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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中

普通型 普通班

技術型

專業群科

建教合作班

重點

產業

專班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其他

綜合型

單科型

進修部

實用技能學程

特殊教育及特殊

類型
1.體育班

實驗班

聯絡人
處室 教務處 電話 (089)383629-1201

職稱 教務處主任

備註：不適用型別(普通型、技術型…)可整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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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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班：本校108年11月19日108學年度第2次體發會會議通過

 ※體育班：本校108年11月19日108學年度第2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等級名稱 群別名稱 科系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普通型 學術群 體育班 3 69 3 55 3 76 9 200

合計 3 69 3 55 3 76 9 200

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單科型 學術群 體育班 3 30

合計 3 90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一、學校願景
※臺東體中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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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

優秀運動人才絕對不是只有在競技場上的表現，更須兼具人文的涵養。學生必須深刻體認「運動」本身就是目的，並非手段或工具。一個優質運

動人才應該具備－「健康美、閱讀力、國際觀」的特質，以提升運動情操。 
※學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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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本校課程發展圖 
體發會設置要點 
體發會組織架構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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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發展與特色

一、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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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特色說明

109學年度的課程計畫優點在於落實運動學科及原民文化的多元選修
 1.運動學科-運動心理學及運動人文概論：除強化心理競技能力外，並奠定運動人文素養。

 運動科學概論：由運動傷害防護員協同教學，介紹運動傷害種類與防護之原理及方法。

水上救生：教授水上救生技術及理論，並協助安排參加水上救生協會之考試取得執照 。
 運動員職涯探索：協助認識自我，了解運動員未來發展方向，及建構職涯所需的知識。

2.原民文化-原住民工藝：藉由原民工藝的欣賞與實作，來了解原民藝文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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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一覽表

班別：體育班

類別 領域 科目名稱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分數

 小計
備註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2 2 2 2 0 0 8

英語文 2 2 2 2 0 0 8

數學領域 數學 2 2 0 0 0  4

社會領域

歷史 2 0 0 0 0  2

地理 0 2 0 0 0  2

公民與社會 0 0 0 0 0  0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1 1 0 0 0  2

化學 0 0 0 0 0  0

生物 1 1 0 0 0  2

地球科學 0 0 0 0 0  0

藝術領域

音樂 1 1 0 0 0 0 2

美術 0 0 0 0 1 1 2

藝術生活 0 0 0 0 0 0 0

綜合活動領域

生命教育 0 0 0 0 0 1 1

生涯規劃 0 0 0 0 1 0 1

家政 0 0 0 0 0 0 0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 0 0 0 0 1 0 1

資訊科技 0 0 0 0 1 0 1

健康與體育領域
健康與護理 0 0 0 0 1 1 2

體育 0 0 1 1 1 1 4

全民國防教育 0 0 1 1 0 0 2

體育專業學科 運動學概論 1 1 0 0 0 0 2

體育專項術科
專項體能訓練 4 4 4 4 4 4 24

專項技術訓練 4 4 4 4 4 4 24

必修學分數小計 20 20 16 16 14 12 98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2 2 2 2 2 2 12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3 3 3 3 3 3 18

每週節數小計 25 25 21 21 19 17 128

校訂必修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

水上救生 0 0 0 0 2 2 4  

跨領域/科目統整
運動人文概論 0 0 0 2 0 0 2  

運動科學概論 0 0 2 0 0 0 2  

校訂必修學分數小計 0 0 2 2 2 2 8  

加深加廣

選修

語文領域

語文表達與傳播應

用
2 (2) 0 0 0 0 2  

各類文學選讀 (2) 2 (2) (2) 0 (2) 2  

專題閱讀與研究 0 0 2 2 0 0 4  

英文閱讀與寫作 0 0 0 0 (2) (2) 0  

數學領域 數學乙 0 0 2 2 0 0 4  

社會領域

探究與實作：歷史

學探究
0 0 0 0 (2) 0 0  

探究與實作：地理

與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

0 0 0 0 (2) 0 0  

探究與實作：公共

議題與社會探究
0 0 0 2 0 0 2  

藝術領域 表演創作 0 0 0 0 2 2 4  

綜合活動領域 創新生活與家庭 0 0 0 0 (2) (2) 0  

健康與體育領域 安全教育與傷害防

護
0 0 2 2 0 0 4  

運動與健康 2 2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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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休閒生活 0 0 0 0 2 2 4  

第二外國語文 日語 0 0 0 0 0 2 2  

補強性選

修
自然科學領域

補強-物理 0 0 0 0 (2) 0 0  

補強-化學 0 0 2 0 0 0 2  

補強-地球科學 0 0 0 0 (2) 0 0  

多元選修 通識性課程 生活中的數學 2 2 0 0 0 0 4  

生活英語 0 0 0 0 2 2 4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 2 2 0 0 0 0 4  

自傳與讀書計畫 0 0 0 0 (2) 0 0  

走入數學E世界I 0 0 0 0 (2) 0 0  

走入數學E世界II 0 0 0 0 0 (2) 0  

看Youtube學英文I 0 0 0 0 (2) 0 0  

看Youtube學英文II 0 0 0 0 0 (2) 0  

穿越時空談歷史 0 0 0 0 (2) (2) 0  

英語歌曲教唱I 0 0 0 0 (2) 0 0  

英語歌曲教唱II 0 0 0 0 0 (2) 0  

原住民文學選讀 0 0 0 0 (2) 0 0  

社會先修班 0 0 0 0 0 (2) 0  

初級英文(下) 0 0 0 (2) 0 0 0  

初級英文(上) 0 0 (2) 0 0 0 0  

旅遊英文II 0 0 0 0 0 (2) 0  

書法欣賞與習作 0 0 0 0 0 2 2  

國語文V 0 0 0 0 (2) 0 0

為因應本單科型高中國文必

修選分過少,與111年起繁星採
計國文學業成績範圍擴大至

高三上,特開設此課程,其內容
為普通型高中部訂必修高三

國文內容,不另外填寫課程計
劃表。

英文IV 0 0 0 (2) 0 0 0

為因應本單科型高中英文必

修選分過少,特開設此課程,其
內容為普通型高中部訂必修

高二英文內容,不另外填寫課
程計劃表。

英文初級聽講 (2) (2) 0 0 0 0 0  

英語文V 0 0 0 0 (2) 0 0

為因應本單科型高中英文必

修選分過少,與111年起繁星採
計英文學業成績範圍擴大至

高三上,特開設此課程,其內容
為普通型高中部訂必修高三

英文內容,不另外填寫課程計
劃表。

部落玩家-部落英語
導覽I 0 0 0 0 (2) 0 0  

部落玩家-部落英語
導覽II 0 0 0 0 0 (2) 0  

飲食文學選讀 0 0 0 0 (2) 0 0  

旅行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0  

旅行遊世界 0 0 0 0 (2) (2) 0  

旅遊英文I 0 0 0 0 (2) 0 0  

數學IV 0 0 0 (2) 0 0 0

為因應本單科型高中數學必

修選分過少,特開設此課程,其
內容為普通型高中部訂必修

高二數學B內容,不另外填寫課
程計劃表。

數學分析導引 0 0 0 (2) (2) (2) 0  

數學素養與賞析(二) 0 0 0 (2) 0 0 0  

從編織看世界I 0 0 0 0 (2) 0 0  

從編織看世界II 0 0 0 0 0 (2) 0  

統整數學 0 0 0 0 (2) 0 0  

數學推理 0 0 0 0 0 (2) 0  

歐美電影賞析 0 0 0 0 (2) (2) 0  

閱讀與寫作(for
PISA)

0 0 0 0 2 0 2  

運動文學選讀 0 0 0 0 0 (2) 0  

0 0 2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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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應用英語

夢想旅行社 0 0 0 0 (2) 0 0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
驗

原民手作I 0 0 0 0 (4) 0 0  

原民手作II 0 0 0 0 0 (4) 0  

原住民文化創意(下) 0 0 0 0 0 (4) 0  

原住民文化創意(上) 0 0 0 0 (4) 0 0  

運動心理學 0 0 0 0 0 (2) 0  

STEAM玩創藝(下) 0 0 0 0 0 (2) 0  

STEAM玩創藝(上) 0 0 0 0 (2) 0 0  

山海探索教育 0 0 0 0 4 4 8  

跨領域/科目專題 認識臺灣原住民 0 0 0 (2) 0 0 0  

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阿美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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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文-泰雅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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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文-布農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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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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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文-魯凱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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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文-太魯
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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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文-卑南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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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語文-雅美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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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科目統整 原聲原味 0 0 0 (2) 0 0 0  

其他 特殊需求領域(體育
專長)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足球)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柔道)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射擊)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棒球)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跆拳道)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網球)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擊劍)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田徑)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田徑)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足球)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柔道)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射箭)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射擊)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射箭)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跆拳道)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網球)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擊劍)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舉重)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田徑) 0 0 0 0 (2) (2)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
舉重) (2) (2) 0 0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柔道) 0 0 0 0 (2) (2)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射箭) 0 0 0 0 (2) (2)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射擊) 0 0 0 0 (2) (2)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棒球) 0 0 0 0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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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跆拳道)

0 0 0 0 (2) (2)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
棒球) 0 0 (2) (2) 0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網球) 0 0 0 0 (2) (2)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擊劍) 0 0 0 0 (2) (2)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舉重) 0 0 0 0 (2) (2) 0  

專項戰術應用 2 2 2 2 2 2 12  

競技運動綜合訓練 (3) (6) (3) (6) (3) 0 0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
足球) 0 0 0 0 (2) (2) 0  

選修學分數總計 10 10 12 12 14 1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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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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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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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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跨科協同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本校學習地圖上的重點項目之一，其主要的理念在於提升學生對於當代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的洞察力。課程的進
行將透過世界各區域重要的議題認識與分析，讓參與者進行討論與發表看法，進而統整為自己的能力與觀點。 2.能進一步深
入探討台灣與世界各區域的公共議題與社會現象，並深化為學習的能量與未來對於社會行動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社會科學遇上體中公民行動力

1.簡介探討社會議題的社會科學方法，包含質性與量化研究法。
介紹探究歷程之「發現與界定問題」、「觀察與蒐集資料」、

「分析與詮釋資料」以及「總結與反思」的方法。 2.請學生擇一
校園改善之公共議題，進行一個學期的行動研究，激發體中學生

的公民行動力。 3.於期末總成果報告，分享體中公民行動力之探
究與實作過程。

二 公民小尖兵--公民新識力

1. 帶領學生分析網路媒體資料之立場，培養媒體識讀實戰力，訓
練學生閱讀及查找資訊的能力。 2. 學生小組合作學習，分組擇
一本課程各主題單元之重要案例，於相關主題單元進行時做分

享，培養學生關心社會之公民素養。

三 當部落遇見國家--原住民傳統領域議題

1.以原住民傳統領域爭議事件進行探究，蒐集與閱讀爭議事件所
涉及的相關規範，以及不同立場行動者提出的論述，分析與反思

各種不同立場的爭辯與衝突。 2.與原住民運動參與者對談。 3.國
外相關議題分享。

四 (小組報告) 台東在地議題--知本溼地vs.光電產業

1.引言：台東縣政府規劃，在知本卑南族卡大地布部落的傳統領
域上，開發161公頃的太陽能光電區，由於牽涉「知本溼地」的
環保問題和原住民「諮商同意權」問題，之前曾有過正反爭論。

最後部落「諮商同意」投票結果出爐，贊成票最終領先14票過
關。此開發地涵蓋「知本濕地」，是國際鳥盟認定的重要野鳥棲

地，我們應該如何把關，降低開發對環境衝擊呢？當環保遇上經

濟產業開發，我們到底該如何取捨？還是有兩者兼顧的方法呢？

2.小組主題報告。

五 南洋姐妹—別叫我外籍新娘

1.外籍新娘是一種歧視性的稱呼，背後代表的是一群沒有生活能
力、沒有經濟生產力、佔用台灣（移入國）資源的東南亞女性，

是對東南亞女性的歧視與偏見，也是國內探討移民問題、性別、

族群、勞動等不平等的議題。 2.台東縣擁有許多新住民，此課程
單元在引導學生從日常生活的意義理解與探究，了解人們的行動

隱含特定的意義和價值，理解人們對特定生活事務和現象所賦予

的意義，以深度探索不同文化以及各群體的相互理解。 3.觀影學
習單：公視《別叫我外籍新娘》電視劇，探討性別權力不平等之

關係。片中人自許為「新移民女性」，不再讓台灣的媒體形塑她

們為「等待救援的弱者」。 4.與新住民對談。

六 彩虹在台灣-多元性別面面觀

1.討論「多元性別」、「多元成家」、「婚姻平權」等議題，並
以同婚釋憲案結果讓學生認識與了解什麼是多元性別。在面對同

志朋友時，該如何與他們相處呢？今天就讓我們來談談台灣的多

元性別。 2.【博恩夜夜秀】欸！同婚公投 影音資料：針對社會
既有規範下的特定價值與偏見，能提出批判思考，培養反思探究

能力。 3.與相關人士對談。 4.國外相關議題分享。

七 (小組報告) 台東在地議題--台東垃圾很貴！

1.引言：台東縣每年約有8萬多公噸的垃圾，由於縣內13座掩埋
場，幾乎都已爆滿，完工多年的焚化爐卻因民眾疑慮，遲遲無法

啟用，因此垃圾只能依賴外縣市代燒，台東垃圾問題嚴重，焚化

爐究竟是否該啟用？而民眾擔心的又是什麼呢？日常生活密切相

關的垃圾，該何去何從？又是否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垃圾減量呢？

2.小組主題報告。 3.垃圾減量方法分享：原住民傳統生活智慧之
環保經驗談。

八 藍綠對決？--中華民國與台灣

1.「臺灣」或「中華民國」？是當前國、民兩大黨陣營分歧的根
源。為什麼會形成如此的爭議？臺灣「國家認同」的議題如何浮

現與演變？ 2.紅色勢力滲透？！淺談媒體資訊戰，強化學生媒體
識讀力。 3.學生相關經驗分享。

九 公共利益下的犧牲者—淺談「居住正義」

1.從苗栗大埔事件，解構政府與大企業者以國家、群眾公共利益
為名，施行徵收計畫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檢視「大埔農地徵收事

件」之爭議是否違反法律，此法律是否合乎正義原則，並呈現被

忽視的居住權。 2.紀錄觀點影片賞析-〔樂生〕，藉由學習單，
培養學生觀注一群社會底群的弱勢團體，避免他們被社會邊緣

化、以及在歷史洪流中，被逐漸遺忘。 3.學生相關經驗分享。

十 死刑廢不廢？

1.辯論會：針對是否廢除死刑議題，學生分正、反兩方蒐集資
料、相關規範與不同立場者的論述，並展開辯論廢死爭議，提供

學生分析與反思不同立場者的衝突脈絡。 2.提供死刑存廢的外國
案例，培養學生與對於該議題的國際視野洞察力。

十一 體中公民行動力(期中行動方案發表與分享會) 1.討論學期初選擇的校園公共議題之行動方案。 2.選擇適切的行
動方案，並付諸行動。 3.行動研究心得分享。

十二 核廢哪裡去？

1.辯論會：核能發電，綠不綠？針對核能發電廠是否環保、擁核
還是廢核好？讓學生分正、反兩方蒐集資料、相關規範與不同立

場者的論述，展開辯論，讓學生藉由分析與反思釐清核電廠之存

廢。 2.從蘭嶼核廢相關影音資料，看見達悟族公民行動力。 3.提
供國外綠色能源案例，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4.與相關人士對談。

十三 台東在地議題--農地種豪華農舍&民宿 1.引言：宜蘭農會發動三千人到縣府抗議宜蘭縣府凍結農舍建
照，對農舍申請人資格從嚴申請，現場挺縣府「農地農用」的團

體，和抗議的農民互相叫陣，累積已久的「農地種豪宅」爭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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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引爆。根據農委會的統計，自民國90年至103年底，全台核發
農舍建照已達3萬4704件。其中，宜蘭縣居冠有5704棟，苗栗縣
3863棟，第三名是南投縣3434棟。農地新作物豪宅，改變了農
地的價格，也改變了老農民對退休生活的想像，過去老農的夢想

是終老於自己的田地上，但是飛快增長的農地價格，對比於務農

的低收入，使老農們開始想要把地賣個好價錢拿來退休養老。許

多老農想要賣地退休，可是，想要務農的年輕人卻苦於沒有適合

的土地可以耕作。關於豪宅農舍、民宿發展觀光，灌溉水圳搭排

汙染農地，農地本該農用，我國國土規劃哪裡出了問題？ 2.小組
主題報告。 3.影音資料： 【公視】全台農地大搶購！農田到處
種豪宅！ 【民視新聞】不斷蓋民宿台東農地價翻6倍

十四 白海豚要學會轉彎！？

1.討論台灣將邁向綠能能源，離岸風電產業化可以創造的九千億
商機與兩萬個就業機會。從鋼構、鑄鐵、葉片到海事工程，綠能

不僅是發電，還有機會成為台灣的新產業。然而設置地點台灣海

峽，卻住著族群數量不到100隻，極度瀕危的白海豚(俗稱媽祖
魚)。綠色能源新產業與環境保護該如何兼顧呢？藉由經濟開發
與環境影響評估爭議，來分析與反思各種不同立場的爭辯與衝

突。 2.影音資料賞析：農村武裝青年~白海豚練習曲。

十五
(小組報告) 台東在地議題--面對非洲豬瘟˙校園廚
餘變黃金

1.引言：根據農委會統計，國內共有7,240場養豬場、總計539萬
頭豬，其中以廚餘養豬的共2,045場（65萬頭豬，佔12％，以戶
數來看佔比22%）多為黑豬養豬場。廚餘養豬為環保署解決了惱
人的廢棄物問題，「臺灣每年廚餘有三分之二拿去養豬。」但面

對防疫，我國已經禁止廚餘養豬，導致各地廚餘危機。對於校園

裡的廚餘，有哪些創意的解決方式呢？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2.小
組主題報告。

十六 罷工行不行？

1.關於長榮航空員工罷工一事，台灣輿論目前主流風向是站在資
方角度，認為空服員的訴求不合理、空服員應該站在顧客角度思

考、空服員乾脆辭職算了，幹嘛還要抗議？然而，長榮罷工是否

合理？我們將從勞資關係來看空服員罷工事件，探究這場勞資爭

議中所涉及的相關規範，以及勞資雙方不同立場者提出的論述，

分析與反思各種不同立場的爭辯與衝突，以及如何發展自主的勞

動關係。 2.新聞影音資料分析。

十七 BOT美麗的錯誤--美麗灣渡假村爭議

1.從「美麗灣渡假村」開發案-台東縣政府為推展觀光的第一件民
間自提BOT開發案，來討論台東發展觀光產業與環境保護如何兼
顧？藉由此BOT開發案與環境影響評估爭議，來分析與反思各種
不同立場的爭辯與衝突。 2.杉原海岸-半月形海灣是都蘭灣唯一
大面積的沙灘地形，也是台東海岸唯一的公共海水浴場。這裡是

阿美族日常生活的海域，也是卑南族南王部落神話傳說的起源

地，禁漁區美麗的珊瑚礁、潮間帶生物，更是居民戲水、浮潛、

體驗大自然的最佳去處。如今卻因「美麗灣渡假村」的BOT開發
案，為當地沿海環境生態帶來巨變。環保界戲稱政府山也BOT，
海也BOT。政府應該如何重新分配公平正義，推動國土規劃的永
續政策？ 3.與相關人士對談。

十八 體中公民行動力成果發表會

1.引導學生討論，選擇校園內特定公共議題，以「改變現況」為
目的，採取行動，並對於行動歷程加以反思，以提升解決問題的

能力。 2.請學生將學期初選擇的校園公共議題探究與實作之公民
行動，進行期末總成果報告與歷程心得分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評量方式：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口頭報告、小組作業、心得、辯論表現 二、評量依據： 1.情意方面：從學生的經驗分
享、發言內容及表現，觀察其是否能體會各公共 議題內涵，能對其所知、所行進行覺察省思，且具備積極、客觀、 同理心、
關懷社會與公平正義的態度。 ２.技能方面：從行動研究中，評量學生是否能透過情境脈絡的學習，運用社 會科學學習方法
與策略，整合活用、實踐力行。確實能達到發 現、探究及解決社會生活議題的公民素養能力。 ３.認知方面：學生在課堂小
組合作中，考核其是否了解上課內容與特色。從 課堂問答中，學生是否能針對議題仔細分析後提出自己的見 解。且透過整合
所學，把所學遷移到其他例子進行應用或是實 際活用在生活裡。 三、評量標準： 1.學期總成績（５０％）：（1）認知方面
30%　（2）情意方面20% 　　　　　　　　　　　（3）技能方面30% 　　　　　　　　　　　（4）學習〈出席次數〉態
度等各方之整體表現20% 2.小組成績（５０％）：（1）學科知識：20% （2）上課態度：30% 　　　　　 （3）資料搜集：
20% （4）小組合作：30%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英文名稱： Inquiry and Practice: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1.能藉由地理學的學習，從而獲得知識、問題解決的方法與技術，並能運用地理知識、地理技能、地理研究方法，分析各種
不同的人文社會的現況與環境議題。 2.能藉由資料的收集分析歸納、小組合作、議題討論等方式進行學習，自主發掘探究各
種社會或環境問題，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策略。 3.透過議題討論、小組合作，培養學生社會參與及溝通互動的素
養，發展適切的人際關係，並展現包容、溝通協調、社會參與級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觀光與休閒

1.課程介紹(含表現任務、評量規準) 。 2.認識觀光產業與永續旅
遊(含地方特色) 。 3.討論個人印象深刻的旅遊經驗。 4.分組介紹
部落文化觀光。

二 觀光與休閒

1.課程介紹(含表現任務、評量規準) 。 2.認識觀光產業與永續旅
遊(含地方特色) 。 3.討論個人印象深刻的旅遊經驗。 4.分組介紹
部落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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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與生態景觀 1. 地理景觀的維護和重要性。 2.世界遺產的定義與意涵。 3.世界
遺產的分布與說明。 4.分組搜尋重要的世界遺產並整理其資料。
5.分組報告世界遺產。

四 環境與生態景觀

1. 地理景觀的維護和重要性。 2.世界遺產的定義與意涵。 3.世界
遺產的分布與說明。 4.分組搜尋重要的世界遺產並整理其資料。
5.分組報告世界遺產。

五 環境與生態景觀
1. 生態都市的概念和建立。 2.台東的歷史發展與變革。 3.分組討
論生態都市導入台東之實際作為。

六 環境與生態景觀
1. 生態都市的概念和建立。 2.台東的歷史發展與變革。 3.分組討
論生態都市導入台東之實際作為。

七 環境與生態景觀
1.環境災害影片探討:正負2度C 2.環境災害的成因與監控、防治
3.分組案例分享:台東面臨的環境災害

八 環境與生態景觀
1.環境災害影片探討:正負2度C 2.環境災害的成因與監控、防治
3.分組案例分享:台東面臨的環境災害

九 社區

1.認識社區在生活機能上的意義。 2.比較地方創生與社區總體營
造的差異。 3.整合不同時期地圖或影像來探討社區變遷和特色
（聚落、 街道、河川、地形）。 4. 利用GOOGLE地球觀察景觀
的變遷

十 社區

1.認識社區在生活機能上的意義。 2.比較地方創生與社區總體營
造的差異。 3.整合不同時期地圖或影像來探討社區變遷和特色
（聚落、 街道、河川、地形）。 4. 利用GOOGLE地球觀察景觀
的變遷

