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 年級/班級  三年級，共 18班 

教師 資訊教師 上課週/節數  每週 1節，21週，共 21節 

 
課程目標： 

1.了解二進位數字與十進位數字系統的轉換。 

2.認識資料、聲音、影像的數位化概念。 

3.認識系統平臺的組成及運作。 

4.學習影音專案創作，並理解視訊規格的意義。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 1 章數位時代 

1-1 數位化概念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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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說明何謂數位化。 

2. 介紹二進位數字系統。 

3. 說明二進位數字與十進位

數字的轉換。 

4. 介紹電腦常見的資料儲存

單位。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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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1 章數位時代 

1-2 資料數位化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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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說明正整數數位化後的儲

存方式。 

2. 介紹文字數位化的編碼系

統： 

(1)ASCII 編碼系統。 

(2)Big-5 code。 

(3)Unicode。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三 

第 1 章數位時代 

1-3 聲音數位化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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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說明影響聲音的三要素：

響度、音調、音色。 

2. 介紹聲音的取樣原理。 

3. 說明聲音的量化原理。 

4. 介紹常見的聲音格式。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四 

第 1 章數位時代 

1-3 聲音數位化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1. 介紹常見音樂編輯軟體的

功能。 

2. 利用 Audacity完成任務。 

1. 上機實作 

2. 作業成品 

3.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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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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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 1 章數位時代 

1-4 影像數位化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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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介紹點陣圖與向量圖的差

異。 

2. 介紹影像的取樣原理。 

3. 說明影像的量化與色彩的

關係。 

4. 介紹常見的影像格式。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六 

第 1 章數位時代 

1-4 影像數位化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1. 介紹常見影像編輯軟體的

功能。 

2. 介紹 PhotoCap 的基本操

作。 

3. 說明影像的編輯時機。 

1. 上機實作 

2. 作業成品 

3.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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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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

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

創作與分享。 

七 段考週     

八 

第 2 章系統平臺 

2-1 認識系統平

臺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說明生活中的許多常見的

裝置，如：電腦、手機都屬

於系統平臺，各種裝置因為

安裝不同作業系統，所以有

些功能會互不相通。 

2. 說明系統平臺的組成要素

包含：硬體、作業系統、應

用軟體。 

(1)硬體：組成電腦主機的硬

體，如：硬碟。 

(2) 作 業 系 統 ： 如 ：

Windows、Android 等。 

(3)應用軟體：如：Word、

Excel、Line 等。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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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介紹生活中常見的系統平

臺類別。 

4. 說明電腦硬體五大單元的

功能。 

5. 介紹記憶單元的類別與相

互關係。 

6. 說明記憶單元之間的差

別。 

九 

第 2 章系統平臺 

2-1 認識系統平

臺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說明電腦運作需要使用

「半導體」來傳遞電子訊

號，而半導體的改變帶動

CPU 成長，直接影響到電腦

的發展。 

2. 介紹各代電腦中組成 CPU

的電子元件，說明趨勢是按

照「體積越小、可容納的電

子元件數目越多」的方向發

展。 

3. 搭配圖 1-2-7，說明我們在

使用應用軟體時，是藉由作

業系統向硬體發出指令需

求。 

4. 介紹系統軟體的分類與主

要功能。 

5. 作業系統與五大單元的控

制單元區別： 

(1)作業系統：安排、指揮硬

體執行各項任務的順序。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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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單元：負責控制硬體

五大單元執行資料的存取與

運算。 

十 

第 2 章系統平臺 

2-1 認識系統平

臺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不同類型的裝置通常會使

用不同的作業系統，如伺服

器、個人電腦、智慧型手

機、智慧型手錶所使用的作

業系統都有差異。 

2. 介紹個人電腦常見的作業

系統類別： 

(1)Windows。 

(2)macOS。 

(3)Linux。 

3. 說明作業系統發展趨勢： 

(1)從命令行介面轉變為圖形

使用者介面。 

(2)作業系統軟體的位元數提

高。 

(3)融入人工智慧：如 siri、

Cortana 等智慧助理。 

4. 說明電腦出現故障問題、

效能低下的狀況時，可能是

硬體資源不足、作業系統有

漏洞等問題，為維持系統平

臺的穩定，建議可定期維護

系統平臺。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3. 上機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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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導學生實際操作電腦系

