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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高一各班每週授課時數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科目與學分數

• 依據最新108.06.18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 1. 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 2.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 註：依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規定，以下說明

• 1. 普通高級中學學生應修習總學分：180學分。

• 2.普通高級中學學生畢業之最低應得學分數為150學分且成績及格，
其中須同時符合以下兩點：

• (1)部定必修以及校訂必修學分：至少須102學分且成績及格。

• (2)選修學分：至少須修習40 學分且成績及格。



高一多元選修

課程模式

17個班同時跑班

週三第3,4節課

高一下學期

重新選課



110學年度高一多元選修課程(依選課表單為主)

領域 多元選修課程（26門課）

語文類
英文趣味寫作、批判思考與英文對話、英文繪本賞析與創作
英語表達力 x Google Workspace、阿○文創○啥？
文字﹒欲：遇見文學中的他她它、在香氣裡遇見與星象和文學

第二外語 日語(進階)、德文(進階)、法語、西班牙語、越南語、韓語、

數學
數學遊來遊趣、來玩幾何摺學、文學與藝術裡遇見畢達哥拉斯、
從合約橋牌學邏輯推理

自然科學 生物組織切片學習與研究、實作生活化學、環境與生活。

社會 看電影學法律、哲學進行式

科技 程式設計、機電整合-遙控型(自主型)機器人

藝術 烏克麗麗與流行音樂

健康與體育 灌籃高手(孫子兵法與籃球運動) 。



高一第二外語選修

(同多元選修時段)

日語

2個班

德語

2個班

法語

1個班

越南語

1個班

韓語

1個班

西班牙語

1個班



德語、日語進階課程

一、上課時間：高一下學期原時段
二、上課師資：原第二外語選修課教師



一、上課時間：
高二每週六上午8～12時

二、授課教師：
文藻外語大學德日語教師

三、開班狀況：
至文藻外語大學上課

第二外語-高中生預修大學課程



高中生預修大學德日語學分頒授

修課完需參加檢定考試，通過可抵免大學學分數



本校獲選德國外交部「全球中小學夥伴學習學校計畫」
（PASCH計畫）台灣地區六所高中之一，經由德國在台
文化處歌德學院安排，每年寒暑假提供固定名額給予本
校學生全額獎學金到德國參加3週國際教育學習營隊。

PASCH計畫：德國在台協會授牌



PASCH計畫與德國夏令營
(每年遴選1~2名同學參加）



1 1 0學年度彈性學習時間說明

因應新課綱的規劃，每週35節中須依據學生發展與需求，提供2/3小時學生進行
彈性學習，本校規劃如下：

類別名稱 說明 時數

充實性教
學

充實(增廣)教學：本校提供高一學生國文、英文與數學充實性課程(分級教學，
供學生依個人意願及能力自由選擇課程，拓展學生學習面向，促進學生適性
發展。

1節

銜接課程
＊因應新舊課綱銜接，本校高一開設「資訊科技」與「化學」實體銜接課程
(暑輔未上課者，需要於開學時選修相關課程)

2節

自主學
習

依據學生學習需求與特質，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在教師協助下，訂定學習目
標並進行自我檢核。

選手培訓
與

特色活動

選
手
培
訓

依其個人興趣及意願參加甄選及培訓，包括
1.語文類競賽
2.數理類競賽與科展
3.技能類競賽
4.藝術類競賽

微
課
程

跨校聯盟(3節)：與四所大學合作開設共38門課程。

校內教師開設微課程

學校特色活動



數理資優班
入學方式

一 報名資
格

管道一、
本校110學年度高一學生，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專長
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具體資料者。
(二)國中階段經鑑定為與申請相關資優類別之資優學生，
並檢附證明文件。

管道二、
符合簡章P.10全國性相關競賽前
三名者，送交鑑定，會有三種結
果：
1.直接編入資優班
2.需初選
3.需複選

二 報名方
式

1. 需先完成報到才能報名，與雙語教育實驗班僅能兩者擇一。
2. 報到及線上報名網站：http://newst.fssh.khc.edu.tw/。
3. 準備表件：會考成績單電子檔、2吋照片電子檔(3個月內)、鑑定觀察推薦表電子檔。

三 報名時
間

報名時間7月15日上午9時起至7月15日下午3時，逾時不候。

四 報名確
認

7月16日上午10時前，在報名網站公告報名成功名單及繳費正確金額。
1. 免初選：1,000元(報名費300元+複選評量費700元)
2. 需初選：300元(報名費)

五 甄選方
式

1. 共考兩次：初選(數學與自然性向測驗)+複選(數學和自然-物理與化學)。
2. 不用初選：110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數學或自然科成績達PR97者。

