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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普通型 普通科 

聯 絡 人 

處  室 教務處 電  話 +84-28-54179005 

職  稱 主任 行動電話 +84-388580265 

姓  名 鄭文豪 傳  真 +84-28-54179002 

E-mail cwh54125.hcm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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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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類

型 

名

稱 

群

別 

名

稱 

科別 

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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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2 59 2 48 2 45 6 152 

合計  2 59 2 48 2 45 6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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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為迎接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新紀元，本校秉持「適性揚才、培育南向菁

英」的核心理念，在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指引下，結合國內教育體系的

支持及董事會、家長會、越南臺商會的助力，以及教師們的共同討論下，

逐漸凝聚出胡志明市臺灣學校的發展願景。 

本校「課程研發小組」以「十二年國教課程工作坊」的研習成果為基

礎，採用「接軌國際、點亮海外臺校」作為學校願景，以傳承和延續學校

的辦學精神，同時能夠凸顯海外學校的特色。 

另外，針對新課綱素養，學校除了對應學生圖像，鞏固學生各學科之

學習能力外，更配合本校—守信（Trustworthiness）、自律（Self 

discipline）、誠實（Honesty）、品德（Character）、謙虛（Modesty）、

同理心（Compassion）六大目標，積極培育學生符合學校要求，成為具備

TSHCMC 能力的胡臺人。 

二、學生圖像 

「課程研發小組」在確立了學校願景之後，以學校願景為發想，探討

如何讓本校成為一所融合臺、越文化特色及優質英語課程的國際學校。歷

經多次的討論，「課程研發小組」從十項素養中逐一檢視、辯證，並邀集

新北市課程研發團隊蒞校辦理研習，傳授課程研發知能。最後經過由下而

上的解構再行建構慢慢凝聚共識，最終以培育具備 

「自主學習」、 

「創新思辨」、 

「國際視野」、 

「關懷尊重」 

素養的世界公民為本校學

生圖像，並據以訂出本校未

來三年之特色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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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 

104 年 04月 11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 

105 年 06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8 年 01月 09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依據 
一、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頒布《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 
二、106年5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048266A號令發布修正之「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第二條：名稱  

本會定名為「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宗旨  

本會依教育部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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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本校之特色規
劃，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第四條：組織  
本會分中學部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小學部課程發展委員會，各置委員19
人，執行幹事1人。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組成如下：  
一、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主任為執行幹事。 
二、兼行政職委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國際

教育中心主任、教學組長(小學部為課務組長)、註
冊組長、研究發展組長。 

三、教師代表委員：中學部各領域召集人6人 (小學部為年段召集人6
人)。 

四、家長代表委員：家長會長1人及中(小)學部副會長1人。 
五、專家學者代表委員：1人，由主任委員遴聘之。 
六、學生代表委員： 1人。 

第五條：任務  
一、擬定部定必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加深加 

廣選修及彈性學習等課程規劃，並協助各學科課程開發。 
二、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

教材。 
四、負責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五、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第六條：會議  
 一、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乙次，視實際需要得召開臨時會。  
 二、本會決議須過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議決。 
第七條： 

本章程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送校務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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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一)普通班 

 
      說明： 

1.黃色部分為部定必修：依課綱分三年六學期共規劃了 118學分的部定必修課程。 

2.綠色部分為校訂必修：依學校特色與願景，共規劃了 8學分的校訂必修課程，於高

一開設了融合語言與文化的外師授課之英語特色課程、西貢時光機課程，

提升學生國際溝通與及在地文化理解，高二則開設西貢時光機進階課程，

讓學生更具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素養。 

3.藍色部分為多元選修：規劃 26學分課程（包括基礎資訊應用課程、人文素養系列

課程、數學及自然類系列課程、語文類及第二外語課程、……等）供學生

適性選修。 

4.橙色部分為加深加廣選修：規劃 66學分課程，除提供各類組學生的學習外，更對

準大學 18學群做加深加廣的設計，供學生適性選修，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整備。 

6.紫色部分為彈性學習：供學生自主學習、體驗營、主題式短期特色課程，以及規劃

補強性學習與選手培訓等內容供學生學習。 

7.淡黃部分為團體活動：包含班會、週會、學校特色活動或安排大師開講系列講座活

動及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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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多元選修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安排一覽表 

 

多元選修與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安排一覽表 

授課 

年段 
多元選修課程 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備註 

高一上 

資訊科技-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2 

電影中的文學與影像(國文、英文、藝

文、歷史)-(2) 

 
多元選修修習 2

學分 

高一下 
資訊科技-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2 

文創及策展(國文、藝術、公民) -(2) 
 

多元選修修習 2

學分 

高二上 

英文專題- 國際理解(全英文授課)-2 

Ardunio 互動設計入門(科技)-(2) 

啡嚐不可(自然)-(1)  

活用數學-1 

社會環境議題-3 

力學一-2 

細胞的構造與生理-2 

第二外國語-1 

多元選修修習

3(2)學分 

加深加廣選修修

習 4(5)學分 

高二下 

英文專題- 國際理解(全英文授課)-2 

活動規劃及科技運用-(2) 

探訪臺灣建築與歷史人物-(1)  
活用數學-1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3 

力學二與熱學-2 

物質與能量-2 

第二外國語-1 

多元選修修習

3(2)學分 

加深加廣選修修

習 4(5)學分 

高三上 

英文專題-技能檢定(全英文授課)-2 

第二外語-進階課程-1 

如何寫一個自己的故事-(1) 

廣告創意設計-(1) 

英文閱讀與寫作-2 

數學甲-4 

數學乙-4 

藝術、科技與環境的歷史-3 

空間資訊科技-3 

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2 

波動、光與聲音-2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2 

動物的構造與功能-2 

多元選修修習

3(3)學分 

加深加廣選修修

習 14(12)學分 

高三下 

英文專題-技能檢定(全英文授課)-2 

第二外語-進階課程-1 

大學微積分導引-(2) 

製圖，建模 18 週就上手-(1)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2 

專題閱讀與研究-2 

英語聽講-2 

英文作文-2 

數學甲-4 

數學乙-4 

歷史學探究-2 

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 

電磁現象一-2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2 

遺傳、演化、生態與生物多樣性-2 

多元選修修習

3(3)學分 

加深加廣選修修

習 16(18)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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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特色說明 

  (一)創校精神： 

           本校創立於民國 86 年，係由僑委會、經濟部、外交部與熱心臺商捐款募

集成校，為提供旅越臺商子女享有國內教育體制的正規學校。 

  (二)國際處境： 

           本校位處高度國際化的「越南之窗」胡志明市，師生與家長平日即有很多

機會在語言文字、生活習慣、文化藝術與價值觀念等方面與國際人士多方交流。

本校首務為培育具備人文關懷、國際視野與競爭力之跨國界優秀人才！ 

  (三)師生多元： 

           本校自幼兒到高中15年一貫，共計四個學制。幼兒園有6班169人、小學24

班616人、國中8班214人、高中6班154人，全校共計44班1153人。除臺籍教師外，

並延聘外籍教師深入規劃探究各年級課程教學，另聘用合格越籍教師，教授小

學越語課程。 

  (四)課程特色： 

           本校於106學年度試行12年國教課綱課程，並於兩年間進行近百次的全校

或各領域教師研習與共備。以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發」、「互動」、「共

好」的精神為理念，扣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三大面向」，「九大項目」

之核心素養，以及本校「國際教育」的特色，設計多元且實用的課程。 

由於本校位處越南，在本地定位為國際學校，故特別重視國際化的課

程，除了開設校訂必修課程及加深加廣課程加強英文，並開設英文檢定多

元選修課程外，特聘外師以全英語教授英語課程上課。另外，在加深加廣

課程及多元選修課程也開設了第二外語課程，提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在校訂必修課程上，除了國際化的外語課程外，也開設了在地化的西

貢時光機課程。由人文、藝術、經濟等方面了解越南的現況與未來，提供

學生未來發展的方向導引。 

在加深加廣課程方面，特別為自然組或社會組傾向的學生，分別開設適當

的加深加廣課程，以銜接部定課程科目：並設不同科別的探究與實作課程、延

伸課程等。 

在多元選修課程上，本校教師精心開設除了外國語文外，亦開設經濟、商

業、科技、文學、藝術等方面的課程，以培育學生具備多元價值、國際觀、自

主性、思辨力，以加強學生的國際競爭力，接軌國際、點亮海外臺校。 

 (五)未來發展： 

           適值108課綱上路之際，本校將匯集全體教師、家長智慧與能量，落實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教育理念，致力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建構優質校園環境；

充實更新教學設施；爭取廣募教育資源；擴展學生關鍵能力與國際視野，期以

激發學生多元展能、適性揚才，讓每個孩子都能依其性向、能力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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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各班別，分別以三年為規劃期程呈現。】 

一、 普通班(班群 A-社會組，1 班)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 語 文 20 4 4 4 4 4 0 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2 學分。 

英 語 文 18 4 4 4 4 2 0  

數學 
數學A(擇一) 

16 
4 4 4 4    

數學B(擇一) (4) (4) (4) (4)    

社會 

歷史 6 2 2 2 0    

地理 6 2 2 0 2   

公民與社會 6 2 0 2 2   

自然科學 

物理 2 2   (2)   說明：高二化學含跨科目(物理、化學)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A。 

說明：高二生物含跨科目(生物、地科)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B。 

化學 4  2  2   

生物 4 2  2    

地球科學 2  2 (2)    

藝術 

音樂 

10 

 0   2 2 每科≧2學分。 

美術 0  2 0  2 

藝術生活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1  1      

 生涯規劃 1 1      

 家政 2     0 2 

科技 
生活科技 2    2   

資訊科技 2  2     

健康與 

體育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12 2 2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  計 118 25 25 22 22 13 11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英語專題-國際文化 

(全英文授課) 
4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西頁時光機— 

越南的美麗與哀愁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西頁時光機— 

越南社會與人文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小  計 8 3 3 1 1 0 0  

選

修 

加

深

加

廣

選

修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 2      2  

專題閱讀與研究 2      2  

英語聽講 2      2  

英文閱讀與寫作 2     2   

英文作文 2      2  

第二外國語 2   1 1    

數學乙 8     4 4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 3   0 3    

歷史學探究 2      2  

藝術、科技與環境的歷史 3     3   

社會環境議題 3   3 0    

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      2  

空間資訊科技 3     3   

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2     2   

         

小  計 38 0 0 4 4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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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補

強

性

選

修 

         

         

         

         

小  計         

多

元

選

修 

資訊科技-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 
4 2 2     ■實作(實驗)  

Ardunio互動設計入門

(科技) 
(2)   (2)    ■實作(實驗) 

活動規劃及科技運用 (2)    (2)   ■跨領域/科目統整 

啡嚐不可(自然) (1)   (1)    ■實作(實驗) 

活用數學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大學微積分導引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英文專題- 國際理解 

(全英文授課) 
4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英文專題-技能檢定 

(全英文授課) 
4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第二外語-進階課程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如何寫一個自己的故事 (1)     (1)  ■跨領域/科目統整 

電影中的文學與影像(國

文、英文、藝文、歷史) 
(2) (2)      ■跨領域/科目統整 

探訪臺灣建築與歷史人物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廣告創意設計 (1)     (1)  ■跨領域/科目統整 

文創及策展(國文、藝術、

公民) 
(2)  (2)     ■跨領域/科目統整 

製圖，建模 18週就上手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小  計 16 2 2 3 3 3 3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小  計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62 5 5 8 8 17 19  

學生應修習學分總計 180 30 30 30 30 30 30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12 2 2 2 2 2 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 18 3 3 3 3 3 3  

每週總上課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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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班(班群 B-自然組，1 班)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 語 文 20 4 4 4 4 4 0 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2 學分。 

英 語 文 18 4 4 4 4 2 0  

數學 
數學A(擇一) 

16 
4 4 4 4    

數學B(擇一) (4) (4) (4) (4)    

社會 

歷史 6 2 2 2 0    

地理 6 2 2 0 2   

公民與社會 6 0 2 2 2   

自然科學 

物理 2  2 (2)    說明：高二化學含跨科目(物理、化學)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A。 

說明：高二生物含跨科目(生物、地科)

之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B。 

化學 4 2  2    

生物 4  2  2   

地球科學 2 2   (2)   

藝術 

音樂 

10 

    2 2 每科≧2學分。 

美術    2 2  

藝術生活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1  1      

 生涯規劃 1 1      

 家政 2     0 2 

科技 
生活科技 2   2    

資訊科技 2 2      

健康與 

體育 

健康與護理 2     1 1  

體育 12 2 2 2 2 2 2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  計 118 25 25 22 22 15 9  

校
訂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英語專題-國際文化 

(全英文授課) 
4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西頁時光機— 

越南的美麗與哀愁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西頁時光機— 

越南社會與人文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小  計 8 3 3 1 1 0 0  

選

修 

加

深

加

廣

選

修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用 2      2  

專題閱讀與研究 2      2  

英語聽講 2      2  

英文閱讀與寫作 2     2   

英文作文 2      2  

第二外國語 2   1 1    

數學甲 8     4 4  

力學一 2   2     

力學二與熱學 2    2    

物質與能量 2    2    

細胞的構造與生理 2   2     

波動、光與聲音 2     2   

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2     2   

動物的構造與功能 2     2   

電磁現象一 2      2  

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2      2  

遺傳、演化、生態與生物

多樣性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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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小  計 40 0 0 5 5 12 18  

補

強

性

選

修 

         

         

小  計         

多

元

選

修 

資訊科技-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 
4 2 2     ■實作(實驗)  

Ardunio互動設計入門

(科技) 
(2)   (2)    ■實作(實驗) 

活動規劃及科技運用 (2)    (2)   ■跨領域/科目統整 

啡嚐不可(自然) (1)   (1)    ■實作(實驗) 

活用數學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大學微積分導引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英文專題-國際理解 

(全英文授課) 
4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英文專題-技能檢定 

(全英文授課) 
4     2 2 ■跨領域/科目專題 

第二外語-進階課程 2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如何寫一個自己的故事 (1)     (1)  ■跨領域/科目統整 

電影中的文學與影像(國

文、英文、藝文、歷史) 
(2) (2)      ■跨領域/科目統整 

探訪臺灣建築與歷史人物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廣告創意設計 (1)     (1)  ■跨領域/科目統整 

