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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普通高級中學歷史科課程綱要草案（必修課程） 

第一 目標 

壹、幫助學生就時間脈絡來了解現在。  

貳、幫助學生理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立自我認同感。 

參、建立學生對於世界上其他不同文化的基本認識和理解，養成包容並欣賞多元 

文化的開闊胸襟。 

肆、激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以充實其生活的內涵。 

伍、向學生介紹歷史學科特有的方法，藉由探究歷史問題的練習來訓練學生的思

維，啟發學生分析理解人類行為及人類社會的興趣及能力。 

第二  核心能力 

壹、時序觀念  

時序既是先後相接的時間順序，亦是人為安排的時間秩序。時序觀念是發展

學生歷史理解的基礎，也是歷史作為一門學科所特有的性質，歷史事件、人物唯

有置放在時間架構之下，才能顯現出意義與價值。發展時序觀念，就是讓學生依

照時間順序建構事件之間的意義與關連性，理解歷史上諸如變遷、延續、發展、

進步、倒退等觀念的意義，並對事件提出合理的歷史解釋。  

「時序觀念」作為核心能力之一，可區分為以下兩個層面說明：  

一、時間術語描述過去，認識幾種主要的歷史分期方式  

 

時間術語與分期方式都是人為的建構、約定成俗的用法。學生必須運用適當

的時間術語、分期方式來描述過去，並置於適當的歷史脈絡下觀察、理解。  

1. 熟悉使用機械式的時間術語（例如：日、月、年、世紀、西元前）。 

2. 熟悉學習主題所提供的分期方式（例如：史前、上古、中古、近代、秦漢時

期）。 

3. 使用兩種以上的時間術語描述某一特定時間（例如：1905年與二十世紀初、

一次大戰前等用語的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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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別過去與現在的不同、兩個或更多時代之間的差異，並建立過去與現在

的關連性  

學生必須構築自己心中按時排序的時間架構，才能有效地感受時代的差異、

理解歷史的變遷。同樣的，也只有在學生能夠依時間排序時，才能真正理解過去

與現在之間、不同時代之間的延續性或關連性。  

1. 說明過去與現在的差異與類似之處。  

2. 說明不同過去（時代）之間的差異，並依特質將過去區分為幾個不同的時期。  

3. 根據所提供的資料、圖片，依時間順序建立一個時間架構（如年表、時間軸）。  

4. 以時間順序的架構說明某一個歷史發展或現象（例如：法國大革命的發生）。  

5. 根據學習內容，掌握某個時代中變遷與延續的因素。  

貳、歷史理解  

我們常說歷史不是「背科」，那麼理解活動的開展，恰是最直接且關鍵的證

明。歷史理解所關聯的重點在於：如何將歷史事實的「記憶」接引、提升至「理

解」層次，並且能夠對史實的歷史脈絡與意義加以掌握。  

「歷史理解」作為核心能力之一，可區分為以下三個層面說明：  

一、 能夠直接地就一歷史敘述文本的內容與意義，進行認知與掌握  

歷史理解的第一個層面，在於針對教科書等歷史敘述文本進行理解。學生要

學習從中掌握其可能的多樣化敘述形式（如語文、圖、表、繪畫、照片、音樂、

影像等），以及每一歷史敘述的述論重點。  

1. 經由閱讀或討論，而能掌握一歷史敘述所要回答的中心問題及述論要點。  

2. 能分析一歷史敘述，並能以一種不同的敘述形式重新表達原本的中心意涵。  

3. 能經由一歷史敘述的探究，分析與解釋其作者的立場。  

4. 能從每一課程單元中各個歷史敘述的閱讀或討論，瞭解課程綱要上所載明的

重要歷史知識。  

 

二、 能夠就一歷史事件，嘗試進行設身處地的認知  

歷史理解的第二個層面，在於針對歷史事件的理解，基本上這是要求學生學

習「設身處地認識過去」。然而，身為進行歷史理解的主體─學生絕非是白紙或

空罐子，他們有個人的經驗、知識與世界觀，因此期待學生客觀地與過去相遇，

是不切實際的。在歷史課堂上嘗試以學生的解釋網絡為階，設法擴充、深化，這

樣所形成的想像或認知，才有可能產生有意義的理解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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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掌握一重要的歷史性名詞，在當時脈絡下的意涵。  

