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python 程式語言在數學解題上的應用  

英文名稱： The application of python programming in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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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學習使用程式語言解決數學問題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程式語言 python  安裝 python 語言, 認識 python 的功能  

第二週 基本語法  認識 python 輸出與輸入的語法並實作  

第三週 基本語法  認識 python 迴圈的語法並實作  

第四週 基本語法  認識 python 判斷句的語法  

第五週 數學問題  九九乘法表製作  

第六週 數學問題  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第七週 數學問題  3n+1 問題介紹  

第八週 數學問題  最大公因數求解  

第九週 數學問題  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  

第十週 數學問題  N! 的計算  

第十一週 測驗與評量  實作測驗  

第十二週 數學問題  計算平均數  

第十三週 數學問題  尋找中位數  

第十四週 數學問題  計算變異數與標準差  

第十五週 數學問題  餘弦定理的計算  

第十六週 數學問題  計算一次函數  

第十七週 數學問題  計算二次函數  

第十八週 成果驗收  上機實作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上機實作  

對應學群： 資訊、數理化  

備註： 109 入學高 3 上數學多元選修(體育班)-許閎揚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人體解剖生理學 I  

英文名稱：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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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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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參與：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使學生了解人體解剖構造與其生理意義，並將知識應用於各項運動專長。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緒論  

 

課程介紹、評分方式、解剖生理學的基本

概念  

第二週 人體結構組織  
介紹人體主要的組織層級：上皮組織、結

締組織、肌肉組織、神經組織  

第三週 人體器官層級  人體各器官的組成與發育來源  

第四週 人體器官系統-1  介紹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淋巴系統  

第五週 人體器官系統-2  介紹消化系統、泌尿系統、表皮系統  

第六週 人體器官系統-3  介紹神經系統、肌肉系統、骨骼系統  

第七週 人體器官系統-4  介紹內分泌系統、生殖系統、運動系統  

第八週 期中報告  分組以口頭語簡報方式呈現  

第九週 骨骼系統概論-1  骨骼的功能、形狀與結構  

第十週 骨骼系統概論-2  骨骼的形成與生長  

第十一週 人體的骨骼  
人體骨骼的組成(軀幹骨、顱骨、上肢骨、

下肢骨)  

第十二週 骨骼傷害  骨骼疲勞、軟骨軟化、骨折  

第十三週 骨骼的連結-1  關節種類  

第十四週 骨骼的連結-2  韌帶  

第十五週 肌肉系統概論-1  肌肉的組成  

第十六週 肌肉系統概論-2  肌纖維的種類  

第十七週 肌肉系統概論-3  肌肉的種類與形狀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紙筆測驗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口頭報告、紙筆測驗  

對應學群： 生命科學, 遊憩運動  



備註： 體育班多元選修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法律與生活  

英文名稱： Laws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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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B 溝通互動：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生圖像： 國際觀  

學習目標： 透過生活當中常見的法律問題，探討實用的法律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課程介紹及引言  

1.學期課程簡介 

2.上課模式及成績計算說明 

3.為何要有法律？  

第二週 民法親屬編(1)  

1.婚約的效力 

2.婚姻要件及效力 

3.離婚要件及效力  

第三週 民法親屬編(2)  
1.遺產的繼承 

2.遺囑的效力  

第四週 民法債編(1)  
1.租賃契約 

2.買賣契約  

第五週 
民法債編(2)+勞動基準

法、勞動三法  

1.雇傭契約 

2.勞基法規範 

3.勞動三法與生活  

第六週 
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

法(1)  

1.消費行為及保護概念 

2.新型消費行為與保障  

第七週 
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

法(2)  

1.消費詐騙行為 

2.反詐騙意識  

第八週 智慧財產權  
1.生活中的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2.谷阿默事件  

第九週 民事相關法規總整理  民事相關法規總結  

第十週 主題事件：校園霸凌事件  

1.樣態 

2.處理流程 

3.相關議題探討  

第十一週 主題事件：校園性平事件  

1.樣態 

2.處理流程 

3.相關議題探討  

第十二週 影片中的校園安全議題  

1.霸凌事件 

2.性平事件 

3.其他  



第十三週 
主題事件：口舌之快的後

果  

1.毀謗 

2.公然侮辱 

3.人格權  

第十四週 
主題事件：馬路如虎口+三

寶趴趴走(1)  

1.機車篇 

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十五週 
主題事件：馬路如虎口+三

寶趴趴走(2)  

1.行人篇 

2.汽車篇 

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十六週 主題事件：通姦除罪化  
1.大法官釋憲 

2.相關爭議探討  

第十七週 
主題事件：判決跟你想得

不一樣  

1.社會爭議事件 

2.恐龍法官真的是恐龍嗎？  

第十八週 主題事件總整理  主題事件總結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課堂筆記作業 100%  

對應學群： 法政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