統維護： 

(1)最佳化磁碟空間。 

(2)系統更新。 

(3)防火牆設定。 

十一 

第 2 章系統平臺 

2-2 新興系統平

臺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介紹可攜式系統平臺: 

(1)隨著科技進步，系統平臺

能以越來越小的裝置出現，

這些裝置也具備系統平臺的

基本組成要件「硬體、作業

系統、應用軟體」。 

(2)可攜式系統平臺泛指「可

隨身攜帶、穿戴的智慧裝

置」。 

2. 引導與討論：提問可能搭

載可攜式系統平臺的物件有

什麼，引導學生發揮創意思

考。 

3. 說明雲端系統平臺興起原

因：隨著網路技術的發達，

出現以「利用網路租用或使

用其他電腦進行運算」的方

式滿足各項服務。 

4. 介紹雲端運算平臺的三種

分類： 

(1)軟體即服務：僅提供某項

服務的應用，使用者無法修

改服務的內容。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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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台即服務：提供環境、

工具或是現有的程式，讓開

發者開發更多的應用服務。 

(3)基礎設施即服務：提供最

基礎的軟硬體設施，藉由網

路租用給企業、公司，節省

購買基礎設施的開銷。 

十二 

第 2 章系統平臺 

2-2 新興系統平

臺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引導學生依照 P.70、71 步

驟前往網頁，並操作範例觀

察、體驗臉部辨識的運算功

能。 

2. 說明此服務屬於「軟體即

服務」：軟體即服務是指使

用者能透過「連上雲端」、

「上網」、無須安裝軟體便

可使用，並且不用負責開

發、維護軟體。 

3. 若有開發者想將此服務的

技術使用在新的軟體、網頁

上，可以透過「平臺即服

務」的管道租用這項技術，

應用到自己的程式中。 

1. 上機實作 

2. 課堂討論 

3.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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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第 2 章系統平臺 

2-2 新興系統平

臺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

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

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

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

讀的能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

關係。 

1. 說明嵌入式系統意指將系

統平臺「嵌入」至各項裝

置、家電中，例如洗衣機、

掃地機器人、咖啡機等。 

2. 大部分嵌入式系統裝置需

要執行的功能較單純，其硬

體、作業系統也都較簡單。 

3. 提問學生除了課本中的範

例外，生活中還有哪些物件

屬於嵌入式系統？ 

4. 介紹 Arduino。 

5. 引導學生思考科技帶來的

影響有哪些？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十四 段考週     

十五 

第 3 章多媒體專

題—畢經之路 

3-1 啟動影音專

題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

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

創作與分享。 

1. 介紹各項器材的功能與應

用時機，若設備充足，亦可

於課堂上進行分組操作練

習，以熟悉各項器材的操

作。 

2. 提醒學生在準備器材時，

務必檢查各項器材使用前的

狀況，避免借到有問題的器

材。 

3. 提醒學生妥善保管各項器

材，避免遺失。若學生使用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3. 活動紀錄 

【資訊教育】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

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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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進行拍攝，也務必遵守

學校的手機使用規定。 

4. 說明常見視訊格式中，各

項數值的意義。 

5. 說明拍攝素材的各項技

巧，引導學生實際操作器材

進行拍攝。 

6. 引導學生以小組為單位，

完成腳本內容，並依據腳本

規畫拍攝進度。 

7. 說明當週作業：拍攝素

材。 

十六 

第 3 章多媒體專

題—畢經之路 

3-1 啟動影音專

題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

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

創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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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導學生以小組為單位，

依照腳本規畫拍攝所需素

材。 

2. 引導學生將拍攝完的素材

分類，並上傳至雲端硬碟，

並於小組內共用。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資訊教育】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

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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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第 3 章多媒體專

題—畢經之路 

3-2 影片基礎剪

輯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

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

創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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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介紹 OpenShot軟體及其操

作方式。 

(1)建立專案。 

(2)分割、串接影片。 

(3)加入圖像素材。 

(4)調整素材比例。 

2. 讓學生共用小組的影片素

材，提醒學生每位組員都需

要自己剪輯出一支完整的影

片。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資訊教育】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

