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参-2 

高雄市110學年度文山高中國中部學校課程計畫重要宣導或法定議題融入課程規劃檢核表 (教務處協助彙整) 

 項次 議題名稱 融入課程 單元名稱 呈現學期-週次-時數 完成  未完成 備註 

1 

生涯發展教育 

（含職業試

探、生涯輔導

課程） 

國一國文 

第八課、論語選 

第二課、律詩選 

第七課、謝天 

一-16、17-6 

二-4-3 

二-14、15-6 

■       □ 

生涯訪視應檢附佐證資

料： 

1.綜合領域三個年級之

教案各1份及其學習

成果。（此項呈現方

式請特別註明「年級-

學期-週次-時數」） 

2.其他三個領域各1份教

案及其學習成果。 

3.學校課程計畫重要宣

導或法定議題融入課

程規劃檢核表。 

國二國文 

第四課、愛蓮說 

第八課、生命中的碎珠 

第一課、陋室銘 

第六課、虎克——愛上跳蚤的男人 
第八課、空城計 

第十課、科幻極短篇選 

一-8、9-3 

一-17-3 

二-1、2-6 

二-12-3 

二-16-3 

二-19、20-6 

國三國文 
第四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第五課、二十年後 

三上-8、9-6 

三下-10、11-6 

國一健教 
第1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 

第4章活出青春的光彩 
一-13～14-2 

英語8上 Lesson 4- I Want to Be a YouTuber 一-10-2 

英語9上 Lesson 3 Movies Are Made to Help People Dream 一-11-2 

公民9上 生活中處處要做選擇 一-1、2、3-2 

國二理化 物質的世界 一-1-1 

國三地球科學 第6章變動的地球6-1地球的活動與構造 一-9-1 

國三地球科學 第3章變化莫測的天氣3-1地球的大氣 二-2-1 

國三理化 第 1 章直線運動 1-3 加速度運動 一-3-1 

國三理化 第 2 章電與磁 2-4 電磁感應 二-13-1 

綜7-家 

綜7輔 

綜8-童 

生活新人 

晉級的國中生 

休閒快樂 

一-5 -6-2 

一-1-2-3-4-4 

一-16 -17-18-19-4 



綜9-輔 超前部署 一-1-2-3-4-5 -6-6  

國一體育 

國一體育 

國二體育 

國二體育 

國三體育 

國三體育 

第6單元 球藝大會串- 「桌」拿好手 

自編教材:樂齡健康操-體適能 

第4單元體能挑戰趣-躍如脫兔 

第4章誰與爭鋒-籃球 

第5單元 第1章 飛雲掣電 

第6單元球之有道-羽你有約 

一-1-12 

一-2-1 

二-1-9 

二-2-19 

三-1-1 

三-2-13 

國一生活科技 產品設計的流程_以 IKEA 家具設計為例 一-4-1 

國一數學 

國二數學 

國三數學 

Ch4三視圖 

Ch3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3-1~3-2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 