文創及策展(國文、藝術、

公民) 
(2)  (2)     ■跨領域/科目統整 

製圖，建模 18週就上手 (1)      (1) ■跨領域/科目專題 

小  計 14 2 2 2 2 3 3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小  計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62 5 5 8 8 15 21  

學生應修習學分總計 180 30 30 30 30 30 30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 12 2 2 2 2 2 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 18 3 3 3 3 3 3  

每週總上課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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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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年級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跨科目請勾選：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至少 2科)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跨科協同  跨科專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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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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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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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認識生命的基本組成與基礎遺傳學 

2. 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3. 認識地球的環境並學會尊重自然和熱愛生命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生命的基本組成 
組成生命的基本物質 

細胞學說 

2 細胞的構造 認識細胞的基本構造 

3 細胞的構造 細胞膜的構造與功能 

4 細胞的構造 認識胞器與其功能 

5 實作(一) 動植物細胞觀察 

6 染色體與細胞分裂 
控制遺傳的基本物質 

細胞分裂的種類 

7 性狀的遺傳 遺傳學基本原理 

8 遺傳物質 認識遺傳的基本物質 

9 基因轉殖技術與應用 認識目前的基因轉殖相關工程與技術 

10 實作(二) 染色體的觀察 

11 生物的演化 演化發生的不同學說 

12 生命樹 生命演化的進程 

13 生物多樣性 認識生物多樣性的意義與重要性 

14 地球的環境 認識遠古至今地球環境與樣貌的改變 

15 海洋與大氣 影響地球氣候的外部環境 

16 族群與群集 生態學入門，認識族群與群集 

17 生態系 
生態系的基本組成 

認識地球上豐富多樣的生態系 

18 人與環境 
人類如何面對與因應今日多變的地球環境 

學習尊重生命、熱愛生命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限 6)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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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二)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年級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跨科目請勾選：■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至少 2科)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跨科協同  跨科專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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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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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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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認識氧化還原反應在生活中的應用 

2.了解各種電池的發電原理，藉由實作電池過程，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3.學習電鍍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氧化數 介紹氧化數，並了解氧化還原的定義 

2 氧化還原反應 氧化還原在生活中實例與應用 

3 電池電動勢 了解電位差、電解陰(陽)極、正(負)極定義 

4 電池電動勢 了解不同電極所產生的電壓 

5 實作(一) 實驗操作製作簡易電池 

6 實作(二) 利用銅硬幣製作簡易電池 

7 電解 了解電解的原理與應用 

8 實作(三) 電解各種不同水溶液 

9 電鍍 認識目前的電鍍工廠電鍍原理 

10 實作(四) 電鍍銅至不同金屬或碳棒上 

11 電的應用 介紹電流熱效應、電在生活中的應用 

12 電流與磁場 介紹電流與磁場的交互作用 

13 電流與磁場 了解電池感應 

14 發電機 發電機構造與發電原理 

15 實作(五) 自製發電機 

16 實作(五) 自製發電機 

17 電路 認識電流、電壓、電阻之間關係 

18 實作(六) 觀察並聯、串聯對燈泡、電池的影響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限 6)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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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探究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下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跨科目請勾選：■歷史  地理  公民與社會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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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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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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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引導學生認是世界各重要文化內涵，以養程思考、分析、比較的能力。  

2.認識世界重要文化演變重大問題及現象，並能養成重是本土、尊重多元、及

關懷弱勢文化的胸襟。 

3.引導學生從文化省思與傳承角度，關懷並形成寬闊的世界文化視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印度文化的源起 從宗教與社會角度探討印度文化之起源 

2 印度文化的脈絡與內化 從哲學與文學角度探討印度文化之脈絡 

3 近代印度文化衝擊與發展 
了解伊斯蘭教對印度文化的影響 
了解西方文化衝擊下的印度文化發展與展望 

4 伊斯蘭文化的兼容並蓄 伊斯蘭的信仰、多原民族與文化融合 

5 伊斯蘭文化的拓展 
泛伊斯蘭主義的發展、當代伊斯蘭世界的社

會與文化 

6 定期評量(一) 學生分組報告 

7 非洲遠古文化探索 非洲黑人文化的起源與沿革 

8 非洲本土文化脈絡發展 非洲黑人文化的發展與展望 

9 外來文化對非洲文化的探討 
外來文化宗教的傳播對非洲黑人文化的衝擊

與影響 

10 非洲文化的轉變 非洲文化的轉變與未來發展 

11 全球化下的非洲文化 總結當代非洲文化的處境 

12 定期評量(二) 學生分組報告 

13 中南美早期文化的探究 中南美洲的種族與宗教 

14 中南美文化的拓展 中南美洲的社會與經濟 

15 中南美文化的外來衝擊 中南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歷程 

16 全球化下的中南美文化 中南美洲的多元文化發展 

17 定期評量(三) 學生分組報告 

18 文化與我 
總結一學期之學習內容，並且分享心得與

收穫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限 6)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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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公民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上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跨科目請勾選：歷史  地理  ■公民與社會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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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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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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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發覺自身週遭相關之公民議題，著手進行調查、思辨及討論，進一步化為具體

行動進行建議、修正及改善，成為一具有現代公民素養之良好國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課程介紹 課程內容介紹、評量方式介紹、學習目的介紹 

2 臺灣社會現況（一） 性別平等、社會正義、能源議題 

3 臺灣社會現況（二） 校園生活、勞動意識、司法改革 

4 社會議題討論實作 討論學生有興趣之研究專題，並草擬報告大綱 

5 性別平等 男女廁所比例討論、調查及省思 

6 司法正義 我們需不需要私刑？ 

7 定期考試 第一次定期考試 

8 社會議題討論實作 了解學生專題報告之進度 

9 能源議題 一起「核」作能不能？ 

10 人權議題 學生人權議題討論、調查及實作 

11 社會議題討論實作 了解學生專題報告之進度 

12 勞權素養 罷工到底行不行？ 

13 定期考試 第二次定期考試 

14 社會議題討論實作 了解學生專題報告之進度 

15 司法改革 淺談死刑的作用與存在之意義 

16 成果發表 學生專題報告成果發表，教師與同學給予回饋 

17 成果發表 學生專題報告成果發表，教師與同學給予回饋 

18 定期考試 期末評量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課堂參與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教師觀察 □其他： 

對應學群 

(限 6)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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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專題-國際文化 (1)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Culture 

授課年段 高一上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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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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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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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家的文 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家的文化特質 

2.表現具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 

3.向外國人介紹我文化特色的 向外國人介紹我文化特色的 能力 

4.了解各國文化，從中學習如何包容以及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文化與文明的起源 
透過閱讀英文文獻，介紹文化及文明的起

源。 

2 遨遊古文明 
藉由英語文獻資料，介紹四大古文明與其

發展。 

3 
專題介紹-東方文化發展 介紹不同的東方國家，及其文化異同處，

並讓學生討論及比較。 

4 
專題介紹-東方文化發展 介紹不同的東方國家，及其文化異同處，

並讓學生討論及比較。 

5 
文化體驗 –東方服飾簡介 介紹漢服，和服，韓服，奧黛等等不同的

服飾，以及這些服飾的特色及穿著方式。 

6 
專題介紹- 歐美文化 介紹歐美文化，以及其文化如何影響全世

界。 

7 
專題介紹- 歐美文化 介紹歐美文化，以及其文化如何影響全世

界。 

8 
文化體驗- 西餐禮儀 體驗西餐文化與食物種類，並請老師指導

西餐禮儀，並分享其心得。 

9 期中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10 
世界文化遺產介紹 介紹世界著名世界文化遺產，以及介紹

UNESCO組織的起源與職掌。 

11 
旅遊與生活 以自身旅遊經歷來介紹對於不同文化以及

自然景觀，並讓學生規劃自己的旅遊計畫。 

12 
旅遊與生活 讓學生規劃自己的旅遊計畫，並讓學生發

表討論。 

13 
國際志工分享 邀請參與過國際志工的學長姊或是組織成

員對學生進行國際志工分享 

14 
國際志工規劃 讓學生進行國際志工規劃，並分組討論如

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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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多元民族介紹 介紹世界上具有特色之少數民族。 

16 
民族融合及殖民時代 介紹世界上民族融合以及殖民時期的歷史

狀況。 

17 
異國婚姻與文化結合 讓學生以訪問的形式，深入探討異國婚姻

對兩種文化所造成的影響。 

18 期末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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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專題-國際文化 (2) 

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Culture 

授課年段 高一下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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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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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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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家的文 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家的文化特質 

2.表現具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同 

3.向外國人介紹我文化特色的 向外國人介紹我文化特色的 能力 

4.了解各國文化，從中學習如何包容以及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中古世紀文學  介紹中古世紀文學的種類、演變及歷史。 

2 近代文學 利用英文經典文學介紹近代社會的文化背景。 

3 
各國神話 利用各國神話來介紹各國文明，以及宗教信仰的演

變。 

4 宗教信仰 介紹越南及台灣當地宗教信仰，並比較其中的差異。 

5 宗教信仰 介紹越南及台灣當地宗教信仰，並比較其中的差異。 

6 漫畫與生活 藉由經典漫畫讓學生認識其中內涵及歷史典故 

7 
動畫與遊戲 老師或同學一同分享不同動畫以及遊戲的背景，例如

以 Assasin’s Creed來介紹中古世紀的文化。 

8 
美學與藝術 探討藝術對於人類文化的影響，及各種不同藝術流派

的演變。 

9 期中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10 節慶與習俗 介紹世界上特別的節慶，以及其節慶文化習俗禁忌。 

11 節慶與習俗 介紹世界上特別的節慶，以及其節慶文化習俗禁忌。 

12 
流行娛樂文化 介紹目前不同文化的娛樂活動，並讓學生自行發表目

前的流行娛樂傾向。 

13 
體育競賽 介紹世界各地的體育活動，以及奧運的歷史，以及世

界上較大的運動賽事。 

14 
服飾文化 藉由服飾來學習文化的脈絡，並從越南開展，介紹越

南傳統的國服。 

15 音樂與生活 透過古典與現代樂曲了解時空背景以及不同文化。 

16 
國際禮儀 教導學生用餐與社交等國際禮儀，提升學生的文化素

養。 

17 
飲食文化 透過不同飲食食物，來學習不同國家飲食文化及用餐

禮儀。 

18 期末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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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 20 ~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頁時光機(一) 啟航—越南環境概述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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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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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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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了解越南與胡志明自然環境，養成主動探究學習精神。並教導學生如何進行專

題研究的撰寫。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探訪南國-位置跟地形 越南位置地形概況 

2 探訪南國-氣候 越南兩季氣候 

3 探訪南國-水文 越南重要的水文 

4 探訪南國-人口聚落 越南人口和聚落分布情形 

5 河粉的故鄉－越南特產 越南的自然產業與特產 

6 水上人家 1－地形與氣候篇 胡志明市的地形、氣候 

7 水上人家 2－人文篇 胡志明市的人文特色 

8 水上人家 3－生活篇 胡志明市的生活寫照 

9 水上人家 4－不一樣的美 胡志明市的各式風情 

10 研究報告的撰寫與簡報技巧 
如何訂定主題以及利用書籍與網路

蒐集資料 

11 研究報告的撰寫與簡報技巧 資料的歸納、分類與分析 

12 研究報告的撰寫與簡報技巧 文書處理軟體的應用 

13 研究報告的撰寫與簡報技巧 ppt軟體應用與簡報技巧 

14 專題研究─我所認識的胡志明市 
分組討論，訂定研究目標及分工內

容 

15 專題研究─我所認識的胡志明市 資料匯整與期末報告整合 

16 專題研究─我所認識的胡志明市 期末報告整合與分組討論 

17 分組報告 期末分組報告 

18 綜合討論 回饋與檢討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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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頁時光機(二) 前世與今生—由人物看越南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下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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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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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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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由歷史人物了解與思辯越南的歷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課程說明與緒論 課程內容與越南歷代時期簡介 

2 神話傳說 鴻龐氏等人物介紹 

3 神話傳說 安陽王、雄王等人物介紹 

4 北屬時期 徵氏姊妹等人物介紹 

5 北屬時期 士燮等人物介紹 

6 12使君時期 黎桓等人物介紹 

7 12使君時期 莫登庸等人物介紹 

8 法屬印度支那時期 保大帝等人物介紹 

9 法屬印度支那時期 亞歷山大．耶爾森等人物介紹 

10 建國與獨立時期 胡志明等人物介紹 

11 建國與獨立時期 胡志明等人物介紹 

12 西貢時光機—近代越南時期 阮氏芳邵等人物介紹 

13 西貢時光機—近代越南時期 丁善理等人物介紹 

14 
專題研究─ 

對越南影響最深的人物及其影響 

分組討論，訂定研究目標及分工內

容 

15 
專題研究─ 

對越南影響最深的人物及其影響 
資料分析、整理 

16 
專題研究─ 

對越南影響最深的人物及其影響 
分組討論、研究成果發表簡報製作。 

17 專題研究─分組報告 研究成果發表 

18 專題研究─綜合討論 回饋與檢討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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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頁時光機(三) 城市光影－胡志明市現況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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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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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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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由本課程踏查，了解自身生活環境與感受其發展變化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我家在哪裡？ 畫出家→學校的路線圖 

2 我家在哪裡？ 實作與介紹分享 

3 胡志明市的行政區劃分 胡志明市行政區概要介紹 

4 胡志明市的行政區劃分 胡志明市分郡介紹 

5 胡志明市的街道踏查 特色街道介紹 

6 胡志明市的街道踏查 訪談與分享 

7 胡志明市街名之歷史與神話傳說 路名歷史 

8 胡志明市街名之歷史與神話傳說 銅像歷史 

9 胡志明市街頭建築素描 選擇特色建築進行素描 

10 胡志明市街頭建築素描 選擇特色建築進行解說 

11 城市圖像(標語、宣傳) 城市的色彩、標語 

12 南越之地形與氣候  

13 南越景點與文化 名勝古蹟 

14 南越景點與文化 景點、古蹟、導覽介紹 

15 胡志明市之產業 產業概論 

16 胡志明市之產業 外商與越商 

17 台商在越南 介紹台商現況 

18 小組專題設計 分組報告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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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西頁時光機(四) 我在哪裡－胡志明市的展望與未來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下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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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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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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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從人口、產業、經濟、文化等面向，了解胡志明市發展的軌跡，並預測未來發

