  

了解 PCR原理與 DNA電泳，學會使用微

量滴管 pipetman並實際操作 DNA膠體

電泳  

第十二週 
醫事技術學系簡介與居

家簡易檢驗實作  

醫事技術學系介紹與自行體驗驗尿與驗

尿試紙判讀，血液抹片製作，檢測血糖

等操作  

第十三週 呼吸治療學系簡介  

藉由影片觀看了解呼吸治療學系的職掌 

學習呼吸相關知識，如氣切與插管的不

同，肺活量檢測等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暫停一次  

第十五週 
醫學相關科普書讀書會

分享  

選取六本醫學相關科普書，例如「我的

十堂大體解剖課、醫龍或白袍……」

等，進行小組分享報告  

第十六週 
從流行病學看公共衛生

與預防醫學  

全班一起閱讀流行病學英文期刊，認識

期刊書寫模式並進一步探討公共衛生與

預防醫學的重要性  

第十七週 
神奇穴位與常見中草藥

應用  

1. 講述常見穴位提供自我保養 

2. 購買仿間常見複方藥材，如八珍十

全等，讓學生分辨中藥材並知其藥效 

第十八週 醫學議題報告 1  
分組口頭報告，議題包括安寧療護與安

樂死，長照 2.0的優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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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醫學議題報告 2  
分組口頭報告，議題包含臺灣健保，AI

對於醫療的衝擊與醫學倫理等  

第二十週 
我們的未來-選擇醫療相

關工作前我們該有的思考 

詳細介紹牙醫師的工作內容 

體驗補綴活動 

小組分析一間牙醫診所的成本與看診人

次的關係藉此了解牙醫師的收入與該付

出的其他成本 

第二十一週 總結測驗  
以醫學科系特有的跑臺模式，總結測驗

同學這學期的學習成果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暫停一次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包含聽講態度，小組討論積極度，實驗的謹慎度等) 

課後作業學習單 

學習歷程檔案繳交兩次 

對應學群： 醫療衛生, 生命科學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程式設計 

英文名稱： Computer programming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4.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3.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3.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發, 發現問題  

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之程式設計 進階 知識。 

二、培養學生邏輯思維及運用電腦解決問題之能力。 

三、啟發學生學習程式設計之興趣，並引導相關入學進路。 

四、參與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簡

介  

「程式設計檢測」，具備程式設計能力

之高中職學生的學習成果，提供大學作

為選才的參考依據。並藉由本檢測之推

動，除了讓高中職重視資訊科學課程的

學習外，亦讓大學酌訂抵免程式設計學

分的相關措施。  

第二週 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  
數字系統、資料型別與變數、輸入及輸

出指令  

第三週 條件處理  
if指令、if…else指令 

多重 if…else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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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迴圈  while迴圈指令  

第五週 迴圈  for迴圈指令  

第六週 迴圈  迴圈實作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第八週 陣列  陣列概念介紹  

第九週 陣列  陣列的應用  

第十週 字串  字串專題  

第十一週 字串  字串專題  

第十二週 字串  字串專題  

第十三週 指標  指標專題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十五週 函式  函式專題  

第十六週 遞迴  遞迴專題  

第十七週 遞迴  遞迴專題  

第十八週 遞迴  遞迴專題  

第十九週 APCS 專題  APCS筆試試題練習與講解  

第二十週 APCS 專題  APCS筆試試題練習與講解  

第二十一週 APCS 專題  APCS筆試試題練習與講解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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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年段： 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5.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4.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4.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資訊解讀, 系統思考, 溝通表達, 科技創發, 發現問題  

學習目標： 

一、培養學生之程式設計 進階 知識。 

二、培養學生邏輯思維及運用電腦解決問題之能力。 

三、啟發學生學習程式設計之興趣，並引導相關入學進路。 

四、參與 APCS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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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簡

介  

「程式設計檢測」，具備程式設計能力

之高中職學生的學習成果，提供大學作

為選才的參考依據。並藉由本檢測之推

動，除了讓高中職重視資訊科學課程的

學習外，亦讓大學酌訂抵免程式設計學

分的相關措施。  

第二週 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  
數字系統、資料型別與變數、輸入及輸

出指令  

第三週 條件處理  
if指令、if…else指令 

多重 if…else指令  

第四週 迴圈  while迴圈指令  

第五週 迴圈  for迴圈指令  

第六週 迴圈  迴圈實作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第八週 陣列  陣列概念介紹  

第九週 陣列  陣列的應用  

第十週 字串  字串專題  

第十一週 字串  字串專題  

第十二週 字串  字串專題  

第十三週 指標  指標專題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十五週 函式  函式專題  

第十六週 遞迴  遞迴專題  

第十七週 遞迴  遞迴專題  

第十八週 遞迴  遞迴專題  

第十九週 APCS 專題  APCS筆試試題練習與講解  

第二十週 APCS 專題  APCS筆試試題練習與講解  

第二十一週 APCS 專題  APCS筆試試題練習與講解  

第二十二週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  

備註：  
 

 

