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南寧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科技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書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節數 
生活科技每週( 1 )節，本學期共(21 )節 

資訊科技每週( 1 )節，本學期共(21 )節 

課程目標 

 

生活科技篇〈第三冊〉 

第一章 

1.認識科技系統的 4個運作程序為：輸入、過程、輸出、回饋，及各個程序的定義內容。 

2.認識科技系統是如何運作與透過回饋解決問題。 

3.認識科技系統組成的各個功能如何有效的運作及達到目標。 

4.學習將新學習到的科技系統與問題解決模式做整合運用說明 

第二章 

1.了解能源的轉換與各個能源的應用。 

2.了解人類運用能源的演進，及反思未來的能源技術應如何發展才能將地球資源永續經營。 

3.了解目前臺灣發電與供電的情形，以及了解目前臺灣綠能發電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計畫。 

4.了解如何將相同的能源轉換成不同能量形式並加以利用，同時讓能源的利用更有效率 

5.認識常見科技產品之能源轉換運用。 

6.了解目前因人類過度開發後的地球目前面臨的問題後，因思考如何尋找新資源或者從你我生活中節約能源。 

7.了解生科教室使用電動工具的安全注意事項。 

第三章 

1.了解為何在科技時代的我們要會讀說明書。 

2.了解說明書的組成與重點。 

3.認識各種家中常見的電器故障及維修。 

4.認識可用來維修的工具。 

5.學會手工具的維修保養—手線鋸、手搖鑽、夾具。 

6.學會電動工具的維修保養—線鋸機、鑽床、砂磨機。 

資訊科技篇〈第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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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藉由班級置物櫃的例子讓學生了解陣列就像班級裡的置物櫃，其中包含一整排的格子，每個格子都有自己的編號(索引

值)，可以讓同學依據自己的號碼來儲存、取出物品。 

2.透過上網查成績的例子，讓同學瞭解在程式中使用陣列的時機及優點。 

3.瞭解在 Scratch中可以使用清單功能實作出陣列。 

4.瞭解清單的項目就是陣列中索引值。 

5.瞭解透過清單項目編號，實際操作清單項目的修改。 

6.了解需要大量修改清單項目時可使用迴圈，將大量重複的條件判斷指令化繁為簡。 

7.瞭解如何應用陣列結構，搭配迴圈找出多個分數中的最高分、平均。 

第五章 

1.瞭解搜尋基本概念，並介紹「循序搜尋」(Sequential search)及「二分搜尋」（Binary search）等兩種搜尋法。 

2.認識循序搜尋的概念與操作流程。 

3.認識二分搜尋的概念與操作流程。 

4.認識循序搜尋的特性與操作細節。 

第六章 

1.認識排序演算法於資訊科學中的意義和與問題解決之間的關係。 

2.認識選擇排序法的原理與步驟。 

3.了解選擇排序法的解題流程。 

4.認識插入排序法的原理、步驟及其解題流程。 
5.認識氣泡排序法的原理、步驟及其解題流程。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生活科技篇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類媒體之能力，培養相關倫理及媒體識讀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識，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參與社會活動，關懷

自然生態與人類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樂善與行善的品德。  

 

資訊科技篇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具備理解及使用語言、文字、數理、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行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力，並能了解與同理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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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識，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參與社會活動，關懷

自然生態與人類永續發展，而展現知善、樂善與行善的品德。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

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週 

生活科技 

準備週 
 

 
    

資訊科技 

準備週 
 

 
    

第 2週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系統與問題解決 
第 1節 科技系統組成與運作 

❑1-1 科技系統的組成 
❑1-2 科技系統的運作 
❑1-3 科技系統的功能 

1 

(1) 瞭解科技系統的 4 個運作程序

為：輸入、過程、輸出、回饋，
及各個程序的定義內容。 

(2) 瞭解科技系統是如何運作與透過

回饋解決問題。 
(3) 認識科技系統組成的各個功能如

何有效的運作及達到目標。 

設 a-IV-4 能針對科技議

題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民

意識。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N-IV-2  科技的系統。 

生N-IV-3  科技與科學的關

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生活科技 

環 J2 

環 J11 

 

 