展趨勢。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人口與產業 人口結構&產業介紹 

2 胡志明市的經濟(I) 產業資源分析 

3 胡志明市的經濟(II) 投資&消費趨勢 (社會) 

4 台商外商與越南(I) 台商發展史&未來展望 

5 台商外商與越南(II) 外商發展史&未來展望 

6 科技發展的衝擊 行動支付、Grab對傳產的影響 (科學) 

7 專題介紹 1~6週內容發表 

8 專題介紹 1~6週內容發表 

9 城市現況 生活型態的改變 

10 程式規劃與前景 都市更新、市中心遷移的影響 

11 防澇、防洪與國土陷落 城市的淹水問題與地層下陷 (自然) 

12 防澇、防洪與國土陷落 城市的淹水問題與地層下陷 (自然) 

13 專題介紹 9~12週內容發表 

14 專題介紹 9~12週內容發表 

15 文本閱讀與電影 越語流行樂潮流 (音樂) 

16 文本閱讀與電影 四方報閱讀&西貢小姐 (英文) 

17 專題介紹 15~16週內容發表 

18 專題介紹 15~16週內容發表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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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1)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上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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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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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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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了解 Visual Basic程式開發環境。 

2. 瞭解變數、運算式及內建函數等程式基本組成要件。 

3. 熟習循序、選擇及重複等三種程式設計的基本結構 

4. 透過作品展示與分享，展現同學們的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流程控制-選擇性執行 條件式 

2 流程控制-選擇性執行 選擇性執行:select case 

3 計次執行迴圈 For-Next 敘述 

4 計次執行迴圈-習題設計 計次執行迴圈 

5 重覆結構 巢狀 For-Next 

6 重覆結構-習題設計 巢狀 For-Next 

7 流程控制-重複執行 Do-While-Loop敘述 

8 流程控制-重複執行 Do-While-Loop敘述 

9 有條件執行迴圈 Do-Until-Loop敘述 

10 有條件執行迴圈-習題設計 Do-Until-Loop敘述 

11 直接跳出迴圈敘述 直接跳出迴圈敘述 

12 直接跳出迴圈敘述-習題設計 直接跳出迴圈敘述 

13 巢狀迴圈 巢狀迴圈 

14 巢狀迴圈-習題設計 巢狀迴圈 

15 定時執行程式 Timer控制項 

16 陣列 陣列的基本觀念及用法 

17 陣列-習題設計 陣列進階 

18 陣列-習題設計 List-box and combobox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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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Visual Basic程式設計(2)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下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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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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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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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了解 Visual Basic程式開發環境。 

2. 瞭解變數、運算式及內建函數等程式基本組成要件。 

3. 熟習循序、選擇及重複等三種程式設計的基本結構 

4. 透過作品展示與分享，展現同學們的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VB語言迴圈觀念複習 BASIC語言基本指令複習與操作 

2 VB語言陣列觀念複習 BASIC語言基本指令複習與操作 

3 迴文判斷 邏輯解析，建立專案，程式設計 

4 直角三角形列印 邏輯解析，建立專案，程式設計 

5 質數計算 邏輯解析，建立專案，程式設計 

6 體質指數BMI 邏輯解析，建立專案，程式設計 

7 矩陣相加 邏輯解析，建立專案，程式設計 

8 模擬測驗 搭配不同迴圈及數據資料模擬 

9 身分證號碼檢查 Rdata讀取資料程式，sp1格式檢查程式 

10 身分證號碼檢查 SP2性別檢查程式、SP3安全碼檢查程式 

11 身分證號碼檢查 WDATA寫入資料程式 

12 撲克牌比大小 
Rdata讀取資料程式，sp1產生花色字元

程式 

13 撲克牌比大小 SP2亂數抽牌順序程式 

14 撲克牌比大小 
SP3將抽牌順序轉為花色及點數，WDATA

寫入資料程式 

15 分數加、減、乘、除運算 Rdata讀取資料程式 

16 分數加、減、乘、除運算 資料計算程式 

17 分數加、減、乘、除運算 WDATA寫入資料程式，物件表單顯示設定 

18 模擬測驗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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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Arduino互動設計入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上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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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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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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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了解 Arduino 程式開發環境。 

2. 瞭解變數、運算式及內建函數等程式基本組成要件。 

3. 熟習循序、選擇及重複等三種程式設計的基本結構 

4. 透過作品展示與分享，展現同學們的創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認識 Arduino 微電腦板、相關軟體介紹，開發環境安裝教學 

2 認識電子零件與工具 
電阻、電容、二極體、LED 及電源供應器的介紹，電路

圖視圖說明，三用電表教學，如何使用麵包板 

3 互動程式設計入門 變數使用及認識數字系統 

4 LED閃爍控制程式 Arduino 程式設計基礎：LED 閃爍控制程式 

5 開關電路與LED跑馬燈效果 認識開關及讀取數位輸入值 

6 
跑馬燈範例程式一 (FOR迴

圈) 
撰寫迴圈程式，使用 FOR 迴圈 

7 
跑馬燈範例程式二(陣列變

數) 
認識陣列 

8 
跑馬燈範例程式三(位移運

算子) 
使用埠口操作指令與位移運算子 

9 類比信號處理 並列與序列埠通訊簡介 

10 從序列埠讀取類比輸入值 從序列埠讀取類比輸入值 

11 使用光敏電阻製作小夜燈 認識光敏電阻與分壓電路 

12 拍手控制開關及改良 介紹電容式麥克風元件與運算放大器 

13 七段顯示器 連接七段顯示器與 Arduino 板 

14 使用IC簡化七段顯示器電路 序列連接七段顯示器 

15 LED矩陣電路 組裝 LED 矩陣電路 

16 顯示單一矩陣圖像 在矩陣 LED 上顯示音符圖像 

17 
LED矩陣動畫及逐字捲動效

果 
製作矩陣 LED 跑馬燈，將常數保存在程式記憶體裡 

18 實作及專題介紹 LCD 顯示器+溫溼度感測器+超音波感測器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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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活動規劃與科技運用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下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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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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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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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能規劃活動的內容與程序 
2. 能在活動流程中以多媒體應用搭配適當的環節 
3. 能進行多媒體的精緻應用，如高階影片/音效剪輯技術等 
4. 能進行活動各環節的精緻工作協調，如活動腳本設計討論與定稿、燈光與

攝影的同步作業等。 
5. 能利用學校活動進行實習，以具體透過精緻設計，提供觀眾完整而楓木的

活動體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優良活動設計示範 
 討論優良活動成功的要項，即自行設計活動時

應注意的因素 

2 多媒體剪輯作品示範 
 討論多媒體可以在哪些活動設計的細節加以

應用，及其應用的方式 

3 活動腳本設計（一） 
 討論將實習的學校活動有哪些既定的流程，其

意義和目的為何，是否有調整或加強的空間。 

4 活動腳本設計（二） 
 討論並草定將實習的學校活動流程，以及呈現

的主題、風格，並進行背景研究。 

5 活動腳本設計（三） 
 討論將實習的學校活動展佈與多媒體呈現的

方式與搭配細節 

6 展場布置實作/多媒體實作（一） 
 分組進行： 
-展場布置模型材料預備 
-多媒體素材收集 

7 展場布置實作/多媒體實作（二） 
 分組進行： 
-展場布置模型製作 
-多媒體素材拍攝、收音 

8 展佈與多媒體整合測試（一） 

 合組討論： 
-確認展佈模型 
-了解展佈組、多媒體組彼此的進度，並討論目前
的成果與目標的契合度，需要時，討論必要的補強
或修正。 
 確認需要搭配的展演單位，了解其表演內容及

時間、道具需求。 

9 展場布置實作/多媒體實作（三） 

 分組進行： 
-展場布置材料收集 
-多媒體素材拍攝、收音 
 確認展演時間規畫細部安排。 

10 展場布置實作/多媒體實作（四） 

 分組進行： 
-展場布置實作 
-多媒體素材拍攝、收音、剪輯 
 安排展演現場活動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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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展佈與多媒體整合測試（二） 

 合組討論： 
-場佈實作雛型確認 
-了解展佈組、多媒體組彼此的進度，並討論目前
的成果與目標的契合度，需要時，討論必要的補強
或修正。 
 協商展演現場活動工作表 

12 展場布置實作/多媒體實作（五） 
 分組進行： 
-展場布置實作、修正 
-多媒體素材拍攝、收音、剪輯、修正 

13 展場布置實作/多媒體實作（六） 

 分組進行： 
-展場布置進駐測試、微調 
-多媒體素材實地測試、微調 
 預演測試展演現場活動工作表 

14 展佈與多媒體整合測試（三） 

 配合實習活動可能的其他展演單位，進行彩
排。 

 合組討論：根據彩排的綠影資料，檢討可以修
正或微調的地方，進行協調與修正。 

 檢討並微調展演現場活動工作表 

15 展場布置實作/多媒體實作（七） 

 分組進行： 
-展場布置進駐測試、微調 
-多媒體素材實地測試、微調 
 確認展演現場活動工作表 

16 活動實作 
 根據安排的工作內容，進行展演活動 
 紀錄展演活動的過程 

17 實作檢討 
 根據展演的實作紀錄資料，檢討各組的工作執

行狀況，或提出修正內容 

18 實作檢討與新計畫修正  根據展演實作檢討，訂定新的展演修正案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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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啡嚐不可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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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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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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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了解世界各國咖啡的產區及分布，並比較越南咖啡的產區及分布。 

2.學習越南咖啡的烘培、泡咖啡方式與技巧，進而能賞咖啡、品咖啡。 

3.了解咖啡成分，以咖啡為主體，結合相關化學概念，了解咖啡與健康的關係 

以及對人體的影響。 

4.擺設攤位銷售自產咖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越南 Uong café khong ? 認識越南不同地區的咖啡特色 

2 越南Uong café khong ? 認識越南不同地區的咖啡特色 

3 越南Uong café roi . 介紹不同泡咖啡技巧，器具介紹 

4 越南Uong café roi . 介紹不同泡咖啡技巧，實際操作 

5 越南Uong café roi . 介紹不同泡咖啡技巧，實際操作 

6 越南 Uong café o dau ? 闖關活動，辨認咖啡、沖泡咖啡…… 

7 越南café的歷史 介紹越南 café的歷史 

8 咖啡發展的歷史 介紹咖啡在全世界發展的歷史 

9 café的化學世界 分析不同市售咖啡的咖啡因含量 

10 café的化學世界比較分析 
報告咖啡因含量與其他成分對人體的影

響 

11 實地考察 參觀 KOKEKAFFE 

12 咖啡手工藝 除了吃和喝之外的藝術 

13 烘焙咖啡點心 嘗試用咖啡製作點心 

14 以咖啡入菜 嘗試用咖啡製作菜餚 

15 特殊的咖啡文化 介紹各地咖啡文化 

16 世界各國咖啡習慣與禮儀 認識世界各國咖啡習慣與禮儀 

17 報告與回饋 報告與回饋 

18 報告與回饋 報告與回饋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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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活用數學(1)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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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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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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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對股票有基本的認識。 

2. 學會常態分布及迴歸直線的數學方法 

3. 讓學生能將在課堂上所學的數學有實際操作及應用。 

4. 讓學生有基本 Excel公式算能力。 

5. 讓學生有上台發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股票的基本認識 股票基本知識 

2 股票的基本認識 股票常用技術分析及分布涵蓋比例 

3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計算標準差 

4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常態分布的概念 

5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常態分布的運用 

6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EXCEL基礎練習 

7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用 EXCEL去下載股市資料 

8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學習使用 EXCEL去寫標準差 

9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將股票用分布涵蓋比例以 Excel寫出 

10 利用統計分析股票 分析賺賠及檢討 

11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回歸直線的原理 

12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回歸直線習題練習 

13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VBA程式基本運用 

14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用 Excel寫出回歸直線的程式 

15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用 Excel寫出回歸直線的程式 

16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用 Excel寫出回歸直線的程式 

17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以三點回歸直線方式分析股票 

18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以三點回歸直線方式分析股票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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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活用數學(2)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下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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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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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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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學會常態分布及迴歸直線的數學方法 

2. 讓學生能將在課堂上所學的數學有實際操作及應用。 

3. 讓學生有基本 Excel公式算能力。 

4. 讓學生學會基本 VBA程式運算。 

5. 讓學生有上台發表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以多點回歸直線方式分析股票 

2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以多點回歸直線方式分析股票 

3 利用回歸直線分析股票 分析以回歸直線的方式買賣股票賺賠及檢討 

4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拉格朗日數學原理 

5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拉格朗日數學習題及練習 

6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VBA 程式的選取儲存格、清除儲存格、儲存格給值 

7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VBA 程式的儲存格基本運算 

8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VBA 程式的 FOR 迴圈 

9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以 VBA程式寫出或以 EXCEL寫出 3點拉格朗日公式 

10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以 VBA程式寫出或以 EXCEL寫出 3點拉格朗日公式 

11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以 VBA程式寫出或以 EXCEL寫出 3點拉格朗日公式 

12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以 VBA程式寫出或以 EXCEL寫出多點拉格朗日公式 

13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以 VBA程式寫出或以 EXCEL寫出多點拉格朗日公式 

14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以 VBA程式寫出或以 EXCEL寫出多點拉格朗日公式 

15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把股票以多點拉格朗日寫出 

16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把股票以多點拉格朗日寫出 

17 利用拉格朗日數學法分析股票 分析賺賠及檢討 

18 期末發表 學生將自己的想法上台報告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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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大學微積分導引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下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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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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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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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能活用微積分技巧進行數字計算與圖形測量。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1-1 數列及其極限 利用數列引進無窮之概念為微積分作基礎 

2 1-1 數列及其極限 利用數列引進無窮之概念為微積分作基礎 

3 1-2 函數的概念 
介紹函數的定義、種類及應用，為微積分的引

進作準備。 

4 1-2 函數的概念 
介紹函數的定義、種類及應用，為微積分的引

進作準備。 

5 1-3函數的極限 介紹函數的限概念 

6 1-3函數的極限 介紹函數的限概念 

7 2-1微分 介紹導數的定義 

8 2-1微分 引進微分公式 

9 2-1微分 微分的應用 

10 2-2函數性質的判斷 利用微分計算，判別各類函數的性質 

11 2-2函數性質的判斷 利用微分計算，判別各類函數的性質 

12 2-2函數性質的判斷 利用微分計算，判別各類函數的性質 

13 2-3 積分的意義 介紹上和與下和的概念 

14 2-3 積分的意義 利用極限引進積分概念 

15 2-3 積分的意義 介紹定積分及積分公式 

16 2-4積分的應用 利用積分的計算，測量面積 

17 2-4積分的應用 利用積分的計算，測量體積 

18 2-4積分的應用 利用積分的計算，解決各種應用問題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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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如何寫一個自己的故事:備審資料(自傳)撰寫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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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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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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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能將個人特質與興趣，以故事形態表現。 

2. 能蒐集、整合、歸納與分析各項資料，透過文字，重新表達。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備審資料簡介 個人特質與科系選才說明 

2 Google Docs功能簡介與複習 桌機版和手機版本介紹 

3 如何寫一個故事:我的家庭 
如何在家庭成長背景融入科系選才特

質 

4 如何寫一個故事:我的家庭 發展與練習 

5 呈現自己的特點:求學歷程 如何在求學歷程呈現自己的人格特質 

6 呈現自己的特點:求學歷程 如何在求學歷程呈現自己的人格特質 

7 如何呈現教室外的多元表現 寫一個自己的社團故事 

8 如何呈現教室外的多元表現 寫一個自己的社團故事 

9 如何呈現教室外的多元表現 寫一個自己的社團故事 

10 報考動機撰寫 報考動機的敘事元素 

11 報考動機撰寫 小組討論 

12 報考動機撰寫 小組討論與寫作 

13 新趨勢 如何將新趨勢融入你的報考動機 

14 新趨勢 如何將新趨勢融入你的報考動機 

15 跨領域 如何將跨領域融入你的報考動機 

16 跨領域 如何將跨領域融入你的報考動機 

17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18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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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電影中的文學與影像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上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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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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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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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透過文本的閱讀了解作家想表達的意涵。 

2.能分析電影與文本之間的差異性。 

3.能說出電影與文學兩種媒介的差異性。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課程介紹 電影與文本如何相互映照? 