十一 社區
1.社區影片分享 2.分組蒐集、比較鄉村社區及都市社區總體 營造
的實例

十二 社區
1.社區影片分享 2.分組蒐集、比較鄉村社區及都市社區總體 營造
的實例

十三 研究流程 1.研讀研究流程並且需要那些架構 2.決定主題

十四 研究流程 1.研讀研究流程並且需要那些架構 2.決定主題

十五 探究與實作 提案企劃實作(學生任務: 小組討論)

十六 探究與實作 提案企劃實作(學生任務: 小組討論)

十七 探究與實作 企劃成果展演 (簡報與海報)

十八 探究與實作 企劃成果展演 (簡報與海報)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評量方式：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口頭報告、作業、實驗與體驗心得、作品 二、評量依據： 1.情意方面：從學生的經驗分
享、發言內容及表現，觀察其是否能體會上課內 容－自然與生活的科學觀，且具備積極、客觀的學習態度。 2.技能方面：從
課程活動中，評量學生是否能對自然與生活作仔細觀察並提出 見解。 3.認知方面：讓同學生在課堂問答，考核其是否了解上
課內容的發展 　　　　　　與特色。 三、評量標準： 1.學期總成績（５０％）：（1）認知方面30%　（2）情意方面20% 　　　　　　　　　　
（3）技能方面30% 　　　　　　　　　　　（4）學習〈出席次數〉態度等各方之整體表現20% 2.作品成績（５０％）：
（1）意見表達：30% （2）上課態度：30% 　　　　　 （3）資料搜集：10% （4）小組合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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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學習目標：

以課綱為中心，兼以教室、教科書為科學知識基礎，並以田野踏查探究教學為核心發展其多元智能： 1.學生為中心：以學生
的基礎知識與能力，設計學生能力所及的探究教學活動。 2.活化教學：讓學生透過閱讀、觀察的方式，從歷程中發展史學探
究知能。 3.回饋機制：讓學生發現學習成效而樂於參與探究學習，進而學習相關的科學知能，持續其探究學習。 4.持續學
習：學生能透過探究，學習史學知識，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歷史史料與史實
訓練學生小組合作，閱讀及查找史料的能力，並分辨史料與史

實。

二 歷史史料與史實
訓練學生小組合作，閱讀及查找史料的能力，並分辨史料與史

實。

三 為何要學習歷史 透過分辨史料與史實，讓學生了解學習歷史的重要性。

四 為何要學習歷史 透過分辨史料與史實，讓學生了解學習歷史的重要性。

五 生活與歷史證據
史學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指導學生以日常生活之議題找出歷史

證據，提升學生對歷史科學知能。

六 生活與歷史證據
史學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指導學生以日常生活之議題找出歷史

證據，提升學生對歷史科學知能。

七 重新建構歷史事實
設計以情境故事引導、狀況題提問，讓學生思考學習如何重新建

構歷史事實。

八 重新建構歷史事實
設計以情境故事引導、狀況題提問，讓學生思考學習如何重新建

構歷史事實。

九 歷史著作選讀與寫作分析 運用史籍、史料及介紹史學家，讓學生了解歷史著作及寫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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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以及史學家的寫作的觀點。

十 歷史著作選讀與寫作分析
運用史籍、史料及介紹史學家，讓學生了解歷史著作及寫作的重

要性，以及史學家的寫作的觀點。

十一 歷史解釋與反思

在閱讀史籍、史料及史學家介紹之後，學生對歷史著作和史學家

的觀點，有了更清楚的認識，能明白歷史解釋為何有極大不同的

觀點。

十二 歷史解釋與反思

在閱讀史籍、史料及史學家介紹之後，學生對歷史著作和史學家

的觀點，有了更清楚的認識，能明白歷史解釋為何有極大不同的

觀點。

十三 歷史解釋的形成

歷史解釋的形成，有許多是作者的觀點，及對人文、社會、民族

和國家，甚至對世界全人類的關懷，而提出問題。對這些問題的

探討，作者依據史料的詮釋，而有了帶主觀意識及看法的歷史解

釋。

十四 歷史解釋的形成

歷史解釋的形成，有許多是作者的觀點，及對人文、社會、民族

和國家，甚至對世界全人類的關懷，而提出問題。對這些問題的

探討，作者依據史料的詮釋，而有了帶主觀意識及看法的歷史解

釋。

十五 歷史判斷與論述觀點
歷史寫作者依其生長環境、所處時空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立

場…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史觀及論述。

十六 歷史判斷與論述觀點
歷史寫作者依其生長環境、所處時空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立

場…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史觀及論述。

十七 學習歷史科學的意義及學生成果發表
綜上學習歷程，學生可從學習歷史科學中，以悲天憫人之心，去

關懷世界。

十八 學習歷史科學的意義及學生成果發表
綜上學習歷程，學生可從學習歷史科學中，以悲天憫人之心，去

關懷世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評量方式：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口頭報告、作業、實驗與體驗心得、作品 二、評量依據： 1.情意方面：從學生的經驗分
享、發言內容及表現，觀察其是否能體會正確史 學觀點，且具備積極、客觀的學習態度。 2.技能方面：從課程活動中，評量
學生是否能對史籍、史料作仔細觀察並提出 見解。 3.認知方面：讓同學生在課堂問答，考核其是否了解上課內容的發展 　　　　　　
與特色。 三、評量標準： 1.學期總成績（５０％）：（1）認知方面30%　（2）情意方面20% 　　　　　　　　　　　
（3）技能方面30% 　　　　　　　　　　　（4）學習〈出席次數〉態度等各方之整體表現20% 2.作品成績（５０％）：
（1）科學知識：30% （2）上課態度：30% 　　　　　 （3）資料搜集：10% （4）小組合作：3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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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訂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動科學概論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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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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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藉由提升運動防護概念，確保學生運動學習品質，降低運動傷害發生率，提高運動傷害復原率，延續本校運動選手的運動生

命，落實運動訓練的績效。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人體結構 認識人體骨骼及肌肉等結構

二 人體動作 認識人體關節種類及動作的分類

三 傷害預防 了解傷害預防的不同面向

四 急性傷害處理 學習傷害急性期的處理方式

五 肌群伸展 認識人體主要大肌群及使用滾筒伸展

六 肌群訓練 利用多方向阻力訓練組進行肌肉強化

七 體適能訓練 認識體適能種類及實作測驗

八 爆發力訓練 利用爆發力訓練器及彈跳床進行爆發力訓練

九 穩定訓練 利用綜合訓練板組強化深層核心肌群進行穩定訓練

十 敏捷協調訓練 利用繩梯進行敏捷協調訓練

十一 有氧訓練 學習增進心肺能力的有氧訓練

十二 疲勞恢復 學習不同的運動後疲勞恢復方式

十三 運動按摩 運動按摩教學用以放鬆肌肉

十四 運動貼紮 學習不同部位的基本運動貼紮

十五 運動包紮 學習使用彈繃的運動包紮

十六 運動心理 了解運動心理常用策略

十七 運動營養 學習運動及體重控制所需相關營養規劃

十八 人體結構 認識人體骨骼及肌肉等結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或體驗心得20%、個人學習歷程檔案20%、口頭報告20%、紙筆測驗10%、實作測驗30%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社會心理、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動人文概論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學生能學習正念減壓、意象訓練之心理技能，促進運動表現。 二、學生能廣泛理解運動的多元內涵，提升運動素養，增
進對運動的熱忱。 三、學生能運用文字或影象整理、紀錄個人學習歷程，並規劃未來生涯選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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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動哲學 運動家精神、公平競爭與倫理、教練領導

二 目標設定 運動的参與與動機

三 情緒調節 心理健康、喚醒水準與焦慮對動作操作的影響

四 正念減壓1 正念理論介紹葡萄乾練習、身體掃描練習

五 正念減壓2 呼吸調節、壓力管理

六 注意力訓練 神經回饋促進(1)：放鬆

七 專注力練習 神經回饋促進(2)：激發

八 意象訓練 意象訓練模擬腳本

九 運動參賽計畫 撰寫個人參賽計畫

十 自我對話 訓練及競賽中的歸因問題

十一 科技不能只是來自於人性 運動科學研究、運動科技

十二 心智圖1 認識心智圖-概念與意涵

十三 心智圖1 運動員創造性思考-生活實踐

十四 團隊動力因素 觀眾影響、團體凝聚力及領導行為

十五 以自然為師 山海教育、探索教育

十六 運動美學 運動文學作品導讀

十七 運動員履歷 數位化學習歷程、升學/就業資訊蒐集整合

十八 我的運動人生 運動生命故事創作(含文字、口語、微電影)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或體驗心得20%、作品(文字影音)30%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20%、口頭報告2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社會心理、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水上救生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為推廣水上安全教育、提倡水上救生技術、培養水上救生員及拯救水難為目的。水上救生課程包括體能訓練、教授水上安全

知識、救生理論、拯溺技巧、心肺復甦法及急救常識等。完成訓練課程而符合考試要求，可獲安排參加各縣市水上救生協會

之救生考試。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課程目的、進度、評分方式

二 水上安全知識的基本概念 人體解剖

三 水上安全知識的基本概念 生理介紹

四 水上安全知識的基本概念 溺水概念

五 水上安全知識的基本概念 各類危險水域介紹

六 急救理論暨實務操作 CPR心肺復甦法

七 急救理論暨實務操作 其他急救法

八 急救理論暨實務操作 各種急救醫學知識

九 期中檢測 實務操作演練

十 各種拯溺技巧的練習 水中實際演練

十一 各種拯溺技巧的練習 下水法(攜同救生浮標)

十二 各種拯溺技巧的練習 仰頭捷泳二十五公尺(限時三十秒)(攜同救生浮標)

十三 各種拯溺技巧的練習 直接拖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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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各種拯溺技巧的練習 下潛拯救

十五 各種拯溺技巧的練習 扶持位置

十六 各種拯溺技巧的練習 拋物距離十公尺、十五公尺等

十七 期末分組操作暨成果報告 實務操作暨PPT簡報

十八 期末分組操作暨成果報告 實務操作暨PPT簡報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分組成果簡報30% 
2.實作40% 
3.平時考核30% 

對應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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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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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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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培養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二、培養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
問題的正確態度。 三、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培養日常生活應用所需的數學知能。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數與函數 數與函數的定義

二 數與函數 握手的學問

三 數列與級數 音調是否按等比級數遞升

四 機率 簡單的骰子機率

五 機率 超好用的撲克牌機率

六 機率 樂透中獎機率

七 機率 籃球運動中跳投的命中率

八 機率 職業籃球賽的勝率怎麼算

九 機率 颱風何時侵襲我們

十 機率 棒球場上的數學

十一 統計 鍵盤字母為何不順序排列

十二 統計 百分比，從銀行到賣場都需要

十三 統計 貸款利息計算

十四 統計 鮮雞蛋與標準差

十五 統計 複利讓你賺更多

十六 對數函數 長途旅行的交通選擇的探討、估計、統計圖表

十七 對數函數 蚊吱聲知多少

十八 對數函數 教室地板被桌椅、講台遮住的百分比的計算與圖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第一次期中評量:學習歷程檔案製作(20%) 第二次期中評量:學習歷程檔案製作(20%) 期末評量: 學習歷程檔案製作(30%) 平時成
績:分組討論(20%)、問題回饋(10%)

對應學群： 數理化、地球環境、財經、遊憩運動、

備註：
參考書籍 《生活的數學，羅浩源》 《環球科大通識教材》 《有錢人的數學，卡加坦.波斯基特》 《生活數學，馬丁.李、瑪西
亞.米勒》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全民英檢初級聽力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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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讓學生能夠具備使用英語溝通與生存的能力。全民英檢的全名是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GEPT)，而“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就是一個人能使用英語去溝通﹑生存並且表達自己情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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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的能力，因此，GEPT想要考的是一個人是否可以用英文在聽說讀寫各種不同的環境之下，適當的表達自己並了解別人。
2.在學習任何一個語言時，最自然的程序是聽﹑說﹑讀，最後到寫。聽，因此為語言學習的根本。語言學習的目的就是溝
通，而我們聽也是為了溝通。溝通成功，我們就可以了解對方與所在的環境，我們也就可以依此去做適當的反應。因為聽的

目的是溝通，我們通常會去聽重點而不是細節。若能成功抓到重點，即便是無法聽懂每一個字，溝通仍然可以繼續。但若是

抓不到重點，溝通則立即失敗。 3.既然GEPT是“Proficiency Test”，因此，它的考題也會以溝通與抓到重點為主要考量。以初
級為例，初級的聽力分四個部份：看圖辨義、問答、簡短對話及短文聽解。這四個部份基本上都遵循溝通與切中要點的原則

與技巧。所以，看圖時，應該看的是整個圖所要表達的意思，而不是其中某一個細節。同樣的，當聽簡短對話時，應該問自

己說話者可能所在的位置、二人的關係、對話的重點等，而不是第三人稱是否有加s這樣的細節。至於問答的部份，通常第一
個字很重要，因為問題通常是以Who、Where、What、How等字開始。若能抓到第一個字，以初級來說，就有極高的機率答
對。也就是說，若沒有聽懂每一個字，也有很大機會選到對的答案。短文聽解的部份則是要聽懂題目在問什麼，除了抓住疑

問詞之外，還要清楚圖片所傳遞的訊息，再仔細聆聽短文中的內容才能選出正確的答案。 4.學生能藉由本課程的學習而具備
基礎英語能力，能理解和使用淺易日常用語，也就是能聽懂簡易的英語句子﹑對話及故事。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Unit 1 看圖辨義

二 Unit 1 看圖辨義

三 Unit 1 看圖辨義

四 Unit 1 看圖辨義

五 Unit 2 問答演練

六 Unit 2 問答演練

七 Unit 2 問答演練

八 Unit 2 問答演練

九 Unit 3 簡短對話

十 Unit 3 簡短對話

十一 Unit 3 簡短對話

十二 Unit 3 簡短對話

十三 Unit 4 短文聽解

十四 Unit 4 短文聽解

十五 Unit 4 短文聽解

十六 Unit 5 聽力測驗實戰練習

十七 Unit 5 聽力測驗實戰練習

十八 Unit 5 聽力測驗實戰練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50%、口語測驗30%、紙筆（含聽力）測驗20%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初級聽講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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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讓學生能夠具備使用英語溝通與生存的能力。溝通是學習語言最重
要的目標，此課程幫助學生自然而然開口說英文，讓學生感受到說英文不是一件難事。 

2. World English和國家地理頻道結合，和世界各地的美景和當地的風土人情結合，運用多媒體影片，吸引學生學習英文的興
趣。它的目標是提供課程豐富的資訊和練習根據課程所提供的程度和學生經驗，讓學生正確地有效率地溝通。透過學生的學

習表現，可以反映出學生的學習成果。 
 

3. World English 使用溝通式教學法，提供清楚的表格和和簡易的對話，讓學生可以輕鬆的練習英文，並且學生可以依據自己
的情況改編，讓學生融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在未來真實情況，可以實際運用。 

 
4.學生能藉由本課程的學習而具備基礎英語能力，能理解和使用淺易日常用語，也就是能聽懂並會講簡易的英語句子﹑對
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一 Unit 1 Vocabulary & Grammar

二 Unit 1 Listening & Speaking

三 Unit 1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四 Unit 2 Vocabulary & Grammar

五 Unit 2 Listening & Speaking

六 Unit 2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七 Unit 3 Vocabulary & Grammar

八 Unit 3 Listening & Speaking

九 Unit 3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 Unit 4 Vocabulary & Grammar

十一 Unit 4 Listening & Speaking

十二 Unit 4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三 Unit 5 Vocabulary & Grammar

十四 Unit 5 Listening & Speaking

十五 Unit 5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六 Unit 6 Vocabulary & Grammar

十七 Unit 6 Listening & Speaking

十八 Unit 6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40%、口語測驗30%、紙筆（含聽力）測驗30%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級英文(上)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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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讓學生能夠具備使用英語溝通與生存的能力。溝通是學習語言最重
要的目標，此課程幫助學生自然而然開口說英文，讓學生感受到說英文不是一件難事。 
2. World English和國家地理頻道結合，和世界各地的美景和當地的風土人情結合，運用多媒體影片，吸引學生學習英文的興
趣。它的目標是提供課程豐富的資訊和練習根據課程所提供的程度和學生經驗，讓學生正確地有效率地溝通。透過學生的學

習表現，可以反映出學生的學習成果。 
 3. World English 使用溝通式教學法，提供清楚的表格和和簡易的對話，讓學生可以輕鬆的練習英文，並且學生可以依據自己

的情況改編，讓學生融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在未來真實情況，可以實際運用。 
 4.學生能藉由本課程的學習而具備基礎英語能力，能理解和使用淺易日常用語，也就是能聽懂並會講簡易的英語句子﹑對

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Unit 7 Vocabulary & Grammar

二 Unit 7 Listening & Speaking

三 Unit 7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四 Unit 7 Vocabulary & Grammar

五 Unit 7 Listening & Speaking

六 Unit 7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七 Unit 8 Vocabulary & Grammar

八 Unit 8 Listening & Speaking

九 Unit 8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 Unit 8 Vocabulary &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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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Unit 8 Listening & Speaking

十二 Unit 8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三 Unit 9 Vocabulary & Grammar

十四 Unit 9 Listening & Speaking

十五 Unit 9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六 Unit 9 Vocabulary & Grammar

十七 Unit 9 Listening & Speaking

十八 Unit 9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40%、口語測驗30%、紙筆（含聽力）測驗3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動應用英語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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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能認識與運動相關的英語詞彙及句子應用，並能用簡單口語和人溝通交談，自行解決出國後所遭遇的實際生活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Sports English 介紹運動賽事英語之國際著名賽事

二 Sports English 介紹運動賽事英語之競技場上的常用語

三 Self-Introduction 自我介紹之相互學習

四 Self-Introduction 自我介紹之上台發表

五 Interview 媒體訪問之相互練習

六 Interview 媒體訪問之上台接受採訪

七 Tours 觀光實際情境演練

八 Tours 觀光實際情境演練

九 Exam1 複習並測驗(紙筆及口語)

十 Shopping 購物實際情境演練

十一 Shopping 購物實際情境演練

十二 Traffic 搭乘交通工具實際情境演練

十三 Traffic 搭乘交通工具實際情境演練

十四 Making Friends 住宿實際情境演練

十五 Making Friends 住宿實際情境演練

十六 Food 緊急狀況實際情境演練

十七 Food 緊急狀況實際情境演練

十八 Exam2 總複習並測驗(紙筆及口語)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學生能通過基本運動英語詞彙檢測。30% 二、學生能用基本的句子和教師或外籍人士對話溝通。40% 三、學生能體會人
類本一家生命共同體的精神10% 四、個人學習歷程檔案觀察與紀錄 (包含學習單﹑紙筆測驗﹑情境演練之影音 檔)20%

對應學群： 外語、文史哲、教育、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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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初級英文(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讓學生能夠具備使用英語溝通與生存的能力。溝通是學習語言最重
要的目標，此課程幫助學生自然而然開口說英文，讓學生感受到說英文不是一件難事。 
2. World English和國家地理頻道結合，和世界各地的美景和當地的風土人情結合，運用多媒體影片，吸引學生學習英文的興
趣。它的目標是提供課程豐富的資訊和練習根據課程所提供的程度和學生經驗，讓學生正確地有效率地溝通。透過學生的學

習表現，可以反映出學生的學習成果。 
 3. World English 使用溝通式教學法，提供清楚的表格和和簡易的對話，讓學生可以輕鬆的練習英文，並且學生可以依據自己

的情況改編，讓學生融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在未來真實情況，可以實際運用。 
 4.學生能藉由本課程的學習而具備基礎英語能力，能理解和使用淺易日常用語，也就是能聽懂並會講簡易的英語句子﹑對

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Unit 10 Vocabulary & Grammar

二 Unit 10 Listening & Speaking

三 Unit 10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四 Unit 10 Vocabulary & Grammar

五 Unit 10 Listening & Speaking

六 Unit 10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七 Unit 11 Vocabulary & Grammar

八 Unit 11 Listening & Speaking

九 Unit 11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 Unit 11 Vocabulary & Grammar

十一 Unit 11 Listening & Speaking

十二 Unit 11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三 Unit 12 Vocabulary & Grammar

十四 Unit 12 Listening & Speaking

十五 Unit 12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六 Unit 12 Vocabulary & Grammar

十七 Unit 12 Listening & Speaking

十八 Unit 12 Pronunciation & Video Journal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50%、口語測驗30%、紙筆（含聽力）測驗2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IV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核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原聲原味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統整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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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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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透過學習並認知原住民族為主題進行跨領域學習(國文、自然、藝文、社會等科)，融會貫通學科知能。
 2. 藉以原聲原味為發想主軸，連結原住民部落生活、文化習俗與農事技藝，並從多元角度理解原住民族，而分有文學篇、樂

舞篇、議題篇、慶豐收篇等四大主題。

3. 建立並維護原民文化知識校園實踐場域：小米(原民耕田)
 5. 透過實作，運用所學進行社會實踐與人文省思。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原聲樂舞 原民樂舞總覽(一)

二 原聲樂舞 原民樂舞總覽(二) (原民音樂裡的文學)

三 原聲樂舞 原民樂舞賞析與探究 (原民音樂裡的文學)

四 原聲樂舞 山海間的呼喚:原民歌謠傳唱

五 原聲樂舞 手舞足蹈山海歡騰:原民舞蹈(原民樂舞裡的文學)

六 原聲樂舞 樂舞教唱集結文學創作(一)

七 原聲樂舞 樂舞教唱集結文學創作(二)

八 原聲樂舞 實作課程:原民園/田野資料樂舞賞析、影音剪輯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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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原聲樂舞 實作課程:原民園

十 原味議題 食在好味道—小米粥/舞動你的味蕾(樂舞結合原民飲食)

十一 原味議題 歡樂慶豐收(成果驗收)

十二 原味議題
議題(一):部落傳統泛靈信仰與新興宗教(宗教議題融入：西方宗教
與傳統習俗之間)

十三 原味議題 實作課程：原民園收穫祭典

十四 原味議題 認識原住民部落與原民作物(小米)的故事

十五 原味議題 文化變遷中的原民作物

十六 原味議題 實作課程：田野資料樂舞賞析、影音剪輯與整理

十七 原味議題 議題(二):原住民的土地觀、財產制……

十八 原味議題 原住民族保留地之思與辯、課程總結與成果發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主題成果報告40%
 2.學習態度30%

 3.分組討論(含實作)30%

對應學群： 資訊、生物資源、藝術、文史哲、教育、管理

備註：

一、跨領域協同教學：

1. 從國文學科角度出發：從原住民文學解讀原住民族群的傳統作物、祭儀、泛靈信仰及其相關樂舞文化內涵，最後搭配成果
展進行原民文物創作與閱讀「悅」覽。

2. 從社會科角度出發：從原住民作物與祭儀出發，探討部落裡的文化變遷，並以公民行動實踐學生商店佈展主題，培養學生
公民素養。

3. 從自然科角度出發：將自然科學植物的生長、觀察、紀錄與實驗結合原民園實作，並在作物豐收中，讓學生認識傳統食材
美妙的化學變化與高營養價值。

5. 從藝術與人文美學出發：將農作物栽種知識，搭配適合校園環境適地適種，綠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認識臺灣原住民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跨領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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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國 S-U-C2 ：了解他人想法與立場，學習溝通、 相處之道，認知社會群體生活的重要性，積極參與、 學習協調合作的能力，
發揮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 

 社-U-B2 ：善用各種科技、資訊、媒體，參與公共事務或解決社會議題，並能對科技、資訊與媒體的倫理問題進行思辨批判。
社-U-C3 ：珍視自我文化的價值，尊重並肯認多元文化，關心全球議題，以拓展國 際視野，提升國際移動力。 