2. 以當時的時序、地理空間、用語、概念、價值觀等作為基礎，來解說相關的

歷史事件或情境。  

3. 能參照既有的歷史敘述來檢視自己原來的認知，建立起對某一歷史事件或情

境的重新認識。  

4. 能夠設想當時人物的經驗及其看法，並且避免只用現在的價值或規範進行評

斷。  

 

三、 能夠在歷史脈絡中，進行關於「重要性」或「意義」的選取與評價  

歷史是一門探究變遷的學問，最主要的工作，便是在一個較長的時序中進行

觀照對比，並且參考相關的多種歷史敘述，適切地掌握變遷的機制，以及確認關

鍵的所在。  

1. 能在一連串相關而紛雜的史實中，評斷出具有重要意義的史實（包含人物、

地點、事件、因果關係等），並提出適切的理由。  

2. 能在一較長的時序中，擇取與評估某一重大的歷史事件，並闡述其關鍵性。  

參、歷史解釋  

歷史以過去作為探究對象，已逝的過去無法如實再現，只能透過史料證據來

重新建構，因此，所有的歷史敘述在本質上都是對過去的一種解釋。「歷史理解」

著重在設身處地認知過去，目的在盡可能接近無法全然再現的過去；「歷史解釋」

則以史料證據與歷史理解為基礎，有意識地對過去提出理性的、系統性的、因果

關係式的說法。教師應提供學生接觸不同史料、歷史敘述的機會，以發展學生歷

史解釋的能力。  

「歷史解釋」作為核心能力之一，可區分為以下兩個層面說明：  

一、 分辨不同的歷史解釋，說明歷史解釋之所以不同的原因  

不同的史料證據、時代關懷、作者身份、想法都可能導致不同的解釋，歷史

解釋因而總是呈現多元的面貌。學生需要理解不同歷史解釋的差異之處，以及產

生差異的原因。  

1. 辨識出對過去不同的解釋，並比較不同解釋的差異所在。  

2. 能依史料選擇差異與史料多寡，說明對過去為何有不同的解釋。  

3. 能依作者的時代背景、個人好惡、關懷的差異，說明對過去為何有不同的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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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理解歷史學科的因果關係，對歷史事件的原因與影響提出解釋  

歷史解釋是對事件、人物的一種時間性解釋，旨在建構事件前因（背景、原

因）後果（結果、影響）之間的關連性。因果關係是歷史解釋的基礎，學生應提

升對歷史因果關係（不具有必然性、強制性，相同的原因不見得導致相同的結果）

的理解能力，並能與科學因果關係（具有必然性、強制性）區別。  

1. 體認歷史的因果關係不具有必然性，而是人為的分析與解釋。  

2. 能辨識出某一歷史解釋中作者所認為的幾項重要原因。  

3. 能根據學習內容與所提供的史料，說明歷史事件的原因與影響。  

肆、史料證據  

史料必須置於歷史脈絡中，轉化為證據，在學生的歷史理解或歷史解釋的活

動裡起了作用，方具有價值；史料總是應該要與探究過去的意圖產生緊密關聯，

而且唯其能引發探究活動，才能真正彰顯深刻的歷史教育意義。  

「史料證據」作為核心能力之一，可區分為以下三個層面說明：  

一、 運用思辨，判斷史料得以作為證據的適當性  

對多數學生而言，史料在一開始往往只是某種與過去有關的資訊，或者與某

史實有關的資料來源。學生必須學習在史料中發現線索，並且經由一番思考、討

論或推理，而能判斷其作為證據的適當性。  

1. 直接從史料中找出關鍵的線索，例如態度、意見、動機等。  

2. 依據某一探討主題，評估個別史料作為證據的適當性。  

3. 理解因解釋者（包括他人或自己）立場的不同，可能作為證據的各種史料，

在判斷及取捨上，會因此而出現差異。  

 