2 
從〈孔子：決戰春秋〉看理

想的追尋 

比較電影與論語中孔子形象的差異，探討孔子在追尋

理想的過程中心境的轉變。 

3 
從〈孔子：決戰春秋〉看理

想的追尋 

比較電影與論語中孔子形象的差異，探討孔子在追尋

理想的過程中心境的轉變。 

4 從〈墨攻〉看墨家思想 探討墨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應用 

5 從〈墨攻〉看墨家思想 探討墨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應用 

6 從〈荊軻刺秦王〉看秦始皇 秦始皇的歷史評價探討 

7 
從〈荊軻刺秦王〉看秦始皇

  
閱讀〈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8 〈鴻門宴〉中人物的塑造 分析司馬遷史記寫作手法與電影人物塑造 

9 〈鴻門宴〉中人物的塑造 分析司馬遷史記寫作手法與電影人物塑造 

10 〈畫皮〉人、妖情感的表現 閱讀蒲松齡〈聊齋誌異〉討論人、妖意象 

11 〈畫皮〉人、妖情感的表現 分析電影與小說改編差異 

12 
從〈兒子的大玩偶〉了解社

會變遷的衝擊 

閱讀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討論社會變遷下人的掙

扎 

13 
從〈兒子的大玩偶〉了解社

會變遷的衝擊 

閱讀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討論社會變遷下人的掙

扎 

14 
〈父後七日〉看鄉愁及親子

關係 
閱讀劉梓潔〈父後七日〉比較文本與電影敘述手法 

15 
〈父後七日〉看鄉愁及親子

關係 
小說及電影意涵討論 

16 小組報告發表&同儕回饋 選擇一電影與文學做比較分析 

17 小組報告發表&同儕回饋 選擇一電影與文學做比較分析 

18 小組報告發表&同儕回饋 選擇一電影與文學做比較分析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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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訪臺灣建築與歷史人物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下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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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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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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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對人文精神的了解與探索 
2.對台灣建築的認識發展 
3.對作品的欣賞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課程大綱介紹 分組 熟悉同學，了解臺灣歷史各階段 

2 熱蘭遮城-荷將領揆一 熱蘭遮城的建設發展，揆一的攻戰防禦 

3 全臺首學 陳永華 臺灣學制定中國化，鄭家諸葛生平介紹 

4 億載金城 沈葆楨 臺灣軍事防備，沈葆楨豐功偉業 

5 北郭園 鄭用錫 進士文人的家園，鄭用錫生平介紹 

6 鹿港 八郊 
與中國大陸的貿易發展，行郊貿易的繁

榮與衰微 

7 心得分享 上臺報告、作業完成 

8 霧峰林家 林文察 協助平定民變與官職升遷 

9 板橋林家 林維源 臺北市的後花園，書香門第世家 

10 曠宇天開 劉銘傳 西部縱貫鐵路的起點，劉銘傳生平介紹 

11 淡水商港 英國領事館-紅毛城 國際貿易港口鼎盛，英國在台的貿易 

12 大稻埕 李春生 淡水河岸的商業發展，買辦茶商的介紹 

13 心得分享 上臺報告、作業完成 

14 臺北總督府、總統府 總督府的設計與沿革 

15 台北車站 中華路 臺北早期的繁華-人潮、錢潮 

16 臺中一中 林獻堂 日治時的教育發展與民族意識 

17 心得分享 上臺報告、作業完成 

18 期末檢討 期末檢討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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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廣告創意設計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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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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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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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學生懂得學會看廣告 

2. 能抓住廣告主要核心內容與價值 

3. 嘗試製作廣告宣傳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何謂宣傳？ 學習何謂宣傳營銷？ 

2 何謂廣告？ 認識廣告定義、標語、種類、方式 

3 廣告種類1 平面廣告 

4 廣告種類2 立體廣告(真人廣告) 

5 廣告種類3 電子廣告 

6 廣告宣傳方式1 廣告素材蒐集介紹 

7 廣告宣傳方式2 廣告宣傳品蒐集介紹 

8 廣告媒介1 新媒體產生 

9 廣告媒介2 跨界媒體應用 

10 廣告影片—食 食品類廣告 

11 廣告影片—衣 服飾類逛告 

12 廣告影片—住 建商築夢廣告 

13 廣告影片—行 速度奔馳廣告 

14 廣告影片—育 附加價值廣告 

15 廣告影片—樂 休息娛樂廣告 

16 廣告影片—競選廣告 特殊生態廣告 

17 廣告成品發表 綜合討論 

18 廣告成品發表 綜合討論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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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文創及策展-安緹拉的午茶書房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下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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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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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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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香草茶飲製作                2.家飾手作品及文字手作品製作  

3.文宣廣告製作                4.閱讀習慣養成 

5.說故事人才培訓              6.策展人才培養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期初課程說明與小組分工 分工組織與職掌分配 

2 家飾布置實做 空間規劃  格局安排 綠色植物運用  圖書募集計畫 

3 家飾布置實做 
裝飾小物製作  例如果汁玻璃瓶 DIY成花瓶窗簾 桌巾 
抱枕 DIY 

4 種子盆栽示範教學與布置 
酪梨種子栽培示範   酪梨果肉鮪魚沙拉擺盤示範實
作及種子盆栽空間布置示範實作 

5 茶飲甜點及小餅乾製作 香茅蜂蜜檸檬茶 小餅乾製作 西谷米奶茶 

6 茶飲甜點及小餅乾製作 烤布丁及小餅乾製作 芒果雪烙  

7 茶飲甜點及小餅乾製作 葡萄優格雪酪 小餅乾製作 百香果汁 

8 文宣海報製作及文案撰寫 取店名  廣告 DM 名片設計 文案撰寫 

9 文宣海報製作及文案撰寫 取店名  廣告 DM 設計  文案撰寫 

10 文宣海報製作及文案撰寫 取店名  廣告 DM 設計  文案撰寫 

11 文創品製作及小店策展計畫 

甄選同學平日設計的作品圖案設計在馬克杯上 T 恤上
手提袋上在校園實體店面販售 並實地策展邀請校園
熱音社 熱舞社等表演性社團來小店表演  策畫邀請
校園藝術家設計家作品展覽 

12 文創品製作及小店策展計畫 

甄選同學平日設計的作品圖案設計在馬克杯上 T 恤上
手提袋上在校園實體店面販售 並實地策展邀請校園
熱音社 熱舞社等表演性社團來小店表演 策畫 
邀請校園藝術家設計家作品展覽 

13 文創品製作及小店策展計畫 

甄選同學平日設計的作品圖案設計在馬克杯上 T 恤上
手提袋上在校園實體店面販售 並實地策展邀請校園
熱音社 熱舞社等表演性社團來小店表演  策畫邀請
校園藝術家設計家作品展覽 

14 故事繪本製作 手工書教學製作 

15 故事繪本製作 手工書教學製作 

16 說故事培訓 說故事技巧教學及說故事示範   越南民間故事 

17 說故事培訓 說故事技巧教學及說故事示範  中國民間故事 

18 期末總結 期末總結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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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製圖，建模 18週就上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下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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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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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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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能利用 GOOGLE EARTH及 SketchUp製圖，建模。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及分組 

2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基本功能介紹 

3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數化實作 

4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歷史影像介紹 

5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歷史影像數化實作 

6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歷史影像數化實作 

7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歷史影像數化實作報告 

8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疊圖介紹 

9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疊圖實作 

10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疊圖實作 

11 Google Earth應用 GOOGLE EARTH疊圖實作報告 

12 SketchUp應用 SketchUp基本功能介紹 

13 SketchUp應用 GOOGLE EARTH與SketchUp連結 

14 綜合應用 SketchUp實體建模實作 

15 綜合應用 SketchUp實體建模實作 

16 綜合應用 SketchUp實體建模實作 

17 綜合應用 SketchUp實體建模實作 

18 綜合應用 SketchUp實體建模分享與報告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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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專題-國際理解 1(全英文授課)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上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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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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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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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以「拓展文化與國際視野」與「深耕閱讀與世界關懷」為基礎，博雅素養學 

程的目標為發展培養學生國際行動力、閱讀力及美學感知素養，讓學生從課

程中，養成主動瞭解世界，關懷社會，建立全球化責任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2.培養學生對國際議題融入英語教學、培養國際行動力，從研習課程中，養 

成主動瞭解世界，關懷社會，建立全球化責任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3.培養學生公眾演講及英語口語表達能力，增進英語學習興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人口與糧食 
透過英文新聞了解世界人口發展，讓學生了解現

況，看到糧食分配不均，未來問題。 

2 人口與糧食 
透過英文新聞讓學生能統整資訊，思考現況，進而

未來解決方法，提升學生人道精神。 

3 種族與人權 

認識世界基本人權與道德責任，察覺偏見與歧視對

全球競合之影響，瞭解並體會國際弱勢者的現象與

處境。  

4 種族與人權 
利用英語文章及文獻介紹世界各地的種族問題，及

探討解決方法。 

5 性別與人權 
透過英文新聞讓學生知道性別在社會文化中所扮

演的角色。 

6 性別與人權 
探討 LGBT族群在各國家的現狀，並讓同學更認識

性別的多元化。 

7 尖端科技發展 
探討目前科技發展，並思考未來科技對人們帶來的

好處及壞處。 

8 全球化下的世界 探討全球化對於經濟、文化及環境議題的影響。 

9 期中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10 貿易與經濟 
探討全球貿易對於經濟體系的影響，並讓學生理解

貿易的重要性 

11 貿易與經濟 
探討全球貿易對於經濟體系的影響，並讓學生理解

貿易的重要性 

12 文化傳播與媒體 
討論媒體傳播訊息對於全球化的影響，及不同新聞

媒介的運作方式。 

13 文化傳播與媒體 
討論媒體傳播訊息對於全球化的影響，及不同新聞

媒介的運作方式。 

14 語言與生活 簡介各種語系與不同語言 

15 語言與生活 介紹次文化的語言，以及語言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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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網際網路的影響 
討論網際網路對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網

路文化。 

17 
國際新聞導讀 閱讀國際新聞，讓學生更了解國際間合作以及國際

情勢。 

18 期末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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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專題-國際理解 2(全英文授課)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下 學分數 2學分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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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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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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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以「拓展文化與國際視野」與「深耕閱讀與世界關懷」為基礎，博雅素養學 

程的目標為發展培養學生國際行動力、閱讀力及美學感知素養，讓學生從課

程中，養成主動瞭解世界，關懷社會，建立全球化責任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2.培養學生對國際議題融入英語教學、培養國際行動力，從研習課程中，養成 

主動瞭解世界，關懷社會，建立全球化責任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3.培養學生公眾演講及英語口語表達能力，增進英語學習興趣。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 介紹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外交情勢。 

2 環境議題:塑化危機 
討論塑膠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如何

減少塑膠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量 

3 環境議題:塑化危機 
討論塑膠所造成的生活負面影響，籍對生

態的影響。 

4 環境議題: 空氣汙染 
探討經濟發展對於環境的影響，並讓同學

了解空氣汙染對生活的影響。 

5 環境議題: 空氣汙染 
探討空氣汙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國

際間對空氣汙染的實施與作為。 

6 環境議題: 資源分配不均 
探討資源不均等問題，使學生能夠理解目

前資源分配的狀況。 

7 環境議題: 資源分配不均 探討資源不均在國際間造成的影響。。 

8 期中報告 學生將教過的主題進行統整、歸納與報告 

9 期中報告 學生將教過的主題進行統整、歸納與報告 

10 環境議題: 氣候變遷 
從英語節目或文章中探討氣候變遷對環境

及人類生活的影響。 

11 環境議題: 氣候變遷 
從英語節目或文章中探討氣候變遷對環境

及人類生活的影響。 

12 環境議題: 海洋 
研究海洋等相關議題，討論如何減緩海洋

的污染以及發展海洋能源。 

13 環境議題: 海洋 
研究海洋等相關議題，討論如何減緩海洋

的污染以及發展海洋能源。 

14 環境議題:水資源 探討瓶裝水對全球環境的影響。 

15 環境議題:水資源 
探討水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以及討論河

川與海洋的汙染問題。 

16 環境與未來 
總結以上環境議題，並思考未來對於環境

學生能做些甚麼。針對學期內容並讓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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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未來。 

17 期末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18 期末報告 學生將以教過的主題進行報告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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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專題-技能檢定 1(全英文授課)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上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透過聽說讀寫能力的增強，讓學生備戰英語檢定。 
2.統整不同英語能力，增廣學生語言的學習範圍 
3.增強學生基本英語能力，通過不同類型的檢定 

教學大綱 

週

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Stepping back in time Grammar: Nouns and verbs 
2 Stepping back in time Grammar: Adjects and Adverbs 

3 Stepping back in time Listening: Describing a talk by an 
archaeologist 

4 Stepping back in time Reading: Basic Reading Strategy 
5 Stepping back in time Reading: Scan and Skimming 
6 Test Monthly test for students 
7 IT society Grammar: Conjunction and Prepositions 
8 IT society Grammar: Pronoun and Article 
9 IT society Listening : A lecture on internet banking 
10 IT society Reading How green is your Plan IT Valley? 
11 IT society Reading How green is your Plan IT Valley? 
12 Test Monthly test for students 

13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Grammar: Simple Tense (past and future 
tense)  

14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Grammar: Continuous Tense (past and future 
tense) 

15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Listening: A student and tutor talking about 
bird watching. 