 藝S-U-B3 ：善用多元感官，體驗與鑑賞藝術文化與生活。 
 藝 S-U-C3 ：探索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趨勢。 

 科 S-U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簡介 1.  課程進行及評量方式、分組 課程內容簡介

二 歷史遷移

1.各族歷史遷移介紹、族群分布
 2.「臺灣原住民文化知識網」網站介紹 

 3.電腦軟體應用(資訊融入)

三 社會制度(一) 1.  臺灣原住民各族社會制度介紹

四 社會制度(二) 1.  臺灣原住民各族社會制度介紹

五 祭儀信仰(一) 1.  臺灣原住民祭儀由來之傳說(一)

六 祭儀信仰(二) 1.  臺灣原住民祭儀由來之傳說(二)

七 期中考-1 1.討論與分享
 2.個人心得上傳學習歷程平臺3.電腦軟體應用(資訊融入)

八 建築工藝(一) 石板屋 1.介紹臺灣原住民傳統聚落與排灣族石板屋
 2.石板屋內外空間內涵

九 建築工藝(二) 琉璃珠 1.琉璃珠傳說故事
 2.排灣族與琉璃珠

十 建築工藝(三) 巴拉冠 1.介紹臺灣原住民傳統聚落與卑南族巴拉冠 
 2.巴拉冠內外空間內涵

十一 建築工藝(四) 編織 1.藤或竹來編織器具介紹 
 2.卑南族編織作品賞析(融入藝術人文)

十二 樂舞文化(一) 1.  臺灣原住民族各族的音樂賞析(融入藝術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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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樂舞文化(二) 1.  臺灣原住民族各族的舞蹈賞析(融入藝術人文)

十四 期中考-2 1.  臺灣原住民族阿美族歌謠與舞蹈作品賞析心得

十五 平埔族群

1.平埔族群介紹 
 2.凱達格蘭族簡介 

 3.北投社 
 4.Ki-Patauw女巫之說由何而來

十六 衣飾美學：傳統服飾 1.  從老照片認識傳統服飾

十七 衣飾美學：傳統服飾 1.  我家傳統服飾的故事

十八 期末考
1.期末心得 

 2.參觀史前文化博物館台灣原住民展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討論與發表(40%)
 2.報告作業內容(30%)

 3.出席率 (30%)
 

對應學群： 資訊、建築設計、藝術、社會心理、文史哲

備註：
輔助教材:

 網站「台灣原住民文化知識網」(https://knowlegde.gov.taipei/Default.aspx)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IV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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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分析導引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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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引導學生瞭解數學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2.培養學生以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培養學生欣賞數學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和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4.初階微積分應用到過去所學的數學方法。 

 5.學生具備一些近似值的估計方法。
 6.了解函數之圖形與趨勢。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函數及其圖形 函數的概念、舉例及其圖形

二 函數的極限 函數極限的概念、函數極限的求法

三 導數與切線 導數的概念、意義及導函數

四 微分公式 基本函數的微分公式、四則運算、連鎖律

五 極大值與極小值 相對極值與絕對極值、導數與極值的關係

六 函數圖形的描繪 函數的遞增與遞減、凹向與反曲點、描繪

七 面積 面積、上和與下和、黎曼和

八 無窮數列的極限 數列極限的意義、數列極限的四則運算

九 定積分及反導函數 定積分的概念、性質、微積分基本定理

十 定積分的應用 曲線間的面積、旋轉體的體積、功

十一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預備知識、導函數、公式

十二 對數函數與指數函數 對數函數的導函數、指數函數的導函數

十三 方程式的近似根 賈憲-霍納法、牛頓法

十四 泰勒展開式 一次、二次近似、n 次泰勒展開式

十五 平方根的近似求法 傳統法、阿基米德法、泰勒法、牛頓法

十六 正弦函數值的近似求法 古典求法、泰勒展開式求法、精確度

十七 對數的近似求法 化乘除為加減、泰勒展開式求對數值

十八 定積分的近似求法 矩形法、梯形法、辛浦森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教學中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 學之依據，並使學生
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具認知(知 識)、技能、情意發揮(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及
美感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 演示、心得報告、實
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兼具標準比較 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 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善運用，除作為教 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並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輔導
與合作。 

 7.未通過評 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效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建築設計、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素養與賞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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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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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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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讓學生瞭解符號的寫法，清楚它所適用的情境，確切掌握符號的使用。 
 2.對各單元的題目能獨立思考 並解決問題，從中欣賞到數學的趣味之處。 
 3.引導學生瞭解數學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4.培養學生以 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提供學生在實際生活和學習相關學科方面所需的數學知 能。 

 6.培養學生欣賞數學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和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空間中的點線面 空間概念與圖形

二 空間中的點線面
空間的基本性質，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及直線與平面的位置

關係

三 空間中的點線面 利用長方體的展開圖討論 表面上的兩點距離

四 空間中的點線面 認識球面上的經線與緯線

五 空間中的點線面
由平面與圓錐截痕，視覺性地認識圓錐曲線，及其在自然中的呈

現

六 空間中的點線面 圓錐曲線在自然中的呈現

七 矩陣 矩陣基本運算

八 矩陣 矩陣乘向量的線性組合意涵

九 矩陣 聯立方程式與矩陣

十 矩陣 反方陣與反方陣的應用

十一 矩陣 將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 做矩陣運算的觀念與示範。

十二 矩陣 將矩陣視為資料表，用電腦 做矩陣運算的觀念與示範。

十三 機率 排列組合基礎觀念複習

十四 機率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

十五 機率 條件機率

十六 機率 貝氏定理

十七 機率 列聯表與文氏圖

十八 機率 機率在生活中的應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教學中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 學之依據，並使學生
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具認知(知 識)、技能、情意發揮(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及
美感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 演示、心得報告、實
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兼具標準比較 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 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善運用，除作為教 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並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輔導
與合作。 

 7.未通過評 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效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生命科學、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STEAM玩創藝(上)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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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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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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 能利用分組合作學習並運用科技工具與策略進行提升觀察、思辨的深度與廣度，進行分析探索並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科
S-U-A2)

 2. 能整合工具創作靈活適切的科技媒體，培養資訊倫理，提升思辨能力及專業知能。(科S-U-B2 )
 3. 能以豐富的文化藝術涵養，陶冶優雅氣質，並藉由創作將人文視野融入專業領域，強調技能與人性合一，欣賞科技產品之

美感，啟發科技的創作與分享，塑造美好的生活情境。(科S-U-B3 )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STEAM 概念與理論 STEAM概念與理論介紹

二 STEAM 理論與實作 STEAM於創客技能應用觀摩學習

三 STEAM 理論與實作 STEAM於創客技能應用觀摩學習

四 STEAM 理論與實作 STEAM於創客技能應用現況與趨勢(專家講座)

五 數學應用 測量與單位換算

六 數學應用 面積與體積計算

七 物理應用 力的平衡與重心計算(專家講座)

八 物理應用 電學理論與基本電路

九 生活科技應用 連動機構理論與實作

十 生活科技應用 時鐘及音樂盒設計與製作

十一 創客技能觀摩學習 校外工作坊參訪與體驗

十二 藝術素養與應用 黃金比例應用練習

十三 人文素養與應用 閱讀與詩詞創作練習(專家講座)

十四 化學應用 釉藥調配理論與實作

十五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金屬材料基礎加工實作

十六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實木材料基礎加工實作

十七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陶瓷材料基礎加工實作

十八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創意商品製作與分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分組討論參與程度(30%)
 2.分組報告內容統整性與創造性(20%)

 3.創作作品完整性與實用功能性(20%)
 4.實作歷程的學習與工作態度(3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藝術

備註：

教學方法或策略

1. 創造思考教學法
 2. 分組討論與發表法

 3. 合作學習法
 4. 協同教學法
 5. 示範與實作教學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山海探索教育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外聘(其他)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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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促進學生多元發展 1.增加運動以外的學科知識，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建立多元發展空間。 2.引導學生思考能力，深化正
向品格發展，培養積極學習習態度。 3.認識個人特質及潛能，啟發學生生涯規劃願景，向目標邁進。 二、增進學生學習品質
1.引進專業背景講師/業師，透過適當教學方式帶領學生學習。 2.透過講師/業師專業知識講解及實際練習操作，將理論與實務
結合。 3.提升各領域專業技能、知識及涵養。 三、強化技職產學鏈結 1.與企業合作，建立學生見習制度，提升專業技能發
展。 2.正確職場生涯概念，培養市場競爭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自行車運動 Bike Fit Machine & Bike Jig 功能使用與分組操作，以組別中一人
為量身訂作實驗對象，透過人體運動基本概念，組裝合適自己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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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的單車，體驗人車一體的協調性與速度感。 Day 1 Bike Fit
Machine 使用說明與示範 變速器調整 分組操作 Bike Jig 組裝應
用

二 自行車運動
[單車基礎維修]（一） 1)前後輪拆卸與補胎（內外胎更換） 2)剎
車片拆裝與調整

三 自行車運動

規劃山海線自行車行程，在過程中瞭解自行車特性及機械性能，

熟練各項基礎技能，遇突發狀況能隨機應變、排除困難，面對不

同難度的路線，培養耐力及意志力。 熟悉自行車帶團模式，團
隊分工、各身份專業能力及後勤補給協助，作為單車人文之旅先

前準備工作。

四 自行車運動
學校->中興路->連航路->海巡署->利吉部落->197->台九乙->志航
基地->連航路->中興路->學校（45公里）

五 自行車運動
學校->中興路->連航路->寒舍茶坊->斑鳩->利嘉村->台九->中興
路->學校（45公里）

六 自行車運動
學校->中興路->馬亨亨->台11->都蘭->富岡->石川->志航路->連航
路->中興路->學校（45公里）

七 自行車運動
學校->台九->太麻里曙光公園->台九->台11->知本大學路->台九->
中興路->學校（60公里）

八 海域課程
1）認識海洋環境 2）裝備介紹及使用說明 3）衝浪技能結構與學
科理論 4）衝浪裝備介紹及使用說明 5）衝浪基礎技能學習

九 海域課程
1）認識海洋環境 2）裝備介紹及使用說明 3）衝浪技能結構與學
科理論 4）衝浪裝備介紹及使用說明 5）衝浪基礎技能學習

十 海域課程
1）獨木舟、SUP技能結構與學科理論 2）獨木舟、SUP裝備介
紹及使用說明 3）獨木舟、SUP基礎技能學習

十一 海域課程
1）獨木舟、SUP技能結構與學科理論 2）獨木舟、SUP裝備介
紹及使用說明 3）獨木舟、SUP基礎技能學習

十二 海域課程
1）衝浪、 SUP、獨木舟風險管理課程 2）衝浪、 SUP、獨木舟
（自救與救援）技能

十三 海域課程
1）衝浪、 SUP、獨木舟風險管理課程 2）衝浪、 SUP、獨木舟
（自救與救援）技能

十四 海域課程
獨木舟、SUP體驗學習活動（分二組進行） 衝浪、SUP結合露營
探索體驗活動

十五 海域課程
獨木舟、SUP體驗學習活動（分二組進行） 衝浪、SUP結合露營
探索體驗活動

十六 單車人文之旅
[認識高海拔疾病] 1)高海拔疾病的成因 2)高海拔疾病的病徵 3)高
海拔疾病的預防與處置

十七 山域運動
[野外緊急救護技能與實作] 1)嚴重過敏(蜂螫、蟲咬等) 2)雷擊、
溺水或失溫導致心跳停止 3)骨折、燙傷 4)失溫、中暑、熱衰竭

十八 山域運動
[地圖判讀與目標定位] 1)認識並製作登山地圖 2)指北針定位操作
實務

十九 山域運動 [登山通訊器材操作實務] 1)對講機、衛星電話、衛星導航(GPS)

二十 山域運動 [綜合實習](體中戶外場地露營炊事活動)

二十一 山域運動

[山野實務實習] 金鋒鄉山野實務露營(二天一夜) 1)活動風險評估
與管理 2)登山裝備與打包技巧 3)糧食計畫與炊事技巧 4)夜間行
進與長程健走

二十二 綜合成果考評 各組期末報告及反思

學習評量： 實際操作50%、分組報告30%、職涯規劃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生活英語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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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讓學生喜歡開口說英語，本課將藉由模擬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
情況、際遇、心情或是互動，讓學生可以用最簡單的字彙與句型說出來。 2.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學習多元文化並了解英語
的文化脈絡。本課程95%的單字皆出自教育部頒布的「基礎一千兩百字」，根據這些基礎單字設計校園實用對話，內容皆是
國中小學生的學校生活用語。此外，也由導讀講解幫助學生理解課文內容與文法。 3.本課程模擬6個情境及常用對話。情境對
話內容豐富，包含升旗典禮、期待新老師、課堂相關情境、下課玩耍、午餐菜色、學校運動會、以及週末來臨互道再見等情

境對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升旗典禮 Going to School．上學去

二 升旗典禮
. We're Going to Be Late．我們要遲到了 2. Flag Raising
Ceremony．升旗典禮

三 升旗典禮 . We're Going to Be Late．我們要遲到了 2. Flag 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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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mony．升旗典禮

四 期待新老師 Talking About the New Teacher．討論一個新來的老師

五 期待新老師
1. Is He a New Teacher?．他是新來的老師嗎？ 2.That's Our
Class．那是我們班 3. Get into the Classroom．進到教室去

六 期待新老師
1. Is He a New Teacher?．他是新來的老師嗎？ 2.That's Our
Class．那是我們班 3. Get into the Classroom．進到教室去

七 課堂相關情境 English Class．英語課

八 課堂相關情境

1. Spell Your Name, Please．請拼出妳的名字 2. Open Your
Books．翻開你們的書 3. Page Thirteen, Not Thirty．是第十三
頁，不是第三十頁 4.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C．一個 C 開頭的
字

九 課堂相關情境

1. Spell Your Name, Please．請拼出妳的名字 2. Open Your
Books．翻開你們的書 3. Page Thirteen, Not Thirty．是第十三
頁，不是第三十頁 4. A Word That Begins With C．一個 C 開頭的
字

十 下課玩耍 Let's Play．我們來玩吧

十一 下課玩耍

1. Let's Roller Blade．我們來溜直排輪 2. Stop Reading Comic
Books．別再看漫畫書 3. I Am So Sorry．我很抱歉 4. I'll Buy You
a Soda．我請你喝一瓶汽水

十二 下課玩耍

1. Let's Roller Blade．我們來溜直排輪 2. Stop Reading Comic
Books．別再看漫畫書 3. I Am So Sorry．我很抱歉 4. I'll Buy You
a Soda．我請你喝一瓶汽水

十三 午餐菜色 Lunchtime．午餐時間

十四 午餐菜色

1. Where Did You Just Go?．你剛剛去哪裡？ 2. Let's Share．我
們來分享吧 3. The Taste of Onion．洋蔥的味道 4. You Are a
Picky Eater．你好挑食喔 5. I Love Dumplings．我愛吃水餃 6. I
Have Two of Them．我有兩個

十五 午餐菜色

1. Where Did You Just Go?．你剛剛去哪裡？ 2. Let's Share．我
們來分享吧 3. The Taste of Onion．洋蔥的味道 4. You Are a
Picky Eater．你好挑食喔 5. I Love Dumplings．我愛吃水餃 6. I
Have Two of Them．我有兩個

十六 學校運動會 Sports Day．運動會

十七 學校運動會

1. Track and Field Events．田徑比賽項目 2. Three-Legged
Race．兩人三腳比賽 3. Egg and Spoon Race．湯匙與蛋比賽 4.
You Did Your Best．你盡力了 5. Inside the Gym．在體育館裡面
6. We Won．我們贏了

十八 道別

1. Have a Birthday Party．辦一個生日派對 2. I Envy You．我羨慕
你 3. Which Movie Do You Want to See?．你想看哪部電影？
4.Have a Nice Weekend．週末愉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40%、口語測驗30%、紙筆測驗30%

對應學群： 大眾傳播、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自傳與讀書計畫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本科學習對象主要為針對升學甄試資料準備之高三學生，課程共十八堂，分二部分課程：一為自傳的撰寫，一為讀書計劃
的規劃。 2.撰寫自傳能回顧成長經歷、了解自己性向、優勢並自省劣勢，從而尋找突破或解決之道；讀書計劃之規畫能放眼
未來做好學前準備，並訂定目標後執行。 3.藉由自傳及讀書計劃寫作培養學生的語文表達、寫作、蒐集資料、規劃未來及彙
整資料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方向對了才能到達目的地 自傳寫作原則—構思大鋼、找出主題，寫一個精彩的開頭

二 牛肉在哪裡? 自傳的主要內容介紹及注意事項—自我推銷的基本精神、自傳不
是流水帳

三 大學萬花筒 科系及面試技巧介紹、影片介紹

四 君從何處來 試寫”家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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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的學生時代 試寫”求學經過“

六 選我所愛 試寫”報考動機“

七 我的生活小確幸 試寫”個人興趣“

八 錦上添花 相關資料(獎狀、幹部證明、社團服務)收集及整理

九 文字修修臉 打字、排版及修正文字、統整自傳

十 自傳化妝師 版面美化

十一 面試演習 體育系模擬面試—示範及演練、講評

十二 何謂讀書計劃 讀書計劃之內容、目標介紹

十三 大學學什麼? 蒐集校系學習內容(必修、選修、校訂、系訂課程)、特色

十四 搭讀書計劃鋼架 讀書計劃的寫作形式介紹、範例

十五 近程讀書計劃 試寫”近程讀書計劃“

十六 中程讀書計劃 試寫”中程讀書計劃“

十七 遠程讀書計劃 試寫”遠程讀書計劃“

十八 一目了然 彙整讀書計劃、讀書計劃圖表化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20%、個人檔案60%、小組合作學習(小組、個人口頭報告)20%

對應學群： 文史哲、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走入數學E世界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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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理解並應用符號及文字敘述表達概念、運算、推理及證明。 
 2. 正確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

行數學程序。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1幾何圖形的奧秘 基本幾何圖形概念解析，計算常見生活幾何圖形

二 1-2代數的美麗 數學代數應用，生活中代數之用與計算解析

三 1-3認識Geogebra 實際安裝(自由軟體)、介紹及實作範例

四 2-1使用者介面 介面區指令操作、繪圖區、功能設定

五 2-2物件操作方式 內建工具、物件使用、命名規則、作圖類工具使用

六 2-3代數區 代數入門繪圖、範例製作

七 2-4指令列 指令操作，特殊指令介紹

八 2-5構圖版本 構圖工具使用、範例製作

九 3-1物件屬性-一般頁面 繪圖工具一般頁面使用、範例製作

十 3-2物件屬性-顏色頁面 繪圖工具顏色頁面使用、範例製作

十一 3-3物件屬性-樣式頁面 繪圖工具樣式頁面使用、範例製作

十二 3-4物件屬性-滑桿頁面 繪圖工具滑桿頁面使用、範例製作

十三 3-5物件屬性-進階頁面 繪圖工具進階頁面使用、範例製作

十四 3-6物件屬性-程式頁面 繪圖工具程式頁面使用、範例製作

十五 3-7物件屬性-測驗評量 物件屬性實際操作及評量、，

十六 4-1檔案操作-匯檔 資訊電腦介紹、匯檔使用

十七 4-2檔案操作-圖片 檔案操作、圖片軟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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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4-3檔案操作-評量 自由操作及評量、範例成果介紹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 作業成績評量: 30% 
 2. 電腦操作(實作)評量: 40%

 3. 平時成績:30%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藝術、教育

備註：

教學方法或策略

1. 數學基礎理論解析
 2. 數學範例(幾何與代數)實作

 3. 列舉範例並實際運用於生活
 4. 資訊軟體應用-GeoGebra自由軟體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看Youtube學英文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藉由觀看Youtube頻道學英文，可以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讓學生沉浸在異國的日常生活環境，得到最新的英文話題，用自然
的方式說英文，保有學習英文的熱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好想講英文 接種疫苗

二 好想講英文 居家隔離的生活方式

三 阿滴英文 用英文介紹台灣

四 阿滴英文 視訊英文

五 莫彩曦 挑戰台灣傳統冰品

六 莫彩曦 美國醫療分享

七 Chen Lily 12分鐘內學完常見50句英文

八 Chen Lily 在美國一天需要多少英文

九 The Do Do Man 一日哈佛生

十 The Do Do Man 美國公路之旅-黃石公園

十一 好想講英文 正式場合，自我介紹

十二 好想講英文 天氣變冷，火鍋醬料英文

十三 阿滴英文 常用英文-餐廳點餐篇

十四 阿滴英文 常用英文-機場入境篇

十五 莫彩曦 美國家人對台灣飲料的第一印象

十六 莫彩曦 美國家庭體驗台灣餐廳

十七 Chen Lily 在加拿大一天，需要多少英文?

