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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本資料�

學��名 國�中興大學附��中��

普�型 普��

技�型

專業群科

1.�械群：生物產業�電科
 2.土木���群：土木科

 3.�業群：�場�營科
 4.�業群：��科

 5.�業群：�林科
 6.�業群：�產保健科

 7.�品群：�品加工科
 8.�政群：�兒保�科
 9.��群：�光事業科
 10.��群：���理科

 
��合作�

重點
產業
專�

產學�手合作專�

產學�專�

�業�向��專�

�軌�����畫

其他

�合型

單科型

�修�

1.�業群：�場�營科
 2.�業群：��科

 3.�品群：�品加工科
 4.��群：�光事業科
 5.��群：���理科
 

�用技�學�

1.�業群：��技�科
 2.�品群：烘��品科
 3.��群：�光事務科
 4.��群：��技�科
 1.�品群：烘��品科
 2.��群：��技�科
 

特殊���特殊
�型

1.體��
 2.服務群：�合��科

 
�驗�

��人

�� �務��學� 電� 04-2281-0010#201

�� �學�� 行動電� 0955981383

姓名 王貴� 傳� 04-2280-5101

Email tcavs201@gms.tcavs.tc.edu.tw

��：不�用型別(普�型、技�型…)可整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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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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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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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108年11月14日本�體�會�1次會���
 ※體��：108年11月22日本������員會�1次會���

  
 
 

 
貳、學�現況 

一、��數、學生數一��

等�名� 群別名� 科�名�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小�

��數 人數 ��數 人數 ��數 人數 ��數 人數

�修�

�業群
�場�營科 1 14 1 15 1 9 3 38

��科 1 14 1 13 1 14 3 41

�品群 �品加工科 0 0 0 0 1 14 1 14

��群
�光事業科 1 16 1 17 1 15 3 48

���理科 1 31 1 22 2 23 4 76

�用技

�業群 ��技�科 1 28 1 31 1 30 3 89

�品群 烘��品科 1 31 1 33 1 33 3 97

��群
�光事務科 1 32 1 30 1 26 3 88

��技�科 1 30 1 31 1 31 3 92

�品群 烘��品科 1 23 0 0 0 0 1 23

��群 ��技�科 0 0 1 12 1 18 2 30

普�型 學�群 體�� 1 21 1 24 1 27 3 72

技�型

�業群

�場�營科 2 72 2 68 2 72 6 212

��科 2 67 2 77 2 69 6 213

�林科 1 34 1 37 1 39 3 110

�品群 �品加工科 2 73 2 72 2 75 6 220

�業群 �產保健科 1 39 1 39 1 38 3 116

土木���群 土木科 1 37 1 33 1 38 3 108

�械群 生物產業�電科 1 33 1 35 1 38 3 106

��群
�光事業科 1 34 1 33 1 35 3 102

���理科 2 70 2 67 2 78 6 215

�政群 �兒保�科 1 33 1 30 1 34 3 97

服務群 �合��科 2 28 0 0 0 0 2 28

其他 �合��科 0 0 2 27 2 29 4 56

合� 26 760 26 746 28 785 80 2291
 
二、��科�一��

學��型 群別 科�別 ��數 ��人數

�修�

�業群
�場�營科 1 40

��科 1 40

��群
�光事業科 1 40

���理科 1 40

普�型 學�群 體�� 1 30

技�型

�業群

�場�營科 2 35

��科 2 35

�林科 1 35

�產保健科 1 35

土木���群 土木科 1 35

�械群 生物產業�電科 1 35

��群 �光事業科 1 35

���理科 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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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群 �兒保�科 1 35

合� 17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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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願��學生圖�
一、學�願�

 ※以����來代�「�性學習、品格優先、自我��、活力創�」的附�人，在人生�路上，��轉動，��前行。 
※(一) 學�願�型塑��含： 
※1.�性學習：期�學生�有個人學習的狀�或個人特質，�整��的內�或�現�式，來符合學習者的個人化需求的學習的�力。

  
※2.品格��：期�學生�有品格的��、�會��、多元�會�重��、�業�德�成、生活技�的�力。

  
※3.自我��：期�學生�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想�，用��、��、圖形、�情和動作等清�明�地��出來，並���他人理解、體會和掌�
的�力。

  
※4.活力創�：期�學生�有創�、�求�取的精�，��動為主動、���為創�，��合知���時代的��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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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品格力 
 是品格��的本質�力，可�由��的��，以���好的品格。

 本���品格力的基本�心�力─���儉、品格優先、人���、�重��。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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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國�中興大學附��中���業�業學������員會��要點

 106年6月30日�務會���
  

一、 �����103年11月28日��授國���1030135678A��布《十二年國�基本�����要��》��、��要點，��本������員會
��要點(以下簡�本要點)。 
二、 本������員會(以下簡�本�員會)��員35人，�員�期一年，�期自�年�月一日��隔年�月三十一日止，其��成員如下： 
(一) 召�人：��。 
(二) 學�行政人員：由�務主�、學務主�、�習主�、圖書�主�、輔�主�、�修�主�、�學��、�用技�����修��學�����，共
�9人；並由�務主�兼��行秘書，�習主�和�修�主�兼�副�行秘書。 
(三) 學科�師：由各學科召�人（含國�科、��科、數理科、�會科���科）���，�學科1人，共�5人。 
(�) 專業群科�師：由各專業群科�科主����，�科1人，共�10人。 
(五) 特殊需求�域���師：由服務群(特���)、體��召�人(體���)���，共�2人。 
(�) 各年��師代�：由各年��師���，共�3人。 
(�) �師��代�：由學��師會��1人���。 
(�) 專�學者：由學���專�學者1人���。 
(九) 產業代�：由學���產業代�1人���。 
(十) 學生代�：由學生會或���產生�學生代�1人���。 
(十一) 學生���員會代�：由學�學生���員會��1人���。 
三、 本�員會����的基本理念和��目標，�行����，其�務如下： 
(一) 掌�學���願�，��學�本���。 
(二) �整���學����畫。 
(三) �查學��科用書的�用，以��年�或��且�學期使用�自��材。 
(�) �行學���自我�鑑，並�期�蹤、檢�和修正。 
�、 本�員會其�作�式如下： 
(一) 本�員會由��召�並��主�，�年�期�行二次會�，以十一月前��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二) 如��員二分�一以上�署召開時，由��召��，得由�員��一人��主�。 
(三) 本�員會�年十一月前召開會�時，必須�成��下學年�學����畫，�����主����查。 
(�) 本�員會開會時，�有出��員三分�二（含）以上�出�，�得開�；須有出��員二分�一（含）以上�同�，�得�決。 
(五) 本�員會得�需要，另行��學者專�、其他相�人員列���或研�。 
(�) 本�員會相��行政工作，由�務�主�，�習�和�修�協�。 
五、 本�員會�下列��：(以下簡�研�會) 
(一) 各學科�學研�會：由學科�師�成�，由召�人召�並��主�。 
(二) 各專業群科(學�)�學研�會：由各科(學�)�師�成�，由科(學�)主�召�並��主�。 
(三) 各群��研�會：由�群各科(學�)�師�成�，由�群�科(學�)主���召�人並��主�。 
研�會針對專業�題��時，���業界代�或專�學者�加。 
�、 各研�會��務如下： 
(一) 規劃��必修和�修科目，以供學��成各科和整體����。 
(二) 規劃�群科或學科的��，提供學生多元�修和�性��的�會。 
(三) 協助�理�師��事�。 
(�) �理�師或�師�群的�學專業成�，協助�師�學和專業提升。 
(五) �理�師�開��、授�和��，精��師的�學�力。 
(�) ��多元且合�的�學�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和有�學習。 
(�) �用各科目的�科用書，以�研����材或自��材。 
(�) ���學�量�式�標�，作為���學�量���。 
(九) 協助轉學生原�修��的��和����的銜�事�。 
(十) 其他��研�和���相�事�。 
�、 各研�會��作原則如下： 
(一) 各學科/群科(學�)�學研�會�學期�行2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各群��研�會�年�期�行二次會�。 
(二) �學期召開會�時，必須提出各學科和專業群科����畫、�科用書或自��材，��本�員會�查。 
(三) 各研�會會�由召�人召�，如��員二分�一以上�署召�時，由召�人召��，得由�署�員��一人為主�。 
(�) 各研�會開會時，�有出��員三分�二（含）以上�出�，�得開�；須有出��員二分�一（含）以上�同�，�得�決，�票得���名�
票或�手�式行�。 
(五) �各研�會������件，由科(群)召�人�簽�本�員會會����理。 
(�) 各研�會�行政工作�會���，由各科(群)召�人主�，�務�和�習�協助�。 
�、 本��要點��務會����，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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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特色