六 甄選時
間

1. 初選時間：110年8月2日（星期一）上午8：20至上午11：50。
2. 複選時間：110年8月10日（星期二）上午7：50至中午12：10。

七 錄取公
告

1. 初選通過：8月5日(星期四)下午4:00前。
2. 正取名單：8月20日(星期五)下午6:00前。

http://newst.fssh.khc.edu.tw/


雙語教育實驗班

入學方式

一 報名資格 1. 本校110學年度入學高一學生（招生人數：35，得不足額錄取）。
2. 110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成績達A等級以上，皆可報名參加甄選。

二 報名方式 1. 需先完成報到才能報名，與數理資優班僅能兩者擇一。
2. 報到及線上報名網站：http://newst.fssh.khc.edu.tw/。
3. 準備表件：會考成績單電子檔、2吋照片電子檔(3個月內) 。

三 報名時間 報名時間7月15日上午9時起至7月15日下午3時，逾時不候。

四 報名確認 1. 7月16日下午6時前，在報名網站公告報名成功名單及上傳資料代碼。 2. 免收報名費。

五 甄選方式 (一)會考成績(佔50%)採計110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成績。
1. A等級：20分；2. A+等級：35分；3. A++等級：50分；
(二)書面審查(佔50%) ：(1)英語自我介紹影片：長度1分鐘 (2)英語演講影片：1分鐘30秒至
2分鐘30秒
(三)加分標準：本項擇優、擇一加分，
1. 全民英檢：
2. 多益：比照全民英檢初試。
成績計算：(110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成績分數*50%+書面審查*50%+英檢加分)依成績
比序錄取。
(三)超額比序順位：1. 書面審查成績 2. 英語檢定加分 3. 110年度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成績。

六 資料上傳 至報名網站內上傳資料
1.上傳時間：110年7月17日00:00至7月23日24:00截止(逾時不候)
2.上傳資料：(1)各英語檢定成績單資料正本掃描檔。(2)影片檔案一、自我介紹影片。(3)影
片檔案二、英語演講影片。

七 錄取公告 1. 公告全體考生成績：8月5日(星期四)下午 6:00 前
2. 公告正取名單：8月9日(星期一)下午6:00前。

http://newst.fssh.khc.edu.tw/


雙聯學程

簡介

一 合作
學校

美國箴言高中(LWLHS) http://www.lwlhs.com/ 

二 學制
特色

1. 美國箴言中學為正規私立教會學校有高中部及初中部
2. 每年畢業生可直升多所美國合作名校如美國芝加哥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加州
大學、德州大學等名校。

三 課程
規劃

• 不影響原國內課
程

• 英文授課

• 課程含4門大學AP
課時

• 學費友善

• 暑期可自由選擇
赴美國上課

• 國內外多元名校
升學

http://www.lwlhs.com/


雙聯學程

簡介

四 升學規劃 國際合作多元升學初步規劃(多所美國/英國大
學)
1. 美國伊利諾理工大學2+2 (全美TOP 100/全
球300)
2. 英國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3+1
3. 美國美國瑪赫西國際大學 3+1/4+0
University of North Alabama-大學學分/學籍

台灣升學推薦院校
1. 國立聯合大學雙聯學位2+2/4+0
2. 科技大學雙聯學位2+2/3+1
3. 國立大學留學預科1+3
台灣合作高中
北部：政大附中、方濟高中、文德女中、
南山高中、曙光女中、磐石高中、六家
高中、(建中、竹中洽談中)
中部：台中二中、衛道高中、(中一中洽
談中)
南部：黎明高中、大灣高中、鳳山高中、
瑞祥高中、新莊高中、三民高中、林園
高中

五 入學畢業 提交申請/口試→核定錄取並進行繳費→上課/取得學分→畢業保送國際名校。

六 收取費用 3年總計約62.5 萬元。

七 招生說明 1. 時間：110年7月19日晚上7:30-8:30

2. 報名連結與QR CODE： https://reurl.cc/mLpjDA

3.    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cnn-myou-esg

4. 平板/手機App請輸入代碼：cnn-myou-esg

https://reurl.cc/mLpjDA
https://meet.google.com/cnn-myou-esg




鳳山高中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

學生於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時，因公、因病或因重大事故
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考試，報經學校核准給假
者，准予補考。但未經准假缺考者，不准補考；其缺考科
目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學生在一學期內除因公假、病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
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
外，對於某一科目課之缺課時數累計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
總時數三分之一時，不予成績考察，該科目以零分計算。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
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
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7

111
年

7分分
測驗

申請入學
Y至多4科
P至少50%

P1(學習歷程檔案)

P2(第二階段筆面試)

P1＞P2，Y>0

X

Y

分發入學
7科自由選考
採計考科數
3≤X+Y+術科≤5

X≤4，Y≥1

分科測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