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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普通科二年級選課通知 

一、選課時間：111 年 5 月 21 日(六)上午 8 點 - 111 年 5 月 23 日(一)下午 5 點。 

二、結果公告：111 年 5 月 31 日(二)。 

三、注意事項： 

1. 於學校首頁點選「新課綱」進入選課專區進行選課。 

2. 普科二年級需選擇部定必修之數學課程及多元選修、彈性學習。 

3. 課程採先搶先贏制，每門課最低開班人數為 15 人，人數上限為 25 人。 

4. 請各位同學在選填志願時，每個志願序均須妥善安排，若逾期未上網選課將由教務處進行

分發作業。 

5. 如之前學期已選過之課程， 請勿重複，請在選填時將該志願放至最後。 

6. 加退選時間： 

(1) 多元選修課程②-第二外語與學科之選修加退選時間 6/1-6/10，逾期不予受理。  

(2) 其餘課程加退選時間為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後另行公告。 

7. 如有選課問題請洽教務處-教學組。(#711、716、717) 

四、選課課程一覽表： 

普二部定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修課期程 課程說明 

數學 A 一學年 
課程內容主要以弧度、三角函數為主體，提供大量的各式題目供學

生練習，增進學生解題能力。 

數學 B 一學年 
課程內容主要以三角函數圖形、指對數、平面向量為三大主題，提

供多元各式題目供學生練習討論，增進學生解題能力。 

根據數學領綱，11 年級數學必修分為 A 類與 B 類，學生擇一修習。數學 A 類與數學 B 類課程不

盡相同，以三角函數圖形為例，數學 A類包含正弦、餘弦、正切三種函數圖形；數學 B類僅為正

弦函數的圖形。若以矩陣為例，數學 A類包含矩陣之加、減、乘與反方陣、平面上的線性變換、

二階轉移方陣；數學 B類則為二元一次方程組的意涵、矩陣之加、減、乘與二階的反方陣。 

數 A、B 性質及參採學群 

課程名稱 開課階段 性質及參採學群 

數學 A 二年級 
在課綱裡稱為「高數學需求」，適合銜接數、理、化、電子電機、部

分商學類科。 

數學 B 二年級 
在課綱裡稱為「低數學需求」，適合銜接文、法、社會科學、藝術學

群等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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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二多元選修課程① 

課程名稱 修課期程 課程說明 

商業經典 

案例研究 
一學期 

從案例分析中學習企業成敗的贏家思維並了解公司經營的商業基本

概念。學習掌握案例分析的關鍵能力，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

能力。 

航太科技 

導論 
一學期 

學習並體驗各式飛行物體的流體力學設計、理解各式飛行器的原理，

從製作、失敗、重來等過程，學到如何與同學合作、規劃與設計。以

各式正規比賽為藍本，培養同學參與競賽的能力與興趣。 

程式語言 

應用 
一學期 

由於發展大型軟體的需求，物件導向的概念已經被引入 C 語言中，

並改稱 C++，C++程式語言功能強大，執行效率高且擴充性高，並

支援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故本課程先從程式設計目標開始瞭解題目

要求，自行思考並設計解題策略，以「從做中學」的方式來學習程式

設計。 

英文超給力 一學期 

嚮往國外大學的課程嗎？希望自己在高中階段就可以拿到國外知名

大學開立課程的證書嗎？除了課業兼顧，還可以發展自己的興趣及

多元領域，是多麼專業及豐富的高中生學習！透過線上國際學院，

一窥商業的管理技巧與發展的動向。針對想要念商學院或國外大學

者，選這門課將由外師引導你接觸職涯規劃、管理者領導、商業管

理、法律、教育等國外大學開立的線上課程。 

課程免費、修習完成可依自由意願，自費申請課程證書。 

建議英文能力介於 CEFR A2 到 B1，或等同能力，如全民英檢初級

通過，往中級的能力。 

生物醫學 一學期 

將課程分為三大主軸：動物生理、植物生理、分子生物學，介紹生物

醫學的相關知識，並透過一些簡易的實驗讓學生有基本的操作經驗，

引導學生在生物醫學相關領域的發展。 

韓國學 一學期 

從歷史、地理及公民三個角度跨科切入世界文明的介紹，透過培養

學生的國際觀，並以韓國為例，從觀看韓劇、韓國電影了解韓國社

會、政治、外交與兩韓關係，並將南韓與台灣的經濟與政治現況作

比較分析，進而使學生具備國際與全人的國際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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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二多元選修課程②加退選時間 6/1-6/10 