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無 

五、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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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第二外國語文 

無 

 

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 

無 

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社團活動時數 12 12 12 12 12 12 

學生自治活動時數 4 4 4 4 2 2 

班級活動時數 13 13 13 13 20 14 

週會或講座時數 6 6 6 6 2 2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時數 1 1 1 1 0 0 

 

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曉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要點 

107年 10月 12日課發會通過 

108年 1月 19日課發會修訂 

108年 2月 14日課發會修訂 

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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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 2月 21日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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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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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自主學習計畫，並

能將相關成果納入高中學習歷程，特訂定本要點。 

三、實施要點 

（一）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小組 

1.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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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小組置主任委員 1人、執行祕書 1人及其他委員若干人。 

(2) 主任委員由圖書館主任兼任，執行祕書由圖書館館員 1 名兼任，其他委員由

主任委員邀請校內師長兼任。 

2.任務 

(1) 負責審查學生自主學習申請計畫，並由圖書館統籌各處室協辦事項。 

(2)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截止日後，應由主任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3) 本小組得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不定期查核實施情形，若查核學生未確實執行

或干擾其他學習活動者，得召開會議，討論議決是否撤銷其自主學習計畫。 

（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時間 

1.申請計畫以學期為單位。 

2.高一新生於開學第一週，由「學生自主學習審查小組」委派委員，說明學生自主

學習計畫申請事宜，學生得於開學後三週內提出計畫申請；並得於第一學期結束

前二週提出高一下學期的計畫申請。 

3.高二學生可於高一下學期學期結束前兩週，提出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並得於

高二第一學期結束前二週提出高二下學期的計畫申請。 

（三）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內容 

1.計畫內容應包含學習主題、學習內容與進度、進行方式、活動空間，及學習成果

呈現等（詳如申請表）。 

2.自主學習主題及學習內容之擬訂，以呼應個人生涯規劃或升學進路為宜。 

3.凡校內社團既有之課程或活動，不得納入自主學習主題或學習內容。 

4.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之活動空間以審查小組所規劃之場域為限，不影響正式課程所

需為前提；特殊場地需求，請依校內場地使用規範提出申請。 

（四）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輔導暨管理機制 

1.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須經家長（法定代理人）同意，始得提出申請。 

2.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須經指導教師初審，以及審查小組複審通過，始可實施。 

3.學生自主學習須由個人提出申請。 

4.學生自主學習之出缺勤管理及作息時間，均比照一般課程規範。 

5.學生自主學習須依計畫內容遵守活動空間使用規範。 

6.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須自行上傳至個人學習歷程平臺。 

7.學生申請自主學習，仍須全程參加學校重要活動。 

8.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可在學生同意下提供本校其他學生參考與學習。 

（五）指導教師任務與權責 

1.指導教師須為本校專任或兼任教師。 

2.指導教師應於學生擬定自主學習計畫時，予以協助；必要時可主動提供建議。 

3.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須經指導教師初審，始得提交審查小組。 

4.指導教師依實際指導情況，核發鐘點費。 

四、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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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類別 內容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班
數 

節
數 

週
數 

自主 
學習 學生自主學習 6 1 16 6 1 12 6 1 16 6 1 15 6 1 14 6 1 12 

選手 
培訓 

科展選手培訓    1 1 9    1 1 6       

地球科學人
才培訓 

1 1 1 1 1 1 1 1 1          

小論文撰寫
能力培訓 1 1 3    1 1 3          

語文競賽選
手培訓 1 1 4 1 1 12 1 1 4 1 1 12       

外交小尖兵
選手培訓 1 1 8                

學科能力競
賽選手培訓          1 1 6 1 1 5    

英文單字比
賽選手培訓       1 1 8    1 1 5    

週期
性授
課 

充實/
增廣 

數學 2 1 10 2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國文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英語文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歷史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地理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公民與
社會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物理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化學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充實/
增廣 

生物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補強
性 

物理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補強
性 

化學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補強
性 

英語文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補強
性 

數學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1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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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特色活動 

活動名稱 
辦理 

方式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時 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環保月 
專題演講 

講座  2  2   4 推動環保工作 

高三升學
輔導座談 

座談會     2  2 
透過應屆畢業生分享高三生活，協助高三
學生生活與學習適應，高三學生全部參加 

藝文之美 

音樂、

舞蹈成

果發表 

 2     2 呈現音樂、舞蹈課程學習成果 

祭天敬祖 

活動 

體驗 

儀式 

 1     1 

1.透過禮儀的進行，培養同學倫理情操。 
2.促使同學對文化傳承之自我省思。 
3.以行動建立祥和的社會。 
4.落實全人倫理教育。 

為世界 
祈福禮 

活動 

體驗 

儀式 

  2    2 

1.培養同學「天涯若比 鄰」、「世界一
家」的情操。 

2.促使同學關心國際之間相互對待的時
事，以及影響全球安危的重大事件。 

3.以行動表達關懷與祝福，以祈禱交託憂
慮。 

4.落實全人倫理教育。 

職業生涯
探索座談 

講座 1  1  1  3 
邀請校友返校介紹職場實況，幫助學生探
索職業生涯，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海外留學
說明會 