十八 Chen Lily 教你30句進階英文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口語測驗30%、紙筆測驗7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穿越時空談歷史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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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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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以課綱為中心、社會科知識為基礎，輔以資訊融入教學、田野調查訪談與小組合作，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1.以學生的基礎知識與能力，設計學生切身相關的教學活動內容，使學生能對生活的日常產生歷史感。
 2.從個人、家族、社區到國家，以族譜、族群、飲食與閱聽方式，讓學生理解文化間的相互作用與文化多元之美。

 3.透過主題式教學，引導學生看見文化資產的歷史意涵並了解保存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台灣多元族群(原住民族)
1.介紹台灣原住民文化與特色（分布地點、人口數、節慶、儀式
等文化特色）

2.各組將收集到的原住民族文化歷史景點資料與全班分享

二 台灣多元族群(非原住民族)
1.介紹中國來台者的過去（如移入史、族群衝突等）、文化特
色。

2.各組將收集到的漢人文化歷史景點資料與全班分享

三 台灣多元族群(新住民)

1.介紹在臺人數最多的越南與印尼新住民文化 （包括政治、宗
教、飲食、文化等與我國的異同）

2.介紹在臺人數次多的泰國與菲律賓新住民文 化（包括政治、宗
教、飲食、文化等與我國的異同）

3.發現文化位階，解構對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4.各組將收集到的
新住民文化景點資料與全班分享

四 讀史從自己

1.族譜繪製方法介紹
 2.資訊融入教學：雲端XMIND數位家譜繪製

 3.族譜相關資料蒐集：文字、史料、照片、音訊、影音、報導媒
體報導、社群網站、雲端資料、住家地理資訊，以便整合在族譜

裡

五 你說，我寫繪族譜 學生雲端XMIND數位家譜繪製

六 你說，我寫繪族譜 學生雲端XMIND數位家譜繪製

七 小組合作報告 小組合作篩選族群代表性族譜發表與分享

八 餐桌上的台灣味

1.原汁原味：介紹台灣原住民傳統飲食文化
 2.原住民不只小米：穿梭過去與現在(例如：高山茶與咖啡)，了

解原住民因應當代的作物變遷

九 餐桌上的台灣味

1.介紹日治時期「台灣料理」，了解日治時期對台灣飲食的影響
 2.介紹古早台灣味：庶民的餐桌，從家常食物、節慶辦桌食物與

街頭小吃的文化意涵

十 餐桌上的台灣味
1.介紹戰後飲食版圖的重劃，「中國菜」的混雜與在地化

 2.介紹本土化下的族群、階級與飲食「傳統」的創造

十一 異地生根台灣味 介紹新住民影響下的台灣飲食新南向風味

十二 家鄉飄香味
學生小組合作手繪飲食文化地圖：各組將收集到的特色餐飲景點

結合歷史文化資料，繪製成具有歷史意義的飲食文化地圖

十三 小組合作報告 台灣飲食文化地圖發表與分享

十四 悅聽˙閱聽(原聲中的歷史) 1.原住民各族代表性歌曲之傳統文化意涵
 2.現代至當代原民歌曲歷史敘說

十五 悅聽˙閱聽(歌謠曲風看政權遞嬗) 從民間歌謠介紹台灣歷史變遷

十六 悅聽˙閱聽(噤聲年代) 從禁歌介紹戒嚴時期台灣歷史與社會生活

十七 唱自己的歌 小組合作以當下生活進行富有歷史文化意涵的歌曲創作

十八 期末成果發表 小組合作分享歌曲創作與其歷史文化意涵介紹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 評量方式：個人學習歷程檔案、口頭報告、作業、作品、小組任務
 二、 評量依據：

 1.情意方面：從學生的經驗分享、發言內容及表現，觀察其是否能體會生活中的歷史痕跡，且具備積極、客觀的學習態度。
 2.技能方面：從課程活動與小組合作中，評量學生是否能善用資訊軟體與網路，製作具有歷史意涵之作品。

 3.認知方面：學生在課堂問答，考核其是否了解上課內容的發展與特色
 三、 評量標準：

 1.學期總成績(50%)：
 (1)認知方面30% (2)情意方面20% (3)技能方面30% 

(4)學習(出席次數)態度等各方面之整體表現20% 
2.小組成績(50%)：

 (1)學科知識20% (2)上課態度30% (3)資料蒐集20% (4)小組合作30%

對應學群： 資訊、文史哲、教育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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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文V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歌曲教唱I

英文名稱： English Songs I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透過英文歌曲，訓練學生基礎單字與文法等基本能力。
 2.讓學生藉由學唱英文歌曲，增加使用英文的機會，並鍛鍊英文口說與發音。

 3.透過歌詞的賞析，使學生具備欣賞音樂及文學的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歌曲一 課程介紹、歌曲介紹（教師選）

二 歌曲一 歌詞單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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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歌曲一 歌詞中找文法

四 歌曲一 MV賞析、歌曲練唱

五 歌曲二 歌曲介紹（學生自選）

六 歌曲二 歌詞單字解釋

七 歌曲二 歌詞中找文法

八 歌曲二 MV賞析、歌曲練唱

九 歌曲三 歌曲介紹（學生自選）

十 歌曲三 歌詞單字解釋

十一 歌曲三 歌詞中找文法

十二 歌曲三 MV賞析、歌曲練唱

十三 歌曲四 歌曲介紹（學生自選）

十四 歌曲四 歌詞單字解釋

十五 歌曲四 歌詞中找文法

十六 歌曲四 MV賞析、歌曲練唱

十七 成果發表 歌曲賞析報告

十八 成果發表 團體演出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30%、口語測驗20%、紙筆（含聽力）測驗5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原民手作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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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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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學生對在地原住民文化發展(陶藝、玉石、咖啡、漂流木、黏銀土、
皮革)手工藝術技術的創新與提升，使在地原民手工藝術創作能增加知名度；藉由教師社群的精進，再給予孩子相關創作知
能，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啟發孩子對原民創作的天分與藝術，不僅傳承原民文化藝術精神與產業，更能發楊原民文

化的精神。 2.培養發現生活周遭環境之觀察力，增進藝術人文素養、涵養文化之能力，並藉創意設計練習，增進創造思考之
能力。再經由創意發想與討論，學習機具操作要領與安全事項，熟悉各式材料之特性與應用、增進文化創意成品設計及製造

能力。進而達到開拓生活視野、加強其人文關懷。 3.能實際操作咖啡萃取技術及咖啡拉花。 
 4.瞭解原民咖啡種植的產業文化背景，增加在地咖啡文化的認識 

 5.瞭解咖啡萃取技術流程，並實際操作。 
 6.能創作出原民手工藝術品，並公開分享創作想法，最後透過成果發表會展示藝術品與成果。 7.能欣賞原民作家的藝術作

品，以啟發對藝術創作的靈感 
 8.能實地創作原民手工藝術創作，傳承部落文化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一) 認識玉石 了解玉石形成原因、成分及種類

二 (一) 玉石選材 如何選擇玉石

三 (一) 玉石切割 說明玉石如何切割取材

四 (一) 玉石研磨拋光 明白玉石研磨程序及使用砂紙拋光方法

五 (二) 認識咖啡 介紹咖啡種類及產地

六 (二) 咖啡沖泡工具 介紹咖啡沖泡方式及沖泡工具

七 (二) 手沖咖啡 了解手沖咖啡的流程及實際操作

八 (二)咖啡豆分級 說明咖啡豆分級的方式和級別面圖與立體圖

九 (三)堆肥介紹 了解蔬果殘渣堆肥的用途

十 (三)堆肥比例 明白堆肥製作流程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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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三)堆肥製作 清楚堆肥製作方式

十二 (四) 木工機具介紹 介紹木工機具種類及和用途，及使用安全宣導

十三 (四) 認識漂流木 了解漂流木形成原因及種類

十四 (四)漂流木研磨 清楚使用砂紙拋光方法

十五 (四)漂流木塗料 知道如何製作、使用天然護木油實木板基礎加工實作課程

十六 (五) 介紹皮革工具 皮革工藝基本工具介紹與應用

十七 (五) 皮革DIY 皮革鑰匙圈及手環(含上色與安裝平釦、鑰匙環)

十八 (五) 手縫基礎技法 手縫基礎技法與蠟線使用(扁、圓蠟線使用)產品製作與分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學習評量內容：作業或體驗心得、作品(文字影音)、小組合作學習 1.機具使用30% 2.態度檢核10% 3.資料蒐集整理10% 4.參與
討論20% 5.安全與衛生10% 6.作品創新與美感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藝術、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文化創意(上)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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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能利用分組合作學習，探索原住民生活現象，並運用科技工具與策略進行提升觀察、思辨的深度與廣度，進行分析探索並
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國V-U-A2) (科S-U-A2)

 2. 能透過蒐集、閱讀、討論、分析、演繹神話故事，以視覺圖像呈現神話元素
 解讀詮釋訊息的意義與觀點，並將原住民神話以文字、圖像、陶藝等多媒材整合工具創作靈活適切的文字與科技媒體，培養

資訊倫理，提升思辨能力及專業知能。(國V-U-B2) (科S-U-B2 )
 3. 能以豐富的文化藝術涵養，陶冶優雅氣質，並藉由陶藝創作將人文視野融入專業領域，強調技能與人性合一，欣賞科技產

品之美感，啟發科技的創作與分享，塑造美好的生活情境。(國V-U-B3) (科S-U-B3 )
 4. 能過閱讀、訪談、資料蒐集，並善用科技工具，主動關懷、欣賞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質，並順應時代脈動，立足本土，放眼

全球，具備國際視野。(國V-U-C3) (科S-U-C3)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1.課程進行及評量方式、分組

 2.介紹陶藝、創客教室機具設備與安全衛生事項

二 神話學概論(一)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融入 1.神話與集體記憶 2.「台灣原住民神話與傳說」網站介紹 3.手捏
陶土創作(融入神話元素)

三 創世神話(二) 1.原住民族創世神話介紹 2.蒐集創世神話，討論與演繹圖騰元素
3.陶板創作(融入創世神話元素)陶板機操作與應用

四 創意設計技巧 創意與設計的技巧與實作

五 設計小遊戲(一) 1.連結特徵創造想法、將感情視覺化的方式 2.跳脫框架思考、連
結圖樣創造想法 3.電腦軟體應用

六 英雄神話(三) 1.原住民族英雄神話介紹 2.蒐集英雄神話，討論與演繹圖騰元素
3.陶板創作(融入英雄神話元素) 4.陶板機操作與應用

七 設計小遊戲(二) 1.應用點與線以形容詞表達、以文字創作故事內容 2.透過文字設
計表現文化意涵、創作完整的名片 3.電腦軟體應用

八 神祇神話(四)生命教育議題融入 1.原住民族神祇神話介紹 2.蒐集神祇神話，討論與演繹圖騰元素
3.土條成型陶藝創作(融入神祇神話元素)

九 校外參訪 原住民部落文化參訪與體驗

十 災難神話(五)環境議題融入 1.原住民族災難神話 2.蒐集災難神話，討論與演繹圖騰元素 3.土
條成型陶藝創作(融入災難神話元素)

十一 設計小遊戲(四) 1.創造縝密的結構 2.吸引目光的影像日記、用一張照片尋找線索
3.電腦軟體應用

十二 妖怪神話(六)
1.原住民族的妖怪文化介紹 2.蒐集災難神話，討論與演繹圖騰元
素 3.拉坏成型陶藝創作(融入妖怪文化元素) 4.電動轆轤操作與應
用

十三 部落傳說與神話故事 台灣原住民部落傳說與神話故事

十四 神話與女巫(七)性別議題融入
1.原住民族的巫覡文化、神話中的女巫 2.蒐集女巫神話，討論與
演繹圖騰元素 3.拉坏成型陶藝創作(融入巫覡文化元素) 4.電動轆
轤操作與應用

十五 神話與文創專題報告(一) 1.分組報告 2.分組陶藝創作(陶板畫、陶甕、仿石板屋…) 3.電腦
軟體應用 4.窯燒的種類特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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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神話與文創專題報告(二) 1.分組報告 2.分組陶藝創作(陶板畫、陶甕、仿石板屋…) 3.電腦
軟體應用 4.電窯的操作練習

十七 神話與文創專題(三) 1.分組報告 2.分組陶藝創作(陶板畫、陶甕、仿石板屋…) 3.電腦
軟體應用 4.氧化還原窯的操作練習

十八 校外參訪 1.參加與參觀台東縣中小學師生陶藝創作展 2.參觀原住民電台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分組討論參與程度(30%)
 2.分組報告內容統整性與創造性(20%)

 3.陶藝創作作品完整性與文案故事性(20%)
 4.實作歷程的學習與工作態度(3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藝術、文史哲

備註：

教學方法或策略

1.創造思考教學法
 2.分組討論與發表法

 3.合作學習法
 4.協同教學法
 5.示範與實作教學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文學選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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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學習多元文化提振部落藝文，藉由藝文創作
的過程，發現部落的藝術、文學和歷史，除間接傳承文化外，也可讓學生培養藝文創作能力，與關懷弱勢的精神。 2.能認識
和欣賞部落藝術和文學，並提出自己的心得感想公開分享，進而學習藝文創作。 3.閱讀原民作家的作品，以增進對部落文化
的認識。 4.能了解作家的創作背景及部落藝術和文學。 5.能仿效藝術或文學創作來提高部落的能見度，進而傳承文化。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簡介部落文學 介紹台東卑南與阿美等各族傳統詩文與現代文學作品

二 認識原民作家 認識排灣族現代文學作家-亞榮隆撒可努

三 導讀名家詩文 導讀原味十足的山豬飛鼠撒可努

四 導讀名家詩文 導讀幽默風趣的山豬飛鼠撒可努

五 認識原民作家 認識海洋文學作家-夏曼藍波安

六 導讀名家詩文 導讀藍色憂鬱的冷海情深

七 導讀名家詩文 導讀理想與現實拉鋸的冷海情深

八 原文我可以 以部落題材寫一篇文章或現代詩創作

九 喜悅分享 將自己創作詩文上傳至網路分享

十 原音天籟 簡介卑南族傳統歌謠與現代創作歌曲

十一 台灣史前博物館(主題展) 文化與傳承：認識原住民文化與史前文化之關聯性

十二 認識原民歌手 認識南王的金曲歌手

十三 欣賞原民歌曲 向海洋學習的波麗士大人-陳建年

十四 欣賞原民歌曲 心懷故鄉普悠瑪的紀曉君

十五 欣賞原民歌曲 原味原汁的南王姊妹花

十六 欣賞原民歌曲 原音渾然天成-昊恩VS家家

十七 部落文化體驗 發掘認識部落藝術人文之美

十八 原音我可以 改編原民歌曲並公開分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或體驗心得20%、作品(文字影音)20%、個人學習歷程檔案20%、小組合作學習(小組口頭報告)30%、紙筆測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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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行遊世界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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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藉由社會領域的學習，從而獲得地理、歷史、公民等相關知識，可以說明區域特色。
 2. 能藉由資料的收集分析歸納、小組合作、議題討論等方式進行學習，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3. 透過議題討論、小組合作，培養學生社會參與及溝通互動的素養，發展適切的人際關係，並展現包容、溝通協調等團隊合
作的精神與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台灣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3.公民議題探討

二 台灣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4.公民議題探討

三 亞洲(一)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5.公民議題探討

四 亞洲(一)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6.公民議題探討

五 亞洲(二)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7.公民議題探討

六 亞洲(二)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8.公民議題探討

七 歐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9.公民議題探討

八 歐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0.公民議題探討

九 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1.公民議題探討

十 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2.公民議題探討

十一 中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3.公民議題探討

十二 中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4.公民議題探討

十三 非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5.公民議題探討

十四 非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6.公民議題探討

十五 成果展演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六 成果展演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七 成果展演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八 成果展演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評量方式：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口頭報告、作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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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依據：

1.情意方面：從學生的經驗分享、發言內容及表現，觀察其是否能體會上課內 
容－自然與生活的科學觀，且具備積極、客觀的學習態度。

2.技能方面：從課程活動中，評量學生是否能對自然與生活作仔細觀察並提出
見解。

3.認知方面：讓同學生在課堂問答，考核其是否了解上課內容的發展
　　　　　　與特色。

三、評量標準：

1.學期總成績(50%):(1)認知方面30%　(2)情意方面20% (3)技能方面30%　(4)學習<出席次數>態度等各方之整體表現20%
2.作品成績(50%):(1)意見表達：30% (2)上課態度：30% (3)資料搜集：10% （4）小組合作：30%

對應學群： 資訊、地球環境、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英文I

英文名稱： Travel English I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針對出門旅遊所需之英文，培養學生相關基礎聽說讀寫能力。
 2.讓學生認識、欣賞不同國家、地區之風土民情，增進學生尊重、包容不同文化的涵養。

 3.學生能藉由本課程增進英文口語表達，並有足夠的字彙量及會話能力，以利將來旅遊時能更順利。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單元一、旅遊英文（食）-Restaurant 各式餐廳、菜單

二 單元一、旅遊英文（食）-Restaurant 餐具、西式餐廳

三 單元一、旅遊英文（食）-Restaurant 速食餐廳（一）、速食餐廳（二）

四 單元一、旅遊英文（食）-Restaurant 在美食街、烹調方式

五 單元一、旅遊英文（食）-Restaurant 調味料、味道

六 單元一、旅遊英文（食）-Restaurant 烹飪教室、餐廳總結

七 單元二、旅遊英文（衣）-Clothing 衣物（一）

八 單元二、旅遊英文（衣）-Clothing 衣物（二）

九 單元二、旅遊英文（衣）-Clothing 帽與鞋

十 單元二、旅遊英文（衣）-Clothing 配件飾品

十一 單元二、旅遊英文（衣）-Clothing 顏色與圖案

十二 單元二、旅遊英文（衣）-Clothing 衣著總結

十三 單元三、旅遊英文（住）-Around Town 城市、商店街

十四 單元三、旅遊英文（住）-Around Town 街景、百貨公司

十五 單元三、旅遊英文（住）-Around Town 便利商店、郵局

十六 單元三、旅遊英文（住）-Around Town 銀行、警察與消防

十七 單元三、旅遊英文（住）-Around Town 飯店、飯店住宿

十八 單元三、旅遊英文（住）-Around Town 城市導覽總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30%、口語測驗20%、紙筆（含聽力）測驗5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國語文V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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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從編織看世界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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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利用編織的基礎，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同時具有實作能力。
 2. 透過編織認識世界文化，語文(英語)與編織相互運用，達成國際教育的學習目標。

 3. 透過課程，理解跨領域學科的各項知識，含語文、社會、藝術，並達成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素養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英語編織/色彩學 1.Pinterest英語編織 2.色彩簡介與配色練習

二 全球毛線材料介紹South America, Europe, US 全球毛線來源&特性:氣候，動物與保暖-美國、歐洲、 邊遠地區
(蒙古西藏)與南美洲之手捻線

三
Scotland/ Iceland/ Northern Europe/Remote
Places 編織物品&圖騰賞析

1.冰島Lopi編織 2.蘇格蘭-費爾島Fair Isle圖案 3.北歐圖騰 4.蒙藏
織品

四 French Style 編織基礎技法練習 1.鈎針基礎練習 2.法式(歐洲大陸)棒針基礎練習

五 French Style 編織基礎技法練習 1.鈎針基礎練習 2.法式(歐洲大陸)棒針基礎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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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七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八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九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十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一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二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三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四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五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六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七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八 綜合討論 討論分享與作品賞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操作技巧與實作 60%

 學習態度40%

對應學群： 藝術、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本課程在型塑學生的跨領域能力，採用的教學方法與策略有:
 1.多媒體影音教學: 書籍資料之外，搭配網路影音資料，增加活潑性。

 2.賞析及實作:觀摩國際作品，培養眼光，動手實作，提升技能與創新。
 3.跨學科素養學習: 將編織的國際資料整合，同時也整合了社會領域、藝術領域與英文領域的 素養內容。

 4.培養終身學習的自學能力:透過學生自我資料查找，設計圖案等過程，完成自學能力、深化自我興趣，並達成終身學習的能
力。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統整數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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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讓學生瞭解符號的寫法，清楚它所適用的情境，確切掌握符號的使用。 
 2.對各單元的題目能獨立思考 並解決問題，從中欣賞到數學的趣味之處。 
 3.引導學生瞭解數學的內容、意義及方法。 

 4.培養學生以 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提供學生在實際生活和學習相關學科方面所需的數學知 能。 

 6.培養學生欣賞數學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和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數與式 實數、絕對值方程式與不 等式

二 多項式函數 一次與二次函數、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

三 多項式函數 多項式不等式

四 直線與圓 圓的切線，圓與 直線關係的代數與幾何判 定

五 數列與級數 有限項遞迴數列，有限項等比 級數，常用的求和公式

六 排列、組合 集合、樹狀圖，加法原理， 乘法原理，取捨原理。

七 機率 樣本空間與事件，複合事件的 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八 機率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條件機率、貝氏定理、列聯表

九 數據分析 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數據的標準化

十 數據分析 二維數據的 散布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

十一 指數與對數 指數律、對數律

十二 指數與對數
指數函 數及其圖形，按比例成長或 衰退的數學模型，常用對數
函數的圖形，在科學和金融 上的應用

十三 三角比 正弦、餘弦、正切，特殊角 的 值、正弦定理、餘弦定理

十四 三角函數 正弦函 數的圖形、週期性，其振幅、週期與頻率，週期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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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平面向量
平面向量的運算，正射影與內積，兩向量的垂直與平 行判定，
兩向量的夾角

十六 平面向量 生活情境 與平面幾何的比例問題（在 設計和透視上）

十七 空間概念與圓錐截痕 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 及直線與平面的關係，識圓錐曲 線

十八 矩陣與資料表格 矩陣的定義， 矩陣的係數積與加減運算， 矩陣相乘，反方陣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教學中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 學之依據，並使學生
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具認知(知 識)、技能、情意發揮(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及
美感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 演示、心得報告、實
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兼具標準比較 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 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善運用，除作為教 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並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輔導
與合作。 

 7.未通過評 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效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藝術、財經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部落玩家-部落英語導覽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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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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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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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臺灣涵養極其多元的文化，尤其被認為是南島語系民族的可能起源地。身在台東的我們，除了可能自己本身就是原住民族群

外，也一定體會過台東的「原」式熱情。然而，對於一個文化，我們不該只有片面地用刻板印象及經驗來解讀，而是更詳細

地透過文獻查詢、田野調查等方式去全盤瞭解。透過本課程，希望引導學生更加認識臺灣孕育出的原住民族群文化，對於文

化的變遷與歷史脈絡，有更透徹的瞭解與體會。另外，本課程的另一大重點，也將引導學生透過英語作為國際旅遊發展與部

落之間的溝通橋梁。英文為當今最廣為使用的國際語言，基於紮根本土，邁向國際的國際教育精神，希望學生透過本課程的

英文對話鍛鍊，能夠在期末使用英文對自己的族群及生長的地方作介紹。除了培養學生說英文的自信與能力之外，也同時擁

抱自身的母體文化，踏上尋根旅程。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與分組

1.課程目標、各周進度、課堂規則及評分方式。 
 2.分組活動，決定期末報告主題。 

 3.台灣原住民歷史文化簡介。

二 課程介紹與分組

1.課程目標、各周進度、課堂規則及評分方式。 
 2.分組活動，決定期末報告主題。 

 3.台灣原住民歷史文化簡介。

三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四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五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六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七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八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九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十 1.各族群文化概述 2.英文自我介紹技巧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族群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自介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十一 期中報告：英文自我介紹

介紹現今原住民族群正在爭取及關注的議題：如部落觀光話、加

分政策、沒有人是局外人、獵槍使用等事件，透過課堂的溝通及

思考，連結議題至原民族群及部落，進行反思學習。

十二 期中報告：英文自我介紹

介紹現今原住民族群正在爭取及關注的議題：如部落觀光話、加

分政策、沒有人是局外人、獵槍使用等事件，透過課堂的溝通及

思考，連結議題至原民族群及部落，進行反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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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期中報告：英文自我介紹 介紹現今原住民族群正在爭取及關注的議題：如部落觀光話、加

分政策、沒有人是局外人、獵槍使用等事件，透過課堂的溝通及

思考，連結議題至原民族群及部落，進行反思學習。

十四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簡介 1.解說導覽字彙 2.問答 3.簡短對話 4.短文閱讀與聽解 5.分組練習

十五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簡介 學生擇定報告部落/社區，並準備書面(ppt)及口頭報告內容。

十六 當代原住民族議題簡介 學生擇定報告部落/社區，並準備書面(ppt)及口頭報告內容。

十七 期末報告：認識台灣的原住民
學生針對期出選定族群做深入的主題報告，如遷徙過程、當今族

群現況、服飾特色、語言與歌曲教唱介紹等。

十八 期末報告：認識台灣的原住民
學生針對期出選定族群做深入的主題報告，如遷徙過程、當今族

群現況、服飾特色、語言與歌曲教唱介紹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30%、學習單10%、書面報告30%、口頭報告30%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 藝術, 外語, 文史哲, 法政, 管理,

備註：

本課程在形塑具備英語學習素養的學生，採用教學方法與策略有： 
 一、英語文領域及原民領域共備教師社群：藉由成立教師社群，增強團隊教學成果，創發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新課程並運

作，激起教師教學熱情，活化教學策略。 
二、英語文領域素養導向設計：透過英語文領域知識，培養學生英語人文素養， 建立多元學習視野，了解英語文化脈絡，讓
學生具備國際文化的視野。 

 三、使用類似田野調查模式，使學生能夠針對自己的成長地方做出不一樣的認識及學習，透過訪問或是文獻資料的查詢，讓

學生對台灣多元文化有更進一步的意識及省思。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飲食文學選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飲食文學強調的重點，是在於要透過民情風俗所發現的真實情感。人對於飲食會有太多太多的記憶與象徵性 。 這也是種生活
美學的追求，是種平凡中要見其偉大的生活提昇與追求 。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夏日宴」 〈瓜架雨如絲〉──絲瓜

