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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學校基本資料表

●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學校校名 台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台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技術型技術型

專業群科專業群科
建教合作班建教合作班

重重
點點
產產
業業
專專
班班

產學攜手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課程專班

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科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科
3. 食品群：烘焙科食品群：烘焙科

雙軌訓練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其他其他

進修部進修部
1.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

實用技能學程實用技能學程
1. 動力機械群：汽車修護科動力機械群：汽車修護科(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2. 食品群：烘焙食品科食品群：烘焙食品科(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聯絡人聯絡人
處處  室室 教務處教務處
職職  稱稱 教學組長教學組長
電電    話話 06-2362106*130

1



壹、依據壹、依據

一、一、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總統發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
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二、二、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三、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
五、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建教合作班課程實施規範。
六、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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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現況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表表2-1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類型類型 群別群別 科別科別 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 小計小計
班級數班級數人數人數班級數班級數人數人數班級數班級數人數人數班級數班級數人數人數

技術型技術型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汽車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課程專班)

2 75 2 81 3 145 7 301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課程專班)

1 20 1 36 1 53 3 109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電機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課程專班)

1 23 1 46 1 52 3 121

食品群食品群 烘焙科烘焙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課程專班)

2 65 2 64 2 109 6 238

進修部進修部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汽車科 1 18 1 31 1 46 3 95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 1 16 1 26 1 21 3 63

實用技實用技
能學程能學程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1 48 1 51 1 51 3 150
食品群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1 46 1 50 1 46 3 142

合計合計 10 311 10 385 11 523 31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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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表2-2  108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學校類型 群別群別 科班別科班別 班級數班級數 每班人數每班人數

技術型技術型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汽車科 3 46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 2 46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電機科 2 46
食品群食品群 烘焙科烘焙科 2 46

進修部進修部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汽車科 1 43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 1 43

實用技實用技
能學程能學程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2 48
食品群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1 46

合計合計 14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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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請以文字描述或圖示方式呈現請以文字描述或圖示方式呈現)
  

一、學校願景一、學校願景

本校為天主教慈幼會所創辦之職業學校，秉承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所倡導的預防教育法，以青年為寶、愛心為重、福音為鑑、學校本校為天主教慈幼會所創辦之職業學校，秉承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所倡導的預防教育法，以青年為寶、愛心為重、福音為鑑、學校
為家、喜樂為懷的精神，教育者經常陪同、親臨在學生當中，亦師亦友，給予嘉許鼓勵，悉心誘導，讓學生常處於安全的環境中，感為家、喜樂為懷的精神，教育者經常陪同、親臨在學生當中，亦師亦友，給予嘉許鼓勵，悉心誘導，讓學生常處於安全的環境中，感
到被愛和尊重，恆於自律，免受不良風氣所影響，在快樂和諧的氛圍中健康成長，啟發潛能，培養熱愛生命的襟懷，以歡欣的態度面到被愛和尊重，恆於自律，免受不良風氣所影響，在快樂和諧的氛圍中健康成長，啟發潛能，培養熱愛生命的襟懷，以歡欣的態度面
對人生。對人生。 　　本校全體師長時時刻刻將學生放在第一位，透過學校、家長、教師、學生四方合作，用家庭氛圍感染、薰陶，培養學生　　本校全體師長時時刻刻將學生放在第一位，透過學校、家長、教師、學生四方合作，用家庭氛圍感染、薰陶，培養學生
自信和積極健康的心態，快樂成長。為達成上述目標，本校朝著下列面向，多管齊下地進行：自信和積極健康的心態，快樂成長。為達成上述目標，本校朝著下列面向，多管齊下地進行： 1.學生方面：本校以學生為主體，落實學生方面：本校以學生為主體，落實
全人教育，例如：品格教育、全人教育，例如：品格教育、 多元競賽和專業技藝的學習，期許學生成為一位廣化學習、多元多元競賽和專業技藝的學習，期許學生成為一位廣化學習、多元 展能、適性揚才、敬師愛校的慈幼好展能、適性揚才、敬師愛校的慈幼好
青年。青年。 2. 教師方面：透過研習和讀書會加深教師專業，並融合創新教學和現代科教師方面：透過研習和讀書會加深教師專業，並融合創新教學和現代科 技優化教學。另外，本校期許教師能時常陪伴學技優化教學。另外，本校期許教師能時常陪伴學
生，給予學生尊重關生，給予學生尊重關 懷，成為亦師亦友的角色，在學校歡樂的氛圍下，擔任一位敬業樂業的懷，成為亦師亦友的角色，在學校歡樂的氛圍下，擔任一位敬業樂業的 優質教師。優質教師。 3.家長方面：導師與家長保家長方面：導師與家長保
持密切聯繫，行政單位則給予雙方支持，期許持密切聯繫，行政單位則給予雙方支持，期許 家長願意積極配合校方，高度關懷自己的孩子，並認同本校教育理念，家長願意積極配合校方，高度關懷自己的孩子，並認同本校教育理念， 進而推廣本校進而推廣本校
校譽和支持校務。校譽和支持校務。 學校方面：任何行政行為以永續經營為目標，以服務熱忱為精神。本校學校方面：任何行政行為以永續經營為目標，以服務熱忱為精神。本校 積積 極強化社區資源整合，給孩子更多的資極強化社區資源整合，給孩子更多的資
源；另外，也建置行政知識源；另外，也建置行政知識 管理系統分享平台和數位學習平台，藉由資訊傳遞來提升行政及教學效管理系統分享平台和數位學習平台，藉由資訊傳遞來提升行政及教學效 能，期許能藉由這些改變，開創能，期許能藉由這些改變，開創
卓越慈幼的未來。卓越慈幼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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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品格力品格力

  

以聖若望鮑思高神父之預防教育法精神為基礎，透過課程、校園活動使學生耳濡目染，防止危險的情況發展，期許學生能夠達到以聖若望鮑思高神父之預防教育法精神為基礎，透過課程、校園活動使學生耳濡目染，防止危險的情況發展，期許學生能夠達到
「純真無罪」的品格。「純真無罪」的品格。 執行層面：執行層面： 　　首先，本校為落實品格教育，已規劃許多品格力課程並實施多年，例如：倫理課程、生涯　　首先，本校為落實品格教育，已規劃許多品格力課程並實施多年，例如：倫理課程、生涯
規劃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另外，本校更設計許多課程融入社會議題，加強學生品格力，由各科教學研究會計劃並於期末檢討規劃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另外，本校更設計許多課程融入社會議題，加強學生品格力，由各科教學研究會計劃並於期末檢討
之，例如：國文科課程融入兩性平等和校園霸凌等議題。最後輔以每週祈福禮和慈幼校園活動等，根深柢固地教導學生品格的重要之，例如：國文科課程融入兩性平等和校園霸凌等議題。最後輔以每週祈福禮和慈幼校園活動等，根深柢固地教導學生品格的重要
性，以上規劃期許能符合學校願景，使學生成為一位敬師愛校、富有品格力的慈幼好青年。性，以上規劃期許能符合學校願景，使學生成為一位敬師愛校、富有品格力的慈幼好青年。
創造力創造力

  
學生學習知識和技能後，能以不同於傳統的方式將其展現，創造出新的風貌、觀念或成品。學生學習知識和技能後，能以不同於傳統的方式將其展現，創造出新的風貌、觀念或成品。 執行層面：執行層面： 　　本校為提升學生創造　　本校為提升學生創造
力，達成學生多元展能的願景，於高一設有藝術生活課程；高二則設有彈性課程（創意），且於校內舉辦創意生活競賽帶動學生發力，達成學生多元展能的願景，於高一設有藝術生活課程；高二則設有彈性課程（創意），且於校內舉辦創意生活競賽帶動學生發
想，更培育選手參加全國智慧鐵人競賽，藉此培養學生創造力，以利未來能應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上，增加競爭力。想，更培育選手參加全國智慧鐵人競賽，藉此培養學生創造力，以利未來能應用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上，增加競爭力。
就業力就業力

  

學校端以實作增能、考取證照、職場體驗為導向，提供能銜接未來職業之課程，使慈幼的學生畢業後已具備就業能力。學校端以實作增能、考取證照、職場體驗為導向，提供能銜接未來職業之課程，使慈幼的學生畢業後已具備就業能力。 執行層面：執行層面：
　　　　 除了現有的課程架構設有職涯體驗、行銷服務及管理等課程，教師更主動帶領學生參加相關展覽，提前讓學生找到未來的方除了現有的課程架構設有職涯體驗、行銷服務及管理等課程，教師更主動帶領學生參加相關展覽，提前讓學生找到未來的方
向，以利達到適性揚才之目標。另外，本校更透過策略聯盟的支援，引進大專校院之師資來開辦升學和證照研習營，協助學生考取向，以利達到適性揚才之目標。另外，本校更透過策略聯盟的支援，引進大專校院之師資來開辦升學和證照研習營，協助學生考取
相關證照，不僅能展拓學生視野，更能加深加廣學生的就業力。相關證照，不僅能展拓學生視野，更能加深加廣學生的就業力。
學習力學習力

  

學校端提供任何能獲得知識之課程或活動，並輔以科技、創新、協同教學等新式教育法，使慈幼的學生能多元學習、廣化學習。學校端提供任何能獲得知識之課程或活動，並輔以科技、創新、協同教學等新式教育法，使慈幼的學生能多元學習、廣化學習。 執執
行層面：行層面： 　　本校現有的課程架構設有專業的理論課程及共同科課程，使學生多元學習，教師更運用創意和科技活化教學，課程不　　本校現有的課程架構設有專業的理論課程及共同科課程，使學生多元學習，教師更運用創意和科技活化教學，課程不
再是死板的講授，不僅促進學生學習動機，使其能符合本校對學生廣化學習的期待，更能藉此培養穩定的學習態度，進入職場後必再是死板的講授，不僅促進學生學習動機，使其能符合本校對學生廣化學習的期待，更能藉此培養穩定的學習態度，進入職場後必
能大放異彩。能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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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台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台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台南市慈幼工商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台南市慈幼工商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7 年年6 月月15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107 年年6 月月29 日校務會議通過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一、依據教育部 103 年年 11 月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頒號頒
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布《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
校課程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置委員25 人，委員任期一人，委員任期一 
年，任期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其組織成員如年，任期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隔年七月三十一日止，其組織成員如
下：下：
(一一) 召集人：校長。召集人：校長。
(二二) 學校行政人員：由各處室主任學校行政人員：由各處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
主任、宗輔主任、輔導主任、進修部主任主任、宗輔主任、輔導主任、進修部主任)
擔任之，共計擔任之，共計6 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行秘書，實習主任和進修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行秘書，實習主任和進修
部主任兼任副執行秘書。部主任兼任副執行秘書。
(三三) 學科教師：由各學科召集人（含國文科、英文科、數學科、自然科、學科教師：由各學科召集人（含國文科、英文科、數學科、自然科、
社會科、倫理科及體育科）擔任之，每學科社會科、倫理科及體育科）擔任之，每學科 1 人，共計人，共計7 人。人。
(四四) 專業群科專業群科(學程學程)教師：由各專業群科教師：由各專業群科(學程學程)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擔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擔
任之，每專業群科任之，每專業群科(學程學程)1 人，共計人，共計4 人。人。
(五五) 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師：由特教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師：由特教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1 人。人。
(六六) 各年級導師代表：由各年級導師推選之，共計各年級導師代表：由各年級導師推選之，共計3 人。人。
(七七) 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1 人擔任之。人擔任之。
(八八)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1 人擔任之。人擔任之。
(九九)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 1 人擔任之。人擔任之。
三、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理念和課程目標，進行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三、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理念和課程目標，進行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二)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三)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或自編教材。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或自編教材。
(四四)進行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進行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四、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年定期舉行二次會議，以十一月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年定期舉行二次會議，以十一月
前及六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前及六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二二)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人擔任主席。
(三三)本委員會每年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年度學校課程計本委員會每年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年度學校課程計
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四)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
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五五)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行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列席諮詢或研討。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行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列席諮詢或研討。
(六六)本委員會相關之行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本委員會相關之行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本委員會設下列組織：五、本委員會設下列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一)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二)各專業群科各專業群科(學程學程)教學研究會：由各科教學研究會：由各科(學程學程)教師組成之，由科教師組成之，由科(學程學程)
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三)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學程)主主
任互推召集人並擔任主席。任互推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論時，應邀請業界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論時，應邀請業界
代表或專家學者參加。代表或專家學者參加。
六、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六、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一)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二)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三)協助辦理教師甄選事宜。協助辦理教師甄選事宜。
(四四)辦理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辦理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五)辦理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辦理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精進教師的教學能力。進教師的教學能力。
(六六)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略，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略，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七)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八)擬定教學評量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量之依據。擬定教學評量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量之依據。
(九九)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七、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一)各學科各學科/群科群科(學程學程)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行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行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
時會議；各群課程研究會每年定期舉行二次會議。時會議；各群課程研究會每年定期舉行二次會議。
(二二)每學期必須提出各學科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每學期必須提出各學科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
送請本委員會審查。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三)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召集時，由召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連署召集時，由召
集人召集之，得由連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集人召集之，得由連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四)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
須有出席須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
投票或舉手方式行之。投票或舉手方式行之。
(五五)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
辦理。辦理。
(六六)各研究會之行政工作及會議記錄，由各科各研究會之行政工作及會議記錄，由各科(群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
習處協助之。習處協助之。
八、八、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行。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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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一、食品群烘焙食品科教育目標一、食品群烘焙食品科教育目標

1.培養學生具備食品群共同核心能力，並為相關專業領域之學習或高一層級專業知能之進修奠定基礎。培養學生具備食品群共同核心能力，並為相關專業領域之學習或高一層級專業知能之進修奠定基礎。 2.培養健全食品相關產業之實培養健全食品相關產業之實
用技術人才，能擔任食品相關領域之工作。用技術人才，能擔任食品相關領域之工作。 3.培育具有烘焙產品製作、開發能力，具備烘焙理論基礎及具有行銷經營管理概念的烘焙培育具有烘焙產品製作、開發能力，具備烘焙理論基礎及具有行銷經營管理概念的烘焙
人才。人才。 4.養成學生具備勇於表達、善於溝通、創意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養成學生具備勇於表達、善於溝通、創意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提升學生職業道德素養保持學習精進能力，奠定學習生提升學生職業道德素養保持學習精進能力，奠定學習生
涯永續發展基礎。涯永續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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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群烘焙食品科學生進路二、食品群烘焙食品科學生進路

表表5-1  食品群烘焙食品科食品群烘焙食品科(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年段別年段別 進路、專長、檢定進路、專長、檢定 對應專業及實習科目對應專業及實習科目
部定科目部定科目 校訂科目校訂科目

第一年段第一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相關就業進路：
（（1）具備烘焙相關機、器具應用操作之能力。）具備烘焙相關機、器具應用操作之能力。 （（2）知曉烘焙）知曉烘焙
食品之基本常識與原理。食品之基本常識與原理。 （（3）具備麵包、西點蛋糕基礎製作能）具備麵包、西點蛋糕基礎製作能
力力 。。 （（4）對食品加工、安全與衛生有基礎認知的能力。）對食品加工、安全與衛生有基礎認知的能力。 

2.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核心技能專長)：：
（（1）具備烘焙相關機、器具應用操作之能力。）具備烘焙相關機、器具應用操作之能力。 （（2）知曉烘焙）知曉烘焙
食品之基本常識與原理。食品之基本常識與原理。 （（3）具備麵包、西點蛋糕基礎製作能）具備麵包、西點蛋糕基礎製作能
力力 。。 （（4）對食品加工、安全與衛生有基礎認知的能力。）對食品加工、安全與衛生有基礎認知的能力。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1）丙級烘焙食品）丙級烘焙食品-麵包類檢定。麵包類檢定。 （（2）丙級烘焙食品）丙級烘焙食品-西點蛋西點蛋
糕類檢定。糕類檢定。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食品加工食品加工4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食品加工實習食品加工實習6學分學分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烘焙食品概論烘焙食品概論4學分學分
  1.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食品安全與衛生食品安全與衛生2學分學分
  基礎捏塑基礎捏塑2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西式點心製作實習西式點心製作實習8學學
分分
  麵包製作實習麵包製作實習10學分學分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相關就業進路：
（（1）烘焙食品材料行作業員）烘焙食品材料行作業員 （（2）烘焙食品網路行銷創業）烘焙食品網路行銷創業 

2.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核心技能專長)：：
（（1）具備烘焙食材應用之能力。）具備烘焙食材應用之能力。 （（2）對食品微生物有基礎認）對食品微生物有基礎認
知的能力。知的能力。 （（3）對食品包裝有基本的應用與設計能力。）對食品包裝有基本的應用與設計能力。 （（4））
具有基礎繪畫、設計之能力。具有基礎繪畫、設計之能力。 （（5）具備基礎酒類應用知識與飲）具備基礎酒類應用知識與飲
料調製能力。料調製能力。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丙級中麵食加工丙級中麵食加工-酥糕油皮類檢定。酥糕油皮類檢定。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食品微生物食品微生物2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食品微生物實習食品微生物實習3學分學分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視覺傳達平面設計視覺傳達平面設計2學學
分分
  產品包裝產品包裝2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2學分學分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電腦軟體應用電腦軟體應用2學分學分
  中式點心製作實習中式點心製作實習6學學
分分
  蛋糕裝飾實習蛋糕裝飾實習8學分學分
  進階麵包製作實進階麵包製作實
習習11學分學分
  中式麵食製作實習中式麵食製作實習6學學
分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相關就業進路：
（（1）烘焙食品材料行管理人員）烘焙食品材料行管理人員 （（2）各大飯店點心房二手）各大飯店點心房二手
（（3）自行創業）自行創業(實體店面、虛擬店面實體店面、虛擬店面) 