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

要詞彙的意涵，並懂得如

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進行

溝通。 

十八 

第 3 章多媒體專

題—畢經之路 

3-2 影片基礎剪

輯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

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

創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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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導學生各自完成影片的

基礎剪輯。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資訊教育】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

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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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第 3 章多媒體專

題—畢經之路 

3-3 影片進階後

製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

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

創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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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介紹 OpenShot軟體後製操

作方式。 

(1)特效製作。 

(2)多重軌道：子母畫面、新

增配樂。 

(3)加入字幕或字卡。 

2. 說明匯出影片的方式。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資訊教育】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

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二十 

第 3 章多媒體專

題—畢經之路 

3-3 影片進階後

製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

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

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3 利用科技資源，

擬定與執行科技專題活

動。 

科-J-B3 了解美感應用於

科技的特質，並進行科技

創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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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導學生各自完成影片的

進階後製。 

2. 引導學生匯出影片成果，

並統一將檔案上傳至老師指

定的位置。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資訊教育】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

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

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二十一 段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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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二學期】 

領域/科目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 年級/班級  三年級，共 18班 

教師 資訊教師 上課週/節數  每週 1節，18週，共 18節 

 
課程目標： 

1.認識網路技術的運作原理與應用服務。 

2.學習資料前處理及分析方法。 

3.認識資料轉換的概念與相關技術。 

4.學習以 App Inventor 整合雲端服務。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 1 章網路世界 

1-1 認識網路 

科-J-B2 理解資訊與

科技的基本原理，

具備媒體識讀的能

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

的互動關係。 

1. 說明網路的發展歷程。 

2. 介紹網路的架構。 

3. 說明 TCP/IP 通訊協定。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二 

第 1 章網路世界 

1-1 認識網路 

科-J-B2 理解資訊與

科技的基本原理，

具備媒體識讀的能

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

的互動關係。 

1. 說明 IPv4、網路位址轉址、

IPv6。 

2. 介紹如何查詢 IP。 

3. 介紹網域名稱所代表的意義。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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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1 章網路世界 

1-2 無線網路技

術 

科-J-B2 理解資訊與

科技的基本原理，

具備媒體識讀的能

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

的互動關係。 

1. 說明常見的無線網路有藍牙、

Wi-Fi、行動網路等。 

2. 介紹藍牙使用場域、特色。 

3. 說明藍牙的命名由來。 

4. 介紹藍牙接收器。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四 

第 1 章網路世界 

1-2 無線網路技

術 

科-J-B2 理解資訊與

科技的基本原理，

具備媒體識讀的能

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

的互動關係。 

1. 介紹無線網路標準。 

2. 說明 Wi-Fi 的版本及其選購方

式。 

3. 行動網路的概念介紹。 

4. 介紹 5G 行動網路的應用。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五 

第 1 章網路世界 

1-3 網路服務應

用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

科技的基本原理，

具備媒體識讀的能

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

的互動關係。 

1. 認識全球資訊網的服務範疇。 

2. 介紹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的應用

與服務。 

2. 說明即時通訊與電子郵件的使用

時機與優缺點比較。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六 

第 1 章網路世界 

1-3 網路服務應

用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科-J-B2 理解資訊與

科技的基本原理，

1. 介紹常見的社群平臺與隨選視訊

服務。 

2. 說明常見的物聯網服務平臺。 

3. 利用「紫豹在哪裡」的物聯網服

務平臺，查詢當日的細懸浮微粒

等級。 

1. 課堂討論 

2. 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環 J12 認識不同類型災害

可能伴隨的危險，學習適

當預防與避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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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媒體識讀的能

力，並能了解人與

科技、資訊、媒體

的互動關係。 

七 段考週     

八 

第 2 章進階資料

處理 

2-1 資料整理與

整合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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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說明任務目標，引導學生下載指

定的試算表檔案。 

2. 延伸學習：介紹 CSV、XML 格

式，說明不同格式間的差別。 

3. 依據課本步驟，引導學生匯入資

料，並進行資料前處理。 

4. 說明 Google 試算表函式功能，

介紹「COUNTIF」函式。 

5. 引導學生完成資料分析，並設定

試算表的條件格式規則，以呈現

出難題數據。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3. 作業成品 

4. 紙筆測驗 

 