二、 自行根據主題，進行史料蒐集的工作  

一般的歷史教學，史料都是事先準備好的，每位學生手中的史料都一樣，只

需直接拿來運用即可。然而，學生應該要熟悉史料蒐集的觀念與方法，才能夠真

正提升在歷史學習上的探究能力。  

1. 瞭解並能實地練習史料蒐集的各種方法。  

2. 提出一個有意義的具體問題，藉以規劃出史料蒐集的主題和範圍。  

3. 依據原先的問題，比較所蒐集到的各種史料之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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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史料，藉以形成新的問題視野，或屬於自己的歷史敘述  

如果是老師應用史料來說明某一史實，那麼學生學到的只是相關的資訊或知

識；只有讓學生自己學習應用史料，才有可能真正習得探究能力。高中生應用史

料，最重要的目標是能藉以形成一個新的問題視野，更進一步，則是形成自己關

於過去或當代的歷史敘述。  

1. 直接從史料中找出答案，以回答關於過去的問題。  

2. 瞭解因不同的資料來源，可能會造成對於同一史實或人物的不同解釋。  

3. 瞭解同一史料因解釋者（包括他人或自己）的立場不同，而可能意義殊異。  

4. 將史料與既有的歷史敘述進行對比，分析其間的關聯性。 

第三 時間分配 

高中一、二年級，每週二課時。一年級第一學期為台灣史，第二學期為中國

古代史。二年級為世界近現代史，分兩學期講授。 

第四 教材綱要 

壹、高中歷史第一冊(臺灣史)  

單元次 單元名稱 主題 重點 說明 

1.考古發掘與史前文化

‧台灣考古與史前文化的

研究 

‧考古發掘所見的史前文

化 
一、 

史前時期與 

土著文化 

2.臺灣土著民族(原住

民)的社會和文化 

‧ 臺灣土著居民(原住

民)的早期記錄 

‧ 臺灣土著(原住民)文

化的特徵 

見附錄

1.荷、西時代 

‧ 歐洲人的東來與臺灣

的「發現」 

‧ 荷、西時期的臺灣 
二、 

荷、西時代與 

鄭氏王朝 

2.鄭氏(明鄭)政權 

‧ 明末、南明與鄭成功 

‧ 臺灣的鄭氏(明鄭)政 

權 

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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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人社會的確立 
‧滿清治臺的政策 

‧政治制度的變遷 

2.農商業的發展 
‧農業與拓墾 

‧貿易與商業 

3.社會狀況與社會問題
‧人群之組成 

‧社會流動性 

4.文教發展 
‧士紳文化 

‧生活禮俗 

三、 清朝的長期統治 

5.外力衝擊與近代化 

‧涉外事件與臺灣地位 

的上升 

‧清末近代化的努力 

見附錄

1.統治政策與臺民反應

‧領臺經過與統治方針 

‧臺地居民對日本統治 

的反抗 

2.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
‧基礎建設 

‧經濟發展 

3.社會與文化的變遷 
‧作為殖民地社會 

‧文學藝術的發展 

四、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4.戰爭期的臺灣社會 

‧皇民化運動等措施 

‧太平洋戰爭與戰時體 

制 

見附錄

1.政治：從戒嚴到解嚴
‧民主政治的道路 

‧國際局勢與兩岸關係 

2.經濟：成長與挑戰 
‧經濟成長的波動 

‧國際經濟的挑戰 

3.社會：變遷與多元 
‧社會變遷 

‧生活型態的改變 

五、 戰後的臺灣與世界 

4.世界體系中的臺灣 
‧文化的發展 

‧網路世界與地球村 

見附錄

貳、高中歷史第二冊（中國古代史）  

單元次 單元名稱 主題 重點 說明 

1.遠古的傳說 
‧傳說的概述 

‧傳說的意義 

一、 舊傳說與新根據 

2.遠古的發現 

‧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 

化 

‧城堡、文字與銅器 

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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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禮樂宗法的封建體制