2.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核心技能專長)：：
（（1）具有食品營養與添加物之基礎知識。）具有食品營養與添加物之基礎知識。 （（2）具有烘焙食品）具有烘焙食品
基本研究、造型基本研究、造型 設計之能力。設計之能力。 （（3）具有電腦設計軟體基本應）具有電腦設計軟體基本應
用設計能力。用設計能力。 （（4）具備蛋糕裝飾美感設計應用能力。）具備蛋糕裝飾美感設計應用能力。 （（5）具）具
備巧克力製作與應用能力。備巧克力製作與應用能力。 （（6）具有創造思考、多元化與國際）具有創造思考、多元化與國際
化思維。化思維。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1）乙級烘焙食品）乙級烘焙食品-麵包西點蛋糕類檢定。麵包西點蛋糕類檢定。 （（2）乙級烘焙食）乙級烘焙食
品品-麵包餅乾類檢定。麵包餅乾類檢定。 (3)乙級中式麵食加工乙級中式麵食加工-酥糕油皮類檢定。酥糕油皮類檢定。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學與分析2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食品化學與分析實
習習3學分學分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餐旅服務餐旅服務4學分學分
  食品與營養食品與營養1學分學分
  採購學採購學2學分學分
  穀物加工穀物加工2學分學分
  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1學分學分
  餐旅概論餐旅概論4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6學分學分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藝術蛋糕製作藝術蛋糕製作3學分學分
  歐式烘焙產品製作歐式烘焙產品製作4學學
分分
  藝術麵包製作藝術麵包製作4學分學分
  飲料調製實務飲料調製實務4學分學分
  廚藝製作廚藝製作4學分學分
  餅乾製作實習餅乾製作實習3學分學分
  地方特產製作地方特產製作8學分學分
  巧克力製作巧克力製作3學分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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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群科課程表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節)數表數表

表表6-1-1  食品群烘焙食品科食品群烘焙食品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教學科目與學分(節節)數表數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課程類別課程類別 領域領域/科目及學分數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備註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名稱名稱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部部
定定
必必
修修

一一
般般
科科
目目

語文語文
國語文國語文 6 3 3
英語文英語文 4 2 2

數學數學 數學數學 4 2 2

社會社會
歷史歷史

4
2

地理地理 2
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物理物理

4化學化學 2
生物生物 2

藝術藝術

音樂音樂

4美術美術 1 1
藝術生活藝術生活 1 1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1 1
家政家政
法律與生活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論環境科學概論

科技科技
生活科技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2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體育體育 2 1 1
健康與護理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6 15 13 4 4 0 0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食品加工食品加工 4 2 2
食品微生物食品微生物 2 2
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學與分析 2 2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食品加工實習食品加工實習 6 3 3
食品微生物實習食品微生物實習 3 3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3 3

小計小計 20 5 5 5 0 5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20 18 9 4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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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6-1-1  食品群烘焙食品科食品群烘焙食品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教學科目與學分(節節)數表數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續續)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課程類別課程類別 領域領域/科目及學分數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備註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校校
訂訂
科科
目目

校校
訂訂
必必
修修

一般一般
科目科目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0 0 0 0 0 0 0

專業專業
科目科目

4學分

2.15%
烘焙食品概論烘焙食品概論 4 2 2

小計小計 4 2 2 0 0 0 0

實習實習
科目科目

26學分

13.98%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6 3 3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2 2
麵包製作實習麵包製作實習 10 5 5
西式點心製作實習西式點心製作實習 8 4 4

小計小計 26 9 9 2 0 3 3
特殊特殊
需求需求
領域領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0 0 0 0 0 0 0

必修學分數合計必修學分數合計 30 11 11 2 0 3 3

校校
訂訂
選選
修修

一般一般
科目科目

26學分
13.98%

國文精讀國文精讀 8 2 2 2 2 跨班跨班

生活英文生活英文 4 2 2 跨班跨班

生活數學生活數學 4 2 2 跨班跨班

倫理倫理 1 1 跨班跨班

為運動喝采為運動喝采 2 1 1 跨班跨班

當代軍事科技當代軍事科技 1 1 跨班跨班

戰爭與危機的啟示戰爭與危機的啟示 1 1 跨班跨班

野外求生野外求生 1 1 跨班跨班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1 1 跨班跨班

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1 1 跨班跨班

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 1 1 跨班跨班

人生轉運站人生轉運站 1 1 跨班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6 0 0 8 8 5 5

專業專業
科目科目

18學分
9.68%

餐旅概論餐旅概論 4 2 2 跨班跨班

穀物加工穀物加工 2 2 跨班跨班

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 1 1 跨班跨班

食品與營養食品與營養 1 1 跨班跨班

採購學採購學 2 2 跨班跨班

產品包裝產品包裝 2 2 跨班跨班

食品安全與衛生食品安全與衛生 2 2 跨班跨班

視覺傳達平面設計視覺傳達平面設計 2 2 跨班跨班

基礎捏塑基礎捏塑 2 1 1 跨班跨班

餐旅服務餐旅服務 4 2 2 跨班跨班

視覺傳達多媒體設計視覺傳達多媒體設計 2 2 跨班跨班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2 2 跨班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18 1 3 0 4 5 5

實習實習
科目科目

56學分

藝術蛋糕製作藝術蛋糕製作 3 3 跨班跨班

藝術麵包製作藝術麵包製作 4 4 跨班跨班

電腦軟體應用電腦軟體應用 2 2 跨班跨班

飲料調製實務飲料調製實務 4 4 跨班跨班

巧克力製作巧克力製作 3 3 跨班跨班

中式點心製作實習中式點心製作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蛋糕裝飾實習蛋糕裝飾實習 8 4 4 跨班跨班

進階麵包製作實習進階麵包製作實習 11 5 6 跨班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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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地方特產製作地方特產製作 8 4 4 跨班跨班

歐式烘焙產品製作歐式烘焙產品製作 4 4 跨班跨班

廚藝製作廚藝製作 4 4 跨班跨班

餅乾製作實習餅乾製作實習 3 3 跨班跨班

中式麵食製作實習中式麵食製作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糖果點心糖果點心 3 3 跨班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56 0 0 12 15 12 17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69學分學分

特殊特殊
需求需求
領域領域

0學分

0.00%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0 0 0 0 0 0 0 校訂選修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開校訂選修特殊需求領域課程開
設設0學分學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選修學分數合計 100 1 3 20 27 22 27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130 12 14 22 27 25 30
學分上限總計學分上限總計 186 32 32 31 31 30 30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節數) 12-18 3 3 3 3 3 3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每週彈性學習時間(節數節數) 6-12 0 0 1 1 2 2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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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表二、課程架構表

表表6-2-1  食品群烘焙食品科食品群烘焙食品科  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項目項目 相關規定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說明
學分數學分數 百分比百分比

部部
定定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36學分學分 36 19.35%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6-20學分學分

8 4.30%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12 6.45%
合合        計計 56 30.11%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校校
訂訂

必修必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124-140學分學分

0 0.00%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4 2.15%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6 13.98%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26 13.98%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8 9.68%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56 30.11%
合合        計計 130 69.89%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60學分 82 44.09%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應修習學分數 180-192學分學分 186學分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8節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6-12節 6節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上課總節數上課總節數 210節 210節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課課
程程
實實
施施
規規
範範
畢畢
業業
條條
件件

1. 應修習學分數應修習學分數180-192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學分。
2. 表列部定必修科目表列部定必修科目52-56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85%及格。及格。
3.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80學分及格，實習學分及格，實習(含實驗、實務含實驗、實務)科目至少科目至少50學分及格學分及格

備註：備註：1.百分比計算以「應修習學分數」為分母。百分比計算以「應修習學分數」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上課總節數 = 應修習學分數應修習學分數 +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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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目開設一覽表三、科目開設一覽表

(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表表6-3-1-1  食品群烘焙食品科食品群烘焙食品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課課
程程
類類
別別

學年學年

課程課程
領域領域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部部
定定
科科
目目

語文語文
國語文國語文 →→ 國語文國語文 →→ →→ →→ →→
英語文英語文 →→ 英語文英語文 →→ →→ →→ →→

數學數學 數學數學 →→ 數學數學 →→ →→ →→ →→

社會社會
→→ →→ 歷史歷史 →→ →→ →→
→→ →→ →→ 地理地理 →→ →→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 →→ →→ 化學化學 →→ →→
→→ →→ 生物生物 →→ →→ →→

藝術藝術
美術美術 →→ 美術美術 →→ →→ →→ →→
藝術生活藝術生活→→ 藝術生活藝術生活→→ →→ →→ →→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 →→ →→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 →→ →→ →→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體育體育 →→ 體育體育 →→ →→ →→ →→
健康與護理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健康與護理→→ →→ →→ →→

全民國防教全民國防教
育育
全民國防教全民國防教
育育 →→ 全民國防教全民國防教

育育 →→ →→ →→ →→

校校
訂訂
科科
目目

語文語文
→→ →→ 國文精讀國文精讀→→ 國文精讀國文精讀 →→ 國文精讀國文精讀→→ 國文精讀國文精讀
→→ →→ 生活英文生活英文→→ 生活英文生活英文 →→ →→

數學數學 →→ →→ 生活數學生活數學→→ 生活數學生活數學 →→ →→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 →→ →→ 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 →→

→→ →→ →→ →→ 婚姻與家婚姻與家
庭庭 →→

→→ →→ →→ →→ →→ 人生轉運站人生轉運站
→→ →→ 倫理倫理 →→ →→ →→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 →→ →→ →→ 為運動喝為運動喝
采采 →→ 為運動喝采為運動喝采

全民國防教全民國防教
育育

→→ →→ →→ 戰爭與危機的啟戰爭與危機的啟
示示 →→ →→

→→ →→ →→ →→ 野外求生野外求生→→

→→ →→ →→ →→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恐怖主義與反恐作
為為

→→ →→ 當代軍事科當代軍事科
技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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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專業及實習科目專業及實習科目
表表6-3-1-2  食品群烘焙食品科食品群烘焙食品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課課
程程
類類
別別

學學
年年

科科
目目
類類
別別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部部
定定
科科
目目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食品加工食品加工 →→ 食品加工食品加工 →→ →→ →→ →→
→→ →→ 食品微生物食品微生物→→ →→ →→
→→ →→ →→ →→ 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學與分析→→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食品加工實習食品加工實習→→ 食品加工實習食品加工實習→→ →→ →→ →→
→→ →→食品微生物實習食品微生物實習→→ →→ →→

→→ →→ →→ →→ 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學與分析
實習實習 →→

校校
訂訂
科科
目目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烘焙食品概論烘焙食品概論→→ 烘焙食品概論烘焙食品概論→→ →→ →→ →→
→→ →→ →→ →→ 餐旅概論餐旅概論 →→ 餐旅概論餐旅概論
→→ →→ →→ →→ →→ 穀物加工穀物加工

→→ →→ →→ →→ →→ 食品添加食品添加
物物

→→ →→ →→ →→ 食品與營養食品與營養 →→
→→ →→ →→ →→ 採購學採購學 →→
→→ →→ →→ 產品包裝產品包裝 →→ →→
→→食品安全與衛生食品安全與衛生→→ →→ →→ →→

→→ →→ →→ 視覺傳達平面視覺傳達平面
設計設計 →→ →→

基礎捏塑基礎捏塑 →→ 基礎捏塑基礎捏塑 →→ →→ →→ →→
→→ →→ →→ →→ 餐旅服務餐旅服務 →→ 餐旅服務餐旅服務

→→ →→ →→ →→ 視覺傳達多媒體視覺傳達多媒體
設計設計 →→

→→ →→ →→ →→ →→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 →→ →→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 →→ →→

麵包製作實習麵包製作實習→→ 麵包製作實習麵包製作實習→→ →→ →→ →→
西式點心製作實西式點心製作實
習習 →→西式點心製作實西式點心製作實

習習 →→ →→ →→ →→

→→ →→ →→ →→ →→ 藝術蛋糕藝術蛋糕
製作製作

→→ →→ →→ →→ →→ 藝術麵包藝術麵包
製作製作

→→ →→ →→ 電腦軟體應用電腦軟體應用→→ →→
→→ →→ →→ →→ 飲料調製實務飲料調製實務→→

→→ →→ →→ →→ →→ 巧克力製巧克力製
作作

→→ →→中式點心製作實中式點心製作實
習習 →→ 中式點心製作中式點心製作

實習實習 →→ →→

→→ →→ 蛋糕裝飾實習蛋糕裝飾實習→→ 蛋糕裝飾實習蛋糕裝飾實習→→ →→

→→ →→進階麵包製作實進階麵包製作實
習習 →→ 進階麵包製作進階麵包製作

實習實習 →→ →→

→→ →→ →→ →→ 地方特產製作地方特產製作→→ 地方特產地方特產
製作製作

→→ →→ →→ →→ 歐式烘焙產品製歐式烘焙產品製
作作 →→

→→ →→ →→ →→ →→ 廚藝製作廚藝製作

→→ →→ →→ →→ →→ 餅乾製作餅乾製作
實習實習

→→ →→中式麵食製作實中式麵食製作實
習習 →→ 中式麵食製作中式麵食製作

實習實習 →→ →→

→→ →→ →→ →→ →→ 糖果點心糖果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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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說明：
1. 日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每週日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每週2-3節，含班級活動節，含班級活動1節；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節；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1節。班節。班
級活動列為導師基本授課節數。級活動列為導師基本授課節數。

2. 夜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每週應安排夜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每週應安排2節，其中節，其中1節為班級活動，班級活動列為導師基本授課節數。節為班級活動，班級活動列為導師基本授課節數。
3. 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週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每週1節節
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1節之限制。節之限制。

