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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   全球化與在地議題   課程計畫(普通班) 

教材來源 教師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  本學期共（ 21 ）節 

課程目標 

1. 學生能了解自身以及周遭社會和國際上發生的事情 

2. 學生對國際事件能進行獨立思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3. 學生能產生對國際社會的關懷 

4. 學生能積極對國際事務提出解決方法並產生實際行動 

相關領域 社會領域、英文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充分瞭解自己的身體、能力、情緒、需求與個性，愛護自我，養成自省、自律的習慣、樂觀進取的態度及良好的品

德；並能表現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具有民主素養，包容不同意見，平等對待他人與各族群；尊重生命，積極主動關懷社會、環境與自然，並遵守法治

與團體規範，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6.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並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互依賴、

互信互助的世界觀。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養成獨立思考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有系統地研判問題，並能有效解決問題和衝突。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議
題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3-4-4 參與公共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造成的困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的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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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2-4-2 認識國內的環境法規與政策、國際環境公約、環保組織，以及公民的環境行動。 
2-4-3 能比較環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能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3-4-2 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的態度。 
3-4-3 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健康的理念於日常生活與消費行為。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由軟體、共享軟體與商業軟體的異同。 
5-4-2  能善盡使用科技應負之責任。 
5-4-3  能遵守智慧財產權之法律規定。 
5-4-4  能認識網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技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念，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人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提出改善策略、行動方案。 
1-4-2 瞭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行，表現關懷、寬容、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以評估與取捨。 
1-4-5 討論世界公民的責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正義永續發展的社會藍圖。 
海洋教育 
2-4-6 瞭解我國領海主權與經濟海域權利的內涵。 
2-4-7 瞭解臺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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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

標 

第一週 8/25-8/31 8/30(五)開學 課程說明 1 口頭問答  

第二週 9/1-9/7 

【學習內容】 
了解全球化的現象並分析全球化帶

來的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 
【學習表現】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

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

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

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

點與形成共識。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

互影響。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全球化現象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2-4-3 能比較環

境議題中文化間

的差異，並能能

理解環境正義及

世代公平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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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9/8-9/14 

【學習內容】 
觀察不同的文化、為什麼會不同？

【學習表現】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

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力

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文

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

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

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多元文化的現象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第四週 9/15-9/21 

【學習內容】 
了解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現

象與意義 
【學習表現】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劣勢。 
3-4-5 舉例指出某一團體，其成員

身分與地位之流動性對於該團體發

展所造成的影響。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

由。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

在地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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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商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

的影響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

並影響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

適應問題。 

第五週 9/22-9/28 

【學習內容】 
能舉出在地文化的例子並說明在地

文化的優勢與劣勢 
【學習表現】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

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

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

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

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認識在地文化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第六週 9/29-10/5 

【學習內容】 
能運用行動載具查詢在地文化的例

子並製作成投影片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

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

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

等基本原 
則。 

認識在地文化 
（查找資料） 

1 
1. 課堂討論 
2. 資料搜尋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

由軟體、共享軟

體與商業軟體的

異同。 
5-4-2  能善盡使

用科技應負之責

任。 
5-4-3  能遵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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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之法律

規定。 
5-4-4  能認識網

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

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第七週 10/6-10/12 

【學習內容】 
能用不同語言介紹在地文化的例子 
【學習表現】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

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

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認識在地文化 
（英文/台語報告） 

1 
1. 課堂討論 
2. 小組報告 

性別平等教育 
3-4-1 運用各種資

訊、科技與媒體

資源解決問題，

不 受 性 別 的 限

制。 
生涯發展教育 

第八週 10/13-10/19 

【學習內容】 
能用不同語言介紹在地文化的例子 
【學習表現】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

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

認識在地文化 
（英文/台語報告） 

1 
1. 課堂討論 
2. 小組報告 

性別平等教育 
3-4-1 運用各種資

訊、科技與媒體

資源解決問題，

不 受 性 別 的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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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制。 
生涯發展教育 

第九週 10/20-10/26 

【學習內容】 
以文化主題的桌遊讓學生操作，讓

學生寓教於樂，從遊戲中反思多元

文化的重要性 
【學習表現】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劣勢。 
3-4-5 舉例指出某一團體，其成員

身分與地位之流動性對於該團體發

展所造成的影響。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

由。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

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因素的影

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

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認識在地文化 
 

1 1. 課堂討論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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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第十週 10/27-11/2 

【學習內容】 
學生能了解文化差異的重要性 
【學習表現】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

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因素的影

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

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

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

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

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

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文化差異與尊重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第十一週 11/3-11/9 
【學習內容】 
了解政治全球化的現象與意義，並