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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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特色�明

本����中����便利、人口�中、生活���成�，歷年積����技體�下成��然，�加歷年各項錦標���國中等學��動會��佳�，
爲提供優��好的學習��，��一��整體�，以��學生專項�動技����，學�科並�，對�有�動���優異學生，�以有���專項�動
(��、軟式��、��)��，整合體���手�中����理，並���動���，�用�動��員，��各項�技�動�力，以期�手�夠�揮�
�，爲國����好體�人��取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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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目�學分(�)數一��

�別：體��

�別 �域 科目名�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學分數

 小� ��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必修

���域
國�� 4 4 4 4 2 2 20

 
含中��化基本�材2學分(�
三上)

��� 4 4 4 4 2 0 18  

數學�域
數學A

4 4
3 3 2  

16

 
�二��分��學

數學B (3) (3) 0   

�會�域

歷史 2 2 0 0 0  4  

地理 0 0 2 2 0  4  

����會 2 2 0 0 0  4  

自然�域

物理 0 0 2 0 0  2  

化學 0 0 0 2 0  2  

生物 2 0 0 0 0  2  

地�科學 0 0 0 0 2  2  

���域

�� 0 0 1 1 0 0 2  

美� 0 0 1 1 0 0 2  

��生活 0 0 0 0 0 0 0  

�合活動�域

生命�� 0 1 0 0 0 0 1  

生�規劃 1 0 0 0 0 0 1  

�政 0 0 0 0 0 0 0  

科技�域
生活科技 0 0 0 0 0 0 0  

資�科技 0 2 0 0 0 0 2  

健��體��域
健���理 0 0 1 1 0 0 2  

體� 1 1 1 1 1 1 6  

��國��� 0 0 0 0 1 1 2  

體�專業學科 �動學�� 0 0 0 0 2 0 2  

體�專項�科
專項體��� 4 4 4 4 4 4 24  

專項技��� 4 4 4 4 4 4 24  

必修學分數小� 28 28 27 27 20 12 142  

��團體活動時間 3 3 3 3 3 3 18  

���性學習時間 2 2 2 2 2 2 12  

���數小� 33 33 32 32 25 17 172  

��必修
�作(�驗)���體
驗 ���� 0 0 0 0 0 2 2  

��必修學分數小� 0 0 0 0 0 2 2  

加�加�
�修

���域

國學常� 0 0 0 0 1 (1) 1 各��學��、國學常�2�1

�����傳��用 0 0 0 0 1 (1) 1 �����傳��用、專題�
��研�2�1

各��學�� 0 0 0 0 (1) 1 1 各��學��、國學常�2�1

專題���研� 0 0 0 0 (1) 1 1 �����傳��用、專題�
��研�2�1

��聽� 0 0 0 0 1 (1) 1 ��聽�、������作2�
1

������作 0 0 0 0 (1) 1 1 ��聽�、������作2�
1

數學�域 數學乙 0 0 1 1 0 0 2  

多元�修 ��域/科目專題 自助�行規劃 Ⅱ 0 0 0 0 0 (1) 0 自助�行規劃、����2�1

���� Ⅱ 0 0 0 0 0 1 1 自助�行規劃、����2�1

�路資源�用 Ⅱ 0 0 0 0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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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 Ⅱ 0 0 0 0 0 2 2  

自助�行規劃 Ⅰ 0 0 0 0 1 0 1 自助�行規劃、����2�1

���� Ⅰ 0 0 0 0 (1) 0 0 自助�行規劃、����2�1

�動休閒 0 0 0 0 0 2 2 �動休閒、�動人���2�1

�路資源�用 Ⅰ 0 0 0 0 2 0 2  

��多媒體 Ⅰ 0 0 0 0 2 0 2  

��域/科目�整
�動人��� 0 0 0 0 0 (2) 0 �動休閒、�動人���2�1

�動健� 0 0 0 0 0 2 2  

其他 特殊需求�域(體�
專�)

專項�動戰���用
Ⅰ(��)

2 0 0 0 0 0 2  

專項�動戰���用
Ⅰ(軟式��)

(2) 0 0 0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Ⅰ(��)

(2) 0 0 0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Ⅲ(軟式��)

0 0 (2) 0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Ⅳ(軟式��)

0 0 0 (2)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Ⅱ(軟式��)

0 (2) 0 0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Ⅲ(��)

0 0 2 0 0 0 2  

專項�動戰���用
Ⅵ(��)

0 0 0 0 0 2 2  

專項�動戰���用
Ⅱ(��)

0 (2) 0 0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Ⅱ(��)

0 2 0 0 0 0 2  

專項�動戰���用
Ⅳ(��)

0 0 0 2 0 0 2  

專項�動戰���用
Ⅴ(��)

0 0 0 0 2 0 2  

專項�動戰���用
Ⅲ(��)

0 0 (2) 0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Ⅳ(��)

0 0 0 (2) 0 0 0  

專項�動戰���用
Ⅴ(��)

0 0 0 0 (2) 0 0  

專項�動戰���用
Ⅵ(��)

0 0 0 0 0 (2) 0  

專項�動戰���用
Ⅴ(軟式��)

0 0 0 0 (2) 0 0  

專項�動戰���用
Ⅵ(軟式��)

0 0 0 0 0 (2) 0  

多元�修 ���� �料�� 0 0 0 0 0 2 2  

�修學分數�� 2 2 3 3 10 16 36  

必�修學分數�� 30 30 30 30 30 3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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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然科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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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域加�加��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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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修��

��名�：
中�名�： ����

��名�：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體驗

師資來源： �內�科協同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1.�德�踐�����、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品格力、是品格��的本質�力，可�由��的�
�，以���好的品格。 本���品格力的基本�心�力─���儉、品格優先、人���、�重��。、�行力、是活力創�的
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
軌國際。

學習目標： �����污染��會責�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美�、乾�的��人人愛