資訊科技 

第四章：資料收納櫃-陣列 

第 1 節 認識陣列 
❑1-1 陣列的定義 
❑1-2 陣列的使用時機 

1 

(1)藉由班級置物櫃的例子讓學生了
解陣列就像班級裡的置物櫃，其

中包含一整排的格子，每個格子
都有自己的編號(索引值)，可以讓
同學依據自己的號碼來儲存、取

出物品。 
 

(2)透過上網查成績的例子，讓同學

瞭解在程式中使用陣列的時機及

優點。並引導同學思考，生活中

還有沒有適合應用陣列解決問題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資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

概念與應用。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科技 

性 J6 

性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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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 

第 3週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系統與問題解決 
第 2節 科技系統的問題解決

模式 
❑2-1 問題解決模式回顧與補
充 

❑2-2 科技系統與問題解決模
式的比較 

1 

(1) 複習上個學年學會的問題解決模
式的流程，並將新學習到的科技
系統與問題解決模式做整合運用

說明。 

設 a-IV-4 能針對科技議

題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民

意識。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N-IV-2  科技的系統。 

生N-IV-3  科技與科學的關

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生活科技 

環 J2 

環 J11 

 

 

資訊科技 

第四章：資料收納櫃-陣列 

第 2 節 Scratch 中的陣列-清
單 
❑2-1 清單的建立 

❑2-2 清單項目的修改 

1 

(1)瞭解在 Scratch 中可以使用清單功
能實作出陣  列。實際操作清單

的建立，在建立清單後，學生能
瞭解清單的項目就是陣列中索引
值。 

(2)透過清單項目編號，實際操作清

單項目的修改。並在需要大量修

改清單項目時，學生能知道如何

使用迴圈，將大量重複的條件判

斷指令化繁為簡。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資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

概念與應用。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科技 

性 J6 

性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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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週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系統與問題解決 
❑終極任務 光能抖抖獸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a-IV-4 能針對科技議

題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民

意識。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

與使用。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N-IV-2  科技的系統。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資訊科技 

第四章：資料收納櫃-陣列 

第 2 節 Scratch 中的陣列-清
單 
❑2-1 清單的建立 

❑2-2 清單項目的修改  

1 

(1)讓學生瞭解如何應用陣列結構，

搭配迴圈找出多個分數中的最高
分、平均。並且進一步思考，直
接輸入數值與使用清單長度去指

定迴圈重複次數兩種方式的差
異。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資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

概念與應用。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科技 

性 J6 

性 J7 

 

第 5週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系統與問題解決 
終極任務 光能抖抖獸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a-IV-4 能針對科技議

題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民

意識。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

與使用。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N-IV-2  科技的系統。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資訊科技 

第四章：資料收納櫃-陣列 
第 3 節 陣列的實際應用 

❑3-1 實作練習 I：學期成績最
高分 

1 

(1)讓學生瞭解如何應用陣列結構，

搭配迴圈找出多個分數中的最高

分、平均。並且進一步思考，直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資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

概念與應用。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科技 

性 J6 

性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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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輸入數值與使用清單長度去指

定迴圈重複次數兩種方式的差

異。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作。  

第 6週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系統與問題解決 
終極任務 光能抖抖獸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a-IV-4 能針對科技議

題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民

意識。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

與使用。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N-IV-2  科技的系統。。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

式與準確度進行評分，
了解學生對於工具使用
的熟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
固程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結構的設計是

否可行。 
(3)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
與功能設計上，考驗學

生的設計發想能力。 

 

資訊科技 

第四章：資料收納櫃-陣列 

第 3 節 陣列的實際應用 
❑3-1 實作練習 I：學期成績最
高分 

1 

(1)讓學生在實作有趣的跑步遊戲實

例中，瞭解用陣列製作得分記錄

的應用。並且延續前一堂課找最

高分的演算法，讓學生進行思考

與討論，在本例中用哪一種方式

找最高分較佳。接著，引導學生

如何增加本例遊戲樂趣，並實際

進行修改。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資A-IV-2  陣列資料結構的

概念與應用。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生

作練習與自我檢核。 

資訊科技 

性 J6 

性 J7 

 

第 7週 

生活科技 

段考週 
   

 
 

 

資訊科技 

段考週 
   

 
 