課程名稱 修課期程 課程說明 

第二外語 一學期 

課程重點以基礎養成為主，奠定

未來檢定方向。程度超前或已有

基礎的同學，除了白天選修課程，

夜間另開檢定加深加廣課程，長

期訓練以協助同學順利拿取證

照。參加二外選修課程者，需於

每學期期末完成一場能力測驗，

供同學自我檢核及參與加深加廣

課程決定之用。 

1.三年中間不得換語種。 

(除了不可抗事件，請填特殊個案

申請單審核) 

2.一旦選擇學科科目後，不得在

其它學期轉選修第二外語。 

(除特殊情況，需填寫個案申請單

由外語部審核) 

3.轉學生欲選修第二外語者，請

填寫個案申請單，送核二外老師

及外語部。 

英文讀寫 

翻轉 
一學期 

本課程採用講授、討論與現場實作的方式，引導學生掌握中英翻譯

技巧，了解加強翻譯品質之方法。教材演練內容以各領域相關內容

取材，使學生了解不同句型／內容所需之單字／文法等等。 

讀數一格 一學期 

本課程內容主要是在高中數學各個主題裡，提供閱讀量較大的題型

供學生討論並演練，幫助學生閱讀題目，理解題目所提供的線索，

進而提升解題能力。 

 

普二彈性學習課程 

課程名稱 修課期程 課程說明 

米其林餐盤 前九/後九 

2016 年起米其林指南出現一個新的圖示「米其林餐盤」，如果餐廳

有個標識，就表示消費者在這裡可以享受到新鮮食材烹製的美味。

即使沒摘星，但被授予米其林餐盤的餐廳品質。透過課程，讓學生

可以搜尋這些美食餐廳，跟上時代潮流。 

飲食- 

解憂除勞的

良方 

前九/後九 

現代人總是承受著各種壓力，也易累積負面情緒，哪些食材、哪些

養分對健康有益？營養攝取、腸道活動和自然變化的影響，吃了什

麼，身心就會反映，每日的飲食，是解憂除勞的良方，適宜的飲食可

滋養、活化與安撫現代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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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創客 前九/後九 

本學期內容包含科技技術 3D 列印和鐳射切割 /雕刻，搭配

TingkerCAD、Illustrator 設計軟體專題實作過程中，3D 建模讓學生

對「立體空間」的邏輯思維有了新的想法，並可自我思考更多創作

的可能性。進而將創意理念化為具體行動，培養能運用科技知識，

達到創客動手做、做中思的能力。 

單車行旅 前九/後九 

目前全球的環保趨勢，以單車作為主要通勤

工具來代步正蔚為潮流。然而都市中的學生，

平日難有機會練習；因此為了讓學生在安全、

快樂的環境下，學會騎乘腳踏車，以及親身

體驗騎單車的樂趣，故設計此一教學活動，

讓學生能在學校的腳踏車教室中，學會正確

的騎單車技巧，且能安全的上路，了解並遵

守基本交通規則，達到此活動的教學目標。 

備註： 

1.需自備腳踏車及單
車安全帽。 

2.如無腳踏車不予參
加此單車行旅課程。 

3.人數上限 15 人。 

自媒體影音

創作 
前九/後九 

本課程將使用全新打造的攝影棚進行教學，

搭配專業的 Podcast 錄音設備，並使用 Mac 

的 Final Cut Pro X 軟體進行影音剪輯，打造

出你的自媒體節目！ 

備註： 

1.人數上限 16 人。 

簡報設計 前九/後九 
課程從簡報核心目標開始，逐步的導入簡報技巧的重要觀念及作法，

包含簡報基礎、簡報準備、簡報呈現、投影片製作、實務演練等。 

ESL 加油站 前九/後九 

透過各種不同的教學素材及活動，引導學生運用英文並表達自己的

想法，培養對英文的興趣及信心。 

課程教材兼顧知識性、實用性及啟發性。內容主題結合其他領域的

學習，配合現今社會時事，增長學生的英文知能。 

 

五、選課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