九 

第 2 章進階資料

處理 

2-2 資料轉換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

技符號與運算思維

1. 透過實際案例，介紹資料轉換分

為「檔案格式轉換」及「資料內

容轉換」。 

2. 說明「開放文件格式」的優點及

發展歷程。 

3. 手腦並用：引導學生實際在「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上搜尋所需資

料。 

4. 介紹資料加密的目的與概念。 

5. 說明凱撒密碼的加密方式。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3. 作業成品 

4.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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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日常生活的表

達與溝通。 

6. 引導學生利用附件完成手腦並

用。 

十 

第 2 章進階資料

處理 

2-2 資料轉換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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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說明維吉尼亞密碼的加密方式。 

2. 引導學生利用附件，解開以維吉

尼亞密碼加密的文字。 

3. 介紹文字、語音轉換技術與應

用。 

4. 引導學生實際體驗 Google 翻

譯、文件所提供的文字語音轉換

服務。 

5. 介紹資料壓縮的目的與壓縮方

式。 

6. 介紹霍夫曼編碼。 

1. 課堂討論 

2. 上機實作 

3. 作業成品 

4. 紙筆測驗 

 

十一 

第 3 章 App 設計

專題—點餐系統 

3-1 啟動專題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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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說明任務目標，引導學生思考解

決方案。 

2. 依照課本提供的方案，逐一解析

個方案優缺點。 

3. 說明程式專題規畫。 

4. 引導學生製作點餐系統所需使用

的表單與試算表。 

1. 上機實作 

2. 課堂討論 

3.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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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第 3 章 App 設計

專題—點餐系統 

3-2 點餐 app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

源，擬定與執行科

技專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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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說明任務目標，引導學生拆解問

題。 

(1)利用下拉式選單元件建立點餐

選單。 

(2)利用網路元件將點餐資料傳送

至雲端表單中。 

2. 引導學生匯入程式半成品檔案。 

3. 介紹下拉式選單元件及其功能，

引導學生完成葡萄汁、柳橙汁的

下拉式選單編排設計。 

4. 撰寫「單號」、「計算金額」程

式。 

1. 上機實作 

2. 課堂討論 

3. 紙筆測驗 

 

十三 

第 3 章 App 設計

專題—點餐系統 

3-2 點餐 app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

源，擬定與執行科

技專題活動。 

科-J-B1 具備運用科

技符號與運算思維

1. 說明網路元件如何傳送、讀取資

料。 

2. 引導學生取得連結資訊，並完成

網址的設定。 

3. 引導學生完成點餐 app，並以第

三方 app 進行測試。 

1. 上機實作 

2. 課堂討論 

3.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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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日常生活的表

達與溝通。 

十四 段考週     

十五 

第 3 章 App 設計

專題—點餐系統 

3-3訂單查詢 app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

源，擬定與執行科

技專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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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說明計次迴圈的使用方式。 

2. 引導學生完成反序排列清單，並

以清單顯示器元件將結果呈現於

app 中。 

1. 上機實作 

2. 課堂討論 

3. 紙筆測驗 

 

十六 

第 3 章 App 設計

專題—點餐系統 

3-3訂單查詢 app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1. 說明二維清單的觀念，了解如何

透過索引值取得清單內容。 

2. 引導學生利用「選擇清單…中索

引值為… 

的清單項」方塊，取得二維清單

內容。 

3. 引導學生完成訂單查詢 app，並

以第三方模擬器測試。 

1. 上機實作 

2. 課堂討論 

3.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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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J-A3 利用科技資
源，擬定與執行科
技專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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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第 3 章 App 設計

專題—點餐系統 

科技廣角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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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介紹人工智慧的意義與應用。 

2. 體驗人工智慧網站功能。 

 

1. 上機實作 

2. 課堂討論 

 

十八 

學期課程回顧 科-J-A1 具備良好的
科技態度，並能應
用科技知能，以啟
發自我潛能。 
科-J-A2 運用科技工
具，理解與歸納問
題，進而提出簡易
的解決之道。 
科-J-A3 利用科技資
源，擬定與執行科
技專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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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期課程回顧。 

2. 欣賞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影片。 

1. 課堂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