說明會 1  1  1  3 
透過海外大學招生代表或留學代辦公司說
明，協助學生了解申請海外大學申請程序
及資料準備，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世界 
書香日 

活動體

驗儀式 
 1  1  1 3 推廣閱讀 

班級 
讀書會 

讀書會

討論、

分享 

2 2 2 2   8 推廣閱讀 

前進大學
---認識
大學校系 

講座 4  4  4  12 
邀請大學教授蒞校介紹，幫助學生認識大
學校系，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多元入學
說明會 

說明會     2  2 
透過說明會協助高三學生認識多元入學管
道，高三學生全部參加 

面試講習 說明會      2 2 
透過說明會協助高三學生準備面試，學生
自由報名參加 

教育旅行
行前專題
講座 

專題 

講座 
4 2 2    8 

提升學生對教育旅行當地人文及自然景觀
之認識，探化學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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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 

（一）流程圖 

 

 

 

 

 

 

 

 

 

 

 

 

 

 

 

 

 

 

 

 

 

 

 

 

  

辦理下學年度上學期選課說明會 

舊生為下學年度上學期選修課程進行選課 

新生營期間辦理選課說明會 

新生為上學期選修課程進行選課 

選修課程加、退選 

選修課程開始跑班上課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並審查通過下學年度
高中課程計畫 

辦理下學期選修課程說明會 

下學期選修課程進行選課 

選修課程開始跑班上課 

選修課程加、退選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5月中旬 
選課說明會 

5月下旬 
舊生選課 

7月下旬 
新生選課說明會 

8月中旬 
新生選課 

9月上旬 
跑班上課 

9月上旬 
加、退選 

10月中旬 
選課檢討 

12月中旬 
選課說明會 

12月下旬 
選課 

次年 2月上旬 
跑班上課 

次年 3月下旬 
選課檢討 

次年 2月中旬 
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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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8/05/17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2  108/07/19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第一學期：

108/08/19 

第二學期：

108/12/23 

學生進行選課  

1.進行分組選課 

2.以電腦選課方式進行 

3.規劃 1.2～1.5倍選修課程 

4.相關選課流程參閱流程圖 

5.選課諮詢輔導  

4  

第一學期：

108/08/30 

第二學期：

109/02/10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第一學期：

108/09/09 

第二學期：

109/02/19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08/10/08 檢討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二、選課輔導措施 

(一)發展選課輔導手冊  （進行中） 

(二)生涯探索 

學生選課方向與其興趣、能力、以及對未來升學的想像有密切關係，故本校在生涯規

劃課程中，針對高一同學進行選課輔導的課程如下： 

1.知己：內在世界的探索 

運用各類活動以及心理測驗（如：興趣測驗、性向測驗）幫助學生探索個人的興趣、

能力、人格特質與價值觀，使學生得以依照個人的志趣和能力進行選課與選組。 

2.知彼：大學學群與工作世界的探索 

運用大學學類卡、大學校系宣導與相關網站、職業講座等課程活動增加學生對大學學

群、校系及工作世界的認識，並提供升學最新資訊，讓學生對未來升學與工作世界的圖像

有具體了解，以利選課與選組之決定。 

3.抉擇與行動 

綜合個人的興趣、能力、以及生涯意願，並認識校內課程規劃後，利用「抉擇平衡單」

來思考並進行選課和選組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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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興趣量表 

針對高一學生進行「大考中心興趣量表」線上測驗，藉由測驗結果解說，讓學生瞭解

自己的六型興趣特質、在興趣光譜裡探尋自己喜歡的學類、組別與職業；同時，配合大學

學類卡，讓學生再次深入探索興趣類型與大學學類的關係，以利學生選組。高三時，引導

學生在「學群地圖」以及「生涯交通圖」中，閱覽學群內容與關係，並以交通圖的概念引

導其科系選擇及志願選填。 

(四)課程諮詢教師 

為推動本校課程諮詢相關工作，引導學生適性選修，並落實十二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

目標，特訂定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組織辦法，職責如下： 

1.遴選現職合格專任教師參加教育部辦理之課程諮詢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2.遴選具課程諮詢教師資格者擔任本校課程諮詢教師 

3.遴選課程諮詢教師其中一人兼任召集人 

4.進行課程諮詢教師工作推動成效之定期追蹤與檢討 

5.協調各處室配合推動課程諮詢之相關事宜 

6.審議課程諮詢教師減授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每學期學生選課期間，課程諮詢教師須參考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團體或個別方式提供

學生諮詢。而針對有生涯輔導需求之學生，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導師依其性向及興趣測驗結果

輔導後，提供個別方式之課程諮詢。 

(五)其他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職業生涯探索座談、大學校系介紹、海外留學說明會、升學輔導座談

等，協助學生生涯規劃，以利適性選修課程。 

 

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