 

第 8週 

生活科技 

第二章：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第 2節 能源轉換方式與應用 

❑2-1 能源轉換的方式 
❑2-2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應

 

(1) 了解能源的轉換與各個能源的應
用。 

(2) 了解人類運用能源的演進，及反
思未來的能源技術應如何發展才
能將地球資源永續經營。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生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

能源與動力應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用方式 (3) 了解目前臺灣發電與供電的情
形，以及了解目前臺灣綠能發電

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計畫。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小組討論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在哪兒-搜尋演

算法 
第 2 節 循序搜尋 
❑2-1 循序搜尋演算法 

 

(1)讓學生在實作有趣的跑步遊戲實

例中，瞭解用陣列製作得分記錄

的應用。並且延續前一堂課找最

高分的演算法，讓學生進行思考

與討論，在本例中用哪一種方式

找最高分較佳。接著，引導學生

如何增加本例遊戲樂趣，並實際

進行修改。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9週 

生活科技 

第二章：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第 2節 能源轉換方式與應用 
❑2-1 能源轉換的方式 
❑2-2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應

用方式 

1 

(1) 了解如何將相同的能源轉換成不
同能量形式並加以利用，同時讓

能源的利用更有效率。 
(2) 常見科技產品之能源轉換運用介

紹。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

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生活科技 

環 J5 

環 J16 

海 J8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在哪兒-搜尋演
算法 
第 1 節 資料的搜尋 

❑1-1 生活中的搜尋 

1 

(1) 透過尋找班級教室、圖書館找
書等常見的搜尋實例以及後續
針對生活中的搜尋例子提問發

想，引導學生瞭解搜尋早已存
在於日常生活中。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1-2 搜尋演算法的基本概念 (2) 透過翻課本頁數的情境以及從
數列中找尋特定數字的實例讓

學生瞭解搜尋基本概念，並介
紹 「 循 序 搜 尋 」 (Sequential 
search)及「二分搜尋」（Binary 

search）等兩種搜尋法，提醒學
生們在進行搜尋時能考慮不同
資料特性選擇適合的搜尋演算

法。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第 10週 

生活科技 

第二章：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第 3節 能源科技發展的影響 
❑3-1 能源科技對人們的改變  
❑3-2 能源科技對環境的影響 

❑3-3 能源科技的未來發展 
第 4節 電動工具操作與使用 
❑4-1 電動工具操作安全須知  

❑4-2 常用的電動工具使用說
明 

1 

(1) 了解人類開發能源後如何加快人

們日常的腳步，讓生活更便利及
更有效率。以及了解在科技進步
的背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2) 了解目前因人類過度開發後的地
球目前面臨的問題後，因思考如
何尋找新資源或者從你我生活中

節約能源。 
(3) 了解生科教室使用電動工具的安

全注意事項。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

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生活科技 

環 J5 

環 J16 

海 J8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在哪兒-搜尋演

算法 
第 2 節 循序搜尋 
❑2-1 循序搜尋演算法 

1 

(1)透過在覆蓋的撲克牌堆裡依序翻

開搜尋梅花 3 的活動，讓學生實際

體驗循序搜尋的執行方式，再引

導學生試著畫出流程圖，以期學

生能更清楚循序搜尋的概念與操

作流程。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11週 

生活科技 

第二章：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終極任務 新世代人力車

大賽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生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

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在哪兒-搜尋演
算法 
第 2 節 循序搜尋 

❑2-2 循序搜尋演算法實例 

1 

(1)利用在書櫃中搜尋小說的情境範

例，引導學生實際使用循序搜尋

法一步一步地找出目標，並透過

實作活動讓學生更明白循序搜尋

的特性與操作細節。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12週 

生活科技 

第二章：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終極任務 新世代人力車
大賽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

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在哪兒-搜尋演

算法 
第 3 節 二分搜尋 
❑3-1 二分搜尋演算法 

1 

(1)透過在數列中搜尋目標數值的活

動，讓學生實際體驗二分搜尋的

執行方式，再引導學生試著畫出

流程圖，以期學生能更清楚二分

搜尋的概念與操作流程。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13週 

生活科技 

第二章：能源與動力的應用 
❑終極任務 新世代人力車
大賽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生A-IV-4  日常科技產品的