二 「夏日宴」 〈一片薄薄的冬瓜〉──冬瓜

三 「夏日宴」 〈似苦還甘一隻瓜〉──苦瓜

四 「夏日宴」 〈染上香芒色〉──芒果

五 「夏日宴」 〈葡萄成熟時〉──葡萄

六 「秋日宴」 〈乖乖的栗鼠〉──栗子

七 「秋日宴」 〈黃魚聽雷〉──黃魚

八 「秋日宴」 〈蚵仔的陽光〉──牡蠣

九 「冬日宴」 〈溪邊的打某菜〉──茼蒿

十 「冬日宴」 〈甜蜜如漿烤番薯〉──烤番薯

十一 「冬日宴」 〈上好大白菜〉──大白菜

十二 「冬日宴」 〈張家小館餃子兵〉──餃子

十三 「冬日宴」 〈臘八粥的集合式〉──臘八粥

十四 「冬日宴」 〈黏牙食年糕〉──年糕

十五 「冬日宴」 〈涮出來的年味〉──涮羊肉

十六 「春日宴」 〈韭韭長長的春天〉──韭菜

十七 「春日宴」 〈我的番茄寓言〉──番茄

十八 「春日宴」 〈甜蜜的毒藥〉──芋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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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20%、紙筆測驗30%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20%、口頭報告20%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夢想旅行社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3.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3.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C4.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藉由社會領域的學習，從而獲得地理、歷史、公民等相關知識，可以說明區域特色。
 2. 能藉由資料的收集分析歸納、小組合作、議題討論等方式進行學習，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3. 透過議題討論、小組合作，培養學生社會參與及溝通互動的素養，發展適切的人際關係，並展現包容、溝通協調等團隊合
作的精神與行動。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台灣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3.影片欣賞

二 台灣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4.影片欣賞

三 亞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5.影片欣賞

四 亞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6.影片欣賞

五 歐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7.影片欣賞

六 歐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8.影片欣賞

七 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9.影片欣賞

八 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0.影片欣賞

九 中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1.影片欣賞

十 中南美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2.影片欣賞

十一 非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3.影片欣賞

十二 非洲 1.地理空間介紹 2.文化特色介紹 14.影片欣賞

十三 擬定壯遊計畫
1.規劃旅行的國家與景點2.規劃旅行的交通方式3.規劃住宿與餐
食

十四 擬定壯遊計畫
1.規劃旅行的國家與景點2.規劃旅行的交通方式4.規劃住宿與餐
食

十五 分享壯遊計畫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六 分享壯遊計畫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七 分享壯遊計畫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八 分享壯遊計畫 1.簡報與口頭報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評量方式：

個人學習歷程檔案、口頭報告、作業、作品

二、評量依據：

1.情意方面：從學生的經驗分享、發言內容及表現，觀察其是否能體會上課內 
 容－自然與生活的科學觀，且具備積極、客觀的學習態度。

2.技能方面：從課程活動中，評量學生是否能對自然與生活作仔細觀察並提出
 見解。

3.認知方面：讓同學生在課堂問答，考核其是否了解上課內容的發展
 　　　　　　與特色。

三、評量標準：

1.學期總成績(50%):(1)認知方面30%　(2)情意方面20% (4)技能Ȯ

對應學群： 資訊、地球環境、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歐美電影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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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閱讀與寫作(for PISA)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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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增強閱讀和表達能力,提升議題思考與觀點寫作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介紹六大單元主題以及十九項涵蓋議題,並關注政、經時事與社
會重要議題的討論

二 多元文化

〈灰姑娘的前後臺〉、〈青草遍野〉、〈德國企業學徒難巡〉三

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
問答題的寫作

三 國際舞台 〈日本面臨的飛彈威脅〉、〈巧克力悲歌〉、〈奧運的榮耀與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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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
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四 原住民文學

〈原住民狩獵與法律的衝突〉、〈瓦歷斯諾幹微小說〉、〈滄

海〉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
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五 性別平等
〈臺灣男孩，臺灣女孩〉、〈彩虹海芋〉、兩篇選文引導共讀並

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六 人權教育

〈生與死的兩難〉、〈草莓與灰燼〉、〈誰可以捐血〉三篇選文

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
的寫作

七 法治教育
〈法制不是法治〉、〈道德兩難〉、兩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

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八 閱讀素養

〈不是學好科學，而是學會讀科學〉、〈知我者謂我心憂〉、

〈從螞蟻式漸進到蜜蜂式的學習〉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

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九 環境教育
〈路殺社〉等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
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 海洋文學
〈母親挖蛤仔〉等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
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一 能源教育
〈亞馬遜之心〉等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
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二 科技發展
〈3D列印印出你的未來〉等二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
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三 資訊未來
〈比特幣的未來〉等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
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四 品德教育
〈驕奢家風惹禍〉等二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
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五 生命教育
〈櫻桃心與發條〉等三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
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六 家庭教育
〈軟磚頭〉等二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練習
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七 生涯規劃
〈消失的工作〉等二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選擇題並
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的寫作

十八 生活常識
〈當社區成為防災前線〉等兩篇選文引導共讀並進行討論,完成
選擇題並練習封閉式與開放式問答題寫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問答題寫作與相關議題作文練習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教材 《關於PISA的十九種吃法 提升閱讀國寫力的關鍵》，可齋;徐孟芳;郭繐綺;黃健綸;詹欣穎;詹嘉芸;廖秀倩;劉宸芳;覺珮瑜-
編著，三民書局，2018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STEAM玩創藝(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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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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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 能利用分組合作學習並運用科技工具與策略進行提升觀察、思辨的深度與廣度，進行分析探索並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科
S-U-A2)

 2. 能整合工具創作靈活適切的科技媒體，培養資訊倫理，提升思辨能力及專業知能。(科S-U-B2 )
 3. 能以豐富的文化藝術涵養，陶冶優雅氣質，並藉由創作將人文視野融入專業領域，強調技能與人性合一，欣賞科技產品之

美感，啟發科技的創作與分享，塑造美好的生活情境。(科S-U-B3 )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數學應用 比例式與濃度百分比計算

二 物理應用 利希滕貝格圖製作

三 化學應用 手工皂理論基礎與作品觀摩(專家講座)

四 化學應用 精油手工皂製作

五 生活科技應用 SCRATCH程式練習

六 生活科技應用 SCRATCH程式練習

七 藝術素養與應用 商品包裝設計練習(專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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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文素養與應用 商品文案書寫練習(專家講座)

九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校外工作坊參訪與體驗

十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金屬材料進階加工實作

十一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實木材料進階加工實作

十二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陶瓷材料進階加工實作

十三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多元媒材創作練習

十四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多元媒材創作練習

十五 創客技能練習與應用 作品分享與展示 作品分享與展示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分組討論參與程度(30%)
 2.分組報告內容統整性與創造性(20%)

 3.創作作品完整性與實用功能性(20%)
 4.實作歷程的學習與工作態度(3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藝術

備註：

教學方法或策略

1. 創造思考教學法
 2. 分組討論與發表法

 3. 合作學習法
 4. 協同教學法
 5. 示範與實作教學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走入數學E世界I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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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理解並應用符號及文字敘述表達概念、運算、推理及證明。 
 2. 正確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

行數學程序。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數值與角度 數值、角度、真假值

二 2平面座標系 點與向量、直線與座標軸

三 3-1內建函數與預算 運算符號

四 3-2內建函數與預算 內建函數

五 4-1函數與曲線 函數繪圖

六 4-2函數與曲線 圓錐曲線

七 4-3函數與曲線 一般曲線

八 5-1進階技巧 指令操作及實際範例應用

九 5-2進階技巧 矩陣與集合之繪圖應用

十 6-1製作動畫 蹤跡繪圖、軌跡繪圖

十一 6-1製作動畫 自動播放、動畫設定

十二 6-1製作動畫 移動增量、移動速度與方式

十三 6-1製作動畫 動態位置(圖檔設定)

十四 6-1製作動畫 動態色彩、動態文字

十五 6-1製作動畫 變數方塊、特殊指令操作

十六 6-1製作動畫 自製動畫、範本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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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7-1GeoGebra自製工具 自製動畫、自製工具應用

十八 7-2GeoGebra 自由創作 自製動畫、範例練習、總結評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 作業成績評量: 30% 
 2. 電腦操作(實作)評量: 40%

 3. 平時成績:30%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藝術、教育

備註：

教學方法或策略

1. 數學基礎理論解析
 2. 數學範例(幾何與代數)實作

 3. 列舉範例並實際運用於生活
 4. 資訊軟體應用-GeoGebra自由軟體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社會先修班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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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能透過各公民主題了解民主治理下公民身分的重要性。
 2.培養學生關心公共事務之公民意識，有能力與基本公民素養地積極參與政治、關心國家大事。

 3.能理解全球政府組成基本類型與全球化下的公平正義與多元文化議題，並介紹臺灣實例，培養學生洞悉社會之國際公民視
野。

4.能藉由生活議題探究，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資訊媒體能力，養成學生批判、反思與小組合作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公民身分

1.瞭解公民身分是如何從特定身分擴展至具有普遍性。
 2.瞭解公民權利內涵擴展的歷史演進。

 3.瞭解我國公民的自由權、政治權、社會權和文化權如何發展與
落實。

二 國家與認同

1.讓同學思考民主治理的意義，並分辨「由上而下」及「由下而
上」的治理有何不同。

2.儘管民主治理已是普世價值，但近年卻發生民主衰退的現象，
從中讓同學思考造成民主衰退的原因是什麼。

三 國家與認同

1.探討民主與公平正義的關係，理解從特權到形式平等、實質平
等，再到積極性平權措施的歷程，並思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有哪政策或實例符合這樣的歷程。

四 民主治理與公平正義

1.讓同學思考民主治理的意義，並分辨「由上而下」及「由下而
上」的治理有何不同。

2.儘管民主治理已是普世價值，但近年卻發生民主衰退的現象，
從中讓同學思考造成民主衰退的原因是什麼。

五 民主治理與公平正義

1.探討民主與公平正義的關係，理解從特權到形式平等、實質平
等，再到積極性平權措施的歷程，並思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有哪政策或實例符合這樣的歷程。

六 小組報告 社會時事議題探究(第1~5週挑一主題小組報告)

七 政府的組成

1.從權力分立理論說明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中，權力相互制衡的意
義，並簡介民主國家具代表性的兩類中央政府體制類型。

2.說明內閣制、總統制的運作方式與特徵。

八 政府的組成
1.從不同的政府體制中，觀察我國政府是如何運作，並進一步思
索若是調整我國的政府體制，會發生什麼變化？

九 政府的組成
1.說明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權限劃分標準，並解說我國的情形，
進一步探討原住民族自治的現況與困境。

十 政治參與
1.讓學生認識選舉權，以及選舉制度的類型。

 2.讓學生思考直接民主在民主政治中的意義及重要性。

十一 政治參與 1.讓學生認識我國的公民投票制度以及其他政治參與的途徑。

十二 小組報告 社會時事議題探究(第7~11週挑一主題小組報告)

十三 公共意見與媒體

1.說明資訊自由流通的重要性。
 2.認識什麼是媒體所有權。

 3.瞭解媒體產製流程。
 4.說明媒體再現與媒體近用的不平等。

十四 勞動參與及社會安全

1.瞭解市場性勞動與家務勞動的差異、互補及貢獻。
 2.瞭解個別勞動權與集體勞動權的意涵。

 3.瞭解為什麼政府需透過個別與集體勞動法制相關規定來保障平
等的市場勞動參與。

十五 勞動參與及社會安全 1.瞭解社會安全制度的意義，及認識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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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等制度的規劃。

2.瞭解認識我國社會安全制度有何難題與辯論。

十六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
1.瞭解不同文化間為何有摩擦與衝突。

 2.認識我國目前對促進文化間平等的政策。

十七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
1.瞭解全球化對國家帶來哪些挑戰。

 2.明白我國在全球化下的地位與處境。

十八 小組報告 社會時事議題探究(第13~17週挑一主題小組報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評量方式：

個人學習歷程、口頭報告、小組任務

二、評量依據：

1.情意方面：從學生的經驗分享、發言內容及表現，觀察其是否能體會各公民議題內涵，能對其所知、所行進行覺察省思，
且具備積極、客觀、 同理心、關懷社會與公平正義的態度。

 2.技能方面：從社會時事議題探究中，評量學生是否能藉公民各重大議題知能，發現、探究及分析社會生活議題的公民素養
能力。

3.認知方面：學生在課堂小組合作中，考核其是否了解上課內容。並在課堂問答中，學生是否能針對議題仔細分析後提出自
己的見解。

三、評量標準：

1.學期總成績(50％):
 (1)認知方面30%　

 (2)情意方面20%
 (3)技能方面30%
 (4)學習<出席次數>態度等各方之整體表現20%

 2.小組成績(50%):
 (1)學科知識：20%
 (2)上課態度：30% 
 (3)資料搜集：20%
 (4)小組合作：30%

對應學群： 文史哲、教育、法政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看Youtube學英文I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藉由觀看Youtube頻道學英文，可以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讓學生沉浸在異國的日常生活環境，得到最新的英文話題，用自然
的方式說英文，保有學習英文的熱忱。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好想講英文 櫃台人員接電話的技巧

二 好想講英文 各種手搖飲飲料英文

三 Chen Lily 不要只會說OK啦!

四 Chen Lily 英文很強的人四種小習慣

五 阿滴英文 10句常用英文句子-銀行實用篇

六 阿滴英文 籃球英文

七 莫彩曦 挑戰做台灣早餐

八 莫彩曦 美國父母對台灣水果的第一印象

九 好想講英文 天氣好熱，改怎麼用英文說?

十 好想講英文 結帳常用英文會話

十一 Chen Lily 英文閒聊:我的英文學習歷程

十二 Chen Lily 英文閒聊: 對不起，我累了

十三 阿滴英文 日常英文單字—感冒篇

十四 阿滴英文 10句常用英文—吵架篇

十五 好想講英文 便利商店四大情境英文學習

十六 好想講英文 用英文推薦美味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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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好想講英文 開箱路跑體驗

十八 好想講英文 警察杯杯英文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口語測驗30%、紙筆測驗7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英語歌曲教唱II

英文名稱： English Songs II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透過英文歌曲，訓練學生基礎單字與文法等基本能力。
 2.讓學生藉由學唱英文歌曲，增加使用英文的機會，並鍛鍊英文口說與發音。

 3.透過歌詞的賞析，使學生具備欣賞音樂及文學的素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歌曲一 課程介紹、歌曲介紹（教師選）

二 歌曲一 歌詞單字解釋

三 歌曲一 歌詞中找文法

四 歌曲一 MV賞析、歌曲練唱

五 歌曲二 歌曲介紹（學生自選）

六 歌曲二 歌詞單字解釋

七 歌曲二 歌詞中找文法

八 歌曲二 MV賞析、歌曲練唱

九 歌曲三 歌曲介紹（學生自選）

十 歌曲三 歌詞單字解釋

十一 歌曲三 歌詞中找文法

十二 歌曲三 MV賞析、歌曲練唱

十三 歌曲四 歌曲介紹（學生自選）

十四 歌曲四 歌詞單字解釋

十五 歌曲四 歌詞中找文法

十六 歌曲四 MV賞析、歌曲練唱

十七 成果發表 歌曲賞析報告

十八 成果發表 團體演出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30%、口語測驗20%、紙筆（含聽力）測驗5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原民手作I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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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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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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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1.本課程為多元選修課程的一塊拼圖，其主要的理念在於學生對在地原住民文化發展(陶藝、玉石、咖啡、漂流木、黏銀土、
皮革)手工藝術技術的創新與提升，使在地原民手工藝術創作能增加知名度；藉由教師社群的精進，再給予孩子相關創作知
能，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啟發孩子對原民創作的天分與藝術，不僅傳承原民文化藝術精神與產業，更能發楊原民文

化的精神。 2.培養發現生活周遭環境之觀察力，增進藝術人文素養、涵養文化之能力，並藉創意設計練習，增進創造思考之
能力。再經由創意發想與討論，學習機具操作要領與安全事項，熟悉各式材料之特性與應用、增進文化創意成品設計及製造

能力。進而達到開拓生活視野、加強其人文關懷。 3.能實際操作咖啡萃取技術及咖啡拉花。 
 4.瞭解原民咖啡種植的產業文化背景，增加在地咖啡文化的認識 

 5.瞭解咖啡萃取技術流程，並實際操作。 
 6.能創作出原民手工藝術品，並公開分享創作想法，最後透過成果發表會展示藝術品與成果。 7.能欣賞原民作家的藝術作

品，以啟發對藝術創作的靈感 
 8.能實地創作原民手工藝術創作，傳承部落文化精神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一) 玉石蛋面製作 了解如何研磨蛋面

二 (一) 玉石水滴製作 了解如何研磨水滴

三 (一) 玉石心形製作 了解如何研磨心形

四 (一) 玉石自由創作 自由創作研磨玉石

五 (二) 咖啡豆的挑選 介紹各產地咖啡的風味

六 (二) 咖啡的萃取 介紹及學習咖啡萃取的方法

七 (二) 咖啡的烘焙 知道如何使用咖啡烘焙的機具

八 (二) 咖啡的挑豆 了解如何挑除不良的咖啡豆

九 (三) 酵素製作 了解蔬果酵素的用途

十 (三) 酵素製作 明白酵素製作流程及比例

十一 (三) 酵素製作 清楚酵素製作方式

十二 (四) 棧板的取材 包括如何使用刨刀及切割取材

十三 (四) 棧板的電燒 說明電燒原理及安全措施

十四 (四)電燒木塗料 知道如何使用塗料及天然護木油

十五 (五) 磁釦安裝 皮邊編織筆記本套

十六 (五) 皮雕印花設計 皮雕印花工具使用與圖案設計

十七 (五) 皮革上色 油性染料使用與邊油上色技法

十八 (五) DIY手工皮帶 皮帶組裝與皮帶斬之使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學習評量內容：作業或體驗心得、作品(文字影音)、小組合作學習 1.機具使用30% 2.態度檢核10% 3.資料蒐集整理10% 4.參與
討論20% 5.安全與衛生10% 6.作品創新與美感20%

對應學群： 地球環境、藝術、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原住民文化創意(下)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4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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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能利用分組合作學習，探索原住民海洋文化、排灣族手紋文化、傳統祭儀，並運用科技工具與策略進行提升觀察、思辨的
深度與廣度，進行分析探索並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 (國V-U-A2) (科S-U-A2) 

 2.能透過蒐集、閱讀、討論、分析原住民海洋文化、排灣族手紋文化、傳統祭儀，以視覺圖像詮釋文化或故事的意義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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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將原住民文化以文字、圖像、木片、玻璃、金屬、樹皮等多媒材整合科技工具設備創作靈活適切的文字與文創商品，

培養資訊倫理，提升思辨能力及專業知能。(國V-U-B2) (科S-U-B2 )
3.能以豐富的文化藝術涵養，陶冶優雅氣質，並藉由科技設備的認識與創作應用，將人文視野融入專業領域，強調技能與人
性合一，欣賞科技產品之美感，啟發科技的創作與分享，塑造美好的生活情境。(國V-U-B3) (科S-U-B3 )
4.能過閱讀、訪談、資料蒐集，並善用科技工具，主動關懷、欣賞國內外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質，並順應時代脈動，立足本
土，放眼全球，具備國際視野。(國V-U-C3) (科S-U-C3)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1. 說明課程進行及評量方式

 2. 說明創客教室安全衛生事項與機具設備名稱及功能

二 從原住民觀點看「海洋奇緣」

1. 介紹影像「海洋奇緣」中的太平洋紋身文化
 2. 玻璃噴砂(融入太平洋紋身元素)

 3. 小組報告(討論與製作)
 

三 從原住民觀點看「海洋奇緣」

1. 圖騰紋身的所有權爭議：認識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2. 上網搜尋目前國內已獲保護的圖文創作

 3. 分組討論有哪些圖文藝術值得申請智慧創作保護
 4. 議題分享、小組報告

 5. 學習單
 

四 校外參訪 青藝節場勘 1. 原民文創聚落
 2.青藝節展覽場地與佈展解說

五 南島新視界- 地圖時鐘創作
1. 南島語系國家介紹與認識

 2. 地圖時鐘繪製與創作
 3. 雷射雕刻機原理與應用

六 南島新視界- 紋身藝術與圖騰意象
1. 玻里尼西亞紋身圖騰解構

 2. 圖像元素運用與繪製
 3. 學習單(海龜、魟魚、雞蛋花…)

七 南島新視界- 排灣族手紋文化

1. 介紹排灣手紋文化禁忌與限制
 2. 介紹排灣手紋文化的社會性

 3. 雷射雕刻機操作與應用(融入排灣族手紋元素)
 4. 學習單(排灣手紋與印度HENNA)

八 排灣族拍刺文化

1. 介紹排灣手紋拍刺技巧與工具
 2. 繪製屬於自己的手紋圖案

 (專家講座)

九 部落田野調查行前準備(一)
1. 說故事的手：佳興部落排灣手紋踏查之旅行前學習單

 2. 上網搜尋講師經歷、報導及其論文著作。繪製佳興部落部落地
圖。

十 部落田野調查行前準備(二)
1. 會說故事的手：佳興部落排灣手紋踏查之旅行前學習單

 2. 彙整田野調查的地點、擬定問題，及預期成果。說明如何繪製
家族譜系，紀錄家族生命史。

十一 人類學文獻閱讀與討論

1. Pakingecen(遮護)：當代土坂部落巫師的儀式實踐與部落認同/
包惠玲

2. 介紹原住民青年藝術節展覽主題

十二 部落田野調查 (校外參訪)
1. 佳興部落入村/遮護儀式

 2. 訪談耆老、與耆老共食、共享手紋的故事、認識在地飲食文化
 3. 參觀部落歷史牆、認識巨型木雕裝置藝術意象

十三 南島新視界- 樹皮布製作

1. 構樹樹皮選用技巧
 2. 樹皮布敲打製作

 3. 阿美族樹皮布文創產業現況
 (專家講座)

十四 南島新視界- 樹皮布創作

1. 樹皮布藝術創作
 2. 樹皮布手繪與印染

 3. 南島語族樹皮布文化介紹與分布
 4. 學習單(打樹成衣) 

 (專家講座)

十五 策展與佈展
校內：原住民文化創意成果展覽

校外：原住民青年藝術節

十六 策展與佈展
校內：原住民文化創意成果展覽

校外：原住民青年藝術節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分組討論參與程度(30%)
 2.分組報告內容統整性與創造性(20%)

 3.陶藝創作作品完整性與文案故事性(20%)
 4.實作歷程的學習與工作態度(30%)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地球環境、藝術、文史哲

備註：

教學方法或策略

1.創造思考教學法
 2.分組討論與發表法

 3.合作學習法
 4.協同教學法
 5.示範與實作教學法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行文學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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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閱讀旅行文學作品，結合景點與閱讀，提升旅行的深度與廣度。 二、培養學生對旅遊的深層思考能力以及對世界的好奇
心，瞭解自己具有無限的可能性，樂於從旅行觀察世界，與不同文化對話，並進行自我探索與實現。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導論 1.何謂「旅行文學」 2.旅行文學的特色 3.當代重要旅行文學作家

二 出發
1.旅行文學的討論面向 2.引導學生思索「旅行」的動機與意義 3.
鼓勵學生踏出去旅行體會人生

三 地方飲食
1.以自身經驗出發描寫在地飲食文化 2.特色小吃的書寫模式與趣
味性

四 異國料理
1.認識日本飲食文化 2.透過季節更迭書寫飲食的多樣面貌之寫作
手法

五 美食分享SHOW 1.分組料理小吃或點心 2.介紹與分享 3.學生課前整理美食簡報
（含圖集與說明）

六 期中開卷考

七 分組報告(一)

八 高山探索 1.俯拾即是的旅行好去處：臺灣山水 2.紀行與抒情

九 海洋探索
1.旅行的開闊想像：划船遠航 2.鼓勵學生出發旅行：「走，出去
便有風景」

十 【體育】野遊 1.健行、爬山等戶外教學活動 2.課前分組準備

十一 冒險之旅 1.認識並感受沙漠的自然景觀與文化 2.冒險及實踐的旅行精神

十二 分組報告(二)