表表7-1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項目項目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社團活動節數社團活動節數 12 12 12 12 12 12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合計合計 48 48 48 48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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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定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定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7年年8月月28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一、一、 依據依據
（一）教育部（一）教育部103年年11月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令發布、號令發布、106年年5月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048266A號令發布修正之號令發布修正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
（二）教育部（二）教育部107年年2月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課程規劃及實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課程規劃及實
施要點）施要點）
二、二、 目的目的
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以下簡稱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以落實總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理念，實踐總綱藉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以下簡稱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以落實總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理念，實踐總綱藉
由多元學習活動、補強性教學、充實增廣教學、自主學習等方式，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進學生適性發展為目由多元學習活動、補強性教學、充實增廣教學、自主學習等方式，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進學生適性發展為目
的，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的，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三、三、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原則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原則
（一）（一）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在二年級第一及第二學期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在二年級第一及第二學期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 節中，開設每週一節；在三年級第一及第二學期節中，開設每週一節；在三年級第一及第二學期
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 節中，開設每週節中，開設每週 二節。二節。
（二）（二）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採班群（高二全年級、高三以同科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採班群（高二全年級、高三以同科(群群)安排同一時段）方式分別實施。安排同一時段）方式分別實施。
（三）（三） 各領域各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得依各科之特色課程發展規劃，於教務處訂定之時間內提出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之群科教學研究會，得依各科之特色課程發展規劃，於教務處訂定之時間內提出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之
開設申請；各處室得依上述原則提出學校特色活動之開設申請。開設申請；各處室得依上述原則提出學校特色活動之開設申請。
（四）（四） 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校外實施者，應經校內程序核准後始得實施。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於校外實施者，應經校內程序核准後始得實施。
（五）（五） 採全學期授課規劃者，應於授課之前一學期完成課程規劃，並由學生自由選讀，該選讀機制比照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機採全學期授課規劃者，應於授課之前一學期完成課程規劃，並由學生自由選讀，該選讀機制比照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機
制；另授予學分之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其課程開設應完成課程計畫書所定課程教學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制；另授予學分之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其課程開設應完成課程計畫書所定課程教學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列入課程計畫書，或經課程計畫書變更申請通過後，始得實施。列入課程計畫書，或經課程計畫書變更申請通過後，始得實施。
四、四、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內容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內容
（一）（一） 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得於彈性學習時間，依本補充規定提出自主學習之申請。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得於彈性學習時間，依本補充規定提出自主學習之申請。
（二）（二） 選手培訓：由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容，實施培訓指導；培訓期程以該項競賽選手培訓：由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容，實施培訓指導；培訓期程以該項競賽
辦理前六個月為原則，申請表件如附件辦理前六個月為原則，申請表件如附件1-1；必要時，得由指導教師經主責該項競賽之校內主管單位同意後，向教務處申請再增加六；必要時，得由指導教師經主責該項競賽之校內主管單位同意後，向教務處申請再增加六
週，申請表件如附件週，申請表件如附件1-2。實施選手培訓之指導教師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實施選手培訓之指導教師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1-3。。
（三）（三） 充實（增廣）教學：由教師規劃與各領域課程綱要或各群科專業能力相關之課程，其課程內涵可包括單一領域探究型或實作型充實（增廣）教學：由教師規劃與各領域課程綱要或各群科專業能力相關之課程，其課程內涵可包括單一領域探究型或實作型
之充實教學，或跨領域統整型之增廣教學。之充實教學，或跨領域統整型之增廣教學。
（四）（四） 補強性教學：由教師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規劃教學活動或課程；其中教學活動為短期授課，得由學補強性教學：由教師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規劃教學活動或課程；其中教學活動為短期授課，得由學
生提出申請、或由教師依據學生學習落差較大之單元，向教務處提出開設申請及參與學生名單，並於申請通過後實施，申請表件如附生提出申請、或由教師依據學生學習落差較大之單元，向教務處提出開設申請及參與學生名單，並於申請通過後實施，申請表件如附
件件2-1；其授課教師應填寫教學活動實施規劃表如附件；其授課教師應填寫教學活動實施規劃表如附件2-2；另補強性教學課程為全學期授課者，教師得開設各該學期之前已開設科目；另補強性教學課程為全學期授課者，教師得開設各該學期之前已開設科目
之補強性教學課程。實施補強性教學活動之教師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之補強性教學課程。實施補強性教學活動之教師應填寫指導紀錄表如附件2-3。。
（五）（五） 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其活動名稱、辦理方式、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其活動名稱、辦理方式、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關規定，
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另得由教師就實踐本校學生圖像所需之內涵，開設相關活動（主題）組合之特色活動，其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另得由教師就實踐本校學生圖像所需之內涵，開設相關活動（主題）組合之特色活動，其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
3。。
前項各款實施內容，除選手培訓外，其規劃修讀學生人數應達前項各款實施內容，除選手培訓外，其規劃修讀學生人數應達12人以上；另除學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外，選手培訓得與學生自主學習合人以上；另除學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外，選手培訓得與學生自主學習合
併實施。併實施。
五、五、 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規範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規範
（一）（一） 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學生自主學習之實施時段，應於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所定每週實施節次內為之。
（二）（二）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依附件學生申請自主學習，應依附件4-1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暨計畫書，並得自行徵詢邀請指導教師指導，由個人或小組（至多完成自主學習申請表暨計畫書，並得自行徵詢邀請指導教師指導，由個人或小組（至多5人）人）
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師。提出申請，經教務處彙整後，依其自主學習之主題與性質，指派校內具相關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師。
（三）（三）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並經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送交指導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者，應系統規劃學習主題、內容、進度、目標及方式，並經指導教師指導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送交指導
教師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教師簽署後，依教務處規定之時程及程序，完成自主學習申請。
（四）（四） 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每位指導教師之指導學生人數，以12人以上、人以上、40人以下為原則。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人以下為原則。指導教師應於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定期與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
團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依附件團體之晤談與指導，以瞭解學生自主學習進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建議，並依附件4-2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完成自主學習晤談及指導紀錄表。
（五）（五） 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並於各階段彈性學習時間結束前，將附件學生完成自主學習申請後，應依自主學習計畫書之規劃實施，並於各階段彈性學習時間結束前，將附件4-3之自主學習成果紀錄之自主學習成果紀錄
表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標之達成度或實施自主學習表彙整成冊；指導教師得就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之內容、自主學習成果彙編之完成度、學生自主學習目標之達成度或實施自主學習
過程之參與度，針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之檢核提供質性建議。過程之參與度，針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紀錄表之檢核提供質性建議。
六、六、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生選讀方式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生選讀方式
（一）（一） 學生自主學習：採學生申請制；學生應依前點之規定實施。學生自主學習：採學生申請制；學生應依前點之規定實施。
（二）（二） 選手培訓：採教師指定制；教師在獲悉學生代表學校參賽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他證明文件），由教師填選手培訓：採教師指定制；教師在獲悉學生代表學校參賽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他證明文件），由教師填
妥附件妥附件1-1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參與選手培訓之學生，於原彈性學習時間之時段，則由學務處登記為公假。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參與選手培訓之學生，於原彈性學習時間之時段，則由學務處登記為公假。
選手培訓所參加之競賽，以教育部、教育局（處）或……主辦之競賽為限。選手培訓所參加之競賽，以教育部、教育局（處）或……主辦之競賽為限。
（三）（三） 充實（增廣）教學：採學生選讀制。充實（增廣）教學：採學生選讀制。
（四）（四） 補強性教學：補強性教學：
1. 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由學生選讀或由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提出建議名單；並填妥附件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由學生選讀或由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提出建議名單；並填妥附件2-1、、2-2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
2. 全學期授課之課程：採學生選讀制。全學期授課之課程：採學生選讀制。
（五）（五） 學校特色活動：採學生選讀制。學校特色活動：採學生選讀制。
（六）（六） 第（三）（四）（五）類彈性學習時間方式，其選讀併同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一同實施。第（三）（四）（五）類彈性學習時間方式，其選讀併同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選修一同實施。
七、七、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授予方式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授予方式
（一）（一） 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採計為學生畢業總學分。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採計為學生畢業總學分。
（二）（二） 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亦不得為彈性學習時間學年學業成績之計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亦不得為彈性學習時間學年學業成績之計
算。算。
（三）（三） 學生修讀本校課程計畫訂定得授與學分之彈性學習時間課程，並符合以下要件者，其彈性學習時間得授予學分：學生修讀本校課程計畫訂定得授與學分之彈性學習時間課程，並符合以下要件者，其彈性學習時間得授予學分：
1. 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增廣）教學或補強性教學課程。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增廣）教學或補強性教學課程。
2. 修讀期間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課程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修讀期間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課程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
3. 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
（四）（四） 彈性學習時間未取得學分之教學課程不得申請重修。彈性學習時間未取得學分之教學課程不得申請重修。
八、八、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教師教學節數及鐘點費編列方式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教師教學節數及鐘點費編列方式
（一）（一）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但教師指導鐘點費之核發，不得超過學生自主學生自主學習：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但教師指導鐘點費之核發，不得超過學生自主
學習總節數二分之一。學習總節數二分之一。
（二）（二） 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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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
1. 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或依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者，得計列為其每週教學節數。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或依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者，得計列為其每週教學節數。
2. 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各該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計列教學節數；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各該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計列教學節數；
授課比例未滿足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授課比例未滿足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3. 個別教師擔任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個別教師擔任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四）（四） 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依各該教師實際授課節數核發鐘點費，教師若無授課或指導事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依各該教師實際授課節數核發鐘點費，教師若無授課或指導事
實者不另行核發鐘點費。實者不另行核發鐘點費。
九、九、 本補充規定之實施檢討，應就實施內涵、場地規劃、設施與設備以及學生參與情形，定期於每學年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內為之。本補充規定之實施檢討，應就實施內涵、場地規劃、設施與設備以及學生參與情形，定期於每學年之課程發展委員會內為之。
十、十、 本補充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本補充規定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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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本項目得併入第一項「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但應獨立條目陳列。本項目得併入第一項「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但應獨立條目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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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三、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

(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表表8-1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說明：說明：
1. 若開設類型授予學分數者，請於備註欄位加註說明。若開設類型授予學分數者，請於備註欄位加註說明。
2. 課程類型為「充實課程類型為「充實(增廣增廣)性教學」或「補強性教學」，且為全學期授課時，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容等。若同時採計性教學」或「補強性教學」，且為全學期授課時，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容等。若同時採計
學分時，其課程名稱應為：ＯＯＯＯ學分時，其課程名稱應為：ＯＯＯＯ(彈性彈性)

3. 實施對象請填入科別、班級實施對象請填入科別、班級...等等
4. 本表以校為單位，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校1表。表。

開設開設
年段年段

開設開設
名稱名稱

每週每週
節數節數
開設開設
週數週數

實施實施
對象對象

開設類型開設類型(可勾選可勾選) 師資師資
規劃規劃
(勾選勾選
是否是否
內外聘內外聘)

備註備註
(勾選勾選
是否是否
授學分授學分)

自主自主
學習學習
選手選手
培訓培訓

充實性充實性
(增廣性增廣性)
教學教學

補強性補強性
教學教學

學校學校
特色特色
活動活動

第第
一一
學學
年年

第第
一一
學學
期期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第第
二二
學學
期期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第第
二二
學學
年年

第第
一一
學學
期期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你追我趕你追我趕(彈性彈性)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健康人生健康人生(彈性彈性)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你來我往你來我往(彈性彈性)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第第
二二
學學
期期

你追我趕你追我趕(彈性彈性)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健康人生健康人生(彈性彈性)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你來我往你來我往(彈性彈性)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1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選手培訓選手培訓 2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中國古代發明史中國古代發明史 2 6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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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三三
學學
年年

第第
一一
學學
期期

壯遊台灣壯遊台灣 2 6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語言的妙用語言的妙用 2 6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2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第第
二二
學學
期期

選手培訓選手培訓 2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2 18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中西節慶大不同中西節慶大不同 2 6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三角函數三角函數 2 6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微積分微積分 2 6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例行性例行性  
獨創性獨創性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其它其它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是是
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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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學校課程評鑑玖、學校課程評鑑

學校課程評鑑計畫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課程評鑑實施計畫台南市天主教慈幼工商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108 年年11月月 15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一、依據
（一）教育部中華民國（一）教育部中華民國 103 年年 11 月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號令發布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中華民國（二）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 年年 4 月月 22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31188B 號函發布之號函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辦理參考原則」。「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辦理參考原則」。
（三）教育部中華民國（三）教育部中華民國 108 年年 5 月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0523B 號令發布之號令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

二、目的二、目的
(一一)協助教師教學及改善學生學習，確保及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強化教協助教師教學及改善學生學習，確保及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強化教
師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師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二)每學年定期蒐集、運用及分析課程評鑑內容，落實課程自我評鑑功能。每學年定期蒐集、運用及分析課程評鑑內容，落實課程自我評鑑功能。 
(三三)評估本校課程實施成效，作為改善課程規劃及整體教學環境之依據。評估本校課程實施成效，作為改善課程規劃及整體教學環境之依據。

三、課程評鑑組織人員及分工三、課程評鑑組織人員及分工
本校課程評鑑人員及組織包括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評鑑小組、教學研究會及全體教師。本校課程評鑑人員及組織包括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評鑑小組、教學研究會及全體教師。
組織人員組織人員 分工分工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1. 規劃與實施本校課程評鑑相關事宜。規劃與實施本校課程評鑑相關事宜。
2. 審議課程評鑑實施計畫。審議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3. 依課程評鑑結果修正學校課程計畫。依課程評鑑結果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課程自我評鑑小組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1.由校長自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聘請由校長自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聘請 9 至至 11 人組成課程自我人組成課程自我
評鑑小組。評鑑小組。
2. 協助發展學校課程評鑑之檢核工具。協助發展學校課程評鑑之檢核工具。
3. 彙整與檢視各科教學研究會自我評鑑之質性分析與量化結果。彙整與檢視各科教學研究會自我評鑑之質性分析與量化結果。
4. 完成學校課程評鑑報告。完成學校課程評鑑報告。
教學研究會教學研究會 1. 由各科由各科 /領域之召集人及所屬教師組成，教師提供自我檢核相關領域之召集人及所屬教師組成，教師提供自我檢核相關
資料。資料。
2. 彙整學生學習成效的質性分析及量化結果。彙整學生學習成效的質性分析及量化結果。
3. 協助檢視課程架構、課程開設、課程實施空間及課程實施設備。協助檢視課程架構、課程開設、課程實施空間及課程實施設備。
4. 協助教材選擇並進行評鑑。協助教材選擇並進行評鑑。
5. 開設多元選修課程。開設多元選修課程。
6. 協助規劃及開設彈性學習時間。協助規劃及開設彈性學習時間。
7. 協助教師公開授課相關事宜協助教師公開授課相關事宜(公開備課、授課及議課公開備課、授課及議課)。。
教師教師 1. 參與公開觀課授課及議課、說課參與公開觀課授課及議課、說課
2. 參與社群專業對話回饋參與社群專業對話回饋
3. 於教學實施過程中針對學生學習歷程之觀察分析及學生回饋，進行於教學實施過程中針對學生學習歷程之觀察分析及學生回饋，進行
教學準備、教學實施與教學省思及教學調整之歷程資料彙整與自我教學準備、教學實施與教學省思及教學調整之歷程資料彙整與自我
檢核檢核

四、評鑑內容及說明四、評鑑內容及說明
（一）課程規劃：依課程計畫的訂定與執行、課程組織與結構、教學計畫、行政支援與學生（一）課程規劃：依課程計畫的訂定與執行、課程組織與結構、教學計畫、行政支援與學生
選課意願等歷程與成果進行評鑑。選課意願等歷程與成果進行評鑑。
（二）教學實施：依課程設計、教材與教學、教學策略及教學方式進行評鑑。（二）教學實施：依課程設計、教材與教學、教學策略及教學方式進行評鑑。
（三）學生學習：依學生學習過程、成效及多元表現成果進行評鑑。（三）學生學習：依學生學習過程、成效及多元表現成果進行評鑑。 

課程評鑑之內容，分別依評鑑項目、評鑑人員綜整如下：課程評鑑之內容，分別依評鑑項目、評鑑人員綜整如下：
評鑑內容評鑑內容 評鑑項目評鑑項目 評鑑人員評鑑人員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課程計畫的訂定與執行、課程組織與結構、教學計畫、行政支援與學生選課意願等課程計畫的訂定與執行、課程組織與結構、教學計畫、行政支援與學生選課意願等 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
課程自我評鑑小組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教學研究會教學研究會
教學實施教學實施 課程設計、教材與教學、教學策略及教學方式課程設計、教材與教學、教學策略及教學方式 課程自我評鑑小組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教學研究會教學研究會
全體教師全體教師
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學生學習包括學生學習過程、成效及多元表現成果學生學習包括學生學習過程、成效及多元表現成果 課程自我評鑑小組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教學研究會教學研究會
全體教師全體教師

五、課程自我評鑑流程規劃五、課程自我評鑑流程規劃
（一）校長聘請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一）校長聘請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校長就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聘請校長就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聘請 7 至至 11人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人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
（二）課程自我評鑑小組擬定相關草案（二）課程自我評鑑小組擬定相關草案
自我評鑑小組協助擬定：自我評鑑小組協助擬定：1.課程評鑑計畫草案課程評鑑計畫草案
2.擬定課程自我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與規準及歷擬定課程自我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與規準及歷
程草案程草案
↓↓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相關計畫（三）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相關計畫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1.課程自我評鑑計畫課程自我評鑑計畫
2.課程自我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與規準及歷程規劃課程自我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與規準及歷程規劃
↓↓
（四）學科教學研究會與教師個人進行自我檢核（四）學科教學研究會與教師個人進行自我檢核
依據課程自我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規準與歷程進行自我檢核依據課程自我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規準與歷程進行自我檢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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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五）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
課程自我評鑑小組將教學單位與教師個人自我檢核後之資料質性分析與量課程自我評鑑小組將教學單位與教師個人自我檢核後之資料質性分析與量
化結果彙整與統計，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化結果彙整與統計，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
↓↓
（六）提擬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並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六）提擬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並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
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擬具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提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擬具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提
送校內相關單位協助改善，並適時與相關教師代表或有關人員進行討論後，送校內相關單位協助改善，並適時與相關教師代表或有關人員進行討論後，
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並列入學校課程計畫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並列入學校課程計畫
↓↓
（七）結果運用之後續規劃與持續改善（七）結果運用之後續規劃與持續改善
各行政單位與學科教學研究會及教師個人，依據課程自我評鑑報告，進行課各行政單位與學科教學研究會及教師個人，依據課程自我評鑑報告，進行課
程自我評鑑結果運用之後續規劃與持續改善程自我評鑑結果運用之後續規劃與持續改善

六、課程自我評鑑時程規劃六、課程自我評鑑時程規劃
時程時程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8 -10 月月 
11 月月-4月月 
5 -6 月月 
7 月月
（一）校長聘請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一）校長聘請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 
（二）課程自我評鑑小組擬定相關草案（二）課程自我評鑑小組擬定相關草案 ●●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相關計畫（三）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相關計畫 ●● 
（四）學科教學研究會與教師個人進行自我（四）學科教學研究會與教師個人進行自我
檢核檢核 
●● 
●● 
（五）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五）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 ●● 
（六）提擬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並完成課程（六）提擬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並完成課程
自我評鑑報告自我評鑑報告 
●● 
●●
（七）結果運用之後續規劃與持續改善（七）結果運用之後續規劃與持續改善 ●● ●● 