一-20-21-1 

二-9-13-1 

二-9-11-1 

輔導室活動 

國一生涯檔案封面設計 

國二專業群科參訪 

國三技藝教育成果展暨生涯博覽會 

國一生涯特色闖關活動 

一-1-1 

一-14-2 

一-16-2 

二-10-2 

2 
性侵害防治教

育課程 

公民7上 公平正義下的性別平等 一-4、5、6-3 
■       □ 每學年至少4小時 

班週會 性平與性侵害防治 一-4-2，二-4-2 

3 交通安全教育 

國二理化 光 一-3-4 

■       □ 每學年至少4小時 

國二體育 

國二體育 

自編教材:樂齡健康操-體適能 

第3章力拔山河－拔河 

二-2-1 

二-2-11 

公民8下 民事糾紛的解決 二-5、6、7-3 

國一數學 Ch5統計圖表 二-15-16-1 

高中班週會 機車安全教育 一-2-2，二-3-2 

4 反毒認知教學 

國二健教 
第3單元無毒青春健康行 

第1章致命的迷幻世界 
一-16～18-3 

■       □ 每學年至少1小時 
公民7下 少年的法律常識 二-18-2 

國二理化 化學反應 二-1-1 

班週會 反菸與反毒 一-8-1，二-14-1 



5 家庭暴力防治 
公民7上 公平正義下的性別平等 一-4、5、6-3 

■       □ 每學年4小時以上 
綜9-家 家庭樂傳愛 二-1 -2-3-4-4 

6 家庭教育 

國一國文 

第三課、紙船印象 

第一課、負荷 

第三課、背影 

一-4-3 

二-2-3 

二-5-3 

■       □ 每學年4小時以上 

國二國文 

第二課、古詩選 

第三課、故鄉的桂花雨 

第五課、山豬學校 

第五課、木蘭詩 

一-2、3-6 

一-6-3 

一-11-3 

二-10、11-6 

語文-英語7下 Lesson 4- What’s The Date Today? 二-7-2 

語文-英語9下 
Lesson 3 Managing Your Money Isn’t as Hard as It 

Sounds 
二-9-2 

國三理化 第 2 章力與運動 2-4 圓周運動與萬有引力 一-8-1 

國一健教 
第3單元 人際健康家 

第1章 健康家庭加加油 
二-16～17-2 

國一體育 

國二體育 

自編教材:樂齡健康操-體適能 

自編教材:樂齡健康操-體適能 

一-1-1 

二-2-1 

公民7上 我們都是一家人 一-8、9、10、11-4 

綜7-家 

綜8-輔 

用愛鋪滿家 

性別魔法 

二-1 -2-3-4-4 

二-5 -6-7-8-4 

7 海洋教育 

國一生物 4-5生態系的類型 二-11-1 

■       □ 每學年至少1次 

國三地球科學 第3章變化莫測的天氣3-4臺灣的特殊天氣 二-8-1 

地理7上 臺灣的海域 一-11、12-2 

國三數學 Ch2 圓 一-10-1 

綜8-童 休閒快樂行 一-10 -11-12-13-4 

班週會 海洋與環境 一-7-1 

8 環境教育課程 國一國文 

第一課、夏夜 

第二課、絕句選 

第五課、吃冰的滋味 

一-3-3 

一-2-3 

一-9-3 

■       □ 每年4小時以上 



第七課、鮭魚產卵，力爭上游 

第九課、飛翔的舞者 

一-15-3 

一-18-3 

國二國文 
第一課、田園之秋選 

第二課、余光中詩選 

第七、課飛魚 

一-1、2-6 

二-3、4-6 

二-14-3 

國三國文 

第八課、防風林 

第九課、喂─出來！ 

第三課、冰箱為何變成食物的墳場？ 

彈性課程：你在浪費食物嗎 

一-17-3 

一-19-3 

二-7、8-3 

二-17-3 

國一生物 5-3生態保育的現在與未來 二-18-1 

國二理化 電解質 二-3-4 

地理7上 臺灣的地形 一-8、9、10-3 

國三地球科學 第5章地球的環境5-2地表的改變與平衡 一-4-1 

國三地球科學 第7章浩瀚的宇宙7-3日地月的相對運動 一-20-1 

國三理化 第 1 章電與生活 1-2 生活用電 二-4-1 

語文-英語8下 
Lesson 6- If We Don’t Act Now, There Will Be 

More Plastic in the Ocean 
二-18-2 

國一體育 

國二體育 

國三體育 

第4單元 自主鍛鍊展活力－體適能 

第四篇運動全方位-跳繩、滾筒腳踏車 

第5單元神來之手-擲定江山棒壘球 

一-1-1 

二-2-17 

二-2-11 