十三 荒野風情 1.感受大漠與海島的不同風情 2.透過旅行思索自我及生命

十四 城市漫遊
1.城市魅力：人文與自然共構的多樣性 2.旅途中歡快與孤獨交錯
的情緒流動

十五 回家
1.從「鄉情」看出旅行的意義 2.旅行的終站：家 3.旅行書寫：以
情感意識為軸

十六 課程結語
1.旅人的喃喃自語：日記體式 2.一趟「回家」之旅 3.再思考旅行
的意義

十七 旅行計畫 成果發表 1.分組簡報：介紹旅行計畫與成果 2.展覽：個人活動手冊及小組
旅行手冊

十八 旅行計畫 成果發表 1.分組簡報：介紹旅行計畫與成果 2.展覽：個人活動手冊及小組
旅行手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期中考20% 期中作業:圖文寫作20% 平時作業(一)—美食旅遊:15% 平時作業(二)—體育旅遊:15% 期末成果發表:3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遊憩運動、

備註： 教材：《出發趣》 陳克明、葉家伶、劉宸芳、薛樂蓉、羅嘉欣主編 三民印刻，2018.02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旅遊英文II

英文名稱： Travel English II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針對出門旅遊所需之英文，培養學生相關基礎聽說讀寫能力。
 2.讓學生認識、欣賞不同國家、地區之風土民情，增進學生尊重、包容不同文化的涵養。

 3.學生能藉由本課程增進英文口語表達，並有足夠的字彙量及會話能力，以利將來旅遊時能更順利。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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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元一、旅遊英文（行）-Transportation 交通工具

二 單元一、旅遊英文（行）-Transportation 汽機車、車子

三 單元一、旅遊英文（行）-Transportation 火車站

四 單元一、旅遊英文（行）-Transportation 交通號誌

五 單元一、旅遊英文（行）-Transportation 機場、登機

六 單元一、旅遊英文（行）-Transportation 飛機、交通總結

七 單元二、旅遊英文（育）-Chinese Culture 中華美食

八 單元二、旅遊英文（育）-Chinese Culture 中式小吃

九 單元二、旅遊英文（育）-Chinese Culture 夜市

十 單元二、旅遊英文（育）-Chinese Culture 節日與慶典

十一 單元二、旅遊英文（育）-Chinese Culture 中醫

十二 單元二、旅遊英文（育）-Chinese Culture 中華文化總結

十三 單元三、旅遊英文（樂）-Recreation 休閒嗜好

十四 單元三、旅遊英文（樂）-Recreation 電影院、電影與戲劇

十五 單元三、旅遊英文（樂）-Recreation 美容與養生

十六 單元三、旅遊英文（樂）-Recreation 遊樂場、海水浴場

十七 單元三、旅遊英文（樂）-Recreation 夜生活、樂器

十八 單元三、旅遊英文（樂）-Recreation 休閒娛樂總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作業30%、口語測驗20%、紙筆（含聽力）測驗50%

對應學群：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書法欣賞與習作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熟悉用具之使用及保養方法 2.熟練楷書筆法及架構 3.瞭解漢字的發展與書體特徵 4.欣賞歷代書法名家作品 瞭解中國書法美
學與生活應用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 認識文房四寶

二 書法名家介紹 各代書法家及其寫作特色

三 中國文字之美 倉頡造字及文字的演變

四 書法筆法 基本認識、執筆法及運筆法

五 書法筆法 基本筆法練習

六 書法臨摹 臨摹技巧及操作

七 書法臨摹 臨摹技巧及操作

八 楷書基本筆法 佳句習寫

九 篆書介紹 篆書欣賞習寫

十 隸書介紹 隸書欣賞習寫

十一 行楷小品實作 落款欣賞習寫

十二 春聯欣賞 春聯欣賞與習寫

十三 硬筆介紹 硬筆書法介紹及賞析

十四 硬筆書法 硬筆的寫字方法及技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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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硬筆書法 硬筆的寫字方法及技巧二

十六 書法作品 作品習寫一

十七 書法作品 作品習寫一

十八 作品成果 作品成果發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個人生活常規表現、學習精神與態度30% 2.平時作業30% 3.作品書寫20% 4.學習單20%

對應學群： 藝術、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從編織看世界I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跨科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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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 利用編織的基礎，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同時具有實作能力。
 2. 透過編織認識世界文化，語文(英語)與編織相互運用，達成國際教育的學習目標。

 3. 透過課程，理解跨領域學科的各項知識，含語文、社會、藝術，並達成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素養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英語編織/色彩學 1.Pinterest英語編織 2.色彩簡介與配色練習

二 全球毛線材料介紹South America, Europe, US 全球毛線來源&特性:氣候，動物與保暖-美國、歐洲、 邊遠地區
(蒙古西藏)與南美洲之手捻線

三
Scotland/ Iceland/ Northern Europe/Remote
Places 編織物品&圖騰賞析

1.冰島Lopi編織 2.蘇格蘭-費爾島Fair Isle圖案 3.北歐圖騰 4.蒙藏
織品

四 French Style 編織基礎技法練習 1.鈎針基礎練習 2.法式(歐洲大陸)棒針基礎練習

五 French Style 編織基礎技法練習 1.鈎針基礎練習 2.法式(歐洲大陸)棒針基礎練習

六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七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八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九 杯墊編織 (Crocheting)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內圈編織 4.修飾邊編織

十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一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二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三 圍巾編織 (Nail Board)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四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五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六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七 American Knitting Style膝上蓋毯 1.色彩與圖案設計 2.起針輪廓 3.長度編織

十八 綜合討論 討論分享與作品賞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操作技巧與實作 60%

 學習態度40%

對應學群： 藝術、外語、文史哲、教育

備註： 本課程在型塑學生的跨領域能力，採用的教學方法與策略有:
 1.多媒體影音教學: 書籍資料之外，搭配網路影音資料，增加活潑性。

 2.賞析及實作:觀摩國際作品，培養眼光，動手實作，提升技能與創新。
 3.跨學科素養學習: 將編織的國際資料整合，同時也整合了社會領域、藝術領域與英文領域的 素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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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養終身學習的自學能力:透過學生自我資料查找，設計圖案等過程，完成自學能力、深化自我興趣，並達成終身學習的能
力。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部落玩家-部落英語導覽II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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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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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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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臺灣涵養極其多元的文化，尤其被認為是南島語系民族的可能起源地。身在台東的我們，除了可能自己本身就是原住民族群

外，也一定體會過台東的「原」式熱情。然而，對於一個文化，我們不該只有片面地用刻板印象及經驗來解讀，而是更詳細

地透過文獻查詢、田野調查等方式去全盤瞭解。透過本課程，希望引導學生更加認識臺灣孕育出的原住民族群文化，對於文

化的變遷與歷史脈絡，有更透徹的瞭解與體會。另外，本課程的另一大重點，也將引導學生透過英語作為國際旅遊發展與部

落之間的溝通橋梁。英文為當今最廣為使用的國際語言，基於紮根本土，邁向國際的國際教育精神，希望學生透過本課程的

英文對話鍛鍊，能夠在期末使用英文對自己的族群及生長的地方作介紹。除了培養學生說英文的自信與能力之外，也同時擁

抱自身的母體文化，踏上尋根旅程。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介紹與分組

1.課程目標、各周進度、課堂規則及評分方式。 
 2.分組活動，決定期末報告主題。 

 3.台灣原住民文化。

二 課程介紹與分組

1.課程目標、各周進度、課堂規則及評分方式。 
 2.分組活動，決定期末報告主題。 

 3.台灣原住民文化。

三 1.各部落文化概述 2.英文導覽技巧與應用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部落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導覽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四 1.各部落文化概述 2.英文導覽技巧與應用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部落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導覽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五 1.各部落文化概述 2.英文導覽技巧與應用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部落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導覽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六 1.各部落文化概述 2.英文導覽技巧與應用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部落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導覽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七 1.各部落文化概述 2.英文導覽技巧與應用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部落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導覽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八 1.各部落文化概述 2.英文導覽技巧與應用 每週2節，一節介紹選定部落文化，另一節進行英文導覽技巧學
習及應用（常用字彙、句型及發音練習）。

九 期中報告：我的部落（中文）
綜合先前所學技巧，並使用PPT或其他科技資源，用中文進行部
落詳細介紹，依序進行期中報告。

十 期中報告：我的部落（中文）
綜合先前所學技巧，並使用PPT或其他科技資源，用中文進行部
落詳細介紹，依序進行期中報告。

十一 部落金曲
學習並傳唱原住民族群的歌謠，並理解當下的時空脈絡及文化背

景。

十二 部落金曲
學習並傳唱原住民族群的歌謠，並理解當下的時空脈絡及文化背

景。

十三 期末成果展準備
透過海報製作、與教師討論，擬訂出期末成果展的形式及英語文

的正確使用，並進行報告及解說的練習。

十四 期末成果展準備
透過海報製作、與教師討論，擬訂出期末成果展的形式及英語文

的正確使用，並進行報告及解說的練習。

十五 期末成果展準備
透過海報製作、與教師討論，擬訂出期末成果展的形式及英語文

的正確使用，並進行報告及解說的練習。

十六 成果展：我的部落（英文）
學生用英文介紹自己的族群、部落，選用實體分享或是靜態成果

海報展形式，展現學習成果。

十七 成果展：我的部落（英文）
學生用英文介紹自己的族群、部落，選用實體分享或是靜態成果

海報展形式，展現學習成果。

十八 成果展：我的部落（英文）
學生用英文介紹自己的族群、部落，選用實體分享或是靜態成果

海報展形式，展現學習成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課堂參與30%、學習單10%、書面報告30%、口頭報告30%

對應學群： 生物資源, 藝術, 外語, 文史哲, 法政, 管理,

備註：

本課程在形塑具備英語學習素養的學生，採用教學方法與策略有： 
 一、英語文領域及原民領域共備教師社群：藉由成立教師社群，增強團隊教學成果，創發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新課程並運

作，激起教師教學熱情，活化教學策略。 
二、英語文領域素養導向設計：透過英語文領域知識，培養學生英語人文素養， 建立多元學習視野，了解英語文化脈絡，讓
學生具備國際文化的視野。 

 三、使用類似田野調查模式，使學生能夠針對自己的成長地方做出不一樣的認識及學習，透過訪問或是文獻資料的查詢，讓

學生對台灣多元文化有更進一步的意識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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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動心理學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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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學生能學習正念減壓、意象訓練之心理技能，促進運動表現。 二、學生能廣泛理解運動的多元內涵，提升運動素養，增
進對運動的熱忱。 三、學生能運用文字或影象整理、紀錄個人學習歷程，並規劃未來生涯選擇。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課程說明、自我介紹 運動心理學的概念和意義

二 分組討論、影片欣賞 運動心理學的歷史

三 影片欣賞、案例討論 運動心理學研究的現況與趨勢

四 分組討論、影片欣賞 運動與人格(一)

五 分組討論 運動與人格(二)

六 分組討論 運動與焦慮

七 學科知識複習 運動與覺醒

八 學科知識複習 放鬆技術(一)

九 期中考 紙筆測驗

十 分組討論 放鬆技術(二)

十一 分組討論、影片欣賞 運動與動機(一)

十二 分組討論、影片欣賞 運動與動機(二)

十三 分組討論、影片欣賞 歸因理論(一)

十四 分組討論、影片欣賞 歸因理論(二)

十五 學科知識複習 運動與攻擊

十六 學科知識複習 觀眾的心理

十七 學科知識複習 團隊凝聚的心理

十八 期末考 期末綜合評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平時表現:30% 期中測驗:30% 期末測驗:40%

對應學群： 醫藥衛生、社會心理、遊憩運動、

備註： 參考書籍 （一）季力康等譯（2008）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 禾楓 （二）盧俊宏 運動心理學 師大書苑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運動文學選讀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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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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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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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培養學生藉由一本本的運動文學作品中-小說、散文、傳記或影片或運動評論專欄中更加認識自己，看到了競技運動背後更
加豐富的趣味之能力 2. 培養視覺之外的力度與美感素養。 3. 培養運動精神和特殊的人文風貌。 4. 培養嘗試觀察百態人生而
提煉出箇中滋味的能力。 5. 培養學生運動生涯當中面對重要抉擇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一)小說類 1. 雨中的3分58秒 2. 深夜加油站遇見 文本介紹(一) 強風吹拂(含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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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二
(一)小說類 1. 雨中的3分58秒 2. 深夜加油站遇見
蘇格拉底

分組討論

三
(一)小說類 1. 雨中的3分58秒 2. 深夜加油站遇見
蘇格拉底

小組上台發表

四
(一)小說類 1. 雨中的3分58秒 2. 深夜加油站遇見
蘇格拉底

文本介紹(二) 轉瞬為風(含作者介紹)

五
(一)小說類 1. 雨中的3分58秒 2. 深夜加油站遇見
蘇格拉底

分組討論

六
(一)小說類 1. 雨中的3分58秒 2. 深夜加油站遇見
蘇格拉底

小組上台發表

七 期中評量(一) 兩本小說擇一寫篇心得

八
(二)傳記類 1.天生就會跑 2. 重返艷陽下：阿姆斯
特朗自傳

文本介紹(一) 天生就會跑(含作者介紹)

九
(二)傳記類 1.天生就會跑 2. 重返艷陽下：阿姆斯
特朗自傳

分組討論、小組上台發表

十
(二)傳記類 1.天生就會跑 2. 重返艷陽下：阿姆斯
特朗自傳

文本介紹(二) 重返艷陽下：阿姆斯特朗自傳(含作者介紹)

十一
(二)傳記類 1.天生就會跑 2. 重返艷陽下：阿姆斯
特朗自傳

分組討論、小組上台發表

十二 期中評量(二) 看一部跟運動有關的影片並書寫心得

十三
(三)運動電影 1.經典棒球電影《百萬金臂》 2.
《攻其不備The Blind Side》

1.運動電影介紹 2.借由介紹「演出最多運動電影的演員-凱文·科
斯納」；「運動電影之導、演雙棲：克林伊斯威特」，來理解運

動世界 3.迷人的電影，就像是平行時空的精彩球賽，拚膽識、拚
技藝，也拚出一幕又一幕的歡呼人生

十四
(三)運動電影 1.經典棒球電影《百萬金臂》 2.
《攻其不備The Blind Side》 《百萬金臂》的創作背景及主題、情節探究

十五
(三)運動電影 1.經典棒球電影《百萬金臂》 2.
《攻其不備The Blind Side》 小組討論、報告

十六
(三)運動電影 1.經典棒球電影《百萬金臂》 2.
《攻其不備The Blind Side》 《攻其不備》的創作背景及主題、情節探究

十七
(三)運動電影 1.經典棒球電影《百萬金臂》 2.
《攻其不備The Blind Side》 小組討論、報告

十八 期末作業:
閱讀過文本或電影或運動評論或漫畫或動漫…..後，可以以一人
獨立完成或數人合作或小組分工合作之方式繳交1-3份形式不拘
的報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期中評量(一)35% 期中評量(二)35% 課堂小組(含個人)回饋30%

對應學群： 社會心理、大眾傳播、文史哲、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數學推理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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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對各單元的題目能獨立思考 並解決問題，從中欣賞到數學的趣味之處。 

 2.培養學生以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邏輯推理 規律猜想

二 邏輯推理 閱讀理解、文字順式推理、逆式推理

三 邏輯推理 邏輯推理實作演練

四 數的能力 二元一次方程式(雞兔同籠)

五 數的能力 觀察數字的規律

六 數的能力 觀察數字的規律實作演練

七 數字推理 數的遞變規律

八 數字推理 數的加合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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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數字推理 數字推理實作演練

十 圖形推理 圖形遞變規律

十一 圖形推理 圖形加合規律

十二 圖形推理 圖形推理實作演練

十三 九宮格推理 橫向/縱向疊加規律

十四 九宮格推理 橫向/縱向遞變規律

十五 九宮格推理 九宮格推理實作演練

十六 空間推理 三視圖

十七 空間推理 三視圖觀察實作演練

十八 綜合演練 數學推理實作演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教學中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做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 學之依據，並使學生
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具認知(知 識)、技能、情意發揮(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及
美感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 演示、心得報告、實
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兼具標準比較 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相互比較。 
 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 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 

 6.學習評量的結果須妥善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並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輔導
與合作。 

 7.未通過評 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學習成效較高的學生，可視需要實施增廣教 學，使其
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對應學群： 資訊、工程、數理化、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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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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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彈性學習時間之全學期授課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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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課程規劃表

體育班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田徑)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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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檢討比賽缺失，診斷問題。 
 2、加強心肺功能、耐力、肌耐力。 

 3、基本技術之調整。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一般技術。 2.協 調 性。 1.基本動作加強。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二 1.柔 軟 度。 2.一般肌力。 1.全面性的體能發展。 
 2.訓練負荷，量多、質輕。

三 1.專項技術。 2.一般耐力。 1.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2.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四 1.最大肌力。 2.一般速度。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五 1.一般技術。 2.協 調 性。 1.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2.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六 1.柔 軟 度。 2.一般肌力。 1.全面性的體能發展。 
 2.訓練負荷，量多、質輕。

七 1.專項技術。 2.一般耐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八 1.一般技術。 2.協 調 性。 1.基本動作加強。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九 1.最大肌力。 2.一般速度。 1.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2.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十 1.柔 軟 度。 2.一般肌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十一 1.一般技術。 2.協 調 性。 1.全面性的體能發展。 
 2.訓練負荷，量多、質輕。

十二 1.最大肌力。 2.一般速度。 1.基本動作加強。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十三 1.柔 軟 度。 2.一般肌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十四 1.專項技術。 2.一般耐力。 1.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2.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十五 1.一般技術。 2.協 調 性。 1.基本動作加強。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十六 1.最大肌力。 2.一般速度。 1.全面性的體能發展。 
 2.訓練負荷，量多、質輕。

十七 1.最大肌力。 2.一般速度。 1.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2.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十八 1.柔 軟 度。 2.一般肌力。 1.基本動作加強。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十九 1.最大肌力。 2.一般速度。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二十 1.專項技術。 2.一般耐力。 1.全面性的體能發展。 
 2.訓練負荷，量多、質輕。

二十一 1.最大肌力。 2.一般速度。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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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專項基本技術之培養。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以108全國中等學校各田徑錦標賽前八名為階段目標。 
 2.109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八名，並創造個人最佳成績。 

 3.培育菁英選手，參加國際性賽事，為國爭光。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足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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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培育優秀的足球選手，一貫性及系統化訓練，以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足球聯賽為目標，以提升足球成績。 

 全國三大賽中，奪得學生高中組團體前三名。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加強學生個人技術 強化個人基本動作及1VS1攻守能力及觀念

二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三 加強學生個人技術 強化個人基本動作及1VS1攻守能力及觀念

四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五 加強學生個人技術 強化個人基本動作及1VS1攻守能力及觀念

六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七 加強學生個人技術 強化個人基本動作及1VS1攻守能力及觀念

八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九 加強學生個人技術 強化個人基本動作及1VS1攻守能力及觀念

十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十一 加強學生團體戰術能力 2VS1以上攻守能力及觀念、陣式跑位能力及攻守轉換能力

十二 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先適應比賽時能負荷之狀況及壓力

十三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十四 加強學生團體戰術能力 2VS1以上攻守能力及觀念、陣式跑位能力及攻守轉換能力

十五 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先適應比賽時能負荷之狀況及壓力

十六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十七 加強學生團體戰術能力 2VS1以上攻守能力及觀念、陣式跑位能力及攻守轉換能力

十八 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達到比賽時能負荷之所有狀況

十九
加強學生專項體能、肌力、耐力、速度及核心肌

群
達到競技能力之體能及肌力強度

二十 加強學生團體戰術能力 2VS1以上攻守能力及觀念、陣式跑位能力及攻守轉換能力

二十一 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達到比賽時能負荷之所有狀況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109年體育署盃前三名 
 2.108學年度足球錦標賽前三名 

 3.108學年度足球聯賽前三名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柔道)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核
　定
　版
】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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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充實柔道專項運動知能，建構完整的柔道運動概念。 
 2.激發學生之自我潛 能，加強運動道德觀，發揮柔道精神，建立互助合作之人格特質 

 3.學生享受柔道的樂趣，以培養運動防身之能力，養成終身規律運動的好習慣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規則與安全守則介紹 課程實施說明

二 1.核心能力、心肺耐力提升2.手、足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三 1.核心能力、心肺耐力提升2.手、足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四 1.核心能力、心肺耐力提升2.手、足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五 1.核心能力、心肺耐力提升2.手、足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六 1.核心能力、心肺耐力提升2.手、足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七 1.核心能力、心肺耐力提升2.手、足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八 1.核心能力、心肺耐力提升2.手、足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九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一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二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三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四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五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六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七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八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十九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二十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二十一 1.肌力、肌耐力提升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 基本體能訓練(一)、專項技術訓練(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中正盃、全中運、菁英排名賽競賽成績 
 二、賽後心得撰寫 

 三、平時專項與體能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射箭)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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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能認識一舨體適能與專項體適能的各項指標訓練。 
 二、能認識並練習在訓練中，各項基本技術表現，儲備參賽運動能力表現。 

 三、能認識並練習團體對抗賽之戰術應用。 
 四、能知道並實施個人參與競賽的動機與目標設定，同時學習心理技能之基本訓練。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射箭活動的簡史 2.射箭規則與安全守則 3.基本
動作訓練

1.國內外射箭發展 2.射箭安全守則及應有的行為準則 3.射箭比賽
規則 4.基本動作訓練

二 1.專項體能 2.基本動作訓練 1.專項體能介紹與訓練 2.熟練基本動作

三 1.個人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個人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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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團體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團體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五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六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測驗

七 1.個人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個人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八 1.團體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團體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九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十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測驗

十一 1.個人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個人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十二 1.團體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團體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十三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十四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測驗

十五 1.個人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個人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十六 1.團體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團體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十七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十八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測驗

十九 1.個人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個人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二十 1.團體對抗賽演練 2.基本動作訓練 1.模擬訓練-團體對抗賽情境演練 2.基本動作快射訓練

二十一 1.70M專項動作訓練 2.專項體能 1.70M射箭技術節奏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測驗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青年盃、全中運、總統盃競賽成績 
 二、賽後心得撰寫 

 三、平時專項與體能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射擊)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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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重視試射，掌握擊發節奏 
 2.規劃以及分配比賽時間，妥善利用比賽空隙 

 3.爭取全國四大賽、全中運前三名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賽前調整 強化基本動作的精確度，培養堅強意志力、自信心、專注力。

二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三 賽前調整 模擬比賽過程，加強決賽技能訓練。

四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五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六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七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八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九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 比賽前調整。
強化基本動作，大量實彈練習，著重視力回收、握力保持、大膽

擊發訓練技巧。

十一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十二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十三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十四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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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六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十七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八 成績、分數要求訓練
強化動作的精確度，穩、瞄、扣，看靶運槍、接靶擊發， 要求
每發技術每與動作的流暢。

十九 成績、分數要求訓練
強化動作的精確度，穩、瞄、扣，看靶運槍、接靶擊發， 要求
每發技術每與動作的流暢。

二十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二十一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二十二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學習評量：

1.動作流暢測試。 
 2.動機與態度。 

 3.出缺勤狀況。 
 4.實際競賽成績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棒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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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體能-速度、敏捷、爆發力、肌力、心肺耐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接球基本動作(內野、外野、捕手、投手)

二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接球基本動作(內野、外野、捕手、投手)

三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接球基本動作(內野、外野、捕手、投手)

四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接球基本動作(內野、外野、捕手、投手)

五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打擊基本動作(固定打擊姿勢與擊球點、短打

六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打擊基本動作(固定打擊姿勢與擊球點、短打

七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打擊基本動作(固定打擊姿勢與擊球點、短打

八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打擊基本動作(固定打擊姿勢與擊球點、短打

九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跑壘技術(離壘、回壘、盜壘、繞壘包動作)