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根據任務作品與活動

成果評分，課本內與

教冊皆有提供評分參

考標準。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在哪兒-搜尋演
算法 

第 3 節 二分搜尋 
❑3-2 二分搜尋演算法實例 

1 

利用在書櫃中搜尋小說的情境範

例，引導學生實際使用二分搜尋法

找出目標，並透過實作活動讓學生

更明白循序搜尋的特性與操作細

節。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

生作練習與自我檢

核。 

 

第 14週 

生活科技 

段考週 
     

 

資訊科技 

段考週 
     

 

第 15週 

生活科技 

第三章：生活周遭的科技產品 
第 1 節 判讀產品說明書 

❑1-1 為什麼在科技時代要會
讀產品說明書 
❑1-2 產品說明書所包含的內

容 

1 
(1) 了解為何在科技時代的我們要會

讀說明書。 
(2) 了解說明書的組成與重點。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

具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

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資訊科技 

第六章：資料排排站 
第 1 節 資料的排序 

❑1-1 生活中的排序 
❑1-2 排序演算法的基本概念 

1 

(1) 利用手機遊戲與 Youtube 等常

見的排序實例讓學生了解生活

中的排序。 

(2) 以未排序與已排序的資料進行

搜尋比較，讓學生理解排序演

算法於資訊科學中的意義和與

問題解決之間的關係。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16週 

生活科技 

第三章：生活周遭的科技產品 
第 2節 科技產品故障排除與

維護 
❑2-1 常見的故障原因與簡易
維修方式 

❑2-2 簡易維護保養概念與所
需工具 

1 
(1) 瞭解各種家中常見的電器故障及

維修。 
(2) 認識可用來維修的工具。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

具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

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資訊科技 

第六章：資料排排站 

第 2 節 資料的排序 
❑2-1 選擇排序演算法 

1 (1)以實例、文字規則、與流程圖說
明選擇排序法的原理與步驟。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17週 

生活科技 

第三章：生活周遭的科技產品 

第 3節 教室內的機具維護與
保養 
❑3-1 常用的手工具 

❑3-2 常用的電動工具 

1 

(1) 手工具的維修保養—手線鋸、手

搖鑽、夾具。 
(2) 電動工具的維修保養—線鋸機、

鑽床、砂磨機。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

具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

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資訊科技 

第六章：資料排排站 
第 2 節 資料的排序 

❑2-1 選擇排序演算法 
❑2-2 選擇排序演算法實例 

1 

(1)以實例、文字規則、與流程圖說
明選擇排序法的原理與步驟。 

(2)以問題情境示範選擇排序法的解

題流程。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18週 
生活科技 

第三章：生活周遭的科技產品 
終極任務 成為維修高手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法

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

具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保養與維護。 

資訊科技 

第六章：資料排排站 
第 3 節 資料的排序 
❑3-1 插入排序演算法 

1 
以實例、文字規則、與流程圖說明

插入排序法的原理與步驟。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19週 
生活科技 

第三章：生活周遭的科技產品 
終極任務 成為維修高手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

具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

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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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資訊科技 

第六章：資料排排站 
第 3 節 資料的排序 

❑ 3-1 插入排序演算法 

❑3-2 插入排序演算法實例 

1 

(1)以實例、文字規則、與流程圖說

明插入排序法的原理與步驟。 
(2)以問題情境示範插入排序法的解

題流程。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第 20週 
生活科技 

第三章：生活周遭的科技產品 
終極任務 成為維修高手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

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

具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

通、協調、合作的能力。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A-IV-3  日常科技產品的

保養與維護。 

根據任務作品與活動

成果評分，課本內與

教冊皆有提供評分參

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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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第六章：資料排排站 

第 4 節 氣泡排序 
❑4-1 氣泡排序演算法 
❑4-2 氣泡排序演算法實例 

1 

(1) 以實例、文字規則、與流程圖

說明氣泡排序法的原理與步

驟。 

(2) 以問題情境示範氣泡排序法的

解題流程。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A-IV-3  基本演算法的介

紹。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

生作練習與自我檢核 

 

第 21週 

生活科技 

段考週 
     

 