國一數學 Ch2分數的計算 一-13-1 

國二生活科技 第三冊關卡1 認識能源挑戰1 生活中的能源科技 一-1-1 

綜8-童 

綜8-家 

綜9-家 

露營練功 

食光新主 

生活綠實踐 

一-5-1 

二-1 -2-3-4-4 

二-9 -10-11-12-4 

班週會 環境與衛生 一-6-2，二-9-2 

9 
低碳環境教育

課程 

國一生物 跨科-發燒的地球 二-15-4 
■       □ 每年至少2小時 

公民7上 我住故我在•社區與部落 一-17、18、19-3 



國二理化 有機化合物 二-4-2 

國三理化 第 3 章功與能 3-3 位能、能量守恆定律與能源 一-12-1 

班週會 能源教育宣導 二-15-2 

10 愛滋病宣導 

國三健教 
第一篇有愛無礙 
第2章性病知多少 

二-3～4-2 

■       □ 
每年至少2場次防治教

育（1小時/場） 

歷史7下 現代國家的挑戰 二-8、9-2 

國二資訊 

國三資訊 
第三冊第1章資訊倫理 
1-1資訊倫理的意涵～1-2網路禮儀與規範 

一-4-1 

二-4-1 

班週會 藥物濫用與愛滋宣導 一-18-1，二-9-1 

11 性別平等教育 

國一國文 第四課、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一-8-3 

■       □ 每學期至少4小時 

國二國文 第九課、一棵開花的樹 一-19-2 

國一健教 
第1單元健康青春向前行 

第3章我的青春檔案 
一-11～12-2 

國一生物 5-2內分泌系統 一-16-2 

國二理化 4-5色光與顏色 一-11-2 

語文-英語7上 Lesson 1- Who’s This Young Man? 一-2-2 

公民7上 公平正義下的性別平等 一-5、6-2 

綜8-輔 性別魔法站 二-1 -2-3-4-4 

國一體育 

國一體育 

國二體育 

國二體育 

國三體育 

第5單元熱門運動大會串-羽中作樂 

第6單元 球藝大會串- 「桌」拿好手 

第5單元團體攻防戰-攻占堡壘 

第6單元球賽對決-棒壘一家親 

第6單元球之有道-籃球鬥陣特攻 

一-1-3 

一-1-11 

一-1-1 

一-2-3 

一-1-7 

國二資訊 

國三資訊 

第三冊第1章資訊倫理 

1-1資訊倫理的意涵～1-2網路禮儀與規範 

一-4-1 

二-4-1 

國中班週會 性平教育宣導 
一-4-2，一-10-2，二-5-2，

二-10-2 

12 健康飲食教育 國二健教 第2單元健康飲食生活家 一-12～13-2 ■       □ 每學期至少3-4小時 



第2章安全衛生飲食樂 

國一生物 3-1食物中的養分 一-8-1 

國二理化 有機化合物 二-4-3 

歷史7下 現代國家的挑戰 二-8、9、10-3 

綜8-家 食品新世界 二-12 -13-2 

國一體育 第4單元 自主鍛鍊展活力-體適能 一-1-1 

班週會 健康促進宣導 
一-1-2，一-8-2，二-6-2 

二-10-2 

13 
水域安全宣導

教育課程 

國二理化 力 二-6-1 

■       □ 每學期至少1小時 

地理7上 臺灣的海域 一-11、12-2 

國一體育 第5單元熱門運動大會串-排除萬難 一-1-7 

綜8-童 休閒快樂行 一-10 -11-12-13-4 

休業式 水域安全教育 二-21-1 

14 
登革熱防治教

育 

國一健教 
第1單元 醫療消費面面觀 

第1章 傳染病的世界 
二-2-1 

■       □ 每學期至少1節 歷史7下 現代國家的挑戰 二-8-1 

班週會 防治登革熱 一-3-1，二-2-1 

15 全民國防教育 

歷史7下 戰後台灣的對外關係 二-15-2 

■       □ 每學期至少1節 綜9童 危機中求生存 一-1-2-3-4-4 

校慶週活動 紀律教育 一-14-2，二-14-1 

16 兒童權利公約 
公民7上 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 一-2-2 

■       □ 至少融入於1領域 
新生訓練 權利與義務 一-1-1 

17 
性剝削防制教

育課程或宣導 

公民7上 公平正義下的性別平等 一-5、6、7-3 
■       □ 

每學年應辦理相關課

程或教育宣導 班週會 性教育主題週 二-4-1 



備註:全校僅需統合為1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