十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跑壘技術(離壘、回壘、盜壘、繞壘包動作)

十一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跑壘技術(離壘、回壘、盜壘、繞壘包動作)

十二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跑壘技術(離壘、回壘、盜壘、繞壘包動作)

十三 提升個人能力 加強跑壘技術(離壘、回壘、盜壘、繞壘包動作)

十四 提升個人能力 投球基本動作(固定投球動作與放球點、重心移位

十五 提升個人能力 投球基本動作(固定投球動作與放球點、重心移位

十六 提升個人能力 投球基本動作(固定投球動作與放球點、重心移位

十七 提升個人能力 投球基本動作(固定投球動作與放球點、重心移位

十八 提升個人能力 投球基本動作(固定投球動作與放球點、重心移位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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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跆拳道)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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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高一學生現階段必須強化選手基本能力，及跆拳道基本動作為主並增加基礎體能和賽場體能。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分組練習(跆拳道手腳基本動作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二 分組練習(跆拳道手腳基本動作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三 分組練習(跆拳道手腳基本動作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四 分組練習(跆拳道手腳基本動作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五 分組練習(跆拳道手腳基本動作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六 分組練習(跆拳道手腳基本動作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七 分組練習(跆拳道攻擊與防禦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八 分組練習(跆拳道攻擊與防禦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九 分組練習(跆拳道攻擊與防禦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 分組練習(跆拳道攻擊與防禦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一 分組練習(跆拳道攻擊與防禦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二 分組練習(跆拳道攻擊與防禦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三 分組練習(跆拳道競技對練和品勢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四 分組練習(跆拳道競技對練和品勢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五 分組練習(跆拳道競技對練和品勢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六 分組練習(跆拳道競技對練和品勢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七 分組練習(跆拳道競技對練和品勢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八 分組練習(跆拳道競技對練和品勢練習)
速度、敏捷性、柔軟度、協調性、心肺耐力、激勵...等項目反覆
訓練，奠定從事專項體能的基礎；加強基本動作紮實與個人專長

技術的配套訓練、基本得分技術的成熟與精準攻擊時機的掌握。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基本體能測驗 二、協調性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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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網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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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能 
三、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四、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
跳、蹲、舉、動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

胎，期能具有良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

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二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
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接發球練習 心理 平時打球
喊聲，增加自信心，提高氣勢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三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
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排基本練習 4.接發球練
習 心理 平時打球喊聲，增加自信心，提高氣勢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四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
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排基本練習 4.接發球練
習 心理 1.場上氣勢如何形成? 2.失誤頻頻，沒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五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
跳、蹲、舉、動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

胎，期能具有良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

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六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
跳、蹲、舉、動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

胎，期能具有良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

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七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排基本
練習、高壓球3、4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八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排基本
練習、高壓球3、4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九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 重量訓
練：利用重量訓練器材，排定時間（每週二次）

訓練，以增加肌力與肌耐力。 技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
排基本練習、高壓球3、4號位子 4. 後排大場左
右6顆、半場正、反拍綜合練習。 5. 後排大場8
球單打綜合練習 戰術 前排發球上網，順勢連續
動作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一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2 前排
跟球卡位練習。 3 後排大場不定向+前排超球綜
合練習。 戰術 雙前對雙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
前對雙前 心理 1 比賽中腦筋一片空白? 2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十二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 前排跟球卡位練習。 3 後
排大場不定向+前排超球綜合練習。 戰術 雙前對
一前一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後對雙前 雙後對
一前一後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十三 全國中正盃

十四 心肺耐力訓練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
舉、動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

具有良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 重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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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訓練：利用重量訓練器材，排定時間（每週二

次）訓練，以增加肌

十五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
3、4號位子。 3 後排大場左右6顆、半場正、反
拍綜合練習 戰術 雙前對雙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前對雙前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六

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作，
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好之

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 重量訓練：利
用重量訓練器材，排定時間（每週二次）訓練，

以增加肌力與肌耐力 技術 1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十七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
3、4號位子。 3. 後排大場8球單打綜合練習。 4.
後排攻擊前排防守練習。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八
戰術 雙前對一前一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後對
雙前 雙後對一前一後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十九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
3、4號位子。 3. 後排大場8球單打綜合練習。 4.
後排攻擊前排防守練習。 戰術 雙前對一前一
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後對雙前 雙後對一前一
後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二十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 重量訓
練：利用重量訓練器材，排定時間（每週二次）

訓練，以增加肌力與肌耐力 技術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二十一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後排大場不
定向+前排超球綜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練習態度 

 2.訓練日誌

對應學群： 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擊劍)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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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短期：以獲得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前八名。 

 (二)長期：以取得國手資格，進軍亞、奧運會，為國爭光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知識 了解擊劍這項運動的器材以及基本認知

二 講解裝備維修 了解裝備遇到狀況時，應須如何去面對，跟如何去排除困難

三 基礎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四 分組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五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六 基本技巧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七 裝備維修 熟能維修技巧，並協助他人維修工作，已達成基本維修技巧

八 基本技巧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九 講解對打技術 講解對打幾本規則，且講述比賽過程

十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十一 基本技巧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二 分組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三 裝備維修 熟能維修技巧，並協助他人維修工作，已達成基本維修技巧

十四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五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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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基本技巧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七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八 裝備維修 熟能維修技巧，並協助他人維修工作，已達成基本維修技巧

十九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二十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二十一 分組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以獲得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前八名。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一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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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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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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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了解一般體能及專項體能的差異性。 
 二、了解專項體能對舉重專項之重要性。 
 三、認識抓舉動作技術要領。 

 四、認識挺舉動作技術要領。 
 五、學習專業訓練對運動員之重要性。 

 六、學習恢復手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一般體能檢測
1.一分鐘仰臥起坐。2.坐姿體前彎。3.立定跳。4.800及1600公尺
跑。

二 基礎肌力訓練動作教學 1.後蹲。2.實力推。3.伸肌肌群訓練。

三 基礎肌力訓練動作教學 1.前蹲。2.硬舉。3.屈肌肌群訓練。

四 基礎肌力訓練動作教學 1.送槓。2.拋抓。3.伸肌肌群訓練。

五 基礎肌力訓練動作教學 1.後蹲複習。2.前蹲複習。3.屈肌肌群訓練。

六 基礎肌力訓練動作教學 1.送槓動作複習。2.拋抓動作複習。3.伸肌肌群訓練。

七 基礎肌力訓練動作教學 1.硬舉動作複習。2.窄硬與寬硬訓練。3.屈肌肌群訓練。

八 木棍及空槓技術軌道學習 1.不接觸直腿抓。2.不接觸高翻。

九 木棍及空槓技術軌道學習 1.不接觸下蹲抓。2.不接觸下蹲翻。

十 木棍及空槓技術軌道學習 1.發力。2.抓舉發力動作練習。3.挺舉動作發力練習。

十一 木棍及空槓技術軌道學習 1.抓舉。2.挺舉翻鈴。3.挺舉上挺。

十二 木棍及空槓技術軌道學習 1.抓舉。2.挺舉翻鈴。3.挺舉上挺。

十三 抓舉提鈴動作之要領。 1.抓舉預備姿勢。2.抓舉提鈴重心。

十四 抓舉提鈴動作之要領。 1.抓舉提鈴練習。2.抓舉肌群使用提示與注意。

十五 挺舉提鈴動作之要領。 1.挺舉預備姿勢。2.挺舉提鈴重心。

十六 挺舉提鈴動作之要領。 1.挺舉提鈴練習。2.挺舉肌群使用提示與注意。

十七 抓舉發力動作之要領。 1.抓舉膝上動作。2.抓舉發力動作之精修。

十八 抓舉發力動作之要領。 1.寬送槓。2.抓舉發力練習。

十九 挺舉發力動作之要領。 1.挺舉膝上動作。2.挺舉發力動作之精修。

二十 挺舉發力動作之要領。 1.窄送槓。2.挺舉發力練習。

二十一 期末專項體能檢測 1.抓舉測驗。2.挺舉測驗。3.各項肌力測驗。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各項動作重量測試。 
 2.訓練日誌。 

 3.動機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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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缺勤狀況。 
5.實際競賽成績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戰術應用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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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秀運動人才絕對不是只有在競技場上的表現，更須兼具人文的涵養。學生必須深刻體認「運動」本身就是目的，並非手段

或工具。一個優質運動人才應該具備－「健康美、閱讀力、國際觀」的特質，以提升運動情操。、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能 
 三、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四、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技術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二 基本技術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三 基本技術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四 技術運用實作 基本技術檢核與修正

五 技術運用實作 基本技術檢核與修正

六 運動心理學 瞭解參與者

七 運動心理學 提昇表現

八 運動訓練法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九 運動訓練法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 專項規則介紹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一 戰術探討 國內常用戰術介紹

十二 戰術探討 國內常用戰術介紹

十三 各國戰術探討 各國戰術介紹

十四 各國戰術探討 各國戰術介紹

十五 戰術演練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六 戰術演練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七 戰術演練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八 綜合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規則測驗20%、比賽50%、戰術設計學習單30%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競技運動綜合訓練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 學分總數： 6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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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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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優秀運動人才絕對不是只有在競技場上的表現，更須兼具人文的涵養。學生必須深刻體認「運動」本身就是目的，並非手段

或工具。一個優質運動人才應該具備－「健康美、閱讀力、國際觀」的特質，以提升運動情操。、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透過課程的實施與綜合成效評量，可以使學生在專項體能表現、專項技術能力、小組綜合技術應用、團隊分組對抗競賽及競

技綜合訓練表現等，各方面均能有效地提昇運動競技能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一）、體能：

（1）綜合體能的提昇。 
 （2）專項體能的反覆練習。 

 （3）利用專項體能強化專項技術。 
 

二 （一）、體能：

（1）綜合體能的提昇。 
 （2）專項體能的反覆練習。 

 （3）利用專項體能強化專項技術。 
 

三 （一）、體能：

（1）綜合體能的提昇。 
 （2）專項體能的反覆練習。 

 （3）利用專項體能強化專項技術。 
 

四 （一）、體能：

（1）綜合體能的提昇。 
 （2）專項體能的反覆練習。 

 （3）利用專項體能強化專項技術。 
 

五 （一）、體能：

（1）綜合體能的提昇。 
 （2）專項體能的反覆練習。 

 （3）利用專項體能強化專項技術。 
 

六 （二）、戰術：

（1）選手戰術與指導教練間默契之培養。 
 （2）利用錄影帶糾正及分析個人動作。 

 （3）利用友誼賽了解選手優缺點。 
 

七 （二）、戰術：

（1）選手戰術與指導教練間默契之培養。 
 （2）利用錄影帶糾正及分析個人動作。 

 （3）利用友誼賽了解選手優缺點。 
 

八 （二）、戰術：

（1）選手戰術與指導教練間默契之培養。 
 （2）利用錄影帶糾正及分析個人動作。 

 （3）利用友誼賽了解選手優缺點。 
 

九 （二）、戰術：

（1）選手戰術與指導教練間默契之培養。 
 （2）利用錄影帶糾正及分析個人動作。 

 （3）利用友誼賽了解選手優缺點。 
 

十 （二）、戰術：

（1）選手戰術與指導教練間默契之培養。 
 （2）利用錄影帶糾正及分析個人動作。 

 （3）利用友誼賽了解選手優缺點。 
 

十一 （三）、戰術
利用基本動作、攻擊及反擊、防禦、步伐、距離、空間及得分觀

念、與專項技術訓練集合。

十二 （三）、戰術
利用基本動作、攻擊及反擊、防禦、步伐、距離、空間及得分觀

念、與專項技術訓練集合。

十三 （三）、戰術
利用基本動作、攻擊及反擊、防禦、步伐、距離、空間及得分觀

念、與專項技術訓練集合。

十四 （三）、戰術
利用基本動作、攻擊及反擊、防禦、步伐、距離、空間及得分觀

念、與專項技術訓練集合。

十五 （三）、戰術
利用基本動作、攻擊及反擊、防禦、步伐、距離、空間及得分觀

念、與專項技術訓練集合。

十六 （四）、專項技術：

（1）加強選手心理建設。 
 （2）加強選手對自我的信心提昇。 

 （3）強化選手個人的榮譽心。 
 

十七 （四）、專項技術：

（1）加強選手心理建設。 
 （2）加強選手對自我的信心提昇。 

 （3）強化選手個人的榮譽心。 
 

十八 （四）、專項技術：

（1）加強選手心理建設。 
 （2）加強選手對自我的信心提昇。 

 （3）強化選手個人的榮譽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1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15%) 
 3.綜合技術應用(15%) 

 4.競賽(含分組及團隊對抗) (30%) 
 5.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田徑)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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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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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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專項性體能加強。 
 2、進階技術調整。 

 3、加強肌耐力、速耐力，爆發力。 
 4、為第三階段作準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專項速度。 2.特殊耐力。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敏捷及速度加強。

二 1.柔 軟 度。 2.爆發肌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心理訓練（意像訓練）。

三 1.專項技術。 2.一般速度。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四 1.一般耐力。 2.最大肌力。 1.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2.專項的技術加強。

五 1.柔 軟 度。 2.爆發肌力。 1.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2.專項的技術加強。

六 1.專項速度。 2.特殊耐力。 1.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2.專項的技術加強。

七 1.專項技術。 2.一般速度。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敏捷及速度加強。

八 1.柔 軟 度。 2.爆發肌力。 1.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2.專項的技術加強。

九 1.一般耐力。 2.最大肌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心理訓練（意像訓練）。

十 1.專項速度。 2.特殊耐力。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十一 1.一般耐力。 2.最大肌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心理訓練（意像訓練）。

十二 1.柔 軟 度。 2.爆發肌力。 1.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2.專項的技術加強。

十三 1.專項技術。 2.一般速度。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敏捷及速度加強。

十四 1.柔 軟 度。 2.爆發肌力。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十五 1.一般耐力。 2.最大肌力。 1.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2.專項的技術加強。

十六 1.專項速度。 2.特殊耐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心理訓練（意像訓練）。

十七 1.一般耐力。 2.最大肌力。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敏捷及速度加強。

十八 1.專項速度。 2.特殊耐力。 1.訓練負荷，量、強度各佔一半。 
 2.心理訓練（意像訓練）。

十九 1.專項技術。 2.一般速度。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敏捷及速度加強。

二十 1.柔 軟 度。 2.爆發肌力。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一般身體訓練減少。

二十一 1.一般耐力。 2.最大肌力。 1.訓練負荷，量逐漸減少、強度加大。 
 2.專項的技術加強。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以108全國中等學校各田徑錦標賽前八名為階段目標。 
 2.109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八名，並創造個人最佳成績。 

 3.培育菁英選手，參加國際性賽事，為國爭光。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足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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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培育優秀的足球選手，一貫性及系統化訓練，以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足球聯賽為目標，以提升足球成績。 

 全國三大賽中，奪得學生高中組團體第一名或第二名。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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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提高活動中控球能力。

二 提昇基本體能
1.體能評估及測驗。 

 2.提昇基本體能。

三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VS1以上攻守能力及觀念、陣式跑位能力及攻守轉換能力。

四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基礎掌握傳接球技術。

五 提昇基本體能
1.提昇基本體能。 

 2.加強基本肌力。

六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VS1以上攻守能力及觀念、陣式跑位能力及攻守轉換能力。

七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提高技術的運用能力。

八 提昇基本體能
1.提昇基本體能。 

 2.加強基本肌力。

九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VS1以上攻守能力及觀念、陣式跑位能力及攻守轉換能力。

十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十一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注意發現選手特點加以培養及改進。

十二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肌力、肌耐力、速度、心肺耐力、爆發性體能等為主要重點訓
練要素。 

 2.協調、敏捷、柔韌、平衡、節奏、韻律等為輔。

十三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對1、4對2、3對2、4對4對抗攻守，半攻守，全場練習和練習
比賽。

十四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十五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肌力、肌耐力、速度、心肺耐力、爆發性體能等為主要重點訓
練要素。 

 2.協調、敏捷、柔韌、平衡、節奏、韻律等為輔。

十六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對1、4對2、3對2、4對4對抗攻守，半攻守，全場練習和練習
比賽。

十七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十八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肌力、肌耐力、速度、心肺耐力、爆發性體能等為主要重點訓
練要素。 

 2.協調、敏捷、柔韌、平衡、節奏、韻律等為輔。

十九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對1、4對2、3對2、4對4對抗攻守，半攻守，全場練習和練習
比賽。

二十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二十一 調整訓練及檢討
1.比賽缺失檢討與改進。 

 2.調整訓練及心理再調整。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奪得高中組聯賽前二名。 
 2.奪得高中組錦標賽前二名。 

 3.奪得高中組體育署盃前二名。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柔道)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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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充實柔道專項運動知能，建構完整的柔道運動概念。 

 2.提升柔道運動技能，積極參與柔道運動訓練與比賽。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規則與安全守則介紹 課程實施說明

二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

三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四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五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六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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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練習4.重量訓練

七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八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九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一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二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三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四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五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六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七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八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九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二十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二十一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 專項體能訓練(二)、專項技術訓練(二)、戰術運用與執行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中正盃、全中運、菁英排名賽競賽成績 
 二、賽後心得撰寫 

 三、平時專項與體能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射箭)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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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能了解並執行一舨體適能與專項體能各項訓練。 
 二、能理解個人、團體抗賽之戰術應用，提升參賽運動成績表現。 

 三、能熟悉各種心理技能，同時運用於專項訓練與競賽情境中。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專項體能訓練 2.弓箭器材保養 1.專項體能訓練-加強肌耐力與心肺耐力 2.了解射箭器材的功能與
學會保養。

二 1.專項技術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瞄點訓練-熟悉瞄準器的正確調整技巧 2.專項體能訓練

三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練習 2.節奏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四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集中性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五 1.專項技術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 2.專項體能訓練

六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練習 2.節奏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七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集中性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八 1.專項技術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瞄點訓練-熟悉瞄準器的正確調整技巧 2.專項體能訓練

九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狀演練 2.節奏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十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集中性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十一 1.專項技術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 2.專項體能訓練

十二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練習 2.節奏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十三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集中性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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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專項技術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瞄點訓練-熟悉瞄準器的正確調整技巧 2.專項體能訓練

十五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狀況演練 2.節奏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十六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集中性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十七 1.專項技術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瞄點訓練-熟悉瞄準器的正確調整技巧 2.專項體能訓練

十八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練習 2.節奏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十九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集中性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二十 1.專項技術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 2.專項體能訓練

二十一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狀況演練 2.節奏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青年盃、全中運、總統盃競賽成績 
 二、賽後心得撰寫 

 三、平時專項與體能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射擊)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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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賽前調整 強化基本動作的精確度，培養堅強意志力、自信心、專注力。

二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三 賽前調整 模擬比賽過程，加強決賽技能訓練。

四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五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六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七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八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九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 比賽前調整。
強化基本動作，大量實彈練習，著重視力回收、握力保持、大膽

擊發訓練技巧。

十一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十二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十三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十四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十五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六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十七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八 成績、分數要求訓練
強化動作的精確度，穩、瞄、扣，看靶運槍、接靶擊發， 要求
每發技術每與動作的流暢。

十九 成績、分數要求訓練
強化動作的精確度，穩、瞄、扣，看靶運槍、接靶擊發， 要求
每發技術每與動作的流暢。

二十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二十一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二十二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學習評量： 1.動作流暢測試。 
 2.動機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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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缺勤狀況。 
4.實際競賽成績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棒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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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技術-測球速(投球、打擊)、速度(一壘、全壘、盜壘)、遠投 
 1.增強肌力、爆發力、肌耐力 

 2.提高速度、敏捷性與速耐力 
 3.提升協調性與各關節之活動度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配合整體守備訓練 守備-牽制配合、短打守備暗號配合、吊球

二 配合整體守備訓練 守備-牽制配合、短打守備暗號配合、吊球

三 配合整體守備訓練 守備-牽制配合、短打守備暗號配合、吊球

四 配合整體守備訓練 守備-牽制配合、短打守備暗號配合、吊球

五 配合整體守備訓練 守備-牽制配合、短打守備暗號配合、吊球

六 配合整體守備訓練 守備-牽制配合、短打守備暗號配合、吊球

七 配合整體打擊戰術訓練
打擊-設定球路、短打戰術、打帶跑戰術、收打打帶跑戰術、跑
帶打、盜壘、延遲盜壘、雙盜壘

八 配合整體打擊戰術訓練
打擊-設定球路、短打戰術、打帶跑戰術、收打打帶跑戰術、跑
帶打、盜壘、延遲盜壘、雙盜壘

九 配合整體打擊戰術訓練
打擊-設定球路、短打戰術、打帶跑戰術、收打打帶跑戰術、跑
帶打、盜壘、延遲盜壘、雙盜壘

十 配合整體打擊戰術訓練
打擊-設定球路、短打戰術、打帶跑戰術、收打打帶跑戰術、跑
帶打、盜壘、延遲盜壘、雙盜壘

十一 配合整體打擊戰術訓練
打擊-設定球路、短打戰術、打帶跑戰術、收打打帶跑戰術、跑
帶打、盜壘、延遲盜壘、雙盜壘

十二 配合整體打擊戰術訓練
打擊-設定球路、短打戰術、打帶跑戰術、收打打帶跑戰術、跑
帶打、盜壘、延遲盜壘、雙盜壘

十三 模擬打擊守備訓練 模擬比賽

十四 模擬打擊守備訓練 模擬比賽

十五 模擬打擊守備訓練 模擬比賽

十六 模擬打擊守備訓練 模擬比賽

十七 模擬打擊守備訓練 模擬比賽

十八 模擬打擊守備訓練 模擬比賽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跆拳道)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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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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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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多給予正向的鼓勵和培養強烈的求勝企圖心及高昂的鬥志力並增加自信心與心理因素，為校增取最佳成績。 

 高二學生以參加全國性比賽取得前八強為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分組練習(競技對練以跆拳道攻防練習、品勢以
組合動作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二
分組練習(競技對練以跆拳道攻防練習、品勢以
組合動作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三
分組練習(競技對練以跆拳道攻防練習、品勢以
組合動作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四
分組練習(競技對練以跆拳道攻防練習、品勢以
組合動作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五
分組練習(競技對練以跆拳道攻防練習、品勢以
組合動作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六
分組練習(競技對練以跆拳道攻防練習、品勢以
組合動作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七
分組練習(競技以兩個一組練習對練動作、品勢
以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八
分組練習(競技以兩個一組練習對練動作、品勢
以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九
分組練習(競技以兩個一組練習對練動作、品勢
以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
分組練習(競技以兩個一組練習對練動作、品勢
以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一
分組練習(競技以兩個一組練習對練動作、品勢
以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二
分組練習(競技以兩個一組練習對練動作、品勢
以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三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模擬對練、品勢以比
賽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四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模擬對練、品勢以比
賽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五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模擬對練、品勢以比
賽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六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模擬對練、品勢以比
賽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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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七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模擬對練、品勢以比
賽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八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模擬對練、品勢以比
賽型場練習為主)

與跆拳踢擊、閃躲、移位有關的肌力、肌耐力、速度、爆發力、

耐乳酸能力，奠定從事強化選手基數訓練的基礎；依訓練週期及

選手的個性差異性，一個是踢擊所需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

→肌肉質量→爆發力→速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
項性肌力、肌耐力訓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心肺耐力測驗 二、賽場體能測驗 三、協調性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網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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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以專項運動基本技術為輔，戰術應用為主，建立學生對技術、戰術的學習及應用。 
2.透過戰術介紹及實地演練，學生能發展出屬於自己應用的戰術。 
3.學習基本技術、戰術及比賽規則，進而讓學生能更進一步欣賞球賽及考取證照。 
4. 對未來升學時有多元的運動技能及證照。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技術 正拍、反拍、攻擊球