政治全球化 1 1.口頭問答 海洋教育 
2-4-6 瞭解我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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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列舉出政治全球化的例子 
【學習表現】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

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海主權與經濟海

域權利的內涵。 
2-4-7 瞭解臺灣海

洋主權與經濟發

展、國防、政治主

權的關係。 

第十二週 11/10-11/16 

【學習內容】 
以難民為主題的桌遊讓學生操作，

讓學生寓教於樂，從遊戲中反思政

治全球化帶來的影響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難民人權 
(桌遊) 

1 1. 課堂討論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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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第十三週 11/17-11/23 

【學習內容】 
介紹敘利亞內戰，並說明難民的遭

遇，並說明其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難民人權 
(敘利亞內戰)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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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第十四週 11/24-11/30 11/25~26 第二次期中考 期中測驗 1 1. 紙筆測驗  

第十五週 12/1-12/7 

【學習內容】 
介紹歐盟的難民政策，並分析其對

全球的影響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難民人權 
(歐盟難民政策)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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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並身體力行。 

第十六週 12/8-12/14 

【學習內容】 
思考台灣在全球的角色與定位，並

思考台灣的優勢與劣勢，發揮台灣

人的人道精神，分析收容難民的可

行性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台灣的難民人權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

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
落)、社會的影

響，並提出改善

策略、行動方

案。 
1-4-2 瞭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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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評估與取

捨。 

1-4-5 討論世界

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公

平、正義永續發

展的社會藍圖。 

第十七週 12/15-12/21 

【學習內容】 
介紹國際特赦組織與寫信馬拉松的

活動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介紹國際特赦組織及寫信

馬拉松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

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
落)、社會的影

響，並提出改善

策略、行動方

案。 
1-4-2 瞭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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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 

1-4-5 討論世界

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公

平、正義永續發

展的社會藍圖。 

第十八週 12/22-12/28 

【學習內容】 
以英文表述拯救人權受侵害者的信

件內容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寫信馬拉松案例報告(英文

報告) 
1 

1. 課堂討論 
2. 個人報告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

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
落)、社會的影

響，並提出改善

策略、行動方

案。 
1-4-2 瞭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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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 

1-4-5 討論世界

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公

平、正義永續發

展的社會藍圖。 

第十九週 12/29-1/4 

【學習內容】 
以英文表述拯救人權受侵害者的信

件內容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寫信馬拉松案例報告(英文

報告) 
1 

3. 課堂討論 
4. 個人報告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

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
落)、社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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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響，並提出改善

策略、行動方

案。 
1-4-2 瞭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 

1-4-5 討論世界

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公

平、正義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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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社會藍圖。 

第二十週 1/5-1/11 

【學習內容】 
反思寫信馬拉松活動對自身的影

響，並關注人權救援的進度與消息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寫信馬拉松活動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

人權的事件對個

人、社區(部
落)、社會的影

響，並提出改善

策略、行動方

案。 
1-4-2 瞭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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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評估與取

捨。 

1-4-5 討論世界

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公

平、正義永續發

展的社會藍圖。 

第二十一週 11/12-1/18 
1/13~15 期末考 
1/16 修業式 

期末考 1 紙筆測驗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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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   全球化與在地議題   課程計畫(普通班) 

教材來源 教師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 1 ）節  本學期共（ 20 ）節 

課程目標 

1. 學生能了解自身以及周遭社會和國際上發生的事情 

2. 學生對國際事件能進行獨立思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3. 學生能產生對國際社會的關懷 

4. 學生能積極對國際事務提出解決方法並產生實際行動 

相關領域 社會領域、英文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充分瞭解自己的身體、能力、情緒、需求與個性，愛護自我，養成自省、自律的習慣、樂觀進取的態度及良好的品

德；並能表現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己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具有民主素養，包容不同意見，平等對待他人與各族群；尊重生命，積極主動關懷社會、環境與自然，並遵守法治

與團體規範，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6.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並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互依賴、