七、課程自我評鑑結果運用七、課程自我評鑑結果運用
（一）依據教學單位實施自我檢核後之建議，適時安排增廣、補強教學或學生學習輔導。（一）依據教學單位實施自我檢核後之建議，適時安排增廣、補強教學或學生學習輔導。
（二）依據課程自我評鑑所擬具之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改善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整體教學（二）依據課程自我評鑑所擬具之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改善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整體教學
環境。環境。
（三）依據教學單位實施自我檢核後之結果，參酌教育部建置之各類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三）依據教學單位實施自我檢核後之結果，參酌教育部建置之各類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
成就等相關資料庫統計分析資料，鼓勵調整教材教法，並回饋教師專業成長規劃。成就等相關資料庫統計分析資料，鼓勵調整教材教法，並回饋教師專業成長規劃。
（四）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四）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五）增進教師對課程品質之重視。（五）增進教師對課程品質之重視。
（六）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六）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七）提升家長及學生對課程發展之參與及理解。（七）提升家長及學生對課程發展之參與及理解。
八、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八、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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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國文精讀國文精讀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inese literature Reading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2/2 0/0/2/2/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培養實用技能班學生，在國語文聽、說、讀、寫之基本學科能力。一、培養實用技能班學生，在國語文聽、說、讀、寫之基本學科能力。
二、學習經由各朝代文學作品之閱讀與欣賞，開拓生活視野，培養優美情操，認識文化遞嬗，養成閱讀思考習二、學習經由各朝代文學作品之閱讀與欣賞，開拓生活視野，培養優美情操，認識文化遞嬗，養成閱讀思考習
慣，以及歸納、分析之能力。慣，以及歸納、分析之能力。
三、透過古文閱讀，瞭解文化經典與當代環境衝擊，刺激文化反思與多元思考能力。三、透過古文閱讀，瞭解文化經典與當代環境衝擊，刺激文化反思與多元思考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古文閱讀古文閱讀((上上))

1 .1 .先秦短篇歷史典故閱讀。先秦短篇歷史典故閱讀。
2.2 .兩漢成語故事選讀兩漢成語故事選讀((上上))
3 .3 .兩漢成語故事選讀兩漢成語故事選讀((下下))
4 .4 .分享練習分享練習

36

((二二))古文閱讀古文閱讀((下下))

1 .1 .唐朝短篇傳奇讀本介紹唐朝短篇傳奇讀本介紹
2.2 .唐詩故事唐詩故事
3.3 .唐朝生活小品文閱讀唐朝生活小品文閱讀
4.4 .分享練習分享練習

36

((三三))文學與音樂之美文學與音樂之美

1.1 .宋詞介紹宋詞介紹
2.2 .經典詞人傳記經典詞人傳記
3.3 .宋詞選讀宋詞選讀
4.4 .宋詞教唱宋詞教唱
5.5 .分享練習分享練習

36

((四四))明清小說明清小說

1.1 .話本小說沿革初探話本小說沿革初探
2.2 .與當代社會關係與當代社會關係
3.3 .現代電影與古典小說之關係現代電影與古典小說之關係
4.4 .經典小說選錄經典小說選錄
5.5 .分享練習分享練習

36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一、評量方式：一、評量方式：
(1)(1)日常考查日常考查
(2)(2)定期考查定期考查
二、內容：二、內容：
(1)(1)詞彙評量：生字、難詞之辨識，相關字詞之積累。詞彙評量：生字、難詞之辨識，相關字詞之積累。
‧旨義評量：學生能明白各段要旨與通篇旨意之領會。‧旨義評量：學生能明白各段要旨與通篇旨意之領會。
‧技巧評量：文章結構及段落之分析。‧技巧評量：文章結構及段落之分析。
‧修辭評量：對文章呈現技巧，可以明確指出。‧修辭評量：對文章呈現技巧，可以明確指出。
‧綜合評量：可上台分享課外閱讀新的。‧綜合評量：可上台分享課外閱讀新的。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本校自編參考資料本校自編參考資料
教育部字典網站教育部字典網站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課堂講授、分組研習討論、口頭報告教學方法：課堂講授、分組研習討論、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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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當代軍事科技當代軍事科技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0/0/0 0/0/1/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使學生了解人類歷史上各種戰爭的型態與武器類型的轉變，以及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使學生了解人類歷史上各種戰爭的型態與武器類型的轉變，以及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回首來時路一、回首來時路--軍事軍事
科技的演變科技的演變

1.1 .戰爭型態的演變戰爭型態的演變
2.2 .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 1

((二二))二、探索明日軍務二、探索明日軍務--軍軍
事事務革新事事務革新

1.1 .意義與內容意義與內容
2.2 .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
3.3 .國的軍事革新作為國的軍事革新作為

3

((三三))三、未來軍武巡禮三、未來軍武巡禮--先先
進武器簡介進武器簡介

1.1 .資訊作戰資訊作戰
2.2 .電磁防護電磁防護
3.3 .飛彈防禦系統飛彈防禦系統
4.4 .精準武器精準武器
5.5 .無人遙控載具無人遙控載具
6.6 .隱形載具隱形載具
7.7 .非致命武器非致命武器

7

((四四))四、與科技共舞四、與科技共舞--未來未來
軍事科技發展趨勢軍事科技發展趨勢

1.1 .生物科技生物科技
2.2 .奈米科技奈米科技
3.3 .太空科技太空科技

3

((五五))五、射擊預習五、射擊預習 射擊預習射擊預習 4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期中考：期中考：30 30 ％％
2.2 .期末考：期末考：30 30 ％％
3.3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40 40 ％％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httphttp：：//www.appledaily .com.tw//www.appledaily .com.tw
2.2.維基百科，維基百科，httphttp：：//zh .wikipedia.org/zh-tw//zh.wikipedia.org/zh-tw
3.3.聯合新聞網，聯合新聞網，httphttp：：//udn.com/NEWS/mainpage.shtml//udn.com/NEWS/mainpage.shtml
4.4 .青年日報，青年日報，httphttp：：//news.gpwb.gov.tw/index.aspx//news.gpwb.gov.tw/index.aspx
5.5 .華夏經緯網，華夏經緯網，httphttp：：//b ig5.huaxia.com/ //b ig5.huaxia.com/ 
6 .6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httphttp：：//www.ltn .com.tw///www.ltn .com.tw/
7.7 .東森新聞雲，東森新聞雲，httphttp：：//www.ettoday.net///www.ettoday.net/
8 .Yahoo!8.Yahoo!奇摩知識家，奇摩知識家，httphttp：：//tw.knowledge.yahoo.com///tw.knowledge.yahoo.com/
9.9 .新浪網，新浪網，httphttp：：//www.sina.com.tw///www.sina.com.tw/
10.10.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教材編選：教材編選：
配合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設計，運用遊戲、影片、網路、書籍等資源，講述國防科技的基本概配合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設計，運用遊戲、影片、網路、書籍等資源，講述國防科技的基本概
念與新型態的資訊科技，增添教學豐富性，以達教學目標。念與新型態的資訊科技，增添教學豐富性，以達教學目標。
2.2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採多媒體教學、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法、觀念澄清法等相關方式採多媒體教學、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法、觀念澄清法等相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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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errorism and Anti-Terrorism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1 0/0/0/0/0/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今日恐怖主義借助網路科技，不僅呈現出科技性、毀滅性及複雜性的內涵，更結合現代高科技、多元化的意識今日恐怖主義借助網路科技，不僅呈現出科技性、毀滅性及複雜性的內涵，更結合現代高科技、多元化的意識
形態與大量毀滅性武器系統，深入威脅全球各地安全。形態與大量毀滅性武器系統，深入威脅全球各地安全。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一、911911事件概述事件概述
1.1 .發生經過發生經過
2.2 .起因分析起因分析
3.3 .事件之影響事件之影響
4.9114.911事件檢討事件檢討

4

((二二))二、恐怖主義的威二、恐怖主義的威
脅與危害脅與危害

1.1 .恐怖主義定義與類型恐怖主義定義與類型
2.2 .主要恐怖組織與活動主要恐怖組織與活動
3.3 .對全球與區域安全的影響對全球與區域安全的影響

5

((三三))三、國際反恐作為三、國際反恐作為1.1 .主要國家反恐政策主要國家反恐政策
2.2 .主要國家反恐行動主要國家反恐行動 4

((四四))四、我國反恐作為四、我國反恐作為
1.1 .反恐政策與機制反恐政策與機制
2.2 .反恐部隊反恐部隊
3.3 .反恐行動反恐行動

3

((五五))五、徒手基本教練五、徒手基本教練徒手基本教練徒手基本教練 2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期中考：期中考：30 30 ％％
2.2 .期末考：期末考：30 30 ％％
3.3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40 40 ％％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Jonathan Barker1.Jonathan Barker著，張舜芬譯。誰是恐怖主義：當恐怖主義遇上反恐戰爭著，張舜芬譯。誰是恐怖主義：當恐怖主義遇上反恐戰爭
2.2 .彼得‧柏根著，杜默、潘勛譯彼得‧柏根著，杜默、潘勛譯(2001)(2001)。賓拉登的聖戰工廠，時報。賓拉登的聖戰工廠，時報
3.3 .埃爾古恩埃爾古恩(2006)(2006)。伊斯蘭與恐怖主義，希泉。伊斯蘭與恐怖主義，希泉
4.4 .國家安全局編國家安全局編(2002)(2002)。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國家安全局。非傳統安全威脅研究報告，國家安全局
5.5 .國防部國防部(2009)(2009)。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898年國防報告書，國防部年國防報告書，國防部
6.6 .林柏宏林柏宏(2004)(2004)。反恐怖行動法制之研究。反恐怖行動法制之研究
7.7 .韓本毅、宣瑞國、許秋紅著韓本毅、宣瑞國、許秋紅著(2001)(2001)。浩劫重生：反恐怖主義大突襲，新雨。浩劫重生：反恐怖主義大突襲，新雨
8.9118.911事件：勇氣航班事件：勇氣航班DVDDVD，，DiscoveryDiscovery
9.9 .今日恐怖主義之探討今日恐怖主義之探討DVDDVD，，DiscoveryDiscovery
10.10.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http://terrorism.intlsecu.orghttp://terrorism.intlsecu.org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教材編選：教材編選：
配合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設計，運用遊戲、影片、網路、書籍等資源，講述恐怖主義及恐怖組配合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設計，運用遊戲、影片、網路、書籍等資源，講述恐怖主義及恐怖組
織，增添教學豐富性，以達教學目標。織，增添教學豐富性，以達教學目標。
2.2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採多媒體教學、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法、觀念澄清法等相關方式採多媒體教學、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法、觀念澄清法等相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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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野外求生野外求生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Wilderness survival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0 0/0/0/0/1/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野外生活技能課是要培養同學身處野外的基本生存技能，藉由戶外的場所透過做中學的體驗教育方式，達到教野外生活技能課是要培養同學身處野外的基本生存技能，藉由戶外的場所透過做中學的體驗教育方式，達到教
與學的目的，最終能夠運用於戶外教學與生存的適應能力。與學的目的，最終能夠運用於戶外教學與生存的適應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行前停看聽一、行前停看聽--野野
外活動準備事項外活動準備事項

1.1 .鑑往知來鑑往知來--學生野外活動意外事故案例探討學生野外活動意外事故案例探討
2.2 .未雨綢繆未雨綢繆--擬訂活動計畫擬訂活動計畫
3.3 .蓄勢待發蓄勢待發--掌握整備要領掌握整備要領

3

((二二))二、與自然共舞二、與自然共舞--野野
外求生常識外求生常識

1.1 .上山下海上山下海--我國野外地區特性我國野外地區特性
2.2 .食事求是食事求是--可食用與有毒動、植物的認識及意外處理可食用與有毒動、植物的認識及意外處理
3.3 .共生共榮共生共榮--環境生態保育環境生態保育

4

((三三))三、危機一瞬間三、危機一瞬間--野野
外求生基本知能外求生基本知能

1.1 .處變不驚處變不驚--意外處理與應變原則意外處理與應變原則
2.2 .關鍵時刻關鍵時刻--急救要領急救要領
3.3 .天助自助天助自助--求救時機與方式求救時機與方式
4.4 .自食其力自食其力--食物取得與野炊技能食物取得與野炊技能
5.5 .四海為家四海為家--住所搭建住所搭建
6.6 .繩氣活現繩氣活現--常用繩結法常用繩結法

7

((四四))四、行前集訓四、行前集訓--實作實作
練習練習

..經天緯地經天緯地--方向判定方向判定
2.2 .沙盤推演沙盤推演--計畫撰寫與狀況模擬處置計畫撰寫與狀況模擬處置 2

((五五))五、徒手基本教練五、徒手基本教練徒手基本教練徒手基本教練 2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期中考：期中考：30 30 ％％
2.2 .期末考：期末考：30 30 ％％
3.3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40 40 ％％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戴文鑫戴文鑫(2000)(2000)。臺灣地區野外求生手冊，幼獅。臺灣地區野外求生手冊，幼獅
2.2 .李紀庭李紀庭(2009)(2009)。單車環島。單車環島LetLet’’ s gos go，太雅，太雅
3.3 .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警政署
4.4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
5.5 .雪霸國家公園雪霸國家公園
6.6 .臺灣國家山岳協會臺灣國家山岳協會
7.7 .中央氣象局中央氣象局
8.8 .毒藥物諮詢檢驗中心，毒藥物諮詢檢驗中心，
9.9 .臺灣生態保育網臺灣生態保育網
10.10.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從事野外休閒活動須依能力、體力及經驗選擇適合場域，事前應留意當地天氣，做好物資準備與妥從事野外休閒活動須依能力、體力及經驗選擇適合場域，事前應留意當地天氣，做好物資準備與妥
善計畫，並在平時即建立正確的意外事故自救與求救觀念及方法。善計畫，並在平時即建立正確的意外事故自救與求救觀念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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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婚姻與家庭婚姻與家庭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arriage and family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0 0/0/0/0/1/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認識「性別」，發展正確的性別觀念。認識「性別」，發展正確的性別觀念。
2.2 .突破性別刻板印象，規劃自我生涯。突破性別刻板印象，規劃自我生涯。
3.3 .培養多元文化觀點，學習兩性相互尊重。培養多元文化觀點，學習兩性相互尊重。
4.4 .學習親密關係之建立、維繫、完結。學習親密關係之建立、維繫、完結。
5.5 .學習家庭的建立與經營。學習家庭的建立與經營。
6.6 .家族成員學習互相尊重與關懷。家族成員學習互相尊重與關懷。
7.7 .學習家庭資源的運用與管理。學習家庭資源的運用與管理。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1 .)1 .性別教育性別教育

1.1 .認識與尊重多元性別。認識與尊重多元性別。
2.2 .了解性別刻板與其影響。了解性別刻板與其影響。
3.3 .學習情感表達與互動。學習情感表達與互動。
4.4 .學習情感關係的處理。學習情感關係的處理。
5.5 .探討性愛各項倫理議題。探討性愛各項倫理議題。
6.6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10

((二二)2 .)2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

1.1 .了解影響個人選擇伴侶的因素。了解影響個人選擇伴侶的因素。
2.2 .了解婚姻的意涵。了解婚姻的意涵。
3.3 .描繪個人的家庭願景。描繪個人的家庭願景。
4.4 .家庭成員的角色和期待。家庭成員的角色和期待。
5.5 .家族成員的關懷和尊重。家族成員的關懷和尊重。
6.6 .家庭資源的運用與管理。家庭資源的運用與管理。

8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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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人生轉運站人生轉運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Life transfer statio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學習升學學習升學//求職技巧。求職技巧。
2.2 .培養因應生涯危機的能力培養因應生涯危機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1 .)1 .升學升學//求職技巧求職技巧
1.1 .製作備審資料。製作備審資料。
2.2 .升學、求職面試技巧。升學、求職面試技巧。 6

((二二)2 .)2 .學習過來人的經驗學習過來人的經驗 1.1 .從生涯楷模人士的生命歷程學習。從生涯楷模人士的生命歷程學習。
2.2 .職業訪談與報告。職業訪談與報告。 6

((三三)3 .)3 .培養生涯穩定能力培養生涯穩定能力
1.1 .培養工作倫理。培養工作倫理。
2.2 .認識與因應職場性騷擾。認識與因應職場性騷擾。
3.3 .建立正確休閒生活觀念。建立正確休閒生活觀念。

6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作品呈現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作品呈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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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1/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提升對自我的認識與覺察。提升對自我的認識與覺察。
2.2 .了解情緒管理、壓力調適。了解情緒管理、壓力調適。
3.3 .學習溝通技巧。學習溝通技巧。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自我覺察自我覺察 1.1 .探索自我概念。探索自我概念。
2.2 .了解自我概念對人際關係的影響。了解自我概念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4

((二二))心理健康心理健康
1.1 .了解影響人際關係的各種因素。了解影響人際關係的各種因素。
2.2 .學習情緒管理與正向思考。學習情緒管理與正向思考。
3.3 .認識憂鬱症與壓力調適。認識憂鬱症與壓力調適。

6

((三三))溝通技巧溝通技巧
1.1 .學習有效的傾聽、表達方式。學習有效的傾聽、表達方式。
2.2 .了解人際衝突的起因和功能。了解人際衝突的起因和功能。
3.3 .學習如何因應人際衝突。學習如何因應人際衝突。

8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作品呈現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作品呈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