資訊科技 

段考週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立南寧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科技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書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節數 

生活科技每週( 1 )節，本學期共(20 )節 

資訊科技每週( 1 )節，本學期共(20 )節 

課程目標 

生活科技篇〈第四冊〉 

第一章 

1.瞭解面對不可或缺的能源動力科技，如何將其發展作出適當的變革，以減少資源損耗及環境破壞，創造永續新能源。 

2.認識太陽能發電之原理與目前發展現況。 

3.認識風力發電之原理與目前發展現況。 

4.認識材料的六大機械性質與其應用實例說明，與木質、塑膠材料的常見材質與應用介紹。 

5.認識木材與塑膠的加工方式及其使用器具的操作。 

第二章 

1.了解人類從古至今的運輸工具之演變，與其中與科技發展的關係。 

2.認識運輸活動由哪些基本單元組成。 

3.認識動力傳動有哪幾種方式，以及了解動力產生系統有哪些類型與組合。 

4.瞭解生科教室內經常會使用的電動工具內動力傳遞方式，進而體認到機構及動力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5.認識陶瓷材料與金屬材料的特性及其應用方式。另金屬材料有哪些工具可以協助完成加工。 

6.認識其他常見材料的特性與應用方式。 

 

資訊科技篇〈第四冊〉 

第三章 

1.認識模組化程式設計。 

2.了解函式是一種模組化概念的應用。 

3.瞭解在 Scratch中使用函式功能的益處。 

4.暸解在函式呼叫時填入不同的數值，可以觀察函式執行結果的變化。 

5.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樂透開獎的程式分為四項具體任務，再應用函式，搭配陣列結構，實作出樂透開獎的程式。 

6.引導學生觀察發射煙火時會出現的規律現象，再以一個煙火碎片（建立0個分身）的狀態，應用函式將現象按順序實作出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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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透過更改建立分身的參數，建立出多個分身，進而完成發射煙火時會看到的效果。 

第四章 

1.以抽牌遊戲為問題情境，利用解題關鍵提問與流程圖引導學生解題 

2.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建立紙牌清單。 

3.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將循序搜尋演算法進行抽牌遊戲實作。 

4.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將選擇排序演算法進行還書後的排序實作。 

5.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將選擇排序的部分模組化。 

第五章 

1.瞭解網路交友各階段可能發生的事件、及網路交友自我防護措施。 

2.瞭解網路成癮的徵兆以及對生活造成之負面影響、及預防措施及醫療建議。 

3.瞭解網路發言與一般言論的差異，以及不當的網路言論對社會帶來的影響，並清楚了解網路誹謗與公然侮辱的相關法律知識。 

4.瞭解網路倫理與規範，應尊重他人，避免「散佈不當訊息」對他人或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5.認識常見的網路犯罪類型，而對面網路犯罪事件時該如何應對。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生活科技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A3 利用資訊科技資源，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動。 

科-J-C2  運用科技工具進行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以完成科技專題活動。 

資訊科技 

科-S-U-A3  善用科技資源規劃、執行、反思及創新，解決情境中的問題，進而精進科技專題的製作品質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科-J-C1  理解科技與人文議題，培養科技發展衍生之守法觀 念與公民意識。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

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週 

生科 
第一章：能源動力科技的永續

發展 
第1節 永續發展的科技 
❑1-1科技發展至今的優劣 

❑1-2科技、環境、社會三方互

1 

(1) 了解科技發展至今的優劣，思考
現在及未來如何改變科技造成的

負面影響。 
(2) 從科技、環境、社會三方互動的

了解與認識後，進而培養應從不

同角度思考科技發展之觀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環J4;環J15;閱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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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1-3未來科技的趨勢 

(3) 未來的科技如何朝永續的概念發
展下去。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資科 
第三章：模組化程式設計 
第 1節 模組化程式設計的概