互信互助的世界觀。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養成獨立思考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有系統地研判問題，並能有效解決問題和衝突。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3-4-1 運用各種資訊、科技與媒體資源解決問題，不受性別的限制。 
3-4-4 參與公共事務，不受性別的限制。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歧視與偏見所造成的困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別關係的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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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略。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2-4-2 認識國內的環境法規與政策、國際環境公約、環保組織，以及公民的環境行動。 
2-4-3 能比較環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異，並能能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3-4-2 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的態度。 
3-4-3 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健康的理念於日常生活與消費行為。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由軟體、共享軟體與商業軟體的異同。 
5-4-2  能善盡使用科技應負之責任。 
5-4-3  能遵守智慧財產權之法律規定。 
5-4-4  能認識網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技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念，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人 
人權教育 
1-4-1 探討違反人權的事件對個人、社區(部落)、社會的影響，並提出改善策略、行動方案。 
1-4-2 瞭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劃、組織與執行，表現關懷、寬容、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以評估與取捨。 
1-4-5 討論世界公民的責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正義永續發展的社會藍圖。 
海洋教育 
2-4-6 瞭解我國領海主權與經濟海域權利的內涵。 
2-4-7 瞭解臺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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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社會科學領域、英文領域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2/9-2/15 

2/11開學 

【學習內容】 
介紹何謂資訊戰，以及資訊戰對全

球的影響 
【學習表現】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資訊戰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第二週 2/16~2/22 

【學習內容】 
介紹國際資訊戰的實例，並分析其

對國內以及全球造成的影響 
【學習表現】 
 

國際資訊戰案例 

（通俄門）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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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2/23~2/29 

【學習內容】 
介紹台灣的假新聞案例 
【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 
則。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

互影響。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在台灣的假新聞案例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第四週 3/1~3/7 

【學習內容】 
請同學搜尋國內外假新聞的案例，

並進行獨立思考與分析 
假新聞案例報告（查資料） 1 

1. 課堂討論 

2. 搜尋資料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

自由軟體、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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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

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

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

互影響。 
-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軟體與商業軟體

的異同。 

5-4-2  能善盡

使用科技應負之

責任。 

5-4-3  能遵守

智慧財產權之法

律規定。 

5-4-4  能認識

網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

資 訊 及 網 路 科

技，培養合作與

主 動 學 習 的 能

力。 

5-4-6  能建立

科技為增進整體

人類福祉的正確

觀念，善用資訊

科技做為關心他

人 

第五週 3/8~3/14 

【學習內容】 
能流暢的上台發表所查詢到的資料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假新聞案例報告 1 
1. 課堂討論 
2. 小組報告 生涯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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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第六週 3/15~3/21 

【學習內容】 
能流暢的上台發表所查詢到的資料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假新聞案例報告 1 
1. 課堂討論 
2. 小組報告 生涯發展教育 

第七週 3/22~3/28 

3/23~24 第一次期中考 
【學習內容】 
了解媒體的營利性質與媒體亂象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媒體追追追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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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第八週 3/29~4/4 

【學習內容】 
介紹媒體接近使用權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第一天當 Youtuber 就上手

（近用）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 製作影片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

由軟體、共享軟

體與商業軟體的

異同。 
5-4-2  能善盡使

用科技應負之責

任。 
5-4-3  能遵守智

慧財產權之法律

規定。 
5-4-4  能認識網

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

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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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第九週 4/5~4/11 

【學習內容】 
介紹媒體接近使用權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 (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第一天當 Youtuber 就上手

（近用）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 製作影片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

由軟體、共享軟

體與商業軟體的

異同。 
5-4-2  能善盡使

用科技應負之責

任。 
5-4-3  能遵守智

慧財產權之法律

規定。 
5-4-4  能認識網

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

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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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4/12~4/18 

【學習內容】 
介紹何謂經濟全球化，並分析其對

全球經濟面，社會面的影響 
【學習表現】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

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

互影響。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

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

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經濟全球化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海洋教育 
2-4-6 瞭解我國領

海主權與經濟海

域權利的內涵。 
2-4-7 瞭解臺灣海

洋主權與經濟發

展、國防、政治主

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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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4/19~4/25 

【學習內容】 
介紹跨國企業的定義，為何會出現

跨國經濟，以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

響。 
【學習表現】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

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

互影響。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

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力

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文

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跨國企業與貿易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海洋教育 
2-4-6 瞭解我國領

海主權與經濟海

域權利的內涵。 
2-4-7 瞭解臺灣海

洋主權與經濟發

展、國防、政治主

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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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第十二週 4/26~5/2 

【學習內容】 
介紹全球最新商品，並探討跨國企

業如何將產品行銷至全球 
【學習表現】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6-4-3 舉例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

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

可能發生的衝突。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

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

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全球熱銷商品展示會（查資

料） 
1 

1. 課堂討論 
2. 查詢資料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

由軟體、共享軟

體與商業軟體的

異同。 
5-4-2  能善盡使

用科技應負之責

任。 
5-4-3  能遵守智

慧財產權之法律

規定。 
5-4-4  能認識網

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

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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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5/3~5/0 