‧ 商周關係與周初的封

建 

‧ 階級劃分與社會生活 
二、 商周的封建社會 

2.封建崩潰與百家爭鳴

‧ 春秋戰國的變局 

‧ 學術思想興起與重要 

學派 

見附錄

1.帝國的規劃與運作 
‧ 皇帝制度的確立 

‧ 學術思想的統制 
三、 秦漢帝國 

2.北方的游牧文化 
‧匈奴與漢朝的對立 

‧西域與文化交流 

見附錄

1.世族與寒門的消長 
‧世族的形成與表現 

‧寒門的興起 
四、 分裂的魏晉南北朝 

2.胡漢的衝突與融匯 
‧胡人政權的消長 

‧北朝的漢化與胡化 

見附錄

1.隋唐帝國的宏規 
‧營建兩京與開鑿運河 

‧均田與科舉 

2.華夷一家與文化交流
‧域外文化的輸入 

‧中國文化的遠被 五、 隋唐盛世 

3.唐末五代的變革 

‧政治制度與社會結構 

的變化 

‧南方經濟的發展 

見附錄

1.科舉與士大夫文化 
‧宋代的科舉制度 

‧變法運動 

2.北方民族的爭勝 

‧征服王朝與多元文化 

‧元朝的建立與多民族 

士人圈 
六、 

宋遼金元的 

社會與文化 

3.經濟文化重心的南 

移 

‧移民與南方經濟文教 

的發展 

‧海外貿易的興盛 

見附錄

1.開國的政治經濟措施
‧華夏文化的復興 

‧君主集權的發展 
七、 明代的規制與挑戰 

2.海禁政策下的對外關

係 

‧海禁政策與朝貢貿易 

‧鄭和的出使與遠航 

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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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高中歷史第三冊：世界近現代史（1500年至 1850年）  

單元次 單元名稱 主題 重點 說明 

導論 
世界古代歷史 

的演變 
  

  
見附錄

1.航海、探險與地理 

大發現 

‧香料、航海探險與地 

理發現 

‧美洲與東南亞的古文 

明 
一、 

近代世界文明 

的交匯 

2.貿易、殖民與文明 

的交匯 

‧舊大陸與新大陸：征 

服、殖民與文化接觸 

‧當西方遇到東方：商

業、貿易與文化互動 

見附錄

1.東亞世界的變動 
‧明末清初的中國 

‧德川時代的日本 

2.近代早期的伊斯蘭 

世界 

‧近東奧圖曼帝國 

‧波斯 Safavid帝國 
‧印度蒙兀兒帝國 

二、 

傳統帝國的變 

化與近代國家 

的興起 

3.近代歐洲的興起 

‧近代國家的興起 

‧列國體系與近代的國 

際關係 

見附錄

1.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

‧明清時代的中國經濟 

發展 

‧遠洋貿易與大西洋經 

濟的興起 

‧商業資本主義與世界 

體系的形成 

三、 
近代早期世界 

的社會與經濟 

2.近代早期世界社會 

的變化 

‧人口、家庭與社會結 

構 

‧社會危機與社會變亂 

見附錄

1.近代心靈的發展 
‧科學革命 

‧啟蒙運動 

四、 
思想革命與近 

代思想的形成 
2.近代早期的東亞學術

‧東亞的學術與科技 

‧耶穌會士東來與東西 

文化交流 

見附錄

1.美國革命 
‧從殖民地到合眾國 

‧民主政治的成長 
五、 革命時代的來臨 

2.法國大革命 

‧舊秩序的危機 

‧從君憲到共和 

‧拿破崙與歐洲 

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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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在英國 

‧第一個工業國家的出 

現 

 

1.革命的浪潮 

‧自由主義、保守主義 

與浪漫主義 

‧革命浪潮：從拉丁美 

洲到歐洲 

2.社會主義的挑戰 

‧勞工運動的崛起 

‧社會主義的出現 

‧女性意識的覺醒 

六、 自由、平等與博愛 

3.民主政治的進展 
‧英國的改革 

‧美國的內戰 

見附錄

肆、高中歷史第四冊：世界近現代史（1850年至當代）  

單元次 單元名稱 主題 重點 說明 

1.西方國家的優勢 

‧工業資本主義和國 

家主義 

‧新帝國主義 

2.滿清帝國的自強、 

變法和傾頹 

‧從自強運動到維新 

變法 

‧帝國的傾頹 

一、 資本、國家和世界 

3.非西方世界的危機 

或轉機 

‧日本的明治維新和 

暹羅朱拉隆功的改 

革 

‧印度（蒙兀兒）、 

俄、土、奧匈、波 

斯等帝國的結局 

‧非洲的瓜分 

‧中南美洲的政治和 

社會 

‧亞太地區：從被「 

發現」到被「殖民」 

見附錄

1.歷史的轉捩點 
‧「世紀末」的心態 

‧第一次世界大戰 

2.俄國大革命和共產 

黨的極權統治 

‧俄國大革命 

‧共產黨的極權統治 
二、 

迷失、改革、激進

和大戰 

3.戰間期西方的社會 

和文化 

‧西方的政治和社會 

‧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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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蛻變的中國 
‧從革命到北伐 