16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Reading:Keystone species 
17 Ou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Reading: Life on Mars 
18 Test Monthly test for students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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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專題-技能檢定 2(全英文授課)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下 學分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依校選填)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透過聽說讀寫能力的增強，讓學生備戰英語檢定。 
2.統整不同英語能力，增廣學生語言的學習範圍 
3.增強學生基本英語能力，通過不同類型的檢定。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Getting Higher Qulifications Writing: Topic Sentence and Main Idea 
2 Getting Higher Qulifications Writing: Supporting Idea and Paragarph 
3 Getting Higher Qulifications Reading: The University of life. 
4 Getting Higher Qulifications Listening Voluntary work 
5 Getting Higher Qulifications Grammar: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6 Test Monthly test for students 
7 Color my world Writing: Argument and comparasion 
8 Color my world Writing: Analysing and brainstroming 

9 Color my world Reading: An invention to dye for: the color 
purple 

10 Color my world Listening Information on new book 
11 Color my world Grammar: Phrasal verbs 
12 Test Monthly test for students 
13 Art and Artist Writing: Summarizing  
14 Art and Artist Writing: Analysing and brainstroming 
15 Art and Artist Reading: Brainstroming main ideas 
16 Art and Artist Listening A lecture on prehistoric visual art 
17 Art and Artist Grammar: Collocations and phrase 
18 Test Monthly test for students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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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第二外國語 (進階越南語 1) 

英文名稱 Second Language 

授課年段 高三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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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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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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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依校選填)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第二外國語(越語)的興趣與基本能力。 

2. 培養學生以第二外國語(越語)進行日常生活溝通的基本能力 

3. 增進學生對國際事務及第二外國語(越南)國家民俗、文化、社會的了解， 

擴增際視野迎接全球時代的來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Bài 1 NGÀY ẤY Hồi nhỏ, khi đi học, bạn thường được ba mẹ đưa đón 

hay phải 1 mình đến trường? Có kỷ niệm nào về việc 
đó mà cho đến nay bạn còn nhớ không? 

2 
Bài 1 NGÀY ẤY Có 1 số người thường nhớ về quá khứ và cho rằng 

quá khứ luôn tốt đẹp hơn hiện tại. Bạn nghĩ gì về 
vấn đề này? 

3 
Bài 1 NGÀY ẤY Ra/ thì/ đèm đẹp 

Mỗi..một/ lẽ ra 

4 
Bài 2 NHỮNG DỰ 
ĐỊNH 

Để 1 dự định có thể thành hiện thực, theo bạn, 
chúng ta cần phải làm gì? 

5 
Bài 2 NHỮNG DỰ 
ĐỊNH 

Giả sử lớp bạn sắp tổ chức 1 chuyến đi du lịch Phú 
Quốc trong 3 ngày. Hãy thảo luận về những việc sẽ 
làm của các bạn. 

6 
Bài 2 NHỮNG DỰ 
ĐỊNH 

...thế nào được/ cả...lẫn 

7 Bài 3 VIỆC LÀM Theo bạn, thế nào là 1 việc làm lý tưởng? 

8 
Bài 3 VIỆC LÀM Ở 1 số nước phụ nữ tìm việc làm khó hơn nam giới. 

Ở nước bạn có tình trạng đó không? 

9 
Bài 3 VIỆC LÀM Sở dĩ...là vì/ suýt/ trở thành/ 

Xuể 

10 

Bài 3 VIỆC LÀM Ở nước bạn, tình trạng việc làm như thế nào? 

Có nhiều người thất nghiệp không? Sau khi tốt 
nghiệp đại học, tìm việc làm có dễ không? 

11 Bài 3 VIỆC LÀM 期中複習 

12 Bài 3 VIỆC LÀM Thà...còn hơn 

13 

Bài 4 GIAO THÔNG Hiện nay, tình hình giao thông ở các nước đang phát 
triển đang có nhiều vấn đề như: kẹt xe, ô nhiễm vì 
khói xe…Bạn có ý kiến gì để giải quyết các vấn đề 
trên không?  

14 
Bài 4 GIAO THÔNG Tình hình giao thông ở nước bạn như thế nào? 

Người ta đi lại chủ yếu bằng những phương tiện gì? 
15 Bài 4 GIAO THÔNG Giá mà...thì/ có...đâ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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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ài 5 THẾ MÀ TÔI 
CỨ TƯỞNG ÔNG 
ẤY ĐẾN RỒI  

Có người cho rằng thanh niên hiện nay sống sung 
sướng hơn thời trước (thời của ông bà, thời của cha 
mẹ họ). Bạn có ý kiến gì về vấn đề này? 

17 
Bài 5 THẾ MÀ TÔI 
CỨ TƯỞNG ÔNG 
ẤY ĐẾN RỒI 

Theo bạn, vì sao người ta cần phải làm việc? Vì sao 
có những người thất nghiệp? Để không còn người 
thất nghiệp nữa, chúng ta phải làm gì? 

18 總複習 統整學習內容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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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第二外國語 (進階越南語 2) 

英文名稱 Second Language 

授課年段 高三下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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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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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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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依校選填)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第二外國語(越語)的興趣與基本能力。 

2. 培養學生以第二外國語(越語)進行日常生活溝通的基本能力 

3. 增進學生對國際事務及第二外國語(越南)國家民俗、文化、社會的了解， 

增際視野迎接全球時代的來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Bài 6 
NÔNG THÔN 
&THÀNH THỊ 

Theo bạn, cuộc sống ở nông thôn và cuộc sống ở thành thị 
khác nhau thế nào? Đâu là điểm thuận lợi khi sống ở 
thành phố? 

2 

Bài 6 
NÔNG THÔN 
&THÀNH THỊ 

Hiện nay số người sống ở nông thôn đổ về các thành phố 
lớn tìm việc làm ngày càng tăng, gây nên tình trạng quá 
tải ở các thành phố…Bạn có ý kiến gì để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này không? 

3 

Bài 6 
NÔNG THÔN 
&THÀNH THỊ 

Đối với 1 số người, nông thôn chỉ là nơi để họ đến nghỉ 
ngơi, thư giản sau thời gian làm việc căng thẳng ở thành 
phố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nơi lý tưởng để họ sống suốt đời. 
Bạn nghĩ gì về điều này? 

4 
Bài 6 
NÔNG THÔN 
&THÀNH THỊ 

Có...thì/ cũng...nữa/ cái 
Trong, ngoài, dưới, trên/ thôi 

5 
Bài 7 
THỜI GIAN 
RẢNH RỖI 

Theo bạn, ở nước công nghiệp phát triển hay ở nước 
đang phát triển, ở đâu người ta được rảnh rỗi nhiều hơn? 

6 
Bài 7 
THỜI GIAN 
RẢNH RỖI 

Có nhiều phụ nữ vừa đi làm, vừa phải chăm sóc gia đình 
nên không có nhiều thời gian rảnh rỗi cho riêng mình 
như nam giới. Bạn có ý kiến gì về vấn đề này? 

7 
Bài 7 
THỜI GIAN 
RẢNH RỖI 

Theo bạn, ở nước công nghiệp phát triển hay ở nước 
đang phát triển, ở đâu người ta được rảnh rỗi nhiều hơn? 

8 Bài 7+ 8 Bạn thường làm gì khi rãnh rỗi? 

9 
Bài 8 
THỂ THAO 

Học ở trung học, bạn đã tham gia những môn thể thao 
nào ở trường? Bạn có kỷ niệm gì đặc biệt không? 

10 
Bài 8 
THỂ THAO 

Môn thể thao bạn yêu thích nhất là gì? Bạn có thể cho 
biết tại sao không? 

11 
Bài 8 
THỂ THAO 

Thực là/ cho rồi/ có điều 
Thật ra, thực ra/ may mà...không thì 

12 
Bài 9 
VĂN HÓA 
PHONG TỤC 

Trong thời gian sống ở Việt Nam, có những phong tục 
hoặc cách cư xử nào của người Việt làm cho bạn ngạc 
nhiên, thậm chí khó chịu khô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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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ài 9 
VĂN HÓA 
PHONG TỤC 

Theo bạn, trước khi đến sống ở 1 nước khác, chúng ta có 
nên tìm hiểu kỹ nền văn hóa của nước đó không? Vì sao? 

14 Bài 9+10 Hãy cho biết vài phong tục mà bạn cho là thú vị. 

15 

Bài 10 
CHỊ LÀM NHƯ 
GIÀ LẮM RỒI 
VẬY 

Theo bạn, tại sao phần lớn thanh niên ở những nước 
đang phát triển muốn sống ở thành thị hơn ở nông thôn? 

16 

Bài 10 
CHỊ LÀM NHƯ 
GIÀ LẮM RỒI 
VẬY 

Bạn thấy có cần thiết phải giữ gìn tất cả những phong tục 
tập quán đã có từ lâu đời của 1 dân tộc không? 

17 

Bài 10 
CHỊ LÀM NHƯ 
GIÀ LẮM RỒI 
VẬY 

Bạn có tập thể dục hoặc chơi thể thao thường xuyên 
không? Lý do? 

18 總複習 統整學習內容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 49 ~ 
 

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科-現代文學任遨遊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中一年級上學期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引進現代文學，建立學生概念。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現代文學概要 民國初年至抗戰時期現代文學概況 

2 現代文學概要 台灣光復後至 80年代現代文學概況 

3 現代文學概要 80年代至 21世紀現代文學概況 

4 現代小說 中國作品簡介 

5 現代小說 台灣作品簡介 

6 現代小說 華人作品簡介 

7 現代詩 現代詩流派介紹 

8 現代詩 中國現代詩人介紹 

9 現代詩 台灣現代詩人介紹 

10 現代散文 現代散文風格簡介 

11 現代散文 中國現代散文作家 

12 現代散文 台灣現代散文作家 

13 作家專題 華人女性作家介紹 1 

14 作家專題 華人女性作家介紹 2 

15 作家專題 華人男性作家介紹 1 

16 作家專題 華人男性作家介紹 2 

17 成果發表 分組報告 

18 課程回顧 成果回饋 

學習評量 
■教師觀察 ■課堂參與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學生國中會考(或國中畢業)時之國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前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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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中文名稱 看盡人生百態：古典戲曲與小說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中一年級下學期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1. 以閱讀小說與戲曲文本為中心，培養學生文學欣賞與審美能力。 

2. 了解小說家與戲曲家如何運用文字來描寫人生百態，並進一步學習其寫作技

巧。 

3. 了解小說與戲曲所蘊含的文化與歷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概論 古典小說流變 

2 傳奇小說 聶隱娘文本閱讀 

3 傳奇小說 聶隱娘電影分析與比較 

4 四大奇書-水滸傳系列 水滸傳文本閱讀 

5 四大奇書-水滸傳系列 水滸傳電影與電視劇分析與比較 

6 四大奇書-三國演義系列 三國演義文本閱讀 

7 四大奇書-三國演義系列 三國演義電影與電視劇分析與比較 

8 四大奇書-西遊記系列 西遊記文本閱讀 

9 四大奇書-水滸傳系列 水滸傳電影與電視劇分析與比較 

10 中國戲曲概論介紹 古典戲曲流變 

11 戲曲作品賞析-竇兒冤系列 竇兒冤文本閱讀 

12 戲曲作品賞析-竇兒冤系列 竇兒冤傳統戲曲欣賞與比較 

13 劇曲作品賞析-西廂記系列 西廂記文本閱讀 

14 劇曲作品賞析-西廂記系列 西廂記傳統戲曲欣賞與比較 

15 崑曲作品賞析-牡丹亭系列 牡丹亭文本閱讀 

16 崑曲作品賞析-牡丹亭系列 牡丹亭傳統戲曲欣賞與比較 

17 南曲作品賞析-南柯記系列 南柯記文本閱讀 

18 南曲左品賞析-南柯記系列 南柯記傳統戲曲欣賞與比較 

學習評量 
■教師觀察 ■課堂參與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高一上之國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前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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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科-與唐文學的綺麗旅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中二年級上學期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認識唐代文學的發展與欣賞不同文體之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近體詩概論與流變 
1.韻文的演化及流變 

2.宮廷詩、復古派詩作風格 

2 盛唐詩系列-浪漫派 浪漫派作家與作品 

3 盛唐詩系列-社會寫實派 社會(寫實)派作家與作品(盛唐) 

4 中唐詩系列-社會寫實派 社會(寫實)派作家與作品(中唐) 

5 盛唐詩系列-邊塞派 邊塞派作家與作品 

6 盛唐詩系列-山水田園派 山水田園(自然)派作家與作品(盛唐) 

7 中唐詩系列-山水田園派 山水田園(自然)派作家與作品(中唐) 

8 中唐詩系列-奇險怪誕派 奇險(怪誕)派作家與作品 

9 晚唐詩系列-閨閣唯美派 唯美派作家與作品 

10 唐代韻文介紹-駢文(1) 
1. 駢文發展概況與特色 

2.初唐四傑作品節錄賞析 

11 唐代韻文介紹-駢文(2) 晚唐作品節錄賞析 

12 唐代非韻文介紹-散文(1) 1. 散文發展概況散文作品節錄賞析 

13 唐代非韻文介紹-散文(2) 古文運動作品節錄賞析 

14 唐傳奇概述與流變 
1. 古典小說流變 

2. 愛情類傳奇文本節錄賞析(1) 

15 唐傳奇小說系列-愛情類 愛情類傳奇文本節錄賞析(2) 