二 ���� ����汙染問題

三 ���� 學�����

� ���� ��學�����問題

五 ���� ��如何��學�����問題

� 碳足� 什�是碳足�

� 碳足� �算自己產生的碳足�

� 碳足� ��如何減少碳足�

九 碳足� 身體力行減少垃圾~�內

十 碳足� 身體力行減少垃圾~學�附�

十一 碳足� ���的成�感

十二 �洋垃圾 介��洋垃圾

十三 �洋垃圾 介��洋生物面臨的問題

十� �洋垃圾 介��洋�物����的危�

十五 �洋垃圾 ��活動

十� �洋垃圾 檢�自己的消費�日常行為

十� ����的啟� 分�“減塑“行動

十� ����的啟� 回�~可以���更好，身體力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分�自己的��

對�學群： ���生、生命科學、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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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修��

��名�：
中�名�： 自助�行規劃 Ⅰ

��名�： Self-guided Tour Planning Ⅰ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1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現自我，�成�想，其�不�！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地圖 �想的國�在哪�、為什�？

二 ��時差 如何�算不同國�的時差

三 何��行 �行的�義��式(單車、徒�)

� 何��跑 �行加上跑馬���事、介��大馬

五 自助、�團的�別 是否願��有事情都�力�為

� �行的���力 �自己有足夠的���力

� �行的���力 �自己有足夠的��溝��力

� 開�自助�行前地點、時間 什�時間、地點��合？

九 �用資�：Google map 3C�用、看懂Google map的資�

十 �用資�：Google map 3C�用、看懂大�地��德地圖

十一 �用資�：Skyscanner 3C�用、如何找�票

十二 �用資�：trip 3C�用、如何找大�地��票

十三 �用資�：booking、agoda、airbnb 3C�用、如何找住�

十� �用資�：trip 3C�用、如何找大�地�住�

十五 �用資�：��書、��格 圖書��書局相�書�的��、3C�用

十� �用資�：Fb�團 不同�域的�團分�

十� 開�自助�行出�前：�照、簽� �照、����理、簽�或�簽查�

十� 自助�跑�例：以沖�石垣島馬��為例 沖�石垣島馬��自助�行規劃�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分�自己的��

對�學群： 資�, 地���, ��, �史哲, 財�, ���動,

��：

 

��名�：
中�名�： ���� Ⅰ

��名�： Travel English Ⅰ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1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A2.��思��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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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學習目標：

一、�場��：��、�上、提�行李、���幣 
 二、�光��：�光��、購買門票 

 三、����：��、�單、點�、�� 
 �、����：問路、��工�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場�� ��、�上、提�行李、���幣

二 �場�� ��、�上、提�行李、���幣

三 �場�� ��、�上、提�行李、���幣

� �場�� ��、�上、提�行李、���幣

五 出入� �光��、購買門票

� 出入� �光��、購買門票

� 出入� �光��、購買門票

� 出入� �光��、購買門票

九 �光�� ����：��、�單、點�、��

十 �光�� ����：��、�單、點�、��

十一 �光�� ����：��、�單、點�、��

十二 �光�� ����：��、�單、點�、��

十三 �光�� ����：��、�單、點�、��

十� ���� 問路、��工�

十五 ���� 問路、��工�

十� ���� 問路、��工�

十� ���� 問路、��工�

十� ���� 問路、��工�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筆測驗、小���

對�學群： ��, ���動,

��：

 

��名�：
中�名�： �路資源�用 Ⅰ

��名�：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Ⅰ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數�生活 easy work!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Google�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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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Google�件
三 ����� Google�算�

� ����� Google�算�

五 ����� Google簡�

� ����� Google簡�

� ����� Google日曆

� ����� Google gmail、��人

九 ����� Google�單

十 ����� Google�單

十一 ����� Google地�、地圖

十二 ����� Google Hangouts 、youtube

十三 ����� Google Hangouts 、youtube

十� ����� Google協作平�

十五 ����� Google協作平�

十� ����� Google協作平�

十� ����� Google協作平�

十� ����� Google�用�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對�學群： 資�, �會心理, �史哲, ��, 財�, ���動,

��：

 

��名�：
中�名�： ��多媒體 Ⅰ

��名�： Multimedia Ⅰ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1.�了解��多媒體軟體的操作�使用技�。 2.��輯�修多媒體�材。 3.��用分�����技�，��出��自己的��創
作。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介���、多媒體軟體。

二 ���輯入門 ���輯�操作���明

三 �材取得�式 ��不同�����取得�需�照片���

� 快��輯�� 介�使用多媒體軟體�快��輯�式

五 基本�輯技� 利用範例�習�學習基本�片�輯技�

� 多��輯介� 學習如何�輯多��片�特�使用�式��念

� �時��介� 學習使用�時���果

� �片���用 學習�作�片���果

九 自�主題�片1 �作個人化的主題�片

十 自�主題�片2 �作個人化的主題�片



2019/12/16 高中課程計畫

http://210.70.125.142/courseH/inform/download_all.aspx 19/69

十一 輸出�片 �專�檔輸出成不同的多媒體格式

十二 �格動畫介� �作�格動畫�片

十三 打�專題MV1 使用轉場特�、修��片，�作專題MV

十� 打�專題MV2 使用轉場特�、修��片，�作專題MV

十五 ��特��用 學習�用��特�技�

十� ��加入 使用��功��出�片特色

十� ��技��用1 利用多媒體軟體�整���果

十� ��技��用2 利用多媒體軟體�整���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以學生�堂�現為��，並��專題�作作品�示。 （1）學習��40%。(2)專題作品60%

對�學群： 資�, ��,

��：

 

��名�：
中�名�： 自助�行規劃 Ⅱ

��名�： Self-guided Tour Planning Ⅱ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1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現自我，�成�想，其�不�！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開�自助�行出�前：保險 ���行平�、�療險、�行不便險相�問題。

二 開�自助�行出�前：�合的APP下載、SIM卡 3C�用、SIM卡的購買�使用。

三 開�自助�行出�前：�整的��規劃書 出�前的��樣樣不��忽。��、租車、時差、氣溫等。

� 開�自助�行出�前：行李打�、�場�� 打�清單���用卡�行合作的�場��。

五 自助�行�中：�日行���、���量 ��中���一，����見�，��平�順利。以自駕為例

� 自助�行�中：�日行���、���量 ��中���一，����見�，��平�順利。以大眾��工�
為例

� 自助�行歸來：���檢� 為���下��：��書的��，凡走�必�下照片�回�！

� 自助�行�例：以北��為例 ��北��、�典行�。

九 自助�行�例：以北��為例 �東、�北、坐�輪��島！

十 自助�行�例：以加拿大為例 ��加拿大，自己�櫻桃���！

十一 自助�行�例：以加拿大為例 洛�山�，�見野生動物。

十二 自助�行�例：以���為例 南島�北島的差異���

十三 自助�行�例：以���南島為例 ���動的�堂

十� 自助�行�例：以瑞士為例 超�時的時��錶的國�，超好用APP

十五 自助�行�例：以瑞士為例 瑞士火車自助規劃�分�。��照片都是明�片

十� 自助�行�例：以OOO為例 OOO自助規劃�分�

十� 自助�行�例：以OOO為例 OOO自助規劃�分�

十� 自助�跑�例：以北����馬��為例 北����馬��自助�行規劃�分�



2019/12/16 高中課程計畫

http://210.70.125.142/courseH/inform/download_all.aspx 20/69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分�自己的��

對�學群： 資�, 地���, ��, �史哲, 財�, ���動,

��：

 

��名�：
中�名�： ���� Ⅱ

��名�： Travel English Ⅱ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1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學習目標：
一、住���：預�住�、����、住� 

 二、購物��：挑��物、價格、�色、尺寸、��貨 
 三、自助�行規劃：行�規劃、�票、住�、��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住��� 預�住�、����、住�

二 住��� 預�住�、����、住�

三 住��� 預�住�、����、住�

� 住��� 預�住�、����、住�

五 住��� 預�住�、����、住�

� 購物�� 挑��物、價格、�色、尺寸、��貨

� 購物�� 挑��物、價格、�色、尺寸、��貨

� 購物�� 挑��物、價格、�色、尺寸、��貨

九 購物�� 挑��物、價格、�色、尺寸、��貨

十 購物�� 挑��物、價格、�色、尺寸、��貨

十一 �光�� ����：��、�單、點�、��

十二 �光�� ����：��、�單、點�、��

十三 �光�� ����：��、�單、點�、��

十� 自助�行規劃 行�規劃、�票、住�、��

十五 自助�行規劃 行�規劃、�票、住�、��

十� 自助�行規劃 行�規劃、�票、住�、��

十� 自助�行規劃 行�規劃、�票、住�、��

十� 自助�行規劃 行�規劃、�票、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筆測驗、小���

對�學群： ��, ���動,

��：

 

��名�： 中�名�： �料��



2019/12/16 高中課程計畫

http://210.70.125.142/courseH/inform/download_all.aspx 21/69

��名�： Non-Alcoholic Drinks Practice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瞭解基本�料���念�技�，並在操作�習中學習�同�溝��動。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杯��作 基本��物�����作

二 杯��作 常見杯�款式��習

三 �果�� 基本��技�����習

� �果�� 常用�果�����習

五 ���料�作 �料��������作

� ���料�作 �的沖����技�

� ���料�作 �興式���

� 果���作 果��������

九 ����作 ���������

十 咖啡�� 義式咖啡�

十一 咖啡�� �卡咖啡�

十二 咖啡�� 自動��式

十三 咖啡�� ����式

十� 咖啡�� �布��式

十五 咖啡�� 虹�式

十� 咖啡�� �利時咖啡壺

十� 咖啡�� 冰�咖啡

十� 果汁�作 果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筆測驗、小���

對�學群： �理, ���動,

��：

 

��名�：
中�名�： �動人���

��名�： Introduction to Sports and Humanities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溝���,情���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品格力, 是品格��的本質�力，可�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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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好的品格。 本���品格力的基本�心�力─���儉、品格優先、人���、�重��。,

學習目標： 瞭解我國�動員��動��，並在分��告中�夠學習自我��。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介��自我介�

二 ���� 介�古代、�代�林�克�動��史

三 �會�式 我國�林�克�動會��史

� �動員介� �動員介�-���動傳奇人物、團�

五 中��� 我國�業���動��史

� 生�規劃 �動員的生�規劃

� 期中�告 小�����告

� �動產業 �動��業化

九 �片欣賞 �動�志�片欣賞

十 �業�動��史 美國主��業�動、�界主要�業�動、���業�動的��歷史

十一 學�本��動��史 �內重點�動項目的�源��內��的�革、國內����革

十二 �動生�的持���� 理解�動員必須�驗的���歷�、�他人的�相對照，了解自身
狀況

十三 期中�告 小�����告

十� �動員的受傷�自� �動傷��生的原�、身心如何��動傷�共�

十五 �動��化 ��化�現代�動的形成、�動�都會��

十� �動�業化��業�動的�� �動�助的��、�動明星的塑�

十� �動大型�會�� �動��光��、�動�間��會�化的形成

十� 期末�告 小�����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筆測驗、小���

對�學群： �史哲, ��,

��：

 

��名�：
中�名�： �動休閒

��名�： Introduction to Sport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動休閒、產業介�，提供未來學生更多興趣��。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動休閒�義 ��介�＆「休閒」的�念�內�

二 �動��、場�、用品 �動場地���理、�動用品��

三 �動行�、�助�品�介� 介��動�興行業��作、各�動品���

� �動�健� �動�健��間相�研�

五 �動�光/�� �合�動規畫個人/團體活動

� �動會籌���營 介�本��動會籌����服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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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告 小�����告

� �動��理� 了解何��動��、如何針對自身體��狀況，���動��並�
行

九 健身�國��動中心�營�式 介�健身�國��動中心�營�式

十 休閒�動� ���動

十一 休閒�動� �肉���動

十二 健�休閒� �向軌���活動

十三 小��告 小�����告或筆�

十� 休閒��� �動��

十五 健�生活� 體重�理、正���

十� 健�生活� 正���

十� �動健�� �動�骨骼�肉��健�的��、�動對心血���的預�作用、
生活�力舒解的��

十� 小��告 小�����告或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筆測驗、主題�告

對�學群： �理, ���動,

��：

 

��名�：
中�名�： �動健�

��名�： Sports Health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性��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品格力, 是品格��的本質�力，可�由��的��，
以���好的品格。 本���品格力的基本�心�力─���儉、品格優先、人���、�重��。,

學習目標： 瞭解�動�健��間的��，以��動對身心健�的重要性，並在分��告中�夠學習自我��。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動健��體�� 健�體����技體��

二 �動健��體�� 身體�成���

三 �動健��體�� �動對體��的重要性

� 骨骼�肉 �動�骨骼�肉��的健���part 1

五 骨骼�肉 �動�骨骼�肉��的健���part 2

� 期中�告 小�����告或筆�

� �動營�學 營����動

� �動營�學 �動���的�用

九 �動對��的預� �動對心血���、��和�尿�的預�作用

十 �動對��的預� �動對生活�力紓解的作用

十一 �動�勞��復 �勞產生的�轉，������勞的消除

十二 期中�告 小�����告或筆�

十三 �動�特殊�群 特殊�群��動�間的��

十� �動�特殊�群 �動對�孕�女健�的幫助

十五 �動�� �動���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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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動�� 如何規畫自我專項�動��

十� �動�� 如何�持規律�動的習慣

十� 期末�告 小�����告或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筆測驗、主題�告

對�學群： ���生, �史哲, ��,

��：

 

��名�：
中�名�： �路資源�用 Ⅱ

��名�：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Ⅱ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3.多元�化�國際理解,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數�生活 easy work!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自己的�用自己做 �路�費工�軟體1

二 自己的�用自己做 �路�費���輯軟體1

三 自己的�用自己做 �路�費���輯軟體2

� 自己的�用自己做 �路�費���輯軟體3

五 自己的�用自己做 �路�費���輯軟體4

� 自己的�用自己做 生活資��用1

� 自己的�用自己做 生活資��用2

�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九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一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二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三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五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 自己的�用自己做 Scratch�路�式��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對�學群： 資�, �會心理, �史哲, ��, 財�,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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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中�名�： ��多媒體 Ⅱ

��名�： Multimedia Ⅱ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域/科目專題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3.規劃�行�創���,

B溝��動： B2.科技資��媒體��,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 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 ��力, 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 �行力,
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
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1.�了解���輯軟體的操作�使用技�。 

 2.��輯�修��圖片�材。 
 3.��用百�箱���特���技�，��出��自己的��圖片。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介� 介���、���輯軟體。

二 ��易開�1 �����、�存��

三 ��易開�2 ����、�次�理員

� ��易開�3 三等分�律��、�整��的尺寸

五 �輯��1 快�修片�式

� �輯��2 �功��輯

� �輯��3 相片��、��特�

� �輯��4 ����、�作簽名檔

九 �輯��5 ��拼貼

十 百�箱1 圖�

十一 百�箱2 �合�習：玩���

十二 百�箱3 物件資料�

十三 百�箱4 百�箱小秘�

十� ���特�1 黑白�彩色

十五 ���特�2 ����

十� ���特�3 復古��

十� ���特�4 沙�人�

十� ���特�5 智�型合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以學生�堂�現為��，並��專題�作作品�示，（1）學習��40%、(2)專題作品60%