‧黃金十年 

三、 
亞洲的反殖民化運

動 
2.殖民與反殖民的對峙

‧日治時代的台灣和朝 

鮮 

‧東南亞、南亞及西亞 

見附錄

1.第二次世界大戰和冷

戰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 

‧冷戰時代的世界 

2.中共的崛起和建國 
‧中共的崛起 

‧中共的極權政治 
四、 世界霸權的爭奪 

3.「六０年代」的政治

和社會 

‧國際情勢和越戰 

‧激情和叛逆的年代 

見附錄

1.物質文化和資訊傳 

播的進步 

‧物質文化的進步 

‧資訊傳播的革命 
五、 

日常生活和大眾文

化的變遷 2.教育的普及和大眾文

化的變遷 

‧教育的普及 

‧大眾文化的變遷 

見附錄

1.世界的新秩序 

‧（1970 及 1980年代） 

新保守主義的抬頭 

‧（1990年以來）後冷 

戰的時期 

2.台灣、中國大陸和 

東亞世界 

‧海峽兩岸的關係 

‧當今的東亞世界 

六、 我們生長的時代 

3.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史觀 

‧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 

‧多元文化史觀 

見附錄

第五   實施方法 

壹、教材編寫：  

一、高中一年級以台灣史與中國古代史為內容，二年級以世界近現代史為內容。

基本考慮是學生進入高中，學習歷史的態度與方法應與國中時期有所不同。

高中學生不應如同國中學生一樣以記憶「歷史事實」為主，而應該以「理解

過去」，培養歷史科的「核心能力」為主。台灣史正是高一學生最為熟悉的

歷史知識內容，最容易引導學生藉由史料証據、歷史理解與歷史解釋的討

論，達到教學目標。學生經由高一上學期的練習，可以將學習方法運用於今

日台灣傳統文化來源的中國古代歷史，以及與我們目前情況息息相關的世界

近現代史這些課程上。教科書的編者應該對於基本架構有所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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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一上台灣史的內容，國中已經講授的部分，宜儘量避免重複，應在其基礎