16 唐傳奇小說系列-神怪類 神怪類傳奇文本節錄賞析(1) 

17 唐傳奇小說系列-神怪類 神怪類傳奇文本節錄賞析(2) 

18 唐傳奇小說系列-豪俠類 豪俠類傳奇文本節錄賞析 

學習評量 
■教師觀察 ■課堂參與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高一下之國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前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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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科-宋詞精粹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中二年級下學期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認識宋代文學的發展與欣賞宋詞之美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柳永《雨霖鈴》 生平介紹 

2 柳永《雨霖鈴》 創作動機 

3 柳永《雨霖鈴》 作品賞析 

4 柳永《雨霖鈴》 作品賞析 

5 柳永《雨霖鈴》 作品賞析 

6 蘇東坡《定風波》 生平介紹 

7 蘇東坡《定風波》 創作動機 

8 蘇東坡《定風波》 作品賞析 

9 蘇東坡《定風波》 作品賞析 

10 蘇東坡《定風波》 作品賞析 

11 李清照《一翦梅》 生平介紹 

12 李清照《一翦梅》 創作動機 

13 李清照《一翦梅》 作品賞析 

14 李清照《一翦梅》 作品賞析 

15 辛棄疾《西江月》 生平介紹 

16 辛棄疾《西江月》 創作動機 

17 辛棄疾《西江月》 作品賞析 

18 辛棄疾《西江月》 作品賞析 

學習評量 
■教師觀察 ■課堂參與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高二上之國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前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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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國文科-先秦散文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中三年級下學期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理解先秦散文風格特色，窺探先秦諸子思想面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左傳選 鄭伯克段於鄢 

2 左傳選 鄭伯克段於鄢 

3 墨子選 兼愛 

4 墨子選 兼愛 

5 楚辭選 國殤 

6 楚辭選 國殤 

7 戰國策選 觸龍說趙太后 

8 戰國策選 觸龍說趙太后 

9 韓非子選 齊桓公好服紫  

10 韓非子選 定法(節錄) 

11 禮記學記選 師嚴道尊 

12 禮記學記選 進學之道 

13 老子選 五色令人目盲 

14 老子選 小國寡民 

15 莊子選 河伯與海若 

16 莊子選 莊周貸粟 

17 莊子選 濠梁之辯 

18 報告發表 各組上台報告 

學習評量 
教師觀察 課堂參與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高二之國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前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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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大一英文先修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1.介紹英美古典文學，為大學學程預作準備。 

2.介紹寫作技巧，加強英文寫作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Reading Strategy Skimming and Scanning 

2 Reading Strategy  Brain Stroming 

3 
Classic Literature- 

Greek Mythology 
介紹希臘眾神以及神話故事 

4 
Classic Literature – 

Roman Mythology 
介紹羅馬眾神以及神話故事 

5 
Classic Literature- 

English Peoms 
介紹浪漫時期英國經典詩句。 

6 
Classic Literature - 

English Peoms 
介紹文藝復興時期經典詩句 

7 

Classic Literature - 

The Dramas of 

Shakespare 

介紹莎士比亞四大喜劇 

8 

Classic Literature - 

The Dramas of 

Shakespare 

介紹莎士比亞四大悲劇 

9 Midterm Test Midterm Test 

10 
基礎寫作練習-段落寫作 運用範文及實際練習，讓學生瞭解五段式作

文的寫作方式。 

11 
基礎寫作練習-主旨的重

要性 

運用範文讓學生瞭解文章的主旨以的重要

性及段落寫作方式，並讓學生實際練習。 

12 
主旨句與支持句的運用 了解主旨句以及支持句的基礎用法，並能活

用於文章中。 

13 
轉折語練習 練習利用轉折語構句方式，並能活用於文章

中。 

14 
文章結構概述 運用範文及實際練習，讓學生了解文章的結

構以及段落安排對文章的整體影響。 

15 
文體的比較—論說文及比

較文 
練習寫作論說文以及比較文體。 

16 
文體的比較—描述文寫作 精進 Description寫作技巧，讓學生能夠描

述人物及事物。 

17 Writing practice 學生試圖寫出文章並修正 

18 Final Test Final Test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課堂參與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教師觀察 □其他： 

備註 將高二之英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前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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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課程(1)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補強高中三年數學概念，做大學學習的準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數與數線 
1. 了解有理數、無理數、有限小數、循環小數、無限小數 

2. 熟悉四則運算，算幾不等式、乘法公式與根式的運算 

2 數線上的幾何 
1. 了解數線上兩點距離的定義 

2. 熟悉分點公式、中點公式、一次不等式、三角不等式 

3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

其圖形 

1. 學會一次函數圖形的意義，並了解斜率與截距的意義 

2. 學會二次函數圖形的意義與性質，並會圖形平移的觀念 

4 
多項式的運算與應

用 

1. 熟練利用餘式定理與因式定理在判定部分多項式因式分解的

問題 

2. 學會插值多項式 

5 多項式方程式 

1.二次方程式，並運用根與係數關係 

2.學會利用勘根定理找根，及熟悉代數基本定理與虛根成對定理

的應用 

6 
多項式函數的圖形

與多項式不等式 

1.熟悉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2.了解高次不等式函數圖形特徵，與簡單高次不等式的解法 

7 指數 

1. 了解指數的意義，並知道指數的符號與簡化運算式 

2. 了解指數律的由來、定義、推廣過程 

 

8 指數函數 
1. 能判斷指數函數的遞增遞減性，與凹向性及對稱關係 

2. 熟練解指數方程式與不等式 

9 對數 

1. 了解對數的符號與意義，並熟悉對數與指數間的轉換 

2. 能利用指數律導出對數的基本性質，並了解對數的功能為化

乘除為加減 

10 對數函數 
1. 利用對數函數圖形的概念比較出對數之間的大小關係 

2. 熟練解對數方程式與不等式 

11 數列 
1.了解數列的意義 

2.學會遞迴定義式，培養觀察、歸納之能力 

12 級數 學生能自行推導出等差、等比數列前 n 項的總和 

13 
邏輯、集合與計數

原理 

1.了解集合符號的意義與基本運算 

2.學習集合的計數原理與取捨原理 

14 排列與組合 
1.了解相異物排列與不盡相異物排列的意義與差別 

2.了解相異物組合公式的意義與解重複組合的意義 

15 二項式定理 

1.了解二項式定理的由來，並.能求出二項式展開式中任一項的

係數 

2.了解巴斯卡三角形的建構基礎 

16 樣本空間與事件 
1.了解古典機率的定義與基本性質 

2.能利用集合計數的取捨原理，推導出有關機率的取捨原理 

17 機率的定義與性質 
1.了解古典機率的定義與基本性質 

2.能利用集合計數的取捨原理，推導出有關機率的取捨原理 

18 
條件機率與貝氏定

理 

1.了解機率的乘法原則 

2.了解貝氏定理的意義，並能由已知條件機率 )( iABP 透過貝

氏定理求出 )( BAP i  

備註 將高二之數學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後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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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補強課程(2)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三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補強高中三年數學概念，做大學學習的準備。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一維數據分析 

1.能了解平均數、加權平均數、幾何平均數、中位數、

眾數、變異數、標準差等數據所代表的意義 

2.學會分組資料的平均數、變異數、標準差的求法 

2 二維數據分析 
1.透過相關係數判斷兩變數之間的線性相關強度 

2.了解最小平方法與迴歸直線的意義 

3 直角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1. θsin ， θcos ， θtan 的基本性質 

4 廣義角與極坐標 
1.廣義角三角函數的性質 

2.極坐標的定義，直角坐標與極坐標的轉換 

5 正弦定理、餘弦定理 
1.正弦、餘弦定理的推導，與求解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2. 熟悉海龍公式 

6 和角公式與差角公式 
1.認識差角公式與、角公式、倍角公式、認識半角公

式 

7 三角測量 1.簡單的平面測量與立體測量 

8 直線方程式及其圖形 
1.直線的斜率及方程式 

2.兩直線的關係 

9 線性規劃 
1.二元一次不等式 

2.線性規劃 

10 圓與直線的關係 
1.圓的定義與方程式 

2.圓與直線的關係及.圓的切線 

11 平面向量的表示法 
1. 向量的幾何表示法與坐標表示法 

2. 向量的加減法與係數乘法 

12 平面向量的內積 
1. 向量的夾角與內積 

2. 柯西不等式及正射影的公式與應用 

13 直線的參數式與法向量 
1.直線的參數式，直線方程式與參數式的互換 

2.求兩直線的交角及點到直線上的距離 

14 面積與二階行列式 
1. 面積公式與二階行列式的運算 

2. 兩直線幾何關係的代數判定，克拉瑪公式 

15 空間概念 
1.辨別空間中兩平面的關係、空間中兩直線的關係、

直線與平面的關係 

16 空間向量的坐標表示法 

1.了解空間坐標系，能描繪空間點的坐標，並計算兩

點距離 

2. 空間向量的加法，係數乘法與線性組合 

17 空間向量的內積 

1. 介紹空間向量的內積表示法，推導空間向量的內積

的基本性質 

2. 柯西不等式及正射影的公式與應用 

18 外積、體積與行列式 

1. 介紹外積與正弦的關聯，兩向量所張出的平行四邊

行面積及三向量所張出的平行六面體體積 

2. 介紹三階行列式的定義與性質及三向量所張出的

平行六面體體積的關係 

備註 將高二之數學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後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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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課程(1)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針對英文學習成就較差之學生進行補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Lost in school 1. The basic vocabulary words for school 
2. Find out main idea 

2 Lost in school 五大句型與八大詞類 

3 A Lesson in Forgiveness 1. The basic vocabulary about forgiveness 
2. Find out main idea 

4 A Lesson in Forgiveness Adverbial phrase 

5  A Colorful Life 1. The basic words about life 
2. paragraphing 

6  A Colorful Life sense verb and linking verb 

7 
A Recipe for a Delicious 
Friendship 

1. The vocabulary about cooking 
2. The vocabulary about friendship 

8 
A Recipe for a Delicious 
Friendship 

S + make + O + OC (adj./N) S + 
leave/keep/find + O + OC (adj./prep. phrase) 

9 Midterm review Midterm review 

10 
When in Bulgaria, Do as 
the Bulgarians Do 

1. The basic article structure 
2. The vocabulary for the culture 

11 
When in Bulgaria, Do as 
the Bulgarians Do 

S + sense verb (feel/see/hear/watch/ 
notice/etc.) + O + V/V-ing 

12 
The Long-Haired Spirits 
and the Thao 

1. vocabulary about different races 
2. Reading strategy : skimming 

13 
The Long-Haired Spirits 
and the Thao 

1. S + have + been + p.p. (+ by O) 
2. S + causative verb (let/make/have) + O + V 
S + be + made + to V (+ by O) 

14 Why Do We Lie? 1. The vocabulary of emotion 
2. Reading strategy : mind map 

15 Why Do We Lie? 
1. The use of in order to 
2. That-clause + be + adj. It + be + adj. + 
that-claus 

16 
Working for Nothing Pays 
Off 

1.  Vocabulary about work. 
2.Reading strategy : Summarizing 

17 
Working for Nothing Pays 
Off 

1. + be/V + as adj. (+ N) as + S2 . . . S1 + V + 
as adv. as + S2 . . .  
2. is time (+ for someone) + to V 

18 段考總複習 考前總複習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學生國中會考(或國中畢業)時之英語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後

50%的學生選修本課程。 



 

~ 58 ~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課程(2)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一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針對英文學習成就較差之學生進行補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In Love with a Cell Phone Vocabulary and Text 
2 In Love with a Cell Phone Relative clause and those who pattern 

3 
The Wonderful World of Hayao 
Miyazaki 

Vocabulary and Text 

4 
The Wonderful World of Hayao 
Miyazaki 

1. Either…or…, neither… nor…。 
2. 假設問句。 

5 Tips for Improving your Memory Vocabulary and Text 

6 Tips for Improving your Memory 
1. The more… the more… 
2. whether … or …, S+V 

7 Blame It on the Brain Vocabulary and Text 

8 Blame It on the Brain 
one… the other(s)… 
one… another… the other(s)… 

9 Let’s Dig in Vocabulary and Text 

10 Let’s Dig in 
1. 副詞子句。 
2. so … that …句型 

11 Mother’s hand Vocabulary and Text 

12 Mother’s hand 
1. As soon as +S +V 
2. 假設問句。 

13 
The Warmer it gets, the worse 
things become 

Vocabulary and Text 

14 
The Warmer it gets, the worse 
things become 

1. Gerund 

15 Ice-cream Tastes have a sweet job Vocabulary and Text 

16 Ice-cream Tastes have a sweet job 
1. Noun clause 
2. Relative clause 

17 Th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Vocabulary and Text 
18 總結性測驗 總結性測驗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學生高一上之英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後 50%的學生選修本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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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課程(3)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上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針對英文學習成就較差之學生進行補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General MacArthur’s 

Prayer for his son 

1. Basic American History 

2. The important words about military 

2 
General MacArthur’s 

Prayer for his son 

1. pattern : not… but… 

2. whose… 

3 The owl who was god  
1. Introducing the fable 

2. The important words about animals 

4 The owl who was god Conjunction and preposition 

5 
Emily Dickinson and her 

poems 

1. The American poem 

2. The important words about poems 

6 
Emily Dickinson and her 

poems 
adverbs of frequency 

7 An unpunished crime 
The basic words about crime. 

Reading strategy: scanning 

8 An unpunished crime 
1. not only…but also… 

2. passive voice 

9 Midterm review Midterm review 

10 Going home 
1. Introducing the English songs 

2. The story reading 

11 Going home participial construction 

12 It’s a new world record 
1. organizing ideas for article 

2. basic vocabulary 

13 It’s a new world record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14 Les miserables 
1. Introducing the drama 

2. The words for theater 

15 Les miserables to one... 

16 One more chance, please revising the paragraph 

17 One more chance, please either and neither 

18 Final review Final review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學生高一下之英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後 50%的學生選修本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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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補強課程(4)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下 

內容屬性 充實(增廣)  ■補強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學習目標 針對英文學習成就較差之學生進行補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Traffic Lights for Foods The important tips for choosing foods 

2 Traffic Lights for Foods 
1. How to use lest and should! 

2. The modal 

3 Shamrocks for st. Patrick 
To know the Irish culture and the St. 

Patrick Festival. 