對�學群： 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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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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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學習時間��學期授���(��)/��性�學

名�：
中�名�： 軟式��Ⅰ

��名�： Player training Ⅰ

授�年�： 一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正手拍��� 原地正手拍動作������

二 正手拍��� 原地正手拍動作������

三 正手拍��� 移�正手拍動作������

� 正手拍��� 移�正手拍動作������

五 正手拍��� 多�正手拍動作������

� 反手拍��� 原地反手拍動作������

� 反手拍��� 原地反手拍動作������

� 反手拍��� 移�反手拍動作������

九 反手拍��� 移�反手拍動作������

十 反手拍��� 多�反手拍動作������

十一 正反手�合動作 正反手拍攻�動作

十二 正反手�合動作 正反手拍動作��要�

十三 正反手�合動作 正反手拍動作��要�

十� 正反手�合動作 不�向正反手拍動作

十五 �際�用 ��動作��

十� �際�用 ��動作��

十� �際�用 ��動作��

十� �際�用 ��動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Ⅰ

��名�： Player Training Ⅰ

授�年�： 一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力學原理 個人����解���用

二 ��-動力鍊 �手、捕手、內�野手、���需動力鍊

三 ��-��學習 個人����、��、移動、�念學習

� 跑壘�化-基本 跑壘基本動作-衝刺、�壘、回壘、滑壘

五 跑壘�化-�念 跑壘基本�念學習-出局數���跑壘

� 跑壘�化-�� 如何利用�心力-��跑壘��

� 打��化 �����(動��覺)

� 打��化 ��力�(上半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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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打��化 ��力�(下半身�用)

十 ���化 �����操作��用

十一 ���化 ��動力�操作��用

十二 ���化 ��加��操作��用

十三 戰�戰略 ��走��習��用

十� 戰�戰略 打�策略�習��用

十五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Ⅰ

��名�： Player training Ⅰ

授�年�： 一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品�動作���

二 �� �向轉���

三 �� �合��

� 手�動作 力量

五 手�動作 正�性

� 手�動作 ���攻�

� 腳�動作 踢�基本技�

� 腳�動作 柔軟�

九 腳�動作 ��加踢�

十 腳�動作 ��加踢�柔軟�

十一 �合動作 手�攻�正�性

十二 �合動作 手�攻�力量

十三 �合動作 踢�動作���性

十� �合動作 腳��合

十五 �際�用 品����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 �際�用 品���分����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軟式��Ⅱ

��名�： Player training Ⅱ

授�年�：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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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動作�際�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正面����� ��標��、正���

二 正面����� �向、移動

三 正手拍����� 正手拍��標��、正���

� 正手拍����� 正手拍��力�、��

五 正手拍����� 正手拍���向、移���

� 反手拍����� 反手拍��力�、��

� 反手拍����� 反手拍���向、移���

� 半場正手拍����� 半場正手拍����性

九 半場正手拍����� 半場正手拍��力�、��、�向

十 半場反手拍����� 半場反手拍����性

十一 半場反手拍����� 半場反手拍��力�、��、�向

十二 ����動作 ����動作移動�手�動作整合

十三 ����動作 ����動作柔軟��爆�力

十� ���合動作 ��動作��整合

十五 ���合動作 多���動作要�

十� 半場���合動作 半場��動作��整合

十� 半場���合動作 多�半場��動作要�

十� 半場���合動作 半場��動作��動作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Ⅱ

��名�： Player Training Ⅱ

授�年�： 一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個人����解�-�戰心理��

二 個人基本�� 個人����操作-�戰走���

三 個人基本�� 個人����操作-�戰技���

� 個人體��化 �心體��知���

五 個人體��化 提升技�揮���體���

� 個人體��化 ��輔助�材��體��用

� 打��化 �����(動��覺)

� 打��化 ���行���用-拋物�-�角��性

九 打��化 ��力�-�轉力-手��化

十 ��技��化 �����、���習

十一 ��體��化 ��動力�、��

十二 ��策略�化 ��對戰心理�用

十三 戰�戰略 �合��走�傳�

十� 戰�戰略 �攻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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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戰�戰略 特殊戰��知�操作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伸�操�化 輔助�材幫助伸�柔軟��用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Ⅱ

��名�： Player training Ⅱ

授�年�： 一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動作�際�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標��、��

二 �� �向、移動

三 �� 分�分��合��

� 手�動作 力量、爆�力

五 手�動作 正�性

� 手�動作 ���攻���

� 腳�動作 踢�前��

� 腳�動作 踢����性

九 腳�動作 踢�柔軟�

十 腳�動作 踢�爆�力

十一 �合動作 手�攻�整合��

十二 �合動作 ��移動�手�動作整合

十三 �合動作 腳�踢�柔軟��爆�力

十� �合動作 腳�手�動作爆�力整合

十五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軟式�� Ⅲ

��名�： Player training Ⅲ

授�年�： 二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專項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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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項體� �捷��

三 專項體� �耐力��

� 專項體� 重量��

五 �排技�要� ����動作�解、��際操作

� �排技�要� 1對3����動作�解、��際操作

� �排技�要� 1對3����動作�解、��際操作

� �排技�要� 1對3����動作�解、��際操作

九 前排技�要� ����動作�解、��際操作

十 前排技�要� 1對3����動作�解、��際操作

十一 前排技�要� 1對3����動作�解、��際操作

十二 前排技�要� 1對3����動作�解、��際操作

十三 �合動作 前�排�合�習

十� �合動作 前�排�點�合�習

十五 �合動作 前�排多��合�習

十� ��技� �手��動作�解、��際操作

十� ��技� �手��動作�解、��際操作

十� ��技� 上���動作�解、��際操作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Ⅲ

��名�： Player Training Ⅲ

授�年�： 二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史。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化 �����的技���習

二 ���捷�化 ���捷�的�習

三 ��反��化 ��反�走�的技���習

� 專項體��解 個�����需使用�群�解�操作

五 專項體��用 �心�群的����用

� 專項體��化 現代��體�-重量����心��

� 打��化 揮����化����用

� 打��化 ���制�力����用-手��制

九 打��化 動��覺����用

十 ��-�化 ��的基本原理��習

十一 �化�-�化 �化�的基本原理��習

十二 ��-�化 �����原理���

十三 ����史 ������的�源歷史��

十� 亞���史 亞�����的歷史�源

十五 �界��史 �界����的�源�歷�

十� ��戰���史 現代��戰��戰略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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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Ⅲ

��名�： Player training Ⅲ

授�年�： 二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標��

二 �� �向、重心轉����

三 �� �合���踢�

� 手�動作 力量、��

五 手�動作 正�性、�現性

� 手�動作 ���攻�整合

� 腳�動作 踢���

� 腳�動作 踢�力量

九 腳�動作 ��加踢���性、柔軟�

十 腳�動作 ��加踢�柔軟�、力量

十一 �合動作 手�攻�����合

十二 �合動作 手�攻��踢�動作

十三 �合動作 腳��合�踢���性

十� �合動作 腳��合

十五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分����檢�

十� �際�用 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軟式��Ⅳ

��名�： Player training Ⅳ

授�年�： 二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動作�際�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專項體� ����

二 專項體� �捷��

三 專項體� �耐力��

� 專項體� 重量��

五 �場上�動作 動作������性

� �場上�動作 動作���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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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上�動作 動作���貫性
� ��上�要� 動作������性

九 ��上�要� 動作���攻�

十 ��上�要� 動作���貫性

十一 �合動作 前�排攻�動作要�

十二 �合動作 前排��要�

十三 �合動作 前�排攻���動作要�

十� �合動作 2�1前攻�動作�習要�

十五 �際�用 前排分�多�路�動作要�

十� �際�用 前排分�多�路�動作要�

十� �際�用 �排分�多�路�動作要�

十� �際�用 �排分�多�路�動作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Ⅳ

��名�： Player Training Ⅳ

授�年�： 二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知操作

二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

三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走��習

� 個人跑壘�化 重量��-對跑壘的優點

五 個人跑壘�化 ���捷-對跑壘�心�向心的�用

� 個人跑壘�化 反�爆�力-跑壘��的提升

� 打�技��化 �����(動��覺)

� 打�技��化 ��力�(上半身�用)

九 打�技��化 ��力�(下半身�用)

十 ���化 �����

十一 ���化 ��動力�

十二 ���化 ��加��

十三 戰�戰略 ��走�

十� 戰�戰略 打�策略

十五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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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Player training Ⅳ

授�年�： 二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動作�際�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標��、��、力量

二 �� 移動、��

三 �� 分�分��合�����

� 手�動作 爆�力、���

五 手�動作 ������性

� 手�動作 ���攻���力量

� 腳�動作 ���貫性�力量

� 腳�動作 踢����性

九 腳�動作 踢�柔軟��踢���

十 腳�動作 踢�爆�力

十一 �合動作 手�攻�整合��

十二 �合動作 ��移動�手�力量動作整合

十三 �合動作 腳�踢�柔軟��爆�力、��性

十� �合動作 腳�手�動作爆�力整合

十五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軟式��Ⅴ

��名�： Player training Ⅴ

授�年�： 三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專項體� ����

二 專項體� �捷��

三 專項體� �耐力��

� 專項體� 重量��

五 �打要� �打�路打�要�

� �打要� 前�排��要�

� �打要� 前�排默�要�

� �打要� �打2對3��要�

九 單打要� 單打�路打�要�

十 單打要� 單打��要�

十一 單打要� 單打2對1��要�

十二 單打要� 單打1對1��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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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打���分���

十五 �際�用 單打���分���

十�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打���分���

十� �際�用 單打���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Ⅴ

��名�： Player Training Ⅴ

授�年�： 三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基本���知 個人�����力解�

二 基本���� 個人�����知�身體動作操作

三 基本��自動化 ��、拿�、走�、目標、傳�慣性�習

� 個人體��化 小�肉群重量��

五 個人體��化 專項���捷

� 個人體��化 專項體�反�爆�力

� 打��化 �����(動��覺)

� 打��化 ��力�(上半身�用)

九 打��化 ��力�(下半身�用)

十 ���化 �����

十一 ���化 ��動力�

十二 ���化 ��加��

十三 戰�戰略 ��走�

十� 戰�戰略 打�策略

十五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Ⅴ

��名�： Player training Ⅴ

授�年�： 三上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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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品�動作�現性

二 �� �向�移動��

三 �� �合���踢��現性

� 手�動作 力量、��、��

五 手�動作 力量正�性、�現性

� 手�動作 ���攻�力量

� 腳�動作 踢��暢��柔軟�

� 腳�動作 柔軟�、力量

九 腳�動作 ��加踢�力量

十 腳�動作 ��加踢�柔軟�

十一 �合動作 手�攻�正�性

十二 �合動作 手�攻�力量���

十三 �合動作 踢�動作���性

十� �合動作 腳��合���用

十五 �際�用 品����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 �際�用 品���分����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軟式��Ⅵ

��名�： Player training Ⅵ

授�年�： 三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動作�際�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專項體� ����

二 專項體� �捷��

三 專項體� �耐力��

� 專項體� 重量��

五 �打要� ��性���

� �打要� ���攻�動作整合

� �打要� ���貫性�力量�現性

� 單打要� ��性�攻�動作�貫性

九 單打要� �路��性����貫性

十 單打要� 爆�力��現性

十一 單打要� 1對2單打��

十二 �打�� 分�對��

十三 �打�� 分�對��

十� �打�� ���片�檢�

十五 �打�� ����對�

十� 單打�� 分���

十� 單打�� ���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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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單打�� ����對�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Ⅵ

��名�： Player Training Ⅵ

授�年�： 三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技��化 正�、側手、反手基本�習

二 �合��佈陣 局數、出局數、分數、��的佈局

三 特殊��佈陣 特殊打者��佈陣

� 跑壘技��化 如何�用場地�短跑壘��

五 跑壘技��化 跑壘���捷�反��習

� 跑壘技��化 滑壘動作種�優�點分析

� 打�技��化 �����(手��制、動��覺)

� 打��力�化 ��力�(上半身、下半身�力�化�習)

九 打�策略�用 �用科技�材了解自我優�

十 ��技��化 ��下半身�上半身���用

十一 ��體��化 ��特殊�群�化

十二 ���復�化 ���束保���療

十三 �牲打戰� 短打戰�下�時��成功�

十� ��戰�史 美、日、�戰�戰略差異

十五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動�� �動前的�身�伸�

十� �動�� �動傷��的�療���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名�：
中�名�： ���Ⅵ

��名�： Player training Ⅵ

授�年�： 三下

內��性： �手��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學習目標： 學習�����動作�際�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標��、��、力量、�現性

二 �� �向、移動、��、��性

三 �� 分�分��合�����、��性

� 手�動作 力量、爆�力、���、��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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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手�動作 ��性���
� 手�動作 ���攻���力量�踢�動作整合

� 腳�動作 ���貫性�力量�現性

� 腳�動作 踢����性�手�動作�貫性

九 腳�動作 踢�柔軟��踢���、��性

十 腳�動作 踢�爆�力��現性

十一 �合動作 手�攻��踢�動作整合��

十二 �合動作 ��移動�手�力量動作整合

十三 �合動作 腳�踢�柔軟��爆�力、�現性

十� �合動作 腳�手�動作爆�力整合�現性

十五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 �際�用 ���片�檢�

十� �際�用 品����分���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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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殊���特殊�型����規劃�
 

 

 

 

 

 

 

 
體��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Ⅰ(軟式��)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Ⅰ

授�年�： 一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要��戰��行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正手拍 動作要�

二 正手拍 動作要�

三 正手拍 ��

� 反手拍 動作要�

五 反手拍 動作要�

� 反手拍 移動��

� 正反手拍 原地��要�

� 正反手拍 移動��要�

九 �前正拍 正拍�前��要�

十 �前正拍 正拍�前��要�

十一 �前反拍 反拍�前��要�

十二 �前反拍 反拍�前��要�

十三 �合�� 正反手拍多��習

十� �合�� 正反手拍�前��多��習

十五 �打�用 �打��

十� �打�用 �打��

十� 單打�用 單打��

十� 單打�用 單打��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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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Ⅰ(��)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Ⅰ

授�年�： 一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力、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行
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
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個人����解�

二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個人����操作

三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個人����操作

� 個人體��化 重量��

五 個人體��化 ���捷

� 個人體��化 反�爆�力

� 打��化 �����(動��覺)

� 打��化 ��力�(上半身�用)

九 打��化 ��力�(下半身�用)