57



(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生活數學生活數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Life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 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引導學生瞭解數學概念與函數圖形，增進學生的基本數學知識。引導學生瞭解數學概念與函數圖形，增進學生的基本數學知識。
((二二))擴展思考層面及分析問題，培養解決問題能力。擴展思考層面及分析問題，培養解決問題能力。
((三三))以數學理論為基礎，解由統計圖表分析培養人文與專業素養之人才。以數學理論為基礎，解由統計圖表分析培養人文與專業素養之人才。
((四四))培養學生基本演算與識圖能力，以應用於解決日常實際問題及未來工程專業及資訊應用領域內實務問題。培養學生基本演算與識圖能力，以應用於解決日常實際問題及未來工程專業及資訊應用領域內實務問題。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主要單
元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指數指數
1.1 .指數與其意義指數與其意義
2.2 .指數之運算性質指數之運算性質
3.3 .指數函數及其圖形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18

((二二))三角函三角函
數數

1.1 .三角函數定義三角函數定義
2.2 .銳角三角函數銳角三角函數
3.3 .廣義角三角函數廣義角三角函數
4.4 .三角測量三角測量

18

((三三))排列與排列與
組合組合

1.1 .乘法原理與樹狀圖乘法原理與樹狀圖
2.2 .排列與組合排列與組合
3.3 .二項式定理二項式定理

18

((四四))機率與機率與
統計統計

1.1 .樣本空間與事件樣本空間與事件
2.2 .機率機率
3.3 .期望值期望值
4.4 .抽樣方法抽樣方法
5.5 .資料整理與圖表編製資料整理與圖表編製
6.6 .算術平均數、中位數、百分等級算術平均數、中位數、百分等級

18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教學評量方式宜多樣化，除紙筆測驗外，應配合單元學習目標，採用實測、討論、口頭問答、隨堂測驗、作教學評量方式宜多樣化，除紙筆測驗外，應配合單元學習目標，採用實測、討論、口頭問答、隨堂測驗、作
業、專題研究或分組報告等方法。業、專題研究或分組報告等方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使學生在課堂上演練。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使學生在課堂上演練。

教學注意事教學注意事
項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一))教材編選教材編選
教材之編選應顧及日常生活與職業群中現實問題的應用，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生在課堂上演練，使教材之編選應顧及日常生活與職業群中現實問題的應用，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生在課堂上演練，使
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
((二二))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每個數學概念的介紹，宜由實例入手，提綱挈領，化繁為簡，歸納出一般的結論，並本因材施教之原則，實施每個數學概念的介紹，宜由實例入手，提綱挈領，化繁為簡，歸納出一般的結論，並本因材施教之原則，實施
補救或增廣教學。補救或增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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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生活英文生活英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al English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 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 1 . 正確的口語發音、語調正確的口語發音、語調
2. 2 . 做簡短的自我介紹做簡短的自我介紹
3. 3 . 與他人開啟閒聊話題與他人開啟閒聊話題
4. 4 . 學習用英語表達日常生活學習用英語表達日常生活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 ) 基本表達基本表達

1. 1 . 子音與母音子音與母音
2. 2 . 重音與語調重音與語調
3. 3 . 問候語與道別語問候語與道別語
4. 4 . 自我介紹與閒聊自我介紹與閒聊
5. 5 . 數字與數量數字與數量
6. 6 . 時間的說法時間的說法

36 單獨練習、分組對話練習單獨練習、分組對話練習

((二二) ) 生活應用生活應用

7.7 .日期說法日期說法
8.8 .詢問與指示方向詢問與指示方向((室內室內))
9 .9 .詢問與指示方向詢問與指示方向((戶外戶外))
10.10.表達與回應感謝表達與回應感謝
11.11.道歉道歉
12.12.接待、要求、留言接待、要求、留言

36 單獨練習、分組對話練習單獨練習、分組對話練習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課文作業、分組角色扮演對話、形成性評量課文作業、分組角色扮演對話、形成性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書籍、光碟、書籍、光碟、YoutubeYoutube網站等網站等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教材編選::依據學生程度選用合適的有聲書籍或由授課教師依需要自行整理編寫依據學生程度選用合適的有聲書籍或由授課教師依需要自行整理編寫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溝通法、問答、分組對話溝通法、問答、分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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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為運動喝采為運動喝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rinking for sport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鍛鍊正確的運動習慣，使健康與體能得以充分發展。（一）鍛鍊正確的運動習慣，使健康與體能得以充分發展。  
（二）提高自我運動方法及要領，增進身體自我保護能力。（二）提高自我運動方法及要領，增進身體自我保護能力。  
（三）增進互助合作及互相學習的精神。（三）增進互助合作及互相學習的精神。
（四）培養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四）培養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馬克操暨伸展操教學馬克操暨伸展操教學

1. 1 . 抬腿走抬腿走
2. 2 . 跳動抬腿走跳動抬腿走
3. 3 . 三步一抬腿三步一抬腿
4. 4 . 跳動抬腿夾跳動抬腿夾
5. 5 . 快速抬腿跑快速抬腿跑
6. 6 . 高抬腿跑高抬腿跑
7. 7 . 後踢跑後踢跑

4

((二二))起跑教學起跑教學
1.1 .徑賽中最基本的準備動作徑賽中最基本的準備動作
2.2 .短距跑ㄧ定必須使用起跑架短距跑ㄧ定必須使用起跑架
3.3 .起跑動作是比賽勝負的關鍵起跑動作是比賽勝負的關鍵

4

((三三))接力教學接力教學 1.1 .田徑賽中唯一的團體性項目田徑賽中唯一的團體性項目
2.2 .傳接棒的好壞是比賽勝負的關鍵傳接棒的好壞是比賽勝負的關鍵 4

((四四))重量訓練技術教學重量訓練技術教學

1.1 .肌力與肌耐力訓練肌力與肌耐力訓練
2.2 .肌力與肌耐力訓練肌力與肌耐力訓練
3.3 .阻力訓練阻力訓練
4.4 .阻力訓練阻力訓練
5.5 .常見運動傷害及處置常見運動傷害及處置
6.6 .柔軟度訓練柔軟度訓練

6

((五五))籃球基本動作練習籃球基本動作練習
1.1 .傳接球練習傳接球練習
2.2 .投籃計分賽投籃計分賽
3.3 .運球上籃模仿賽運球上籃模仿賽

6

((六六))籃球綜合活動籃球綜合活動 1.1 .運動新知運動新知
2.2 .運動知識報告分享運動知識報告分享 4

((七七))籃球進攻動作綜合練習籃球進攻動作綜合練習
1. 1 . 技術挑戰賽技術挑戰賽
2. 2 . 二對二練習比賽二對二練習比賽
3. 3 . 三對三練習比賽三對三練習比賽
4. 4 . 五對五練習比賽五對五練習比賽

8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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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倫理倫理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thics clas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0/0/0 0/0/1/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藉死亡引發積極的生命態度。藉死亡引發積極的生命態度。
2.2 .發展判斷善惡對錯的能力。發展判斷善惡對錯的能力。
3.3 .探討生命與科技倫理基本議題。探討生命與科技倫理基本議題。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生死關懷生死關懷

1.1 .體會死亡之必然與難以預料。體會死亡之必然與難以預料。
2.2 .從死亡省思生命價值。從死亡省思生命價值。
3.3 .認識失落與面對哀傷。認識失落與面對哀傷。 4

((二二))道德判斷道德判斷 1.1 .了解道德思考的重要性。了解道德思考的重要性。
2.2 .練習判斷善惡對錯。練習判斷善惡對錯。 8

((三三))生命與科技倫理生命與科技倫理 1.1 .了解生命與科技倫理的內涵。了解生命與科技倫理的內涵。
2.2 .探討生命與科技倫理相關議題。探討生命與科技倫理相關議題。 6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作品呈現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小組合作、作品呈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教學方法：講述、討論、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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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戰爭與危機的啟示戰爭與危機的啟示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dification of Wars and Crise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跨校協同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領域：領域：語文語文    數學數學    社會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藝術藝術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全民國防全民國防
教育教育)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1/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期使學生藉由瞭解「戰爭史」，並在其中學習與警惕，更珍惜當前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期使學生藉由瞭解「戰爭史」，並在其中學習與警惕，更珍惜當前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
1.1 .說明戰史的意義說明戰史的意義((廣義、狹義與實質意義廣義、狹義與實質意義))，以及戰史的分類：戰爭史、戰鬥史、戰役史、部隊戰史。，以及戰史的分類：戰爭史、戰鬥史、戰役史、部隊戰史。
2.2 .說明研究戰史的目的以及戰爭帶給人們的啟示，並說明我國人民對於戰爭應有之作為。說明研究戰史的目的以及戰爭帶給人們的啟示，並說明我國人民對於戰爭應有之作為。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明鄭時期戰役一、明鄭時期戰役

1.1 .明鄭時期戰役戰爭起因明鄭時期戰役戰爭起因
2.2 .明鄭時期戰役戰前情勢明鄭時期戰役戰前情勢
3.3 .明鄭時期戰役戰爭經過明鄭時期戰役戰爭經過
4.4 .明鄭時期戰役勝負分析啟示明鄭時期戰役勝負分析啟示 1

((二二))二、日本侵臺戰爭二、日本侵臺戰爭
1.1 .日本侵臺戰爭戰爭起因日本侵臺戰爭戰爭起因
2.2 .日本侵臺戰爭戰前情勢日本侵臺戰爭戰前情勢
3.3 .日本侵臺戰爭戰爭經過日本侵臺戰爭戰爭經過
4.4 .日本侵臺戰爭勝負分析啟示日本侵臺戰爭勝負分析啟示

1

((三三))三、古寧頭戰役三、古寧頭戰役
1.1 .古寧頭戰役戰爭起因古寧頭戰役戰爭起因
2.2 .古寧頭戰役戰前情勢古寧頭戰役戰前情勢
3.3 .古寧頭戰役戰爭經過古寧頭戰役戰爭經過
4.4 .古寧頭戰役勝負分析啟示古寧頭戰役勝負分析啟示

1

((四四))四、四、823823砲戰砲戰
1.8231.823砲戰戰爭起因砲戰戰爭起因
2.8232.823砲戰戰前情勢砲戰戰前情勢
3.8233.823砲戰戰爭經過砲戰戰爭經過
4.8234.823砲戰勝負分析啟示砲戰勝負分析啟示

1

((五五))五、五、19951995與與19961996年年
臺海飛彈危機臺海飛彈危機

1.19951.1995與與1996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戰爭起因年臺海飛彈危機戰爭起因
2.19952.1995與與1996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戰前情勢年臺海飛彈危機戰前情勢
3.19953.1995與與1996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戰爭經過年臺海飛彈危機戰爭經過
4.19954.1995與與1996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勝負分析啟示年臺海飛彈危機勝負分析啟示

1

((六六))六、第二次世界大戰六、第二次世界大戰
1.1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起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起因
2.2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情勢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情勢
3.3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經過
4.4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負分析啟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負分析啟示

2

((七七))七、韓戰七、韓戰
1.1 .韓戰戰爭起因韓戰戰爭起因
2.2 .韓戰戰前情勢韓戰戰前情勢
3.3 .韓戰戰爭經過韓戰戰爭經過
4.4 .韓戰分析與啟示韓戰分析與啟示

2

((八八))八、越戰八、越戰
1.1 .越戰戰爭起因越戰戰爭起因
2.2 .越戰戰前情勢越戰戰前情勢
3.3 .越戰戰爭經過越戰戰爭經過
4.4 .越戰勝負分析啟示越戰勝負分析啟示

2

((九九))九、古巴危機九、古巴危機
1.1 .古巴危機戰爭起因古巴危機戰爭起因
2.2 .古巴危機戰前情勢古巴危機戰前情勢
3.3 .古巴危機戰爭經過古巴危機戰爭經過
4.4 .古巴危機勝負分析啟示古巴危機勝負分析啟示

1

((十十))十、以阿戰爭十、以阿戰爭

1.1 .以阿戰爭戰爭起因以阿戰爭戰爭起因
2.2 .以阿戰爭戰前情勢以阿戰爭戰前情勢
3.3 .以阿戰爭戰爭經過以阿戰爭戰爭經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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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以阿戰爭勝負分析啟示以阿戰爭勝負分析啟示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19911991及及
20032003年波斯灣戰爭年波斯灣戰爭

1.19911.1991及及20032003年波斯灣戰爭戰爭起因年波斯灣戰爭戰爭起因
2.19912.1991及及20032003年波斯灣戰爭戰前情勢年波斯灣戰爭戰前情勢
3.19913.1991及及20032003年波斯灣戰爭戰爭經過年波斯灣戰爭戰爭經過
4.19914.1991及及20032003年波斯灣戰爭勝負分析啟示年波斯灣戰爭勝負分析啟示

1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19991999年科年科
索沃戰爭索沃戰爭

1.19991.1999年科索沃戰爭戰爭起因年科索沃戰爭戰爭起因
2.19992.1999年科索沃戰爭戰前情勢年科索沃戰爭戰前情勢
3.19993.1999年科索沃戰爭戰爭經過年科索沃戰爭戰爭經過
4.19994.1999年科索沃戰爭勝負分析啟示年科索沃戰爭勝負分析啟示

1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20012001年阿年阿
富汗戰爭富汗戰爭

1.20011.2001年阿富汗戰爭戰爭起因年阿富汗戰爭戰爭起因
2.20012.2001年阿富汗戰爭戰前情勢年阿富汗戰爭戰前情勢
3.20013.2001年阿富汗戰爭戰爭經過年阿富汗戰爭戰爭經過
4.20014.2001年阿富汗戰爭勝負分析啟示年阿富汗戰爭勝負分析啟示

1

((十四十四))十四、徒手基本教十四、徒手基本教
練練 徒手基本教練徒手基本教練 2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期中考：期中考：30 30 ％％
2.2 .期末考：期末考：30 30 ％％
3.3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40 40 ％％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httphttp：：//www.appledaily .com.tw//www.appledaily .com.tw
2.2.維基百科，維基百科，httphttp：：//zh .wikipedia.org/zh-tw//zh.wikipedia.org/zh-tw
3.3.聯合新聞網，聯合新聞網，httphttp：：//udn.com/NEWS/mainpage.shtml//udn.com/NEWS/mainpage.shtml
4.4 .青年日報，青年日報，httphttp：：//news.gpwb.gov.tw/index.aspx//news.gpwb.gov.tw/index.aspx
5.5 .華夏經緯網，華夏經緯網，httphttp：：//b ig5.huaxia.com/ //b ig5.huaxia.com/ 
6 .6 .自由時報，自由時報，httphttp：：//www.ltn .com.tw///www.ltn .com.tw/
7.7 .東森新聞雲，東森新聞雲，httphttp：：//www.ettoday.net///www.ettoday.net/
8 .Yahoo!8.Yahoo!奇摩知識家，奇摩知識家，httphttp：：//tw.knowledge.yahoo.com///tw.knowledge.yahoo.com/
9.9 .新浪網，新浪網，httphttp：：//www.sina.com.tw///www.sina.com.tw/
10.10.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教材編選：教材編選：
配合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設計，運用遊戲、影片、網路、書籍等資源，講述國防科技的基本概念配合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設計，運用遊戲、影片、網路、書籍等資源，講述國防科技的基本概念
與新型態的資訊科技，增添教學豐富性，以達教學目標。與新型態的資訊科技，增添教學豐富性，以達教學目標。
2.2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採多媒體教學、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法、觀念澄清法等相關方式採多媒體教學、講述法、討論法、發表法、觀念澄清法等相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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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烘焙食品概論烘焙食品概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ood of Baking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瞭解烘焙之起源、定義、分類及發展趨勢。瞭解烘焙之起源、定義、分類及發展趨勢。
2.2 .瞭解烘焙原料、器具設備、烘焙計算及作業流程。瞭解烘焙原料、器具設備、烘焙計算及作業流程。
3.3 .具備烘焙計算、烘焙產品分類與製作之能力。具備烘焙計算、烘焙產品分類與製作之能力。
4.4 .培養正確烘焙從業概念、工作態度與安全衛生習慣。培養正確烘焙從業概念、工作態度與安全衛生習慣。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緒論緒論
1.1 .烘焙的定義。烘焙的定義。
2.2 .烘焙的起源、分類及發展趨勢。烘焙的起源、分類及發展趨勢。
3.3 .認識烘焙原料、器具、設備。認識烘焙原料、器具、設備。

4

((二二))烘焙設備器具之認識烘焙設備器具之認識
1.1 .廚房設備與器皿、、工具認識。廚房設備與器皿、、工具認識。
2.2 .廚房組織編制、職掌及運作規範。廚房組織編制、職掌及運作規範。
3.3 .度量衡、溫度、重量的換算。度量衡、溫度、重量的換算。

4

((三三))烘焙物料簡介烘焙物料簡介
1.1 .烘焙常用之麵粉類、油脂、糖類。烘焙常用之麵粉類、油脂、糖類。
2.2 .烘焙常用之調味料、乳品、罐頭類。烘焙常用之調味料、乳品、罐頭類。
3.3 .烘焙常用之酵母及化學膨脹劑類烘焙常用之酵母及化學膨脹劑類
4.4 .烘焙用酒之認識。烘焙用酒之認識。