5/4~5 第二次期中考 
【學習內容】 
能有邏輯的介紹跨國公司如何行銷

產品到全球 
【學習表現】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6-4-3 舉例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

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

可能發生的衝突。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

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力

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文

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全球熱銷商品展示會 1 
1. 課堂討論 
2. 小組報告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

由軟體、共享軟

體與商業軟體的

異同。 
5-4-2  能善盡使

用科技應負之責

任。 
5-4-3  能遵守智

慧財產權之法律

規定。 
5-4-4  能認識網

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

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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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5/10~5/16 

【學習內容】 
能有邏輯的介紹跨國公司如何行銷

產品到全球 
【學習表現】 
6-4-1 以我國為例， 瞭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6-4-3 舉例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

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

可能發生的衝突。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

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力

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文

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全球熱銷商品展示會 1 
1. 課堂討論 
2. 小組報告 

資訊教育 
5-4-1  能區分自

由軟體、共享軟

體與商業軟體的

異同。 
5-4-2  能善盡使

用科技應負之責

任。 
5-4-3  能遵守智

慧財產權之法律

規定。 
5-4-4  能認識網

路犯罪類型。 
5-4-5  能應用資

訊及網路科技，

培養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5-4-6  能建立科

技為增進整體人

類福祉的正確觀

念，善用資訊科

技做為關心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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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5/17~5/23 

【學習內容】 
介紹基改的技術與產品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

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

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育、

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

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

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

徑。 

基改種子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1-4-5 討論

世界公民的責

任，並提出一個

富有公平、正義

永續發展的社會

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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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5/24~5/30 

【學習內容】 
介紹人工智慧，並分析其對整體社

會帶來的影響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

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

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育、

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

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

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

ＡＩ人工智慧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1-4-5 討論

世界公民的責

任，並提出一個

富有公平、正義

永續發展的社會

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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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第十七週 5/31~6/6 

【學習內容】 
介紹各國專利爭執的原因，並探討

全球解決的機制 
【學習表現】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2 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

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

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

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

題。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育、

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

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

專利大戰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1-4-5 討論

世界公民的責

任，並提出一個

富有公平、正義

永續發展的社會

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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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

徑。 

第十八週 6/7~6/13 

【學習內容】 
介紹血汗工廠的成因，現況，並思考

如何解決跨國貧富差距的議題 
【學習表現】 
6-4-3 舉例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

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

可能發生的 
衝突。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快速時尚勞工議題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性別平等教育 
3-4-1 運用各種資

訊、科技與媒體

資源解決問題，

不受性別的限

制。 
3-4-4 參與公共事

務，不受性別的

限制。 
3-4-5 探究社會建

構下，性別歧視

與偏見所造成的

困境。 
3-4-6 反思社會環

境中，性別關係

的權力結構。 
人權教育 
1-4-2 瞭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

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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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 

1-4-5 討論世界

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公

平、正義永續發

展的社會藍圖。 

第十九週 6/14~6/20 

【學習內容】 
介紹快速時尚造成的環境議題，現

況，並思考如何達成永續發展 
【學習表現】 
6-4-3 舉例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

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之間

可能發生的 

快速時尚環境議題 1 

1.口頭問答 

2.課堂討論 

3.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 
2-4-2 認識國內

的環境法規與政

策、國際環境公

約、環保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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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 
8-4-2 舉例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

題的解決，為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

人才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

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
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類、生物

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

類社會又造成什麼影響。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

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

突的可能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 保
育、勞工保護、飢餓、犯罪、疫

病、基本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

究等)之間的關連性，以及問題可能

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

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

祉，並身體力行。 

以及公民的環境

行動。 
2-4-3 能比較環

境議題中文化間

的差異，並能能

理解環境正義及

世代公平的內

涵。 
3-4-1 關懷弱勢

團體及其生活環

境。 
3-4-2 養成積極

探究國內外環境

議題的態度。 
3-4-3 關懷未來

世代的生存與永

續發展。 
3-4-4 願意依循

環保簡樸與健康

的理念於日常生

活與消費行為。 
人權教育 
1-4-2 瞭解關懷

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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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現關懷、

寬容、和平與博

愛的情懷，並尊

重與關懷生命。 
1-4-3 瞭解法

律、制度對人權

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

權利可能發生的

衝突，並瞭解如

何運用民主方式

及合法的程序，

加以評估與取

捨。 

1-4-5 討論世界

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公

平、正義永續發

展的社會藍圖。 

第二十週 6/21~6/27 6/22~6/23 期末考 期末考 1 紙筆測驗  

第二十一週 6/28~7/4 6/30 休業式 期末檢討 1 小組討論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