念 

❑1-1模組化的意義與特性 

❑1-2函式的概念 

1 

(1) 讓學生瞭解模組化程式設計是

把一個大問題，由上而下區分

成很多獨立的小問題，再針對

每個小問題去一一解決。並藉

由園遊會時分工合作的例子，

將模組化的概念和學生的生活

經驗相結合 

(2) 讓學生瞭解函式是一種模組化

概念的應用，我們可以將程式

中足以完成某項具體任務，而

且會經常被執行的多條指令包

裝成一個函式。接著，說明使

用函式的好處。最後，藉由討

論去瞭解生活中的活動項目，

能怎麼細分成具體任務。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

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作

品。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

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

科技之興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

的概念。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第 2週 
生科 

第一章：能源動力科技的永續
發展 

1 (1) 認識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之原理與
應用。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環J4;環J15;閱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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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永續發展的發電技術 
❑2-1太陽能發電 

❑2-2 風力發電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小組討論 

資科 
第三章：模組化程式設計 

第 2 節 Scratch 中的函式 
❑2-1 函式的應用 
❑2-2 參數傳遞 

1 

(1)透過實際操作，瞭解在 Scratch 中
使用函式功能，讓主程式變得非
常精簡、好讀，可以一目瞭然程

式的主要內容和目的。 

(2)透過實際操作，暸解在函式呼叫

時填入不同的數值，可以觀察函

式執行結果的變化。妥善運用參

數，可以確保函式彼此間更能獨

立運作，減少互相影響的情況發

生。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

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作

品。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

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

科技之興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

的概念。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第 3週 生科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永續發展 
1 (1) 讓學生認識常見材料之特性與應

用方式。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態度檢核 能J8;科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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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 設計製作常用材料與
加工發法 

❑3-1常見材料的特性與應用
方式 
❑3-2材料的加工方法與工具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資科 
第三章：模組化程式設計 
第 3 節 函式的實際應用 

❑3-1 實際應用 I：樂透開獎 

1 

(1)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樂透開獎的

程式分為四項具體任務，再應用

函式，搭配陣列結構，實作出樂

透開獎的程式。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

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作

品。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

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

科技之興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

的概念。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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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週 

生科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永續發展 

終極任務 風力起重大賽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資科 
第三章：模組化程式設計 
第 3 節 函式的實際應用 

❑3-1 實際應用 I：樂透開獎 

1 

(1)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將樂透開獎的
程式分為四項具體任務，再應用
函式，搭配陣列結構，實作出樂

透開獎的程式。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

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作

品。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

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

的概念。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科技之興趣，不受性別限制。 

第 5週 

生科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永續發展 

終極任務 風力發電機的製

作與量測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資科 
第三章：模組化程式設計 
第 3 節 函式的實際應用 

❑3-2 實際應用 II：煙火秀 

1 

(1)引導學生觀察發射煙火時會出現

的規律現象，再以一個煙火碎片

（建立 0 個分身）的狀態，應用

函式將現象按順序實作出來。完

成後，再透過更改建立分身的參

數，建立出多個分身，進而完成

發射煙火時會看到的效果。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

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作

品。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

理數位資源。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

的概念。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

科技之興趣，不受性別限制。 

第 6週 

生科 
第一章：能源科技的永續發展 

終極任務 風力發電機的製

作與量測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
式與準確度進行評分，
了解學生對於工具使用

的熟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
固程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結構的設計是
否可行。 
(3)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

與功能設計上，考驗學
生的設計發想能力。 

能J8;科E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資科 

第三章：模組化程式設計 
第 3 節 函式的實際應用 
❑3-2 實際應用 II：煙火秀 

1 

(1)引導學生觀察發射煙火時會出現

的規律現象，再以一個煙火碎片

（建立 0 個分身）的狀態，應用

函式將現象按順序實作出來。完

成後，再透過更改建立分身的參

數，建立出多個分身，進而完成

發射煙火時會看到的效果。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

的基本組成架構與運算原

理。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

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作

品。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

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

科技之興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4  模組化程式設計

的概念。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配合活動紀錄簿進行

練習 
閱J3 

第 7週 

生活科技 

段考週 
      

資訊科技 

段考週 
      

第 8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第 1 節 運輸活動的演變 
❑1-1運輸活動的演變 