4

((四四))烘焙專業用語及烘焙計算烘焙專業用語及烘焙計算1.1 .烘焙製作術語。烘焙製作術語。
2.2 .烘焙計算模擬、演練。烘焙計算模擬、演練。 8

((五五))蛋糕之認識蛋糕之認識
1.1 .蛋糕之定義。蛋糕之定義。
2.2 .蛋糕之基本分類。蛋糕之基本分類。
3.3 .蛋糕之製作要領原理。蛋糕之製作要領原理。
4.4 .蛋糕儲存方法。蛋糕儲存方法。

8

((六六))蛋糕類產品製作認識蛋糕類產品製作認識
麵糊類乳沫類戚風類等蛋糕麵糊類乳沫類戚風類等蛋糕::
1 .1 .麵糊之製作流程。麵糊之製作流程。
2.2 .打法程度的判斷。打法程度的判斷。
3.3 .產品品評與鑑定。產品品評與鑑定。

8

((七七))西點之認識西點之認識
1.1 .西點之定義。西點之定義。
2.2 .西點之基本分類。西點之基本分類。
3.3 .西點之製作要領原理。西點之製作要領原理。
4.4 .西點之儲存分法。西點之儲存分法。

12

((八八))西點類產品製作認識西點類產品製作認識

布丁派泡芙鬆餅類甜甜圈小西餅等西點布丁派泡芙鬆餅類甜甜圈小西餅等西點::
1 .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2.2 .攪拌及碾壓程度的判斷。攪拌及碾壓程度的判斷。
3.3 .整型及裝飾的方法認識。。整型及裝飾的方法認識。。
4.4 .產品品質與鑑定。產品品質與鑑定。

12

((九九))麵包之認識麵包之認識
1.1 .麵包之定義。麵包之定義。
2.2 .麵包之基本分類。麵包之基本分類。
3.3 .麵包之製作要領原理。麵包之製作要領原理。

12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教學評量的方式宜多樣化：包括紙筆測驗、口頭問答、習題練習、課堂討論、撰寫報告等。教學評量的方式宜多樣化：包括紙筆測驗、口頭問答、習題練習、課堂討論、撰寫報告等。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圖書館應具備充足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圖書館應具備充足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
22學校應設置電腦網路以資運用查詢餐旅相關資料。學校應設置電腦網路以資運用查詢餐旅相關資料。
33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教學光碟、掛圖、雜誌及網路資源。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教學光碟、掛圖、雜誌及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校外餐旅機構之配合與學校行政支援。校外餐旅機構之配合與學校行政支援。
22利用寒暑假前往餐旅相關業界學習，以充實自我實務能力，提升教學品質。利用寒暑假前往餐旅相關業界學習，以充實自我實務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3.3 .透過校外餐旅機構之接洽、安排及實際運作之整合，提供學生更多學習機會。透過校外餐旅機構之接洽、安排及實際運作之整合，提供學生更多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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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食品安全與衛生食品安全與衛生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餐飲衛生安全相關規範及認證制度。一、餐飲衛生安全相關規範及認證制度。
二、食材之採購與驗收。二、食材之採購與驗收。
三、食材之儲存與發貨。三、食材之儲存與發貨。
四、餐飲製備之衛生安全。四、餐飲製備之衛生安全。..
五、餐飲服務之衛生安全。五、餐飲服務之衛生安全。
六、清洗與消毒。六、清洗與消毒。
七、病媒管制與廢棄物處理。七、病媒管制與廢棄物處理。
八、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訂定原則。八、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訂定原則。
九、職場安全與危機處理。九、職場安全與危機處理。
十、食品衛生安全之有關法令。十、食品衛生安全之有關法令。
十一、中國國家標準。十一、中國國家標準。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備註備註

((一一))基礎生物的認識基礎生物的認識 一、了解食品衛生對食物和人體健康影響之重要性。（一、了解食品衛生對食物和人體健康影響之重要性。（kk））
二、了解微生物與食品間之相關性。（二、了解微生物與食品間之相關性。（kk）） 12

((二二))餐飲從業人員的安全與衛生管理餐飲從業人員的安全與衛生管理
三、了解微生物對食物中毒產生之影響。（三、了解微生物對食物中毒產生之影響。（kk））
四、具備判別食物是否腐敗之能力。（四、具備判別食物是否腐敗之能力。（ss））
五、養成挑選具有食品衛生標章食品之習慣。（五、養成挑選具有食品衛生標章食品之習慣。（aa））

24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驗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驗評量
2. 2 . 針對情意部分上課精神實作態度評量針對情意部分上課精神實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科書或自編科書或自編??材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上課後請學生尋找最近食物中毒之相關案件。一、每次上課後請學生尋找最近食物中毒之相關案件。
二、每次上課後把市售加工商品與課本上知識作連結。二、每次上課後把市售加工商品與課本上知識作連結。
三、學期末做口頭報告，以評量學生是否有辦法將課本知識與生活上作三、學期末做口頭報告，以評量學生是否有辦法將課本知識與生活上作
連結，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連結，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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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視覺傳達平面設計視覺傳達平面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提供學生認識視覺傳達的基本概念，也透過實務應用圖片範例為參考，幫助學生建立從事實務設計的學理基提供學生認識視覺傳達的基本概念，也透過實務應用圖片範例為參考，幫助學生建立從事實務設計的學理基
礎與構成原理。礎與構成原理。
2.2 .以科技、人文、生活設計美學的整合觀點，提供視覺傳達設計概觀，培養美學素養與啟發創意思考等方式讓以科技、人文、生活設計美學的整合觀點，提供視覺傳達設計概觀，培養美學素養與啟發創意思考等方式讓
學生對於視覺影像之圖示符號與數位科技有一清晰概念。學生對於視覺影像之圖示符號與數位科技有一清晰概念。
3.3 .培養學生有美感、欣賞與基本平面技巧的技能。培養學生有美感、欣賞與基本平面技巧的技能。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進
度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備
註註

((一一))包裝設計包裝設計
理論理論

1.1 .視覺傳達理論（傳達的基本概念、傳達的意義與類型、視覺傳達的發展、符號與視覺傳達、視覺傳達理論（傳達的基本概念、傳達的意義與類型、視覺傳達的發展、符號與視覺傳達、  視視
覺傳達與影像、視覺傳達的應用）覺傳達與影像、視覺傳達的應用）
2.2 .視覺構成原理（視覺構成基本要素、視覺心裡）視覺構成原理（視覺構成基本要素、視覺心裡）
3.3 .色彩計劃色彩計劃

20

((二二))實驗性包實驗性包
裝設計裝設計

1.1 .平面設計創作平面設計創作
2.2 .文字造型設計文字造型設計
3.3 .商標與標誌商標與標誌

16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學習態度、作業練習。學習態度、作業練習。
2.2 .段考成績段考成績::實驗創作。實驗創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Power Point Power Point 文件、講義、與平面設計相關之多媒體教材。文件、講義、與平面設計相關之多媒體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配合各種平面設計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種教具及配合各種平面設計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種教具及
媒體。媒體。
2.2 .加強平面設計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加強平面設計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
3.3 .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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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基礎捏塑基礎捏塑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asic Knead technology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 ) 學習各式捏塑技法，延續傳統中式捏麵人手藝及現代烘焙創意糕點捏塑技法。學習各式捏塑技法，延續傳統中式捏麵人手藝及現代烘焙創意糕點捏塑技法。
((二二) ) 認識各式捏塑食材及替代性捏塑麵團。認識各式捏塑食材及替代性捏塑麵團。
((三三) ) 各式捏塑作品欣賞，培養學生創作美學概念。各式捏塑作品欣賞，培養學生創作美學概念。
((四四) ) 能將捏塑技法運用於各種創意蛋糕裝飾、巧克力、藝術麵包作品上，能將捏塑技法運用於各種創意蛋糕裝飾、巧克力、藝術麵包作品上，
提升烘焙產品價值。提升烘焙產品價值。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備註備註

((一一))作品介紹作品介紹 傳統捏麵人、蛋糕裝飾、巧克力、藝術麵包…等各式捏塑作品欣賞。傳統捏麵人、蛋糕裝飾、巧克力、藝術麵包…等各式捏塑作品欣賞。 2
((二二))材料介紹材料介紹 認識杏仁膏、魔術巧克力、翻糖、麵包麵糰等各種不同烘焙用捏塑食材。認識杏仁膏、魔術巧克力、翻糖、麵包麵糰等各種不同烘焙用捏塑食材。 2
((三三))基礎捏塑技基礎捏塑技
巧巧 學習水果、動物、植物、卡通造型…等各式基礎捏塑技法。學習水果、動物、植物、卡通造型…等各式基礎捏塑技法。 20

((四四))主題創作主題創作 配合節慶主題配合節慶主題((如：萬聖節、聖誕節…如：萬聖節、聖誕節… ))捏塑應景作品。捏塑應景作品。 12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 1 . 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科書或自編科書或自編??材材
2. 2 . 運用替代性食用麵團學習捏塑技法，如：樹脂土、輕脂土創作，延長作品保存性。運用替代性食用麵團學習捏塑技法，如：樹脂土、輕脂土創作，延長作品保存性。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蒐集各種創意蛋糕裝飾、巧克力、藝術麵包等捏塑作品圖片及影片，引導學生學習，激發學生創作概蒐集各種創意蛋糕裝飾、巧克力、藝術麵包等捏塑作品圖片及影片，引導學生學習，激發學生創作概
念。念。  
2 .2 .上課學習材料及工具準備。上課學習材料及工具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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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餐旅服務餐旅服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ervice skills in Hospitality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培養正確的餐旅業從業概念，服務態度及職場倫理。培養正確的餐旅業從業概念，服務態度及職場倫理。
2.2 .了解餐廳、房務的工作組織編制，任務職掌，器材設備、作業流程、中英文專用術語。了解餐廳、房務的工作組織編制，任務職掌，器材設備、作業流程、中英文專用術語。
3.3 .熟練餐廳及房務服勤之基礎技能。熟練餐廳及房務服勤之基礎技能。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餐廳服務緒論餐廳服務緒論
1.1 .餐飲商品介紹。餐飲商品介紹。
2.. 2 ..  基本服務禮儀及儀態訓練。基本服務禮儀及儀態訓練。
3.3 .餐飲從業人員的工作職責。餐飲從業人員的工作職責。

6

((二二))餐廳設備及器具餐廳設備及器具
1.1 .餐廳設備的介紹。餐廳設備的介紹。
2.. 2 ..  餐廳器具的介紹。餐廳器具的介紹。
3.3 .餐廳器具材質、特性及保養。餐廳器具材質、特性及保養。
4.4 .布巾的介紹。布巾的介紹。  

6

((三三))菜單飲料單的認識菜單飲料單的認識

1.1 .認識各式菜單。認識各式菜單。
2 2 . .  菜單功能與結構。菜單功能與結構。
3.3 .認識飲料單及酒單。認識飲料單及酒單。
4.. 4 ..  飲料單、酒單之功能及結構。飲料單、酒單之功能及結構。
5.5 .餐食與飲料的搭配。餐食與飲料的搭配。

6

((四四))餐飲禮儀餐飲禮儀 1.1 .席次的安排。席次的安排。
2..2 ..用餐禮儀。用餐禮儀。 3

((五五))營業前的準備工作營業前的準備工作
1.1 .餐廳之清潔及整理。餐廳之清潔及整理。
2.. 2 ..  餐具之清潔及整理。餐具之清潔及整理。
3.3 .工作檯之清潔及整理。工作檯之清潔及整理。
4.4 .布巾類之整理及準備。布巾類之整理及準備。

6

((六六) ) 基本服務技巧基本服務技巧

1. 1 . 摺疊餐巾。摺疊餐巾。
2.2 .架設及拆除餐桌。架設及拆除餐桌。
3.3 .鋪設及更換檯布。鋪設及更換檯布。  
4 .4 .操持各式托盤、服務架及服務車。操持各式托盤、服務架及服務車。
5.5 .餐具擺設。餐具擺設。
6.6 .餐廳服務須知。餐廳服務須知。

9

((七七))餐飲服務方式餐飲服務方式

1.1 .餐桌服務。餐桌服務。
2.2 .自助式服務。自助式服務。
3.3 .櫃檯式服務。櫃檯式服務。
4.4 .宴會服務。宴會服務。
5.5 .客房餐飲服務。客房餐飲服務。

9

((八八))飲料服務飲料服務

1.1 .葡萄酒、香檳的服務。葡萄酒、香檳的服務。
2.2 .餐前酒及餐後酒的服務。餐前酒及餐後酒的服務。
3.3 .啤酒的服務。啤酒的服務。
4.4 .紹興酒的服務。紹興酒的服務。
5.5 .咖啡及茶的服務。咖啡及茶的服務。
6.6 .其他飲料的服務。其他飲料的服務。

6

((九九))餐廳服務流程餐廳服務流程 1.1 .中餐服務流程。中餐服務流程。((迎賓～送客迎賓～送客))
2 .2 .西餐服務流程。西餐服務流程。((迎賓～送客迎賓～送客)) 15

((十十))餐務作業餐務作業
1.1 .餐具之清潔及分類。餐具之清潔及分類。
22…廚餘之處理。…廚餘之處理。
3.3 .垃圾之分類。垃圾之分類。  
4 .4 .餐廳資源回收之處理。餐廳資源回收之處理。

3

((十一十一))餐廳顧客抱怨處理及緊急事件餐廳顧客抱怨處理及緊急事件
處理處理

1.1 .顧客抱怨及其他糾紛處理。顧客抱怨及其他糾紛處理。
2.2 .餐廳緊急事件之種類及處理。餐廳緊急事件之種類及處理。 3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1.1 .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驗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驗評量。
2.2 .針對技能部分施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施以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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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3.3 .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之精神及操作態度評量。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之精神及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圖書館應具備充足之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圖書館應具備充足之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
2.2 .學校應設置電腦網路以資運用查詢餐旅相關資料。學校應設置電腦網路以資運用查詢餐旅相關資料。
3.3 .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投影片、光碟片、掛圖、雜誌及網路資源。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投影片、光碟片、掛圖、雜誌及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校外餐旅機構之配合及學校行政支援。校外餐旅機構之配合及學校行政支援。
2.2 .教師利用現有之實習旅館、餐廳等教學設備，引領學生參與實際作業，增加學生實教師利用現有之實習旅館、餐廳等教學設備，引領學生參與實際作業，增加學生實
務經驗。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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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食品與營養食品與營養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ood and Nutrient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認識食品中成分及其營養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性（一、認識食品中成分及其營養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性（kk））
二、了解在不同性別及年齡所需要營養之差異（二、了解在不同性別及年齡所需要營養之差異（kk））
三、能設計並規劃均衡飲食營養（三、能設計並規劃均衡飲食營養（ss））
四、培養在日常生活上以營養學常識挑選食物。（四、培養在日常生活上以營養學常識挑選食物。（a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食品營養概論食品營養概論 說明食物對人體的重要性及功用說明食物對人體的重要性及功用 2

((二二))營養素營養素 介紹六大營養素介紹六大營養素 4

((三三))各類食品的營養各類食品的營養
的營養價值的營養價值 詳細講解各種食物所含的營養素及對人體的功用詳細講解各種食物所含的營養素及對人體的功用 4

((四四))生命期營養生命期營養 說明各生命週期所需的營養說明各生命週期所需的營養 2
((五五))體重與飲食體重與飲食 講解低卡路里飲食講解低卡路里飲食 2
((六六))膳食設計膳食設計 食譜設計食譜設計 4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教學須作客觀差異性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教學須作客觀差異性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
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
演示、心得報告、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演示、心得報告、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4 .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生間的
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了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
學習輔導。學習輔導。
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
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以獲得共同的了解與合作。
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應實施充實
性教學，以充分發展其食品加工專業能力或特殊才能。性教學，以充分發展其食品加工專業能力或特殊才能。
8.8 .除要求學生了解食品加工相關知識外，應評量學生對食品加工的應用。除要求學生了解食品加工相關知識外，應評量學生對食品加工的應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訪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訪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配合各種食品營養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一、配合各種食品營養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
各種教具及媒體各種教具及媒體
二、加強食品營養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二、加強食品營養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
三、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三、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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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採購學採購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ood and Nutrient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餐旅採購管理之知識。一、了解餐旅採購管理之知識。
二、了解餐旅採購之實務。二、了解餐旅採購之實務。
三、培養以餐旅成本控制觀念去做成本控制。三、培養以餐旅成本控制觀念去做成本控制。
四、養成隨時以成本控制概念作為日常生活消費之習慣。四、養成隨時以成本控制概念作為日常生活消費之習慣。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餐飲採購的範疇餐飲採購的範疇
1.1 .餐飲採購的意義餐飲採購的意義
2.2 .餐飲採購的重要性餐飲採購的重要性
3.3 .餐飲採購的目標與特性餐飲採購的目標與特性
4.4 .餐飲採購的工作內容餐飲採購的工作內容

8

((二二))餐飲採購人員的餐飲採購人員的
基本素養基本素養

1.1 .何謂餐飲採購人員何謂餐飲採購人員
2.2 .餐飲採購人員的基本條件餐飲採購人員的基本條件
3.3 .餐飲採購人員應具備的知能餐飲採購人員應具備的知能
4.4 .餐飲採購人員的職業道德餐飲採購人員的職業道德