二 基本技術 正拍、反拍、攻擊球 前排基本動作

三 基本技術 前排基本動作

四 技術運用實作 基本技術檢核與修正

五 技術運用實作 基本技術檢核與修正

六 技術運用實作 基本技術檢核與修正

七 運動心理學 瞭解參與者 提昇表現

八 運動心理學 瞭解參與者 提昇表現

九 運動訓練法 基本技術檢核與修正

十 運動心理學 瞭解參與者 提昇表現

十一 運動訓練法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十二 運動訓練法
一、 瞭解專項運動戰術戰略知能 二、 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技
能 三、 深化專項運動戰術戰略應用能力

十三 全國中正盃

十四 戰術探討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五 戰術探討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六 戰術演練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七 戰術演練 技術運用實作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八 戰術演練 技術運用實作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十九 戰術演練 技術運用實作 熟練並於競賽實境中活用所需之戰術戰略綜合能力

二十 戰術演練 技術運用實作 實地演練

二十一 戰術演練 技術運用實作 實地演練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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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1.練習態度 
2.訓練日誌 
3.比賽心得

對應學群： 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擊劍)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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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短期：以獲得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前八名。 

 (二)長期：以取得國手資格，進軍亞、奧運會，為國爭光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二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三 裝備維修 熟能維修技巧，並協助他人維修工作，已達成基本維修技巧

四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五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六 心理訓練
一、了解比賽過程中的壓力 二、調整訓練心態 三、給予心理建
設

七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八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九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一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十二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十三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四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五 裝備維修 熟能維修技巧，並協助他人維修工作，已達成基本維修技巧

十六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十七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十八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九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二十 心理訓練
一、了解比賽過程中的壓力 二、調整訓練心態 三、給予心理建
設

二十一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以獲得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前八名。 

 以取得國手資格，進軍亞、奧運會，為國爭光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二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二上、二下 學分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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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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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強化專項體能。 
 二、強化舉重專項技術。 

 三、抓舉動作技術訓練。 
 四、挺舉動作技術訓練。 
 五、競技能力提升。 

 六、強化恢復手段。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期初專項體能檢測 1.抓舉。2.挺舉。3.各項肌力測驗。4.比賽級別評估。

二 進階肌力訓練 1.大肌群伸屈肌訓練。2.協調性與柔韌度訓練。3.動作控制。

三 抓舉提鈴動作強化 1.寬送槓。2.直腿抓。3.寬硬舉。

四 挺舉提鈴動作強化 1.窄送槓。2.窄硬。3.意識控制。

五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六 進階肌力訓練 1.大肌群伸屈肌訓練。2.協調性與柔韌度訓練。3.動作控制。

七 抓舉提鈴動作強化 1.寬送槓。2.直腿抓。3.寬硬舉。

八 挺舉提鈴動作強化 1.窄送槓。2.窄硬。3.意識控制。

九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十 進階肌力訓練 1.大肌群伸屈肌訓練。2.協調性與柔韌度訓練。3.動作控制。

十一 抓舉發力動作強化 1.箱上寬送槓。2.箱上直腿抓。3.箱上寬硬舉。

十二 挺舉發力動作強化 1.箱上窄送槓。2.箱上高翻。3.箱上窄硬舉。

十三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十四 進階肌力訓練 1.大肌群伸屈肌訓練。2.協調性與柔韌度訓練。3.動作控制。

十五 抓舉發力動作強化 1.箱上寬送槓。2.箱上直腿抓。3.箱上寬硬舉。

十六 挺舉發力動作強化 1.箱上窄送槓。2.箱上高翻。3.箱上窄硬舉。

十七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十八 進階肌力訓練 1.大肌群伸屈肌訓練。2.協調性與柔韌度訓練。3.動作控制。

十九 抓舉發力動作強化 1.箱上寬送槓。2.箱上直腿抓。3.箱上寬硬舉。

二十 挺舉發力動作強化 1.箱上窄送槓。2.箱上高翻。3.箱上窄硬舉。

二十一 期末專項體能檢測 1.抓舉測驗。2.挺舉測驗。3.各項肌力測驗。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各項動作重量測試。 
 2.訓練日誌。 

 3.動機與態度。 
 4.出缺勤狀況。 
 5.實際競賽成績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田徑)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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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改進比賽缺點。 
 2.比賽技術評估。 
 3.比賽經驗的延伸。 

 4.抗壓力的提升。 
 5.心理素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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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達成主要比賽之運動表現，創造個人最佳成績。 
7.模擬比賽。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專項速度。 2.協 調 性。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二 1.特殊耐力。 2.心理訓練。 1.心智訓練。 
 2.敏捷及速度加強。

三 1.專項技術。 2.爆發肌力。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訓練量減少、質達最高。

四 1.專項肌力。 2.柔 軟 度。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五 1.專項肌力。 2.柔 軟 度。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六 1.特殊耐力。 2.心理訓練。 1.心智訓練。 
 2.敏捷及速度加強。

七 1.專項速度。 2.協 調 性。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八 1.專項技術。 2.爆發肌力。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訓練量減少、質達最高。

九 1.特殊耐力。 2.心理訓練。 1.心智訓練。 
 2.敏捷及速度加強。

十 1.專項技術。 2.爆發肌力。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十一 1.專項速度。 2.協 調 性。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十二 1.專項肌力。 2.柔 軟 度。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訓練量減少、質達最高。

十三 1.專項肌力。 2.柔 軟 度。 1.心智訓練。 
 2.敏捷及速度加強。

十四 1.專項速度。 2.協 調 性。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十五 1.特殊耐力。 2.心理訓練。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十六 1.專項技術。 2.爆發肌力。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訓練量減少、質達最高。

十七 1.專項速度。 2.協 調 性。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十八 1.特殊耐力。 2.心理訓練。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十九 1.專項技術。 2.爆發肌力。 1.心智訓練。 
 2.敏捷及速度加強。

二十 1.專項肌力。 2.柔 軟 度。 1.專項的技術加強。 
 2.訓練量減少、質達最高。

二十一 1.專項肌力。 2.柔 軟 度。 1.敏捷及速度加強。 
 2.專項技術訓練。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以108全國中等學校各田徑錦標賽前八名為階段目標。 
 2.109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八名，並創造個人最佳成績。 

 3.培育菁英選手，參加國際性賽事，為國爭光。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足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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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培育優秀的足球選手，一貫性及系統化訓練，以108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足球聯賽冠軍及入選國家代表隊為目標，以提升足球
成績。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提高活動中控球能力。

二 提昇基本體能 1.體能評估及測驗。 2.提昇基本體能。

三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對1、4對2、3對2、4對4對抗攻守，半攻守，全場練習和練習
比賽。

四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提高技術的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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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昇基本體能 1.提昇基本體能。 2.加強基本肌力。

六 提昇團體戰術觀念
1.2對1、4對2、3對2、4對4對抗攻守，半攻守，全場練習和練習
比賽。

七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掌握傳接球技術。

八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九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提昇競技體能。 2.加強競技肌力。

十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掌握移動中傳接球技術。

十一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提昇競技體能。 2.加強競技肌力。

十二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十三 調整訓練及檢討 1.比賽缺失檢討與改進。 2.調整訓練及心理再調整。

十四 全面提升選手的基本技術 1.掌握移動中傳接球技術。

十五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提昇競技體能。 2.加強競技肌力。

十六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十七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提昇競技體能。 2.加強競技肌力。

十八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十九 提昇競技體能及能力 1.提昇競技體能。 2.加強競技肌力。

二十 提昇對抗性及抗壓性 1.移地訓練及友誼賽。 2.加強學生心理素質及抗壓能力。

二十一 調整訓練及檢討 1.比賽缺失檢討與改進。 2.調整訓練及心理再調整。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奪得高中組聯賽冠軍。 
 2.奪得高中組錦標賽冠軍。 

 3.奪得高中組體育署盃冠軍。 
 4.入選國家代表隊。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柔道)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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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充實柔道專項運動知能，建構完整的柔道運動概念。 
 2.提升柔道運動技能，積極參與柔道運動訓練與比賽。 
 3.培養運動競技精神，表現良好運動風度。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規則與安全守則介紹 課程實施說明

二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

三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四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五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六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七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八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九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一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二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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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四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五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六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七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八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十九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二十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二十一
1.輔助體能2.手、足、捨身技動作練習3.寢技動
作練習4.重量訓練5.實際演練 專項體能訓練(三)、專項技術訓練(三)、戰術運用與執行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中正盃、全中運、菁英排名賽競賽成績 
 二、賽後心得撰寫 

 三、平時專項與體能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射箭)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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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能設計一般體能與專項體能的運動處方並確實實踐。 
 二、能規劃並實踐訓練與賽後綜合評估，調整專項基本技術，提升參賽成績表現。 

 三、能統整並熟練個人、團體隊抗賽時之專項技術應用。 
 四、能設計並提升各種心理技能，善用於專項訓練與競賽情境中，發展出個人最適宜的心理訓練模式。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專項技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理技能訓練 1.70M集中性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3.綜合性心理
技能訓練

二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三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四 1.專項技術訓練 2.心理技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個人對抗賽訓練 2.綜合性心理技能的訓練

五 1.專項技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理技能訓練 .70M集中性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3.綜合性心理
技能訓練

六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七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八 1.專項技術訓練 2.心理技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個人對抗賽訓練 2.綜合性心理技能的訓練

九 1.專項技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理技能訓練 .70M集中性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3.綜合性心理
技能訓練

十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十一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十二 1.專項技術訓練 2.心理技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個人對抗賽訓練 2.綜合性心理技能的訓練

十三 1.專項技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理技能訓練 .70M集中性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3.綜合性心理
技能訓練

十四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十五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專項體能訓練

十六 1.專項技術訓練 2.心理技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個人對抗賽訓練 2.綜合性心理技能的訓練

十七 1.專項技術訓練 2.心理技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個人對抗賽訓練 2.綜合性心理技能的訓練

十八 1.專項技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理技能訓練 .70M集中性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3.綜合性心理
技能訓練

十九 1.個人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個人對抗積點訓練 2.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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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1.團體對抗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1.70M團體對抗狀況演練 2.專項體能訓練
二十一 1.專項技術訓練 2.心理技能訓練 1.70M雙局測驗、個人對抗賽訓練 2.綜合性心理技能的訓練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青年盃、全中運、總統盃競賽成績 
 二、賽後心得撰寫 

 三、平時專項與體能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射擊)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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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賽前調整 強化基本動作的精確度，培養堅強意志力、自信心、專注力。

二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三 賽前調整 模擬比賽過程，加強決賽技能訓練。

四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五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六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七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八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九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 比賽前調整。
強化基本動作，大量實彈練習，著重視力回收、握力保持、大膽

擊發訓練技巧。

十一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十二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十三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十四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十五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六 賽後調整
強化基本功，動作組合練習，掌握每發節奏性，達到高一致性動

作。

十七 基礎體能訓練/重量訓練 強化核心肌群及肌耐力，提升穩定性。

十八 成績、分數要求訓練
強化動作的精確度，穩、瞄、扣，看靶運槍、接靶擊發， 要求
每發技術每與動作的流暢。

十九 成績、分數要求訓練
強化動作的精確度，穩、瞄、扣，看靶運槍、接靶擊發， 要求
每發技術每與動作的流暢。

二十 自主訓練 藉由選手自訂課表，對於不足的地方做改進。

二十一 模擬比賽測驗。 模擬比賽測驗。

二十二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學習評量：

1.動作流暢測試。 
 2.動機與態度。 

 3.出缺勤狀況。 
 4.實際競賽成績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棒球)

英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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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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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09學年度高中木棒聯賽四強 

 109年玉山盃青棒錦標賽代表權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模擬比賽 分組比賽

二 模擬比賽 分組比賽

三 模擬比賽 分組比賽

四 模擬比賽 分組比賽

五 模擬比賽 分組比賽

六 模擬比賽 分組比賽

七 強化個人能力
1.增強肌力、爆發力、肌耐力2.提高速度、敏捷性與速耐力3.提
升協調性與各關節之活動度 

 
八 強化個人能力

1.增強肌力、爆發力、肌耐力2.提高速度、敏捷性與速耐力3.提
升協調性與各關節之活動度 

 
九 強化個人能力

1.增強肌力、爆發力、肌耐力2.提高速度、敏捷性與速耐力3.提
升協調性與各關節之活動度 

 
十 強化個人能力

1.增強肌力、爆發力、肌耐力2.提高速度、敏捷性與速耐力3.提
升協調性與各關節之活動度 

 
十一 強化個人能力

1.增強肌力、爆發力、肌耐力2.提高速度、敏捷性與速耐力3.提
升協調性與各關節之活動度 

 
十二 強化個人能力

1.增強肌力、爆發力、肌耐力2.提高速度、敏捷性與速耐力3.提
升協調性與各關節之活動度 

 
十三 分組比賽

1.培養意志力2.培養、凝聚團隊精神3.團隊目標設定4.設計打擊比
賽情境增加抗壓性5.增加自信心 

 
十四 分組比賽

1.培養意志力2.培養、凝聚團隊精神3.團隊目標設定4.設計打擊比
賽情境增加抗壓性5.增加自信心 

 
十五 分組比賽

1.培養意志力2.培養、凝聚團隊精神3.團隊目標設定4.設計打擊比
賽情境增加抗壓性5.增加自信心 

 
十六 正式比賽 自由發揮

十七 正式比賽 自由發揮

十八 正式比賽 自由發揮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跆拳道)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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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此階段高三學生以參加全國賽進入前四強。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分組練習(競技模擬對練、品勢賽場模擬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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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二 分組練習(競技模擬對練、品勢賽場模擬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三 分組練習(競技模擬對練、品勢賽場模擬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四 分組練習(競技模擬對練、品勢賽場模擬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五 分組練習(競技模擬對練、品勢賽場模擬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六 分組練習(競技模擬對練、品勢賽場模擬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七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得分技巧模擬對練、
品勢以賽場模擬比賽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八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得分技巧模擬對練、
品勢以賽場模擬比賽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九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得分技巧模擬對練、
品勢以賽場模擬比賽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得分技巧模擬對練、
品勢以賽場模擬比賽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一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得分技巧模擬對練、
品勢以賽場模擬比賽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二 分組練習(競技以電子護具得分技巧模擬對練、
品勢以賽場模擬比賽練習)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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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三
分組練習(競技以模擬對抗賽、品勢以賽場模擬
PK比賽)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四
分組練習(競技以模擬對抗賽、品勢以賽場模擬
PK比賽)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五
分組練習(競技以模擬對抗賽、品勢以賽場模擬
PK比賽)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六
分組練習(競技以模擬對抗賽、品勢以賽場模擬
PK比賽)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七
分組練習(競技以模擬對抗賽、品勢以賽場模擬
PK比賽)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八
分組練習(競技以模擬對抗賽、品勢以賽場模擬
PK比賽)

依訓練週期及選手的個別差異性，以漸進及超仔的原則，依各式

踢擊所須的肌力群，增強選手的肌力→肌肉質量→爆發力→速
度；選手實施基本肌力、動性肌力、專項性肌力、肌耐力訓練；

藉由輔助器材模擬比賽情境，實施無氧重力踢擊，隨時監控測量

心跳達成高效率得強度；瞬間動能力與連續攻擊動作的應用；配

合比賽時間施予無氧與目標組合踢擊；模擬正式比賽情境、增強

臨場比賽技術發揮及應變能力；得分比賽領先、落後的戰術及驟

死賽的策略應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一、心肺耐力測驗 二、協調性測驗 三、賽場體能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網球)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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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1.增進自我瞭解，發展個人潛能。 
2.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能力。 
3.提升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能力。 
4.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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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展尊重他人、關懷社會、增進團隊合作。 
6.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7.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能。 
8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9.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 
10.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前排基本練習。 3.12顆左右移位閃正拍直線、
對角球吊高球練習。 4.20顆反拍直線、對角球練
習。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二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前排基本練習。 3.12顆左右移位閃正拍直線、
對角球吊高球練習。 4.20顆反拍直線、對角球練
習。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三

體能 間歇訓練：增進一般耐力與速度性耐力，使
具有較佳之心肺能力。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前排基本練習。 3.12顆左右移位閃正拍直線、
對角球吊高球練習。 4.20顆反拍直線、對角球練
習。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四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
排基本練習 4.接發球練習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五

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作，設定

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好之速

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技術 1.拉球基本
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六

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作，設定

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好之速

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技術 1.拉球基本
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七

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作，設定

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好之速

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技術 1.拉球基本
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八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
排基本練習、高壓球3、4號位子 戰術 後排發
球，前排抓球得分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九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
排基本練習、高壓球3、4號位子 戰術 後排發
球，前排抓球得分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十

技術 1.拉球基本練習 2.基本正反拍穩定性 3. 前
排基本練習、高壓球3、4號位子 戰術 後排發
球，前排抓球得分

1）加強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之訓練以其於比賽中能發揮其
技術水準。 （2）加強選手核心肌群訓練。 （3）重量訓練加強
肌力和肌耐力的強化。 （4）掌握選手動態、透過比賽及測驗做
體、技能

十一 戰術 雙前對雙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前對雙前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十二 戰術 雙前對雙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前對雙前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十三 全國中正盃

十四

戰術 雙前對一前一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後對
雙前 雙後對一前一後 心理 1 比賽中腦筋一片空
白? 2 球員默契不佳時? 3 重要他人來加油時?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十五

戰術 雙前對一前一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後對
雙前 雙後對一前一後 心理 1 比賽中腦筋一片空
白? 2 球員默契不佳時? 3 重要他人來加油時?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十六

戰術 雙前對一前一後。 單打練習1對2。 雙後對
雙前 雙後對一前一後 心理 1 比賽中腦筋一片空
白? 2 球員默契不佳時? 3 重要他人來加油時?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十七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技術 1 拉
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3、4號位
子。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十八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技術 1 拉
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3、4號位
子。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十九 體能 循環訓練：利用各種跑、跳、蹲、舉、動
作，設定訓練項目如跳繩、拉內胎，期能具有良

好之速度、敏捷、反應、協調等能力。技術 1 拉

1）專注力、膽識、榮譽心、意志力及必勝決心的灌輸。 （2）
針對高、矮的選手擬定作戰方式。 （3）針對對手採取近身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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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3、4號位
子。

邊不同邊的戰術處理。 （4）主、被動選手的攻擊作戰方式。
（5）克制對方選手的專長作戰技巧

二十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
3、4號位子。 3. 後排大場8球單打綜合練習。 4.
後排攻擊前排防守練習。 心理輔導

（1）加強選手心理建設。 （2）加強選手對自我的信心提昇。
（3）強化選手個人的榮譽心。

二十一

技術 1 拉球基本練習。 2 前排基本練習、高壓球
3、4號位子。 3. 後排大場8球單打綜合練習。 4.
後排攻擊前排防守練習。 心理輔導

（1）加強選手心理建設。 （2）加強選手對自我的信心提昇。
（3）強化選手個人的榮譽心。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練習態度 
 2.訓練日誌 
 3.比賽心得

對應學群： 教育、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擊劍)

英文名稱：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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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短期：以獲得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前八名。 

 (二)長期：以取得國手資格，進軍亞、奧運會，為國爭光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二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三 裝備維修 熟能維修技巧，並協助他人維修工作，已達成基本維修技巧

四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五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六 心理訓練
一、了解比賽過程中的壓力 二、調整訓練心態 三、給予心理建
設

七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八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九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一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十二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十三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四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五 裝備維修 熟能維修技巧，並協助他人維修工作，已達成基本維修技巧

十六 基本動作 熟練擊劍基本動作，以及基本反應速度能在比賽時正常發揮

十七 技巧戰術
一、熟練擊劍分位的動作 二、執行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三、深化
專項運動戰術技巧

十八 個人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十九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二十 心理訓練
一、了解比賽過程中的壓力 二、調整訓練心態 三、給予心理建
設

二十一 團體模擬對打
一、了解如何使用專項技術戰略 二、熟能技術及戰略 三、執行
專項運動戰術技能

二十二

學習評量：
以獲得單項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前八名。 

 以取得國手資格，進軍亞、奧運會，為國爭光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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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專項術科課程(高三舉重)

英文名稱： Weightlifting

授課年段： 三上、三下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體育班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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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一、優化專項體能。 
 二、精進舉重專項技術。 

 三、純熟抓舉動作技術。 
 四、純熟挺舉動作技術。 
 五、競技能力提高。 

 六、輔導畢業升學相關條件。

教學大綱：

週次/序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一 期初專項體能檢測 1.抓舉。2.挺舉。3.各項肌力測驗。4.比賽級別評估。

二 高階肌力訓練 1.複合性肌力訓練。2.核心肌群訓練。3.感受與認知表達。

三 抓舉膝上動作精進 1.高位拋抓。2.膝上寬送槓。3.寬挺蹲。

四 挺舉膝上動作精進 1.膝上高翻。2.膝上下蹲翻。3.膝上窄送槓。

五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六 高階肌力訓練 1.複合性肌力訓練。2.核心肌群訓練。3.感受與認知表達。

七 抓舉膝上動作精進 1.高位拋抓。2.膝上寬送槓。3.寬挺蹲。

八 挺舉膝上動作精進 1.膝上高翻。2.膝上下蹲翻。3.膝上窄送槓。

九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十 高階肌力訓練 1.複合性肌力訓練。2.核心肌群訓練。3.感受與認知表達。

十一 抓舉膝上動作精進 1.高位拋抓。2.膝上寬送槓。3.寬挺蹲。

十二 挺舉肩上動作精進 1.架上挺。2.借力推。3.半挺。4.全蹲挺。

十三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十四 高階肌力訓練 1.複合性肌力訓練。2.核心肌群訓練。3.感受與認知表達。

十五 抓舉支撐動作精進 1.寬挺蹲。2.不接觸下蹲抓。3.後蹲跳。

十六 挺舉肩上動作精進 1.架上挺。2.借力推。3.半挺。4.全蹲挺。

十七 抓挺舉綜合訓練 1.抓舉動作訓練。2.挺舉動作訓練。3.模擬比賽。

十八 高階肌力訓練 1.複合性肌力訓練。2.核心肌群訓練。3.感受與認知表達。

十九 抓舉支撐動作精進 1.寬挺蹲。2.不接觸下蹲抓。3.後蹲跳。

二十 挺舉肩上動作精進 1.架上挺。2.借力推。3.半挺。4.全蹲挺。

二十一 期末專項體能檢測 1.抓舉測驗。2.挺舉測驗。3.各項肌力測驗。

二十二

學習評量：

1.各項動作重量測試。 
 2.訓練日誌。 

 3.動機與態度。 
 4.出缺勤狀況。 
 5.實際競賽成績測驗。

對應學群： 遊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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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級活動時數 11 11 11 11 11 11

社團活動時數 14 14 14 14 14 14

週會或講座時數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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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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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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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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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究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選手培訓 體育選手培訓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週期性授課 補強性 英文科補強性教學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3 3 6  

三、學校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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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選課規劃與輔導

一、選課流程規劃【含高一、高二及高三選課(組)流程】
 

（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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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程表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 109/06/26 選課宣導 舊生利用前一學期末進行選課宣導

2 109/07/31 選課宣導 利用新生報到時段進行選課宣導

3
一學期：109/08/28

 第二學期：1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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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期：109/08/31
 第二學期：110/02/15 正式上課 跑班上課

5 一學期：109/09/04
 第二學期：110/02/22 加、退選 得於學期前兩週進行

6 109/09/30 檢討 課發會進行選課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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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學校課程評鑑

一、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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