4 Shamrocks for st. Patrick Adverb Clause 

5 Fight the Banana War 

1. To know the meaning of Fair trade 

2. To know the condition of 

agriculture 

6 Fight the Banana War 
1. Noun clause  

2. It seems that… 

7 Dying to be attractive 

1. The side effects that peoople may 

suffer when they try to improve their 

looks in an artifial way. 

2. What is real beauty? 

8 Dying to be attractive 
S + make + O + OC 

S + leave/ keep / find + OC 

9 Anne Frank’s Diary Introducing the history of WWII. 

10 Anne Frank’s Diary The function of passive voice 

11 
Always open, Always 

Convenient 

1. Vocabulary for convenience stores. 

2. Introduc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venience stores. 

12 
Always open, Always 

Convenient 

1. Because and because of 

2. never and without 

13 You kids are all alike 
1. Introducing the stereotypes. 

2. teaching the vocabulary 

14 You kids are all alike Gerunds review 

15 Butterflies and Elephants 1. the words about animals 

16 Butterflies and Elephants Negative Adverb 

17 Black Holes 
1. linking verbs,  

2.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review 

18 段考總複習 考前總複習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備註 
將學生高二上之英文成績進行模組化提供學生參考，建議後 50%的學生選修本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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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深加廣選修-第二外國語文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第二外國語(越南語 1)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上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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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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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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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第二外國語(越語)的興趣與基本能力。 

2. 培養學生以第二外國語(越語)進行日常生活溝通的基本能力 

3. 增進學生對國際事務及第二外國語(越南)國家民俗、文化、社會的了解， 

 擴增際視野迎接全球時代的來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Bài 1 

Xin chào 

chào, khỏe, không, ông, bà, anh, chị, cô, cảm ơn, xin lỗi, 
tên, là gì, cũng 
29 chữ cái tiếng Việt 
Phụ âm và nguyên âm 

2 
Bài 1 

Xin chào 

Chào chị. 
Chị tên là gì? Tôi tên là Lan. 
Cô có khỏe không? Tôi cũng khỏe. 

3 
Bài 1 

Xin chào 

Đại từ nhân xưng ngôi thứ hai số ít 
Từ nghi vấn “…gì?” 
Câu nghi vấn: “ có … không 

4 
Bài 2 

Tôi là sinh viên 
 

nghề, làm việc, đi đâu, đi làm, bây giờ, ở đâu, hẹn 
gặp lại, lâu quá không gặp 
hướng dẫn viên, nhà báo, thư ký, kỹ sư, bác sĩ, y tá, 
giáo viên, sinh viên, cảnh sát, tài xế, ca sĩ, nhân 
viên bán hàng, nội trợ 
công ty, bưu điện, bệnh viện, trường đại học 

5 
Bài 2 

Tôi là sinh viên 
Dấu thanh (6 thanh) 
11 phụ âm ghép ch, gh, gi, kh, ng, nh, ngh, ph, qu, th, tr, 

6 
Bài 2 

Tôi là sinh viên 

Anh ấy làm nghề gì? 
Anh ấy là y tá. 
Chị làm việc ở đâu? 
Tôi làm việc ở bệnh viện. 
Chị là nhà báo phải không? 
Tôi đi nhé! 
Đại từ nhân xưng ngôi thứ ba số ít 
Câu hỏi với “ phải không?” 
Trợ từ ngữ khí “nhé, ạ” 

7 

Bài 3 
Anh là người 

nước nào 

 

người, nước nào, Việt kiều, Mỹ gốc Việt, sống, ở, 
đều là,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sang, năm, mời, 
vào nhà, chúng ta, chúng tôi, có phải là,  
Mỹ, Việt Nam, Đài Loan, Úc, Hàn Quốc, Nhật Bản, 
Trung Quốc, Pháp, Một, hai, ba, bốn, năm, sáu, bả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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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ám, chín, mười 

8 
Bài 3 

Anh là người 
nước nào 

Phân biệt các nguyên âm: e/ê, o/ô, ơ/â, a/ă 
Phân biệt các phụ âm cuối –ng/-c 

9 
Bài 3 

Anh là người 
nước nào 

Anh là người nước nào?Tôi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Chị có phải là Việt kiều không? 
Tôi sống ở Úc 12 năm rồi. 
Năm nay chị bao nhiêu tuổi? 
Đại từ nhân xưng “chúng tôi” và “chúng ta” 
Câu nghi vấn: “… có phải là … không?” 

10 

Bài 4 

Đây là gia đình 

tôi 

hình, gia đình, ừ, ai, đây là, kia là, của, ba, mẹ, ông 
nội, bà nội, ông ngoại, bà ngoại, em trai, em gái, 
công nhân, đang 

11 
Bài 4 

Đây là gia đình 
tôi 

Phân biệt ai/ay 
Phân biệt âm cuối –n/-t,  -m/-p 

12 
Bài 4 

Đây là gia đình 
tôi 

Đây có phải là hình gia đình anh không? 
Ai đây ạ? 
Đây là ba của anh. 
Kia là ai? 
Trợ từ kết cấu “của” 
Câu hỏi với từ “ai” 
Đại từ nghi vấn “mấy” 
Cách dùng “đây là/ kia là” 

13 
Bài 5 

Đây là cái gì? 
 

cái gì, con gì, chục, trăm, ngàn, triệu, tỷ 
ba lô, khăn mặt, máy vi tính, máy in, đồng hồ, nón, xe 
hơi, bàn, ghế 
cá, bò, thỏ, gà, vịt, dê, chim, voi, khỉ, bò sữa, mèo, chó 
Phân biệt các vần: ao/au 
Phân biệt âm đầu: t-/th 
Phân biệt âm cuối: -nh/-ch 

14 
Bài 5 

Đây là cái gì? 

Đây là cái gì? 
Đây là cái ghế. 
Kia là con gì? 
Kia là con thỏ. 
Cách dùng loại từ “con” và “cái” 
Số đếm trên 100 

15 

Bài 6 

Chị biết lái xe 

hơi không? 

 

căn hộ, phòng, lái xe, ô tô, độc thân, điện thoại, máy 
lạnh, máy điều hòa 
phòng khách, phòng ngủ, nhà bếp, nhà vệ sinh, gara ô tô 
Giường, bàn phấn, ti vi, cửa sổ, bếp ga, bồn rửa, tủ 
chén, tủ lạnh, chén, dĩa, đèn bàn, kệ sách 
Phân biệt i/ê/iê 
Phân biệt các phụ âm cuối  
–m/ -n/ -ng/ -nh 

16 
Bài 6 

Chị biết lái xe 
hơi không? 

Căn hộ của em có mấy phòng? 
Có gara ô tô không? 
Chị biết lái xe không? 
Trong phòng ngủ có bàn phấn không? 
Câu hỏi “có + danh từ + không?” 
Câu hỏi “có + động từ + bổ ngữ + khô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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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âu hỏi “ … đã có … chưa?” 

17 
Bài 7 

Ôn tập 
 

bình thường, cô giáo, chủ nhà, viết chì, bàn ăn, tự thuật, 
quốc tịch, nghề nghiệp, nơi làm việc 

18 
Bài 7 

Ôn tập 

Ôn lại các câu từ bài 1 đến 6 
Ôn và đặt câu với các cấu trúc câu đã học từ bài 1 đến 
bài 6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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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第二外國語(越南語 2)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高二下 學分數 1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第二外語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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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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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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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創新思辨   ■自主學習   □關懷尊重   ■放眼國際 

學習目標 

1. 培養學生學習第二外國語(越語)的興趣與基本能力。 

2. 培養學生以第二外國語(越語)進行日常生活溝通的基本能力 

3. 增進學生對國際事務及第二外國語(越南)國家民俗、文化、社會的了解， 

 擴增際視野迎接全球時代的來臨。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1 

Bài 8 

Bây giờ là mấy 

giờ? 

 

giờ, phút, giây, đúng, rồi, rưỡi, kém, hơn, thường, lúc, 
khoảng 
thức dây, đi ngủ, ăn sáng, ăn trưa, ăn tối, rời khỏi nhà, 

về nhà, nấu cơm, tắm rửa, xem ti vi, đọc báo, tự học 
ngoại ngữ 
Hà Nội,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Thượng Hải, Seoul, 
Tokyo, Manila 
sáng, chiều, tối 

2 
Bài 8 

Bây giờ là mấy 
giờ? 

Phân biệt nguyên âm ư/ơ/uơ 
Phân biệt phụ âm cuối –p/-t,  -c/-ch 

3 
Bài 8 

Bây giờ là mấy 
giờ? 

Cách diễn tả thời gian: giờ 
Từ chỉ thời gian làm trạng ngữ 
Phó từ “thường, khoảng, đã, đang, sẽ, vừa mới” 

4 
Bài 9 

Hôm nay là thứ 
mấy? 

thứ, ngày, tháng, năm, mùng 
hôm nay, hôm qua, hôm kia, ngày mai, ngày mốt, tuần 
này, tuần trước, tuần sau, 
bao giờ, khi nào, trước, sau 
thứ hai, thứ ba, thứ tư, thứ năm, thứ sáu, thứ bảy, chủ 
nhật 

5 
Bài 9 

Hôm nay là thứ 
mấy? 

Phân biệt các nguyên âm: u/ô/uô 
Phân biệt phụ âm đầu: ph-, kh-, h- 

6 
Bài 9 

Hôm nay là thứ 
mấy? 

Cách diễn tả ngày, tháng, thứ, tuần 
Từ hỏi về tương lai “bao giờ, khi nào” 
Trạng từ “ cách đây, trước, sau” 

7 
Bài 10 

Bây giờ là mùa 
xuân. 

mùa, hoa đào, đã, chưa, bao lâu, nữa, vợ, chồng, ấm, 
lạnh, hơi, nóng, mát, nhiều, lễ hội, ăn cơm 
xuân, hạ, thu, đông, mùa mưa, mùa nắng 
năm trước, năm ngoái, năm nay, năm sau, năm tới,  
tháng giêng, tháng chạp 

8 
Bài 10 

Bây giờ là mùa 
xuân 

Phân biệt các cặp vần anh/ach, ung/uc 
Phân biệt các cặp âm đầu t-/đ-, x-/d-,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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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ài 10 

Bây giờ là mùa 
xuân 

Câu hỏi “… đã … chưa?” 
Câu trả lời “có rồi”, “chưa” 
Câu hỏi với từ “bao lâu” 

10 
Bài 11 

Cho tôi xem 
thực đơn! 

Mời, vào, ngồi, làm ơn, xem, thực đơn, ăn, lọ hoa, tủ 
lạnh, thuyền, sông, sân, quần áo, trên, dưới, trong, ngoài 
Cơm, phở, bún, cá kho, rau xào, canh, thịt, súp, bắp cải, 
trứng, cà rốt, tôm, rau muống, cua, bánh ngọt, kem 

11 
Bài 11 

Cho tôi xem 
thực đơn! 

Phân biệt g/gh, ng/ngh 
Luyện phát âm các cặp vần ông/ôc, ong/oc 

12 
Bài 11 

Cho tôi xem 
thực đơn! 

Câu với động từ “có” 
Cách dùng giới từ chỉ sự tồn tại của sự vật “trên, dưới, 
trong, ngoài, bên cạnh” 

13 

Bài 12 

Xin hỏi anh uống 

nước 

 

xin hỏi, uống, nước, ly, lon, chai, đá 
cà phê đen, sữa tươi, bia, sinh tố 
dứa, dưa hấu, rượu, cam, chôm chôm, xoài, chuối, ớt, 
sầu riêng 
thơm, chua, ngọt, cay, mặn, chát 
hơi, lắm, thích 

14 
Bài 12 

Xin hỏi anh 
uống nước 

Câu hỏi với từ “thế nào?” 
Câu hỏi “có + tính từ + không?” 
Từ chỉ mức độ “rất, khá, lắm, hơi” 

15 
Bài 13 

Món này ngon 
hơn 

tiệm, ngon, rẻ, mắc, tươi, đẹp, giá, bằng nhau, mua, thức 
ăn, kí-lô 
cao, thấp, dài, ngắn, lớn, nhỏ, xấu, đẹp, già, trẻ, thơm, 
thiu, dày, mỏng 

16 
Bài 13 

Món này ngon 
hơn 

So sánh hơn 
A và B, … nào/ai + tính từ + hơn? 
So sánh bằng 
A + tính từ + bằng + B 
A và B + tính từ + bằng nhau. 