6

((三三))餐飲採購部門的餐飲採購部門的
組織分工組織分工

1.1 .餐飲採購部門的職責餐飲採購部門的職責
2.2 .餐飲採購部門的組織系統餐飲採購部門的組織系統
3.3 .餐飲採購部門與跨部門的關係餐飲採購部門與跨部門的關係

6

((四四))採購方法與原則採購方法與原則
1.1 .餐飲採購方法餐飲採購方法
2.2 .餐飲採購原則餐飲採購原則
3.3 .良好供應商條件與來源良好供應商條件與來源
4.4 .餐飲採購成本餐飲採購成本

8

((五五))庫存管理庫存管理
1.1 .盤存與訂貨盤存與訂貨
2.2 .進貨與驗收進貨與驗收
3.3 .發貨作業發貨作業

8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教學評量方式宜多樣化，除紙筆測驗外，應配合單元學習目標，採用實測、討論、口頭問答、隨堂測教學評量方式宜多樣化，除紙筆測驗外，應配合單元學習目標，採用實測、討論、口頭問答、隨堂測
驗、作業、專題研究或分組報告等方法。驗、作業、專題研究或分組報告等方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在教材中應安排隨堂練習，使學生在課堂上演練。在教材中應安排隨堂練習，使學生在課堂上演練。
2.2 .學校應提供教師教學用電腦、投影設備，及合法教學軟體資源。學校應提供教師教學用電腦、投影設備，及合法教學軟體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配合各種採購與成本控制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種教具及媒體。一、配合各種採購與成本控制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種教具及媒體。
二、加強採購與成本控制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二、加強採購與成本控制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
三、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三、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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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穀物加工穀物加工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ereal Products Processing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瞭解穀類加工的重要性。一、瞭解穀類加工的重要性。
二、瞭解穀類加工原理。二、瞭解穀類加工原理。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備註備註

((一一))穀類加工概論穀類加工概論

二、（二、（11）穀類加工意義與重要性。（）穀類加工意義與重要性。（22）穀類加工的範圍。）穀類加工的範圍。
（（33）穀類加工的現況與未來展望。）穀類加工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二、穀類加工的器具與機具：（二、穀類加工的器具與機具：（11）穀類加工常用的器具種類與用途。（）穀類加工常用的器具種類與用途。（22））  
穀類加工常用的機具種類與用途。（穀類加工常用的機具種類與用途。（33）器具的基本維護與使用安全）器具的基本維護與使用安全  
須知。須知。
三、（三、（11）稻米的種類與特性。（）稻米的種類與特性。（22）小麥的種類與特性。）小麥的種類與特性。  
（（33）澱粉的種類與特性。（）澱粉的種類與特性。（44）其他。）其他。

10

((二二))穀類加工原料：穀類加工原料：

四、米食加工：（四、米食加工：（11）米食加工的分類。（）米食加工的分類。（22）各論。）各論。 2 .1 2 .1米粒類米食。米粒類米食。  
2 .22.2米漿類米食。米漿類米食。2.32.3漿糰類米食。漿糰類米食。2.42.4熟粉類米食。熟粉類米食。2.52.5膨發類米食。膨發類米食。  
2 .62.6其他。（其他。（33）品質評定（）品質評定（44）包裝與儲藏。）包裝與儲藏。
五、麵食加工：（五、麵食加工：（11）麵食加工的分類。（）麵食加工的分類。（22）各論。）各論。2.12.1水調水調((和和))麵食。麵食。  
2 .22.2發麵食。發麵食。2.32.3酥酥((油油))皮、糕皮、糕((漿漿))皮麵食。皮麵食。2.42.4其他。（其他。（33）品質評定。）品質評定。  
（（44）包裝與儲藏。）包裝與儲藏。
六、烘焙食品：（六、烘焙食品：（11）烘焙食品的分類。（）烘焙食品的分類。（22）各論。）各論。2.12.1麵包。麵包。2.22.2蛋糕。蛋糕。  
2 .32.3西點。西點。2.42.4餅乾。（餅乾。（33）品質評定。（）品質評定。（44）。）。

20

((三三))包裝與儲藏包裝與儲藏 七、穀類加工食品工廠良好作業規範：（七、穀類加工食品工廠良好作業規範：（11）食品工廠良好作業規範。）食品工廠良好作業規範。  
（（22）廠房的設備與環境。）廠房的設備與環境。 6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驗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驗評量
針對情義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義部分以上課精神  態度作為評量態度作為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訪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訪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配合各種烘焙原料學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一、配合各種烘焙原料學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
並利用各種教具及媒體並利用各種教具及媒體
二、加強烘焙原料學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二、加強烘焙原料學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
三、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三、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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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ood Additive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食品添加物的種類與性質。一、了解食品添加物的種類與性質。
二、了解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二、了解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
三、了解食品添加物在食品加工上的應用功能。三、了解食品添加物在食品加工上的應用功能。
四、學習遵守及應用食品添加物之安全衛生知識。四、學習遵守及應用食品添加物之安全衛生知識。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分配節
數數
備備
註註

((一一))食品添加物概論及安全性評估食品添加物概論及安全性評估

1.1 .食品添加物定義功能食品添加物定義功能
2.2 .食品添加物行政管理食品添加物行政管理
3.3 .食品添加物分類食品添加物分類
4.4 .食品添加物規格標準食品添加物規格標準
5.5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
6.6 .食品添加物毒性試驗食品添加物毒性試驗
7.7 .食品添加物安全性評估食品添加物安全性評估

2

((二二))防腐劑、殺菌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防腐劑、殺菌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

1. 1 . 防腐劑功能與種類防腐劑功能與種類
2. 2 . 防腐劑使用注意事項防腐劑使用注意事項
3. 3 . 防腐劑各論防腐劑各論
4. 4 . 殺菌劑功能與種類殺菌劑功能與種類
5. 5 . 殺菌劑使用注意事項殺菌劑使用注意事項
6. 6 . 殺菌劑各論殺菌劑各論

2

((三三))抗氧化劑、漂白抗氧化劑、漂白  劑種類使用注意事項劑種類使用注意事項

1. 1 . 抗氧化劑基本原理抗氧化劑基本原理
2. 2 . 抗氧化劑功能與種類抗氧化劑功能與種類
3. 3 . 抗氧化劑使用注意事項抗氧化劑使用注意事項
4. 4 . 抗氧化劑各論抗氧化劑各論
5. 5 . 漂白劑功能與種類漂白劑功能與種類
6. 6 . 漂白劑使用注意事項漂白劑使用注意事項
7. 7 . 漂白劑各論漂白劑各論

2

((四四))保色劑、膨脹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保色劑、膨脹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

1. 1 . 保色劑基本原理保色劑基本原理
2. 2 . 保色劑功能與種類保色劑功能與種類
3. 3 . 保色劑使用注意事項保色劑使用注意事項
4. 4 . 保色劑各論保色劑各論
5. 5 . 膨脹劑功能與種類膨脹劑功能與種類
6. 6 . 膨脹劑使用注意事項膨脹劑使用注意事項
7. 7 . 膨脹劑各論膨脹劑各論

2

((五五))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
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

1. 1 . 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劑功能與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劑功能與
種類種類
2. 2 . 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劑使用注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劑使用注
意事項意事項
3. 3 . 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劑各論品質改良劑、釀造及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劑各論

2

((六六))著色劑種類、調味劑、香料種類及使用注意事著色劑種類、調味劑、香料種類及使用注意事
項項

1. 1 . 著色劑、調味劑、香料功能與種類著色劑、調味劑、香料功能與種類
2. 2 . 著色劑、調味劑、香料使用注意事項著色劑、調味劑、香料使用注意事項
3. 3 . 著色劑、調味劑、香料各論著色劑、調味劑、香料各論

2

((七七))黏稠劑、結著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黏稠劑、結著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
1. 1 . 黏稠劑、結著劑功能與種類黏稠劑、結著劑功能與種類
2. 2 . 黏稠劑、結著劑使用注意事項黏稠劑、結著劑使用注意事項
3. 3 . 黏稠劑、結著劑各論黏稠劑、結著劑各論

2

((八八))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種類品及使用注意事項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種類品及使用注意事項
1. 1 . 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品功能與種類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品功能與種類
2. 2 . 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品使用注意事項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品使用注意事項
3. 3 . 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品各論食品工業用之化學藥品各論

2

((九九))溶劑、乳化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溶劑、乳化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
1. 1 . 溶劑、乳化劑功能與種類溶劑、乳化劑功能與種類
2. 2 . 溶劑、乳化劑使用注意事項溶劑、乳化劑使用注意事項
3. 3 . 溶劑、乳化劑各論溶劑、乳化劑各論

1

((十十))防蟲劑及消泡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防蟲劑及消泡劑種類及使用注意事項
1. 1 . 防蟲劑及消泡劑功能與種類防蟲劑及消泡劑功能與種類
2. 2 . 防蟲劑及消泡劑使用注意事項防蟲劑及消泡劑使用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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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防蟲劑及消泡劑各論防蟲劑及消泡劑各論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三次段考三次段考(60%)(60%)、平時成績、平時成績(40%)((40%)(筆記、隨堂測驗、書面及口頭報告、課筆記、隨堂測驗、書面及口頭報告、課
堂態度堂態度))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復文圖書復文圖書))、、Power Point Power Point 及官能品評相關之多媒體教材、及官能品評相關之多媒體教材、
相關講義資料相關講義資料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配合教學主題內容，設計相關單元活動，運用各種教學教具及多媒體一、配合教學主題內容，設計相關單元活動，運用各種教學教具及多媒體
資源，以營造適切之教學情境。資源，以營造適切之教學情境。
二、增加學生於實際生活應用，使教學內容更生活化，並訓練學生思考進二、增加學生於實際生活應用，使教學內容更生活化，並訓練學生思考進
而將習得知識學以致用。而將習得知識學以致用。
三、教學方式採取分組討論，並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進行彙整並三、教學方式採取分組討論，並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進行彙整並
進行簡報，且讓同儕間互相討論及互相評分！增加思辨能力及進行簡報，且讓同儕間互相討論及互相評分！增加思辨能力及
習得他人之優點。習得他人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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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產品包裝產品包裝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ackage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認識包裝設計理論。認識包裝設計理論。
2.2 .使學生具備能夠把「抽象概念」轉換成實務設計的基本能力。使學生具備能夠把「抽象概念」轉換成實務設計的基本能力。
3.3 .訓練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視覺構成能力。訓練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視覺構成能力。
4.4 .培養學生有美感、欣賞與基本製作技巧的技能。培養學生有美感、欣賞與基本製作技巧的技能。
5.5 .瞭解美的形式原理（例如漸變、對稱、反覆、調和、比例等），並能夠加以運瞭解美的形式原理（例如漸變、對稱、反覆、調和、比例等），並能夠加以運
用在包裝設計上。用在包裝設計上。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包裝設計理論包裝設計理論

1.1 .包裝的意義與機能包裝的意義與機能
2.2 .包裝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包裝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3.3 .包裝設計的程序包裝設計的程序
4.4 .包裝材料簡介包裝材料簡介
5.5 .禮盒包裝（材料工具概說）禮盒包裝（材料工具概說）
6.6 .色彩概說色彩概說
7.7 .裝飾物品介紹與應用裝飾物品介紹與應用

20

((二二))實驗性包裝設計實驗性包裝設計 1.1 .禮盒創作禮盒創作 16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學習態度、作業練習。學習態度、作業練習。
2.2 .段考成績段考成績::實驗創作。實驗創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Power Point Power Point 文件、講義、與包裝設計相關之多媒體教材。文件、講義、與包裝設計相關之多媒體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配合各種包裝設計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配合各種包裝設計教學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
種教具及媒體。種教具及媒體。
2.2 .加強包裝設計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加強包裝設計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
3.3 .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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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餐旅概論餐旅概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Industry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培養正確的餐旅業從業概念，服務態度及職場倫理。培養正確的餐旅業從業概念，服務態度及職場倫理。
((二二))培養學生認識餐飲、旅館、旅行業及航空客運等餐旅相關產業之屬性、任培養學生認識餐飲、旅館、旅行業及航空客運等餐旅相關產業之屬性、任  
務職掌、經營概念、中英文專用術語。務職掌、經營概念、中英文專用術語。
((三三))培育符合餐旅相關職場之初級人才所需的基礎餐旅專業知能。培育符合餐旅相關職場之初級人才所需的基礎餐旅專業知能。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緒論篇緒論篇

1.1 .餐旅業的定義及屬性。餐旅業的定義及屬性。
2.2 .餐旅業的發展過程及影響。餐旅業的發展過程及影響。
3.3 .餐旅從業人員之職業前程規劃。餐旅從業人員之職業前程規劃。
4.4 .餐旅從業人員之職業道德。餐旅從業人員之職業道德。
5.5 .餐旅從業人員之條件。餐旅從業人員之條件。..

12

((二二))餐飲篇餐飲篇

1.1 .餐飲業的發展。餐飲業的發展。
2.2 .餐飲業類別及餐廳種類。餐飲業類別及餐廳種類。
3.3 .餐飲組織及從業人員之職掌。餐飲組織及從業人員之職掌。
4.4 .餐廳格局概要。餐廳格局概要。
5.5 .餐飲業之經營概念。餐飲業之經營概念。

24

((三三))旅館篇旅館篇
1.1 .旅館業的發展。旅館業的發展。
2.2 .旅館業類別及客房的種類。旅館業類別及客房的種類。
3.3 .旅館組織及從業人員之職掌。旅館組織及從業人員之職掌。
4.4 .旅館業之經營概念。旅館業之經營概念。

15

((四四))旅行業篇旅行業篇
1.1 .旅行業的發展。旅行業的發展。
2.2 .旅行業的類別及旅行社的種類。旅行業的類別及旅行社的種類。
3.3 .旅行社的組織及從業人員之職掌。旅行社的組織及從業人員之職掌。
4.4 .旅行業之經營概念。旅行業之經營概念。

15

((五五))總結篇總結篇 1.1 .餐旅行銷。餐旅行銷。
2.2 .餐旅業的未來發展趨勢。餐旅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6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教學評量的方式宜多樣化：包括紙筆測驗、口頭問答、習題練習、課堂討論、撰寫報告等。教學評量的方式宜多樣化：包括紙筆測驗、口頭問答、習題練習、課堂討論、撰寫報告等。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圖書館應具備充足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圖書館應具備充足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
22學校應設置電腦網路以資運用查詢餐旅相關資料。學校應設置電腦網路以資運用查詢餐旅相關資料。
33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教學光碟、掛圖、雜誌及網路資源。中外餐旅相關之圖書資料、教學光碟、掛圖、雜誌及網路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校外餐旅機構之配合與學校行政支援。校外餐旅機構之配合與學校行政支援。
22利用寒暑假前往餐旅相關業界學習，以充實自我實務能力，提升教學品質。利用寒暑假前往餐旅相關業界學習，以充實自我實務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3.3 .透過校外餐旅機構之接洽、安排及實際運作之整合，提供學生更多學習機會。透過校外餐旅機構之接洽、安排及實際運作之整合，提供學生更多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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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視覺傳達多媒體設計視覺傳達多媒體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ultimedia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透過多媒體作品展示使課堂變得生動，增加學生對學習多媒體製作的興趣。透過多媒體作品展示使課堂變得生動，增加學生對學習多媒體製作的興趣。
2.2 .培養學生具備多媒體設計創作能力及多媒體設計實務作能力。培養學生具備多媒體設計創作能力及多媒體設計實務作能力。
3.3 .了解多媒體基本概念及各種互動式多媒體的技術。了解多媒體基本概念及各種互動式多媒體的技術。
4.4 .多媒體製作的應用領域及刺激學生的創作思考，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多媒體製作的應用領域及刺激學生的創作思考，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多媒體設計理論多媒體設計理論

1.1 .多媒體設計概說多媒體設計概說
2.2 .多媒體設計的構成要素多媒體設計的構成要素
3.3 .多媒體設計的應用與發展多媒體設計的應用與發展
4.4 .多媒體設計的應用軟體多媒體設計的應用軟體
5.5 .多媒體與溝通的藝術多媒體與溝通的藝術

18

((二二))實驗性多媒體設計實驗性多媒體設計1.1 .繪圖軟體整合應用繪圖軟體整合應用
2.2 .多媒體設計創作多媒體設計創作 18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學習態度、作業練習。學習態度、作業練習。
2.2 .段考成績段考成績::實驗創作。實驗創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Power Point Power Point 文件、講義、與多媒體設計相關之多媒體教材。文件、講義、與多媒體設計相關之多媒體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各項作業的訓練，難易要適中，根據學生能力為要求。各項作業的訓練，難易要適中，根據學生能力為要求。
2.2 .加強多媒體設計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加強多媒體設計在實際生活的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
3.3 .根據學生所具備的軟體專業程度，發展多元化的多媒體發展，以求刺激更多更新的創意表現。根據學生所具備的軟體專業程度，發展多元化的多媒體發展，以求刺激更多更新的創意表現。
4.4 .與最新的網路科技應用結合，增加課程的實用性。與最新的網路科技應用結合，增加課程的實用性。
5.5 .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分組蒐集與課程相關資料並進行討論。