上作較為深入的探討。高一下中國古代史的部分亦然。高二世界近現代史，

東西之間的交流影響與對比不可忽略，不宜將東西歷史內容寫成完全獨立的

章節。 

三、教材應能反映當今歷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亦即選取在學界取得共識的觀點，

或大致贊同的說法。學者的一家之言不宜採用，帶有濃厚黨派色彩的歷史解

釋亦應避免。 

四、內容大綱中之單元、主題為範圍，每主題有若干重點，應該涵括在教材之中 

，至於說明部分則是對重點略加解釋，供編寫者參考。單元、主題之標題，

編寫者可以自行設計，不必援用。 

五、文字敘述應力求流暢明白，易於閱讀。所附文字資料，若嫌艱深，可加以 

改寫。圖片、表格等各種資料，亦應儘量與課文內容相配合。 

六、編寫每一課時內容，應考慮到實際講授以及各種教法運用所需時間，而做 

適當安排，以免講述不完。 

七、教材所用年代以歷代紀元為主，重要年代下附注西元。 

八、外國人、地、物譯名，以部頒統一譯名為準；無統一譯名者，以最適當、最 

通行者為準，均須於初現時附注英文原名。  

九、教師手冊應配合教科書，提供補充資料與相關文獻等，以利教師教學參考 

之用。教師手冊應與教科書同時出版，俾便教學活動的順利進行。 

貳、教學方法  

一、教學時需考量學生的認知能力、學習起點，以及學生的認知經驗（包括誤解、

成見、特定立場、生長背景等），預先擬定適切之教學計畫，提供適當之教

材，並根據教學實際狀況修正、調整。不同學生彼此的能力差距甚大，提供

學生個別表達、陳述的機會以瞭解學生，有利於教學目標與核心能力的達成。 

二、綱要內容與核心能力相輔相成，綱要內容是理解過去的基礎與材料，核心能

力是學生理解過去的方法與歷程，學生能力必須透過內容方可落實，教師需

時時檢驗教學是否能將能力落實於內容之中。 

三、學習歷史必須要理解過去、提升學生理解過去的能力，核心能力中「歷史理

解」是其他三個部分的基礎。學生理解歷史首先得建立時間架構，所以需要

「時序觀念」；理解歷史所形成的觀點、說法是一種「歷史解釋」；理解過

去所採取的方法則是「史料證據」。這四個部分環環相扣，而以「歷史理解」

為依歸。 

四、單一歷史人物、事件、年代的學習，容易淪為純粹的記憶；反之，事件與事

件之間的聯繫、事件前因後果的分析、歷史人物及其時空脈絡的結合，有助

於展開有意義的學習，建構歷史的關連性，亦較能發展學生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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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科書只是教材的一部分，教學時應以課程綱要的目標、內容、核心能力為

基礎，靈活運用講述、課堂討論、角色扮演、參觀訪問、史料判讀等各種教

學方法，激發學生主動學習之精神。 

六、講述法雖然有益於教師描繪歷史情境，卻是一種單向式的教學法；教師為營

造具啟發性之學習環境，應適時在課堂搭配指導、發問與討論，協助學生掌

握核心能力，並引導學生針對問題進行探究，嘗試從不同的史料證據檢視問

題，養成良好的思考習慣。 

七、小組討論法是發展學生核心能力的重要方法。教師應就教學單元設計適當 

的「歷史問題」，由學生（三至五人一組，以三人一組最佳）探究答案，鼓

勵學生在討論中表達自己的看法，並與同組成員交換意見。教師無須立即導

正學生的看法，學生將會在討論中逐漸檢驗、澄清與修正看法，由實際經驗

理解歷史概念、熟悉史料證據的運用。 

八、教學應充分運用各種視聽媒體，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教學的效果 

。視聽媒體是教學的方法而非目的，運用時應注意與教學目標、大綱內容、

核心能力之間的關連性。  

參、教學評量  

一、教學評量的主要目的在瞭解教學成效，及診斷學生的學習潛能、學習障礙 

，作為個別輔導或實施補救教學之依據。 

二、教學評量應配合教學目標、核心能力、大綱內容之要求，考量學生之認知 

與語文能力，選用適當的評量方式。 

三、教學評量應採多元化的評量方式，包括課堂的發問與討論、定期考察、撰 

寫心得報告、專題報告、口頭報告、分組討論、辯論比賽、歷史話劇表演等。 

四、教學評量應包括總結式與形成式評量，以瞭解學生的行為起點、學習過程 

、學習成果、學習態度和個別進步情形。 

五、學生在歷史的能力表現差距甚大，教師可採取檔案評量的方式，將學生之 

各項學習活動表現詳加紀錄，並將相關作品整理成個人檔案，作為評量之參

考。  

肆、教學資源：  

為提昇教學品質與教學效果，應成立歷史科專科教室，其教學之軟、硬體設

備宜包含下列各項：  

1. 歷史大掛圖：如歷代都城疆域圖、中國歷代沿革。  

2. 重大歷史事件演進歷程表。  

3. 古代器物、遺址、傳統建築、園林、都城之模型。  

4. 歷史教學的幻燈片、投影片、錄影帶、電腦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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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視聽教學設備：電腦、單槍投影機、電視機、音響、幻燈機等。  
6. 相關參考文獻及書籍資料。  

7. 歷代碑帖、名畫之影本、拓片或圖片。  

伍、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一)培養學生善用學校及社區圖書館資源，經由閱讀史學著作，活用歷史知識，

在潛移默化中建立邏輯思維能力。 

(二)善用網路資源，蒐集資料，吸取史學研究之新資訊。  

(三)應用資訊科技融入歷史科教學，使授課教材資訊化、活潑化，立體呈現歷史

演進之脈絡。 

(四)師生共同建置歷史教學網站，提供教材大綱、考題分析、腦力激盪園地，提

供互動、多元的教學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