十 ���化 �����

十一 ���化 ��動力�

十二 ���化 ��加��

十三 戰�戰略 ��走�

十� 戰�戰略 打�策略

十五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Ⅰ(��)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Ⅰ

授�年�： 一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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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溝��動： B3.�����美感��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標��

二 �� �向

三 �� �合��

� 手�動作 力量

五 手�動作 正�性

� 手�動作 ���攻�

� 腳�動作 踢�

� 腳�動作 踢�

九 腳�動作 ��加踢�

十 腳�動作 ��加踢�

十一 �合動作 手�攻�

十二 �合動作 手�攻�

十三 �合動作 腳��合

十� �合動作 腳��合

十五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Ⅱ(軟式��)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Ⅱ

授�年�： 一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要��戰��行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正手拍 移�動作要�

二 正手拍 移�動作要�

三 正手拍 多�移�動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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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拍 移�動作要�
五 反手拍 移�動作要�

� 反手拍 多�移�動作要�

� 正反手拍 正反手拍��要�

� 正反手拍 正反手拍移���要�

九 �前正拍 正拍�前��要�

十 �前反拍 反拍�前��要�

十一 �� ��動作要�

十二 �� ��動作要�

十三 �� ��動作要�

十� �合�� �打��

十五 �合�� �打��

十� 單打�用 單打��

十� 單打�用 單打��

十� 單打�用 單打��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Ⅱ(��)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Ⅱ

授�年�： 一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力、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行
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
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個人����解�

二 個人基本�� 整體���子默��合、走�、��

三 個人基本�� �化個人��範���

� 個人基本傳�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力傳�解�

五 個人體�傳� �化��上下半身�體�用

� 打��化 �點打�、快�揮���

� 打��化 來��差反�、�������

� 打��化 ��上下半身�用

九 ���化 ��下半身�用原理

十 ���化 ��上半身�用原理

十一 ���化 �手�制動作解�

十二 戰�戰略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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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戰�戰略 打�攻�策略

十� 個人體��化 基本重量��-�耐力

十五 個人體��化 基本����-短��爆�力衝刺

十� 個人體��化 反��捷��-折�跑、�耐力

十� �際�用 ��友��

十� �際�用 ��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Ⅱ(��)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Ⅱ

授�年�： 一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3.�����美感��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性

二 �� ��

三 �� �合��

� 手�動作 力量

五 手�動作 ��

� 手�動作 ���攻�

� 腳�動作 踢���

� 腳�動作 踢�力量

九 腳�動作 柔軟�、平衡

十 腳�動作 ��加踢�

十一 �合動作 手���動作

十二 �合動作 腳��合動作

十三 �合動作 �合動作

十� �際�用 品���

十五 �際�用 品���

十� �際�用 �������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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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Ⅲ(軟式��)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Ⅲ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要��戰��行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一對一動作要�

二 �� 一對二動作要�

三 �� 一對三動作要�

� �� 一對�動作要�

五 �前�� 正反拍�前��要�

� �前�� 正反拍多��前��要�

� 半場�� 正反拍半場��要�

� 半場�� 正反拍多�半場��要�

九 ��� ���動作要�

十 ��� ���多�動作要�

十一 �合�� �排多��習要�

十二 �合�� 前排多��習要�

十三 �合�� �排�打戰�要�

十� �合�� 前排�打戰�要�

十五 �打�用 �打戰�要�

十� �打�用 �打戰�要�

十� 單打�用 單打戰�要�

十� 單打�用 單打戰�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Ⅲ(��)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Ⅲ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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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力、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行
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
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基本����(��)

二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走�默��合��

三 個人基本�� 傳������

� 個人基本�� 傳�動作����

五 打��化 �點打�、快�揮���

� 打��化 快��差反���

� 打��化 �戰打���

� 體��化 重量��(爆�力)

九 體��化 ��跑壘��

十 體��化 伸��力��

十一 戰�戰略�用 �制短打���習

十二 戰�戰略�用 狀況攻���(不同出局數、好�數��策略)

十三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五 �際�用 ��友��

十� �際�用 ��友��

十� �際�用 �加����

十� �際�用 �加����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Ⅲ(��)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Ⅲ

授�年�： 二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3.�����美感��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標���

二 �� ��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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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手腳�合�用

� 手�動作 力量

五 手�動作 ��、正�性

� 手�動作 手腳�合�用

� 腳�動作 踢���

� 腳�動作 踢�力量

九 腳�動作 柔軟�、平衡

十 腳�動作 ��加踢�

十一 �合動作 手�加��

十二 �合動作 腳�加��

十三 �合動作 �合動作

十� �合動作 �合動作

十五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Ⅳ(軟式��)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Ⅳ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要��戰��行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手��、�手削���

二 ��� ��手��、��手削���

三 ��� ��������

� �前�� 跑動正反拍��

五 �前�� 跑動正反拍多���

� 中場�� 中場正反手��

� 中場�� 中場正反手多���

� �場�� 移��點攻��

九 �場�� 移�多��點攻��

十 一對二�習 一對二��要�

十一 一對三�習 一對三��要�

十二 攻��習 前�排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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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攻��習 前�排��攻���要�

十� 單打�� 單打多�移���

十五 單打�� 單打戰���

十� 單打�� 分�單打�

十� 單打�� 分�單打�

十� 單打�� 分�單打�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Ⅳ(��)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Ⅳ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力、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行
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
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個人基本��動作��

二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合默��合��

三 個人基本傳� ���暢�����

� 個人基本傳� ������化��

五 打��化 �點打�、快�揮���

� 打��化 ����點打���

� 打��化 上下半身���用

� ���化 �������

九 ���化 ��爆�力��

十 ���化 上下半身���用

十一 戰�戰略�用 ��戰���、��、��

十二 戰�戰略�用 攻�、跑壘、����

十三 體��化 個人����、重量���化

十� 體��化 跑壘���化��

十五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分��習�

十� �際�用 ��友��

十� �際�用 ��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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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Ⅳ(��)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Ⅳ

授�年�： 二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3.�����美感��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標���

二 �� ��正�性

三 �� 手腳�合�用

� 手�動作 力量��

五 手�動作 力量��

� 手�動作 手腳�合�用

� 腳�動作 踢�、力量���

� 腳�動作 踢�、力量���

九 腳�動作 踢����

十 �合動作 手�加��

十一 �合動作 腳�加��

十二 �合動作 �合動作

十三 �合動作 �合動作

十� �際�用 品���

十五 �際�用 品���

十� �際�用 �������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Ⅴ(軟式��)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Ⅴ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2

���性：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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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要��戰��行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動作要�

二 �� ��動作要�

三 �打�� �打戰���要�

� 單打�� 單打戰���要�

五 �打�� �打戰���要�

� 單打�� 單打戰���要�

� 戰��習 前�排�默��戰��用�習

� 戰��習 前�排�默��戰��用�習

九 戰��習 攻�戰��化�習

十 戰��習 攻�戰��化�習

十一 二對三�習 二對三各種�路���習

十二 二對三�習 二對三各種�路���習

十三 分�對� 單、�打分�對�

十� 分�對� 單、�打分�對�

十五 分�對� 單、�打分�對�

十� 分�對� 單、�打分�對�

十� 分�對� 單、�打分�對�

十� 分�對� 單、�打分�對�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對�學群： ���動

��： �作�量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Ⅴ(��)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Ⅴ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力、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行
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
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個人����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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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個人傳���

三 個人基本傳� ���暢�����

� 個人基本傳� ������化��

五 打��化 短打基本��、TB�點打���

� 打��化 ���差�習、常打爆�力��

� 打��化 ��上下半身���用、手����用

� ���化 �������

九 ���化 ��爆�力��

十 跑壘�化 跑壘��、反���

十一 跑壘�化 跑壘狀況、��

十二 戰�戰略�用 ��戰���、��、走���

十三 戰�戰略�用 攻�戰略��、�動�際��

十� 體��化 個人��、�手、野手重量��

十五 體��化 ��、反�、爆�力��

十� �際�用 ��友��

十� �際�用 ��友��

十� �際�用 ��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Ⅴ(��)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Ⅴ

授�年�： 三上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3.�����美感��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手����

二 �� 踢����

三 �� 手腳�合�用

� 手�動作 手��踢�

五 手�動作 手��踢�

� 手�動作 手腳�合�用

� 腳�動作 踢�、力量���

� 腳�動作 踢�、力量���

九 腳�動作 柔軟、平衡

十 腳�動作 ��性

十一 �合動作 動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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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合動作 動作��

十三 �合動作 動作�暢�

十� �合動作 動作�暢�

十五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Ⅵ(軟式��)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Ⅵ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軟式��基本動作要��戰��行力。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前����習 ���、前排正反拍����要�

二 前����習 ���、前排正反拍����要�

三 前����習 ���、�上�要�

� 前����習 ���、�上�要�

五 前����習 攻����習

� 前����習 攻����習

� ��� ���動作要�

� ��� ���動作要�

九 ��� ���動作要�

十 戰��習 �打戰���

十一 戰��習 �打戰�默���

十二 戰��習 前排戰��化���

十三 戰��習 單打戰�要�

十� 戰��習 單打戰�要�

十五 專項知� ��研�戰��用

十� 專項知� �前�臨場要�

十� 專項知� �正攻��念

十� 專項知� �正攻��念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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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Ⅵ(��)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Ⅵ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1.身心�質�自我精�

B溝��動： B1.符��用�溝���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力、是自我��一種�心�力，以���用的�
�、��，���用提�自我���力。 本�����力的基本�心�力─��自�、�現自我、溝���、提升��。、�行
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
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各項��、打�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個人基本����動作��

二 個人基本�� �手、捕手、內野手、�野手個人傳���

三 個人基本傳� �合��默���

� 個人傳��化 個人����傳���

五 個人傳��化 ��上下半身�用��

� 個人傳��化 ���化���

� 打��化 揮���、�制力��

� 打��化 揮�上下半身、手��用

九 打��化 快��差����

十 跑壘�化 跑壘��、����

十一 跑壘�化 跑壘�壘��

十二 戰�戰略�用 ��走�����

十三 戰�戰略�用 攻����動時���

十� 體��化 重量��(個別���化)

十五 體��化 ��反��捷��

十� �際�用 ��友��

十� �際�用 ��友��

十� �際�用 ��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名�：
中�名�： 專項�動戰���用Ⅵ(��)

��名�： Sports Tactics and Applications Ⅵ

授�年�： 三下 學分�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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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體��
師資來源： �內單科

���心��：

A自主行動： A2.��思��問題解決

B溝��動： B3.�����美感��

C�會��： C2.人際���團�合作

學生圖�：
學習力、是�性學習的一種�心�力，�括知�質�量，更重要的是知��加、學習成果的創�以��知�轉化�用的�力。 本�
��學習力的基本�心�力─優質學習、卓�技�、�性��、�身學習。、�行力、是活力創�的一種�心�力，要有�厚的�
心�力為基礎��成功創�。 本����行力的基本�心�力─活力創�、團�合作、前�規劃、�軌國際。

學習目標： 學習���基本動作戰��用

�學大�：

�次/� 單元/主題 內��要

一 �� 手����

二 �� 踢����

三 �� 手腳�合�用

� 手�動作 手��踢�

五 手�動作 手��踢�

� 手�動作 手腳�合�用

� 腳�動作 踢�、力量���

� 腳�動作 踢�、力量���

九 腳�動作 柔軟、平衡

十 腳�動作 ��性

十一 �合動作 動作力量

十二 �合動作 動作��

十三 �合動作 動作�暢�

十� �合動作 動作�暢�

十五 �際�用 品���

十� �際�用 �������

十� �際�用 品���

十� �際�用 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學習�量： �作�量

對�學群：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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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團體活動時間��規劃

項目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會或��時數 12 12 12 12 12 12

��活動時數 18 18 18 18 18 18

�團活動時數 24 24 24 24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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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性學習時間��規劃
一、學生自主學習��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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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學習時間規劃�

�別 內�

�一學年 �二學年 �三學年

�一學期 �二學期 �一學期 �二學期 �一學期 �二學期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數

自主學習              1 1 18    

�手��

軟式�� Ⅲ       1 2 18          

軟式��Ⅳ          1 2 18       

��Ⅰ 1 2 18                

��Ⅱ    1 2 18             

軟式��Ⅵ                1 2 18

��Ⅲ       1 2 18          

��Ⅳ          1 2 18       

���Ⅰ 1 2 18                

���Ⅴ             1 1 18    

��Ⅴ             1 1 18    

軟式��Ⅱ    1 2 18             

軟式��Ⅴ             1 1 18    

��Ⅵ                1 2 18

���Ⅱ    1 2 18             

���Ⅲ       1 2 18          

���Ⅳ          1 2 18       

���Ⅵ                1 2 18

軟式��Ⅰ 1 2 18                

 
三、學�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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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規劃�輔�
一、����規劃【含�一、�二��三��(�)��】

 
（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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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

 
� 時間 活動內� �明

1 109/06/01 ���� �生利用前一學期末�行����

2 109/07/17 ���� 利用�生��時��行����

3 一學期：109/08/24
 �二學期：109/12/21 學生�行��

1.�行分���
 2.以電����式�行

 3.規劃1.2~1.5��修��
 4.相���������圖

 5.����輔�

4 一學期：109/09/01
 �二學期：110/02/10 正式上� 跑�上�

5 一學期：109/09/07
 �二學期：110/02/15 加、�� 得�學期前兩��行

6 110/06/14 檢� ��會�行��檢�

 
二、��輔�措�

(一)����輔�手冊：

目前尚在規劃中

(二)生���：

1.�合各大學��會�理��活動。 
 2.�排����。 

 3.�排學群��。 
 4.�各大學�軌�理學群��。

(三)興趣量�：

�一��一上學期，開學一個月內�成�測，��一次���，�電���看�告�解�。 
 1.團體�測：�一生�規劃�（由��老師�行�本�測） 

 2.測驗解�：以�一生�規畫�電����堂，�排由專輔老師入�解�，向學生解�測驗�果，��並分析學生整體的測驗�果，提供學��師了解
本�學生需求�特色，作為�學活動 �理���。 

 3.個別��：對興趣尚未明�分化的學生提供�����；為已有興趣�向者提供整合性的科����資�；數測驗�果�為特殊者，�一��伴其�
�生�或學習��困�。

(�)�����師：

1.�輯��輔�手冊並向學生、����師�明學����畫���內��其�學生�路�����。 
 2.學生��期間，��學生學習歷�檔�，以團體或個別�式提供學生��。 

 3.�������登載�學生習歷檔�。 
 4.本�目前��師已有20人� 108 學年�上學期�成��，人數足以符�未來���三年的輔�相�規劃。

(五)其他：

�合����，順利�理學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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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學����鑑
一、學����鑑�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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