17 

Bài 14 

Ôn tập 

 

người đi đường, thời gian, nhà hàng,  bắt đầu, 
giàu, nghèo, rộng, hẹp 

18 
Bài 14 
Ôn tập 

Ôn và đặt câu với các cấu trúc câu đã học từ bài 7 đến 
bài 13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 ■教師觀察 □線上測驗 □問卷調查 □檢核表 ■作業單  

□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學生自評 □學生互評 □檔案評量  

□影音紀錄 ■實作評量 □其他：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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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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級活動時數 18 18 18 18 18 14 

社團活動時數 12 12 12 12 12 12 

探索體驗-教育參訪  4  4  6 

校慶系列活動 4  4  4  

健康樂活系列活動與競賽 1  1  1  

母親節系列感恩活動  1  1  1 

大師開講系列講座 

生涯輔導系列講座 

通識講座 

1 1 1 1 1 3 

合計 
36 節 36 節 36 節 36 節 36 節 36 節 

 

說明： 

1. 團體活動時間在高級中等學校每週教學節數以 2-3 節為原則。其中班級活動 1 

節列為教師基本節數。各校可因應實際需求，於團體活動課程安排班級活動、社

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及週會或講座，惟社團活動每學年

不得低於 24 節。 

2. 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

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週 1 節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 1 節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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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要點 

108年 2月 20日課發會通過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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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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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自主學

習計畫，自主實踐與完成計畫，並能將相關成果作為高中學習歷程之一環，

特訂定此要點。 

參、輔導小組： 

  一、成立「學生自主學習輔導小組」負責輔導監督學生自主學習活動。 

  二、「學生自主學習輔導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主席，成員包含學務主任、總

務主任、輔導室主任、各年級導師代表各 1人、家長會代表 1人與自主學習

指導教師代表 1人與學生代表 1人。 

  三、「學生自主學習輔導小組」負責擬定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實施與相關

事宜。 

肆、辦理程序： 

  一、於「課程輔導諮詢說明會」說明選課及學生自主學習事宜，並發放學生自

主學習計畫申請表。 

  二、辦理「自主學習計畫指導」課程，指導學生完成「學生自主學習計畫」，

並送交自主學習指導教師（或各班導師）進行計畫格式審閱通過後，依計畫

實施。 

  三、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內容包含學習主題、學習內容、規劃進度與進行方式，

以及需求設備、空間等，並經教師指導及家長同意後實施。學生自主學習計

畫成果得於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協助下，自行上傳自主學習成果至個人學習歷

程檔案。 

伍、管理原則： 

  一、實施自主學習計畫指導課程時，由輔導室安排教師進行相關課程。 

  二、學生於專科教室或圖書館等空間進行學習時，由教務處安排教師巡視。 

  三、在各班教室進行學習時，可由導師或巡堂人員巡視指導。 

  四、學生出缺席由上述各場域安排之指導教師或導師，協助記錄於學校出缺勤

紀錄表，回報學務處登錄。 

    陸、學生自主學習申請表詳如附件。 

    柒、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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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8學年度年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 

姓名  班級/座號  

自主學習方式 線上課程__________      自訂 

申請學期 (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時數 (    )節/週 

學習主題  相關學科/領域  

內容說明  

週次 學習內容/進行方式 進度 成果 

第一週   

 完 成 線 上 課 程 作 業

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自訂進度 

＿＿＿＿＿＿＿＿＿＿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預期成果  

成果展示 同意      不同意 

空間需求 教室圖書館其他            設備需求  

教師簽名：               家長簽名： 格式審核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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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類

別 

年級/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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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製作/小論文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其他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1 班 1 節 6 週 

                   

                   

選
手
培
訓 

                   

                   

                   

                   

全
學
期
授
課
充
實
／
增
廣
、
補
強
性
教
學 

充實 
/ 

增廣 

國文充實 1 班 1 節 18 週 1 班 1 節 18 週 1 班 1 節 18 週 1 班 1 節 18 週    2 班 1 節 18 週 

英文充實                2 班 1 節 18 週 

                   

                   

                   

補
強
性 

數學補強             2 班 1 節 18 週 2 班 1 節 18 週 

英文補強 1 班 1 節 18 週 1 班 1 節 18 週 1 班 1 節 18 週 1 班 1 節 18 週       

                   

                   

                   

週
期
性
授
課
充
實
／
增
廣
、
補
強
性
教
學 充實 

/ 
增廣 

數學充實       2 班 1 節 6 週          

物理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化學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生物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歷史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地理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公民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數學充實          2 班 1 節 6 週       

物理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化學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生物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歷史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地理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公民充實          1 班 1 節 6 週       

國文延伸             2 班 1 節 12 週    

英文延伸             2 班 1 節 12 週    

自我探索       2 班 1 節 6 週          

潛能開發          2 班 1 節 6 週       

職能試探             2 班 1 節 6 週    

補
強
性 

數學補強 2 班 1 節 12 週                

物理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化學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生物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地科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歷史補強 2 班 1 節 6 週                

地理補強 2 班 1 節 6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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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補強    2 班 1 節 12 週             

物理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化學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生物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地科補強    1 班 1 節 6 週             

歷史補強    2 班 1 節 6 週             

地理補強    2 班 1 節 6 週             

特
殊
需
求 

                   

                   

                   

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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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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計 

(小時) 

預期效益及 

其他相關規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校展演 

與鄰校進行

才藝表演、

演說、球賽

等交流。 

4 

 

4 

 

4  12 

培養學生國際視野，並

能用不同語言與他國交

流，並展現台灣特有文

化習俗，將台灣文化推

廣至全世界。 

國際交流 

與越南在地

及臺灣卓越

學校進行視

訊與實地交

流活動。 

4 4 4 4 4 4 24 

增進學生國際觀並了解

不同文化。並能向他人

介紹台灣及越南。並利

用交流機會，增加人際

關係及溝通能力。 

動態成果展 

就學期學習

成果，以動

態 方 式 表

現。 

4 4 4 4 4 4 24 

提供學生表演舞臺，培

養學生多元能力，增進

學生多元智能、以符應

12年國教課綱精神，多

元展能、適性揚才。 

靜態成果展 

就學期學習

成果，以靜

態 方 式 表

現。 

4 4 4 4 4 4 24 

利用靜態成果展活動，

展現學生平時學習成

果，除了讓家長了解學

生的學習情形外，也同

時增加了學生學習動

力，更密切了親師生間

的關係距離。 

科學活動週 

以科學活動

競賽方式進

行班級及個

人比賽 

 

4 

 

4 

 

4 12 

以一週的時間，進行科

學活動，或團體競賽方

式，或個人闖關遊戲，

藉以驗證學生平日學習

的課程內容，更希望提

昇學生的學習動機，落

實探究與實作的科學精

神。 

校內科學展

覽’ 

由學生組隊

進行科展競

賽 

4 

 

4 

 

4 

 

12 

由學生自發性的組隊，

以平日課堂上所學的基

本知識為出發，發揮研

究精神，進行科學研

究，培養學生探究求真

的精神，更希望能開發

出學生的特色能力，也

希望能同時提昇同儕間

的學習與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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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辦理方式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小計 

(小時) 

預期效益及 

其他相關規定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際體育活

動 

各班間進行

班際體育活

動競賽 

2 2 2 2 2 2 12 

發揚團隊精神，凝具班

級向心力，促進班際關

係，養成愛班精神。 

國際體育交

流 

與本地學校

進行各類體

育競賽 

4 4 4 4 4 4 24 

透過各項球類邀請賽，

促進國際友誼，並藉此

強健學生體能與培養團

隊合作能力。 

國慶升旗典

禮 

邀請家長及

臺胞蒞校辦

理升旗活動 

2  2  2  6 

發揚學生愛國情操，凝

具在地臺商及家長愛國

精神。 

母親節慶祝

活動 

辦理各項表

演及展覽 
 2  2  2 6 

經由系列活動提醒學生

要懂得感恩盡孝並藉此

增進父母與子女間情

誼。 

教師節慶祝

活動 

辦理各項表

演及展覽 
2  2  2  6 

經由系列活動讓學生表

達對教師的感恩之情，

建構良好之師生關係。 

廣達游於藝

藝文展 

辦理藝文作

品展覽 
2  2  2  6 

配合學校大型活動，與

廣達文教基金會合作，

辦理大型藝文展演。在

展演之前，先讓學生學

習先備知識，提昇美感

教育素養。之後再配合

展演活動，指導學生進

行導覽工作，訓練學生

在面對群眾仍能侃侃而

談的能力，為未來學生

的就業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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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 

（一）流程圖 

 

 

 

 

 

 

 

 

 

 

 

 

 

 

 

 

 

 

 

 

 

 

 

 

 

 

 

 

 

 

高一 

1. 課程說明會 
2. 發放選課輔導手冊 
3. 選課系統輔導 

高二 高三 

開
學
前 

學
期
初 

學
期
間 

學
期
末 

期初 
確認選課清單 

加退選期間 
補選或更換課程 

確認選課清單 
並繳回 

本學期 
選課完成 

高一上 
性向測驗施測 

 

高一下 
興趣量表施測 

課程諮詢教師 
團體課程諮詢 

課程諮詢教師 
個別小團體諮詢

詢 

生涯課程 
生涯探索與諮詢 

課程諮詢教師 
課程說明會 

課程諮詢教師 
課程說明會 

課程諮詢教師 
課程及學群分流

 

下學期課程預選 

正確 有誤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選課暨課程輔導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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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5 月底/12 月底 選課宣導 

於前一學期期末進行選課說明會 

轉學生利用報到時段進行選課系統操

作輔導 

2 
6 月初至 6 月底/ 

1 月初至 1 月底  

學生進行

網路選課 

1. 進行分組選課 

2. 以電腦選課方式進行 

3. 規劃 1.5 倍以上選修課程 

4. 相關選課流程參閱上圖 

5. 選課諮詢輔導 

3       開學日 正式上課 
發放網路選課之學生選課確認單 

跑班上課 

4     開學第一週 加、退選 學生於網路系統補選或更換課程 

5     開學第二週 選課結束 
發放加退選後之學生選課確認單，並於

家長簽名後繳回。 

6     每學期期末 選課檢討 召開「期末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二、選課輔導措施 

(一) 發展選課輔導手冊：於 6 月底前提供手冊連結。規劃課程輔導諮詢

系統，提供學生相關課程資訊，掌握課程內容及選修參據，以順利

銜接升學進路。 

(二)生涯探索： 

    1.課程規劃：於 10 年級(高一)實施生涯規劃課程，協助學生自我探

索；並提供職業發展等資訊，以協助學生規劃其生涯願

景。 

    2.心理測驗：10 年級(高一)實施大考中心興趣量表、中學多元性向

測驗；12 年級(高三)實施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提供學

生探索自我潛能、興趣，增進自我了解並作為生涯選擇

之方向。 

    3.生涯講座：辦理國內外大學校系特色說明會、職場發展講座，協助

學生認識大學校系特色、各行各業所需能力特質及發展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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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選組輔導：透過生涯規劃課程、生涯講座、個別諮詢、心理測驗等

方式，協助學生依據本身特質作出合適之生涯選擇。 

    5.生涯諮詢：提供學生生涯探索及個別諮詢，協助善用生涯資源相關

網站。 

(三)升學輔導：協助學生瞭解海外臺校各種升學管道；辦理僑生升學暨校

系選擇說明會；輔導備審資料製作技巧；協助海外聯招聯

合分發志願選填等。 

(四)課程諮詢教師： 

     1.每學期選課前，向學生、家長及教師說明學校課程計畫(課程地

圖)，以及課程計畫與學生進路之關聯。 

     2.於選課期間，與學生討論有關課程內涵、目標與未來大學科系之

關聯性，提供大學各學群採計之科目與入學管道最正確之訊息。 

3.每學期與學生面談討論 1 次，提供學生選修課程諮詢，檢核並修

正學生課程諮詢紀錄，協助自主學習計畫之擬定。 

(五)輔導室需提供學生性向量表之相關資料供課程諮詢教師參考，以便課

程諮詢教師可在最短時間內了解學生的興趣、性向，並提供最佳的輔

導。      

     (六)選課時機：除配合新轉學生於報到時段實施外，其餘各學期均於前一

學期結束前進行網路選課。 

(七)每學期舉辦選課座談會，提供下一學期課程資訊及評估因素，並依學

生需求提供個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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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一、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與時程規劃 

學校課程評鑑之機制，係由各科教學研究會先行彙集教師自我檢核資料

及學生回饋資料，針對各科所開設之課程進行自我檢核，再將檢核結果

及相關佐證表件、資料送課程評鑑小組，以進行學校課程評鑑，並提出

相關結果與建議。學校課程評鑑的時程，以一年為一個循環，規劃時程

如下： 

實施月份 

工作項目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擬定學校課程評鑑計

畫(前一學年度 6 月) 

     
 

        

評鑑小組執行評鑑 
              

教師自我檢核課程實

施狀況 

              

填寫教師教學自我檢

核表 

         
  

   

填寫學生回饋表 
              

各科教學研究會彙集

回饋意見並進行課程

自我檢核 

          

  

  

完成課程評鑑結果報

告 

          
  

  

執行改進實施方案 

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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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課程評鑑小組 

本校課程評鑑委員會為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之課程評鑑工作小組。小組

成員如下: 

委員類別 資格 備註說明 

主席 1 名 教務主任  

校內委員

6 名 
由課發會委員兼任 

(1)由課發會成員中推選六名成員。 

(2)各領域(國文、數學、英文、自然、

社會、藝能科技與體健)委員 1 名。 

(3)開課教師不得參與自行開設課程之

審課評分作業。 

(4)開課教師同時擔任課程評鑑委員會

委員時，對該課程評鑑時須行迴避。 

家長委員

１名 

由課發會委員兼任  (1) 由課發會成員中推選１名成員。 

(2) 具備教育專業背景之學者專家為佳。 

專家委員

1 名 

(1)具備課程發展專業

背景之學者專家 

(2)推動課程發展實

務經驗之教育工

作者 

由校內委員推薦，簽報校長聘任之。 

列席人員 
教學組長 

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 
協助召開會議 

 

三、課程評鑑實施步驟 

課程規劃及教材、回饋表、入班觀課紀錄表等書面資料審查 

→評鑑委員進行評鑑 

→完成課程評鑑結果報告 

→擬定優良、通過或待加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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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評鑑表》 

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 □校內單科 □跨校 □外聘 □其他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 □專題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其他 

教材  
適用年

級 
 

課程類別 □部定必修  □加深加廣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課程目標 
 

 

校本素養或總綱

素養 
 

項 目 評鑑指標 5 4 3 2 1 
課程設計 

評估敘述 

1 

社群

運作 

1-1 成立課程共備發展社群       

1-2 成員定期設計與討論      

1-3 具穩定授課師資      

1-4 諮詢專家學者或有外部檢核      

2 

課程

目標 

2-1 課程目標對應課綱素養       

2-2 課程目標對應本校學生能力指標      

2-3 課程目標包含認知歷程、技能與態度      

2-4 課程縱向和橫向連結明確      

2-5 課程目標對應學校願景與特色      

2-6 課程對應大學學群需求      

3 

評量

設計 

3-1 評量任務明確對應課程目標       

3-2 具多元評量設計      

3-3 評量任務設計貼近生活真實情境      

3-4 評量指標和檢核方式明確      

3-5兼重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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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

設計 

4-1課程內容符合教學目標       

4-2課程難易度適合學生能力      

4-3課程份量適合學分數      

4-4課程設計提供學生自主學習需求      

4-5課程設計提供補教教學需求      

4-6提供教學媒體與教具應用      

5 

教學

方法 

5-1教學方法符合教材性質       

5-2運用適當且具多元性      

5-3能考量學生個別差異      

5-4提供學生互動交流機會      

6 

課程

試行 

6-1課程具有試作具足夠規模和時程       

6-2課程試作過程具有討論及反思      

6-3課程經歷完整修訂歷程      

6-4教學評量與學生回饋納入設計改善      

7 

其他 

7-1教材編寫與試行       

7-2教具的準備      

合計 
 

 

綜合意見陳述： 

1. 優點或特色。 

2.有待改善之處。 

3.對於課程精進之構想。 

4.其他 

註： 

數字代表的意義: 5：(優)、4：(良)、3：(可)、2：(待加強)、1：(亟待加強) 

 

評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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