❑1-2 運輸活動的基本單元 

1 
(1) 了解人類從古至今的運輸工具之

演變，與其中與科技發展的關
係。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

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

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資科 
第四章：模組化程式設計進階

實作 
第 1 節 循序搜尋-抽牌遊戲 

❑1-1遊戲規則 

❑1-2 程式實作 

1 

(1)引導學生觀察發射煙火時會出現

的規律現象，再以一個煙火碎片

（建立 0 個分身）的狀態，應用

函式將現象按順序實作出來。完

成後，再透過更改建立分身的參

數，建立出多個分身，進而完成

發射煙火時會看到的效果。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

的概念與應用。 

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

介紹。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第 9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第 2節 運輸載具中的能源動
力科技 
❑2-1動力產生系統 

❑2-2動力傳動方式 
❑2-3 生科教室內設備的動力
傳動方式 

1 

(1) 認識動力傳動有哪幾種方式。 
(2) 瞭解生科教室內經常會使用的電

動工具內動力傳遞方式，進而體
認到機構及動力與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

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

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資科 

第四章：模組化程式設計進階
實作 
第1節 循序搜尋-抽牌遊戲 

❑1-1遊戲規則 
❑1-2程式實作 

1 

(1)以抽牌遊戲為問題情境，利用解

題關鍵提問與流程圖引導學生

解題。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

的概念與應用。 

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

介紹。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第 10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第 3節 設計製作常用材料與

應用 
❑3-1常見材料的特性與應用
方式 

❑3-2 充滿可能性的新興材 

1 

(1) 認識汽車輕量化材料與應用實
例。 

(2) 認識生質塑膠與應用實例。 
(3) 認識自體修復混凝土與應用實

例。 

(4) 認識氣凝膠與應用實例。 
(5) 認識奈米碳管與石磨烯與應用實

例。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

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

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資科 

第四章：模組化程式設計進階
實作 
第1節 循序搜尋-抽牌遊戲 

❑1-1遊戲規則 
❑1-2程式實作 

1 

(1) 以抽牌遊戲為問題情境，利用解
題關鍵提問與流程圖引導學生

解題。 
(2)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 建立紙牌清

單。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

的概念與應用。 

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

介紹。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第 11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滑步機械車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

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

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資科 
第四章：模組化程式設計進階
實作 

第 1 節 循序搜尋-抽牌遊戲 

❑1-1系統規則 

❑1-2程式實作 

1 
(1)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 將循序搜尋

演算法進行抽牌遊戲實作。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

的概念與應用。 

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

介紹。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第 12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滑步機械車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

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

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資科 
第四章：模組化程式設計進階
實作 

第 2 節 選擇排序-還書系統 

❑2-1系統規則 

❑2-2程式實作 

1 

(1) 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 將循序搜

尋演算法進行抽牌遊戲實作。 

(2) 讓學生觀察在範例中是否有可

以模組化的部分，並引導學生

利用 Scratch 將抽牌與循序搜尋

的部分模組化。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

的概念與應用。 

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

介紹。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J3 

第 13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滑步機械車 

1 (1)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

材料及正確工具的基本知

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

實作活動及探索興趣，不受

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

進行材料處理與組裝。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

保養與維護科技產品。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

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

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P-IV-6  常用的機具操作

與使用。 

生 A-IV-3  日常科技產品

的保養與維護。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配合活動紀錄簿進行

練習 
能J8;科E1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資科 

第四章：模組化程式設計進階
實作 
第2節 選擇排序—還書系統 

❑2-1系統規則 
❑2-2程式實作 

1 

(1)以圖書館借還書為問題情境，利

用解題關鍵提問與流程圖引導
學生解題。 

(2)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 建立書單與

借書清單，並完成借書與還書功
能。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

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

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

資訊科技組織思維，並進行

有效的表達。 

資 A-IV-2  陣列資料結構

的概念與應用。 

資 A-IV-3  基本演算法的

介紹。 

資 P-IV-3  陣列程式設計實

作。 

資 P-IV-5  模組化程式設計

與問題解決實作。 

配合活動紀錄簿進行

練習 
閱J3 

第 14週 

生活科技 

段考週 
      

資訊科技 

段考週 
      

第 15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電刷軌道車 

1 
(2) 了解人類從古至今的運輸工具之

演變，與其中與科技發展的關
係。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本

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

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N-IV-3  科技與科學的

關係。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

的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資科 
第四章：模組化程式設計進階

1 (1)引導學生觀察發射煙火時會出現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 資 H-IV-4  媒體與資訊技 態度檢核 閱J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實作 
第2節 選擇排序—還書系統 

❑2-1系統規則 
❑2-2程式實作 

的規律現象，再以一個煙火碎片

（建立 0 個分身）的狀態，應用

函式將現象按順序實作出來。完

成後，再透過更改建立分身的參

數，建立出多個分身，進而完成

發射煙火時會看到的效果。 

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

相關之法律、倫理及社會議

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相關社會議題。 

資 H-IV-5  資訊倫理與法

律。 

上課參與 

第 16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電刷軌道車 

1 

(3) 認識動力傳動有哪幾種方式。 
(4) 瞭解生科教室內經常會使用的電

動工具內動力傳遞方式，進而體
認到機構及動力與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本

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

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N-IV-3  科技與科學的

關係。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

的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資科 

第五章：網路使用與社會議題 
第 1節 網路交友與網路成癮 

❑1-1網路交友 

❑1-2網路成癮 

1 

(1)以抽牌遊戲為問題情境，利用解

題關鍵提問與流程圖引導學生

解題。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

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

相關之法律、倫理及社會議

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資 H-IV-4  媒體與資訊技

相關社會議題。 

資 H-IV-5  資訊倫理與法

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性J9;性J10;閱

J3;國J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第 17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電刷軌道車 
1 

(6) 認識汽車輕量化材料與應用實
例。 

(7) 認識生質塑膠與應用實例。 

(8) 認識自體修復混凝土與應用實
例。 

(9) 認識氣凝膠與應用實例。 

(10) 認識奈米碳管與石磨烯與應用
實例。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本

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

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N-IV-3  科技與科學的

關係。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

的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資科 
第五章：網路使用與社會議題 
第 2節 網路言論與網路霸凌 

❑2-1網路言論自由與責任 

❑2-2 網路霸凌 

1 

(1) 以抽牌遊戲為問題情境，利用解
題關鍵提問與流程圖引導學生
解題。 

(2)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 建立紙牌清

單。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

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

相關之法律、倫理及社會議

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資 H-IV-4  媒體與資訊技

相關社會議題。 

資 H-IV-5  資訊倫理與法

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性J9;性J10;閱

J3;國J3 

第 18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電刷軌道車 
1 (2) 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本

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生 N-IV-3  科技與科學的

關係。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

的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J8;科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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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

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境的影響。 

資科 

第五章：網路使用與社會議題 
第 2節 網路言論與網路霸凌 

❑2-1網路言論自由與責任 

❑2-2 網路霸凌 

1 
(1)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 將循序搜尋

演算法進行抽牌遊戲實作。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

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

相關之法律、倫理及社會議

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資 H-IV-4  媒體與資訊技

相關社會議題。 

資 H-IV-5  資訊倫理與法

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性J9;性J10;閱

J3;國J3 

第 19週 

生科 
第二章：動力運輸載具設計師 

終極任務 電刷軌道車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

技的意涵與設計製作的基本

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

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

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

析與運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知

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

技價值觀，並適當的選用科

技產品。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

科技、社會、環境的關係。 

生 N-IV-3  科技與科學的

關係。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

工處理。 

生 A-IV-4  日常科技產品

的能源與動力應用。 

生 S-IV-2  科技對社會與環

境的影響。 

配合活動紀錄簿進行

練習 能J8;科E1 

資科 

第五章：網路使用與社會議題 
1 (3) 引導學生利用 Scratch 將循序搜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 資 H-IV-4  媒體與資訊技 配合活動紀錄簿進行 性J9;性J10;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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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 網路倫理與法律 

❑3-1網路倫理規範 

❑3-2 網路犯罪與法律 

尋演算法進行抽牌遊戲實作。 

(4) 讓學生觀察在範例中是否有可

以模組化的部分，並引導學生

利用 Scratch 將抽牌與循序搜尋

的部分模組化。 

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

相關之法律、倫理及社會議

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相關社會議題。 

資 H-IV-5  資訊倫理與法

律。 

練習 J3;國J3 

第 20週 

生活科技 

段考週 
     

 

資訊科技 

段考週 
     

 

第 21週 
休業式       

休業式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