77



(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ommerce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認識電子商務應用架構、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及其最佳實務。一、認識電子商務應用架構、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及其最佳實務。
二、規劃設計微型事業電子商店之模擬。二、規劃設計微型事業電子商店之模擬。
三、培養正確的電子商務應用方式。三、培養正確的電子商務應用方式。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一) )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架構架構

1.1 .前端模式介紹前端模式介紹
2.2 .後端管理平台介紹後端管理平台介紹 4

((二二)()(二二) )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商業模式商業模式

1.B2B1.B2B商業模式應用商業模式應用
2.B2C2.B2C商業模式應用商業模式應用
3.C2C3.C2C商業模式應用商業模式應用

4

((三三)()(三三) )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案例案例 網路行銷成功案例分析討論網路行銷成功案例分析討論 4

((四四)()(四四) )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平台平台

介紹各項電子商務平台：介紹各項電子商務平台：
1. 1 . 各項拍賣網各項拍賣網
2. 2 . 聯盟行銷聯盟行銷
3. 3 . 自設網站自設網站

4

((五五)()(五五) ) 電子商店電子商店
管理管理

1.1 .商品上架商品上架
2.2 .商品介紹商品介紹,,廣告廣告
3.3 .購物、付款及退貨流程購物、付款及退貨流程

8

((六六)()(六六))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優化技巧優化技巧

1.1 .廣告投放廣告投放
2.2 .關鍵字優化關鍵字優化
3.3 .數據分析數據分析
4.4 .網路商店粉絲專頁及社團建立網路商店粉絲專頁及社團建立

12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以上課觀察、口試、筆試、作業、實作、報告、測驗、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辦評量方式以上課觀察、口試、筆試、作業、實作、報告、測驗、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辦
理。理。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教學設備需符合「電腦教室」設備基準。教學設備需符合「電腦教室」設備基準。
2.2 .除電腦外可配合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等相關行動裝置設備，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等。除電腦外可配合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等相關行動裝置設備，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等。
3.3 .可選用自由軟體、免費軟體，雲端應用軟體或行動裝置可選用自由軟體、免費軟體，雲端應用軟體或行動裝置AppApp等做為教學資源。等做為教學資源。
4.4 .電子商務平台、電子商城軟體。電子商務平台、電子商城軟體。
5.5 .相關教學參考文字、圖片、音訊、視訊、模型作品、多媒體設計專題和資料等，宜重視性別平衡及尊相關教學參考文字、圖片、音訊、視訊、模型作品、多媒體設計專題和資料等，宜重視性別平衡及尊
重人權的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重人權的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6 .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會資源等。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會資源等。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內容宜選用與學生生活應用相關範例，且各單元主題宜採範例說明與操作。一、教材內容宜選用與學生生活應用相關範例，且各單元主題宜採範例說明與操作。
二、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二、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
標。標。
三、隨時提供學生相關新知，以符合現代生活的應用。三、隨時提供學生相關新知，以符合現代生活的應用。
四、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四、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五、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及授課進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五、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及授課進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六、結合學校電腦軟硬體設施以及社會資源，提供授課實務教學之用。六、結合學校電腦軟硬體設施以及社會資源，提供授課實務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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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廚藝製作廚藝製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oking skill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4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使學生認識中餐及西餐各式菜系之特色使學生認識中餐及西餐各式菜系之特色
2.2 .使學生區分中西廚房設備之差異使學生區分中西廚房設備之差異
3.3 .使學生認識中西廚房的工作流程使學生認識中西廚房的工作流程
4.4 .訓練中西餐點的基本烹飪技能訓練中西餐點的基本烹飪技能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中餐廚房作業流程中餐廚房作業流程中餐廚房作業流程中餐廚房作業流程 4
((二二))西餐廚房作業流程西餐廚房作業流程西餐廚房作業流程西餐廚房作業流程 4
((三三))衛生與安全衛生與安全 衛生與安全衛生與安全 4
((四四))食品營養食品營養 食品營養食品營養 4
((五五))中餐菜餚製作中餐菜餚製作 中餐菜餚製作中餐菜餚製作 20
((六六))西餐菜餚製作西餐菜餚製作 西餐菜餚製作西餐菜餚製作 20
((七七))異國料理製作異國料理製作 異國料理製作異國料理製作 16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在教材編撰上，可採教科書或教師自編講義危教材，並能兼顧學生之能力、興趣與需要。在教材編撰上，可採教科書或教師自編講義危教材，並能兼顧學生之能力、興趣與需要。
2.2 .方法宜多元化而有彈性，注重餐飲食物技巧、演練與應用。方法宜多元化而有彈性，注重餐飲食物技巧、演練與應用。
3.3 .採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實作、口試、筆試等，並注重情境評量。採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問答、討論、實作、口試、筆試等，並注重情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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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西式點心製作實習西式點心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estern Dessert Bak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4/4/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瞭解蛋糕的基本分類一、瞭解蛋糕的基本分類
二、熟悉西點、蛋糕的操作流程二、熟悉西點、蛋糕的操作流程
三、能自我判斷不同產品的烤焙程度三、能自我判斷不同產品的烤焙程度
四、能運用所學做產品變化四、能運用所學做產品變化
五、培養以西式烘焙為基礎，將產品商品化及藝術化五、培養以西式烘焙為基礎，將產品商品化及藝術化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烘焙材料、設備器具介紹烘焙材料、設備器具介紹
一、一、  烘焙機器設備與工具介紹烘焙機器設備與工具介紹
二、二、  烘焙材料介紹烘焙材料介紹
三、三、  度量衡與烘培計算度量衡與烘培計算

12

((二二))蛋糕類製作蛋糕類製作
一、一、  戚風類蛋糕製作戚風類蛋糕製作
二、二、  乳沫類蛋糕製作乳沫類蛋糕製作
三、三、  麵糊類蛋糕製作麵糊類蛋糕製作

40

((三三))西點類製作西點類製作
一、一、  派的分類與製作派的分類與製作
二、二、  奶油空心餅的特性與製作奶油空心餅的特性與製作
三、焦糖布丁的製作與變化三、焦糖布丁的製作與變化

20

((四四))進階蛋糕類製作進階蛋糕類製作

一、一、  戚風類產品蛋糕製作戚風類產品蛋糕製作

二、二、  乳沫類產品蛋糕製作乳沫類產品蛋糕製作

三、三、  麵糊類產品蛋糕製作麵糊類產品蛋糕製作  

四、四、  乳酪類產品蛋糕製作乳酪類產品蛋糕製作

40

((五五))進階西點類製作進階西點類製作
一、一、  宴會點心類產品製作製作宴會點心類產品製作製作
二、二、  甜塔、鹹派類產品製作甜塔、鹹派類產品製作
三、三、  果凍類產品製作果凍類產品製作
四、四、  慕斯類產品製作慕斯類產品製作

32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
改進的參考。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
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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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ject Development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具有收集資料及設計問卷之能力一、具有收集資料及設計問卷之能力
二、培養學生創作能力、資料收集、問題解決能力、網路搜尋能力二、培養學生創作能力、資料收集、問題解決能力、網路搜尋能力
三、學習論文書面編輯製作能力三、學習論文書面編輯製作能力
四、培養口頭報告之能力四、培養口頭報告之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分配節
數數 備註備註

((一一))認識專題製作認識專題製作
1.1 .說明專題製作之觀念說明專題製作之觀念
2.2 .啟發學生研究的興趣啟發學生研究的興趣
3.3 .引導學生思考能力。引導學生思考能力。
4.4 .透過專題製作培養之能力透過專題製作培養之能力

6
1.1 .基本製作專題製作基本製作專題製作
的心態。的心態。
2.2 .了解專題製作之研了解專題製作之研
究精神究精神

((二二))各項蒐集資料之方式各項蒐集資料之方式
1.1 .學習模仿與觀摩別人作品。學習模仿與觀摩別人作品。
2.2 .收集中學生網站相關作品收集中學生網站相關作品
3.3 .學習專題製作基本架構學習專題製作基本架構
4.4 .探討研究主題探討研究主題

9

1.1 .從資料收集觀賞從資料收集觀賞
中，了解專題報告中，了解專題報告
架構。架構。
2.2 .從中學習到研究專從中學習到研究專
題實驗精神。題實驗精神。

((三三))實驗方法之設計實驗方法之設計
1.1 .進行分組實驗操作進行分組實驗操作
2.2 .依據不同的變數真實記錄結果依據不同的變數真實記錄結果
3.3 .實驗中挖掘研究結果與關鍵因素實驗中挖掘研究結果與關鍵因素

21

1.1 .培養學生創作力、培養學生創作力、2.2 .培養學生邏輯能培養學生邏輯能
力力
3.3 .團體合作能力團體合作能力
4.4 .時間控制與管理能時間控制與管理能
力。力。
5.5 .解決問題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四四))問卷之設計問卷之設計
1.1 .問卷設計內容問卷設計內容
2.2 .決定問卷題目形式決定問卷題目形式
3.3 .問卷發放型態問卷發放型態
4.4 .修訂問卷與問卷施測修訂問卷與問卷施測

9

1.1 .問卷的難易度設問卷的難易度設
計。計。
2.2 .透過問卷收集資料透過問卷收集資料  
進行分析。進行分析。

((五五))簡易統計分析簡易統計分析
1.1 .收集問卷統計方法收集問卷統計方法
2.2 .利用利用ExcelExcel分析問卷資料分析問卷資料
3.3 .利用網路填問卷利用網路填問卷

6
1.1 .問卷蒐集及整理能問卷蒐集及整理能
力。力。
2.2 .學習學習 Excel Excel圖表製圖表製
作作

((六六))如何由實驗數據來探討結如何由實驗數據來探討結
果果

1.1 .經由問卷分析探討實驗的成效經由問卷分析探討實驗的成效
2.2 .對於統計後之數據，作為實驗結果及未來對於統計後之數據，作為實驗結果及未來
研研
究之改進究之改進

3 1.1 .經由統計分析，並經由統計分析，並
以客觀性得到結論以客觀性得到結論

((七七))專題範例介紹專題範例介紹 1.1 .中學生論文網站中學生論文網站
2.2 .群科中心創意專題製作競賽群科中心創意專題製作競賽 9 1.1 .介紹相關論文投稿網站介紹相關論文投稿網站

((八八))撰寫論文說明撰寫論文說明

1.1 .中學生論文投稿格式規定中學生論文投稿格式規定
2.word2.word的版面設定說明的版面設定說明
3.3 .小論文基本架構小論文基本架構
4.4 .層次、分段條例說明層次、分段條例說明  
5 .5 .引註資料之規定引註資料之規定

9
1.1 .基本格式說明基本格式說明
2.2 .四大基本架構四大基本架構
3.3 .引用文獻撰寫方法引用文獻撰寫方法

((九九))專題書面製作專題書面製作

1.1 .封面製作封面製作
2.woed2.woed版面設定版面設定
3.3 .章節排版章節排版
4.4 .文獻參考資料編輯文獻參考資料編輯
5.5 .專題開頭：摘要、目錄專題開頭：摘要、目錄
6.6 .本文：前言、文獻探討、製作方法、成果本文：前言、文獻探討、製作方法、成果
與與
發現、結論與建議發現、結論與建議
7.7 .結尾：參考文獻、附錄結尾：參考文獻、附錄

21
1.1 .專題製作動機、目的、方法與流程專題製作動機、目的、方法與流程
2.2 .研究製作過程紀錄研究製作過程紀錄
3.3 .客觀性結果客觀性結果
4.4 .引註資料，中英文參考書寫方法引註資料，中英文參考書寫方法

1.1 .簡報內容重點簡報內容重點
2.2 .簡報注意事項簡報注意事項 1. power point1 . power point簡報內容篇排簡報內容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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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口頭報告口頭報告 3.3 .利用利用power pointpower point製作製作
4.4 .口頭報告功能與技巧口頭報告功能與技巧
5.5 .報告注意事項報告注意事項

12 2.2 .儀態、口條技能儀態、口條技能

((十一十一))專題發表專題發表
1.1 .鼓勵參加論文製作競賽鼓勵參加論文製作競賽
2.2 .期刊投稿期刊投稿
3.3 .群科創意專題競賽群科創意專題競賽
4.4 .書審資料書審資料

3
1.1 .中學生論文投稿中學生論文投稿
2.2 .群科專題製作競賽群科專題製作競賽
3.3 .各大學相關期刊、各大學相關期刊、
壁報投稿壁報投稿

合計合計 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認知部分：以收集資料賞析、研究動機目等報告評量。認知部分：以收集資料賞析、研究動機目等報告評量。
(2)(2)技能部分技能部分::實驗操作評量。實驗操作評量。
(3)(3)情意部分情意部分::以上課的團隊精神及學習態度來評量。以上課的團隊精神及學習態度來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 1 . 訪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訪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2. 2 . 中小學論文網站中小學論文網站
3. 3 . 國家圖書碩博士論文網站國家圖書碩博士論文網站
4. 4 . 群科中心專題製作網站群科中心專題製作網站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藉由多媒體教學引發學生學習意願一、藉由多媒體教學引發學生學習意願
二、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二、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三、每次學生應將圖片做成檔案三、每次學生應將圖片做成檔案  可當隨時複習之參考。可當隨時複習之參考。
四、採漸進式由淺入深之方式四、採漸進式由淺入深之方式  避免學習挫折。避免學習挫折。
五、融入地方農特產品之創作，以提升學習興趣。五、融入地方農特產品之創作，以提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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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reer Experien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瞭解烘焙職場工作現況及未來前景。瞭解烘焙職場工作現況及未來前景。
2.2 .瞭解國內外烘焙相關之競賽項目與競賽模式。瞭解國內外烘焙相關之競賽項目與競賽模式。
3.3 .瞭解烘焙產業的經營模式與管理方式。瞭解烘焙產業的經營模式與管理方式。
4.4 .強化產業連結，增進學生職涯進路規劃之瞭解。強化產業連結，增進學生職涯進路規劃之瞭解。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校外職場參觀校外職場參觀
1.1 .安排烘焙相關產業校外職場參訪安排烘焙相關產業校外職場參訪
2.2 .職場參訪心得撰寫職場參訪心得撰寫
3.3 .同學分組參訪麵包店及上台報告同學分組參訪麵包店及上台報告

24

((二二))業界專家授課業界專家授課 業界專家授課業界專家授課::專題講座專題講座..業師協同教學業師協同教學 12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參訪心得及上課分組報告，作業撰寫參訪心得及上課分組報告，作業撰寫
2.2 .上課投入程度及互動情形上課投入程度及互動情形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烘焙相關業界職場資源烘焙相關業界職場資源
2.2 .網路職場分享相關影片與文章網路職場分享相關影片與文章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烘焙相關業界職場之聯繫烘焙相關業界職場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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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麵包製作實習麵包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read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5/5/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瞭解麵包製作的基本分類一、瞭解麵包製作的基本分類
二、熟悉麵包製作的操作流程二、熟悉麵包製作的操作流程
三、能運用所學做產品變化，將產品商品化三、能運用所學做產品變化，將產品商品化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烘焙材料、設備器具介紹烘焙材料、設備器具介紹
一、一、  烘焙機器設備與工具介紹烘焙機器設備與工具介紹
二、二、  烘焙材料介紹烘焙材料介紹
三、三、  度量衡與烘培計算度量衡與烘培計算  

20

((二二))麵包製作麵包製作 基礎甜麵包類產品製作及相關變化產品製作基礎甜麵包類產品製作及相關變化產品製作 40
((三三))餐包製作餐包製作 基礎餐包製作及相關變化產品製作基礎餐包製作及相關變化產品製作 20
((四四))吐司製作吐司製作 基礎吐司製作及相關變化產品製作基礎吐司製作及相關變化產品製作 40
((五五))烘焙麵包丙級檢定烘焙麵包丙級檢定 烘焙麵包丙級檢定相關產品製作及練習烘焙麵包丙級檢定相關產品製作及練習 60

合計合計 180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
改進的參考。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
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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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藝術蛋糕製作藝術蛋糕製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rt Cake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藝術蛋糕之基本概念（一、了解藝術蛋糕之基本概念（kk））
二、了解各式藝術蛋糕造型切割方式（二、了解各式藝術蛋糕造型切割方式（kk））
三、了解各式節慶製作方式（三、了解各式節慶製作方式（kk））
四、具備大型蛋糕組裝之能力（四、具備大型蛋糕組裝之能力（ss））
五、培養以藝術學去設計各式藝術蛋糕，將它成為生活中的藝術化（五、培養以藝術學去設計各式藝術蛋糕，將它成為生活中的藝術化（a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作品介紹與欣賞作品介紹與欣賞 藝術蛋糕作品介紹與欣賞藝術蛋糕作品介紹與欣賞((影片影片)) 4
((二二))擠花技巧擠花技巧 各式擠花技巧練習及配色運用各式擠花技巧練習及配色運用 12
((三三))糖花製作糖花製作 各式糖花技巧練習及配色運用各式糖花技巧練習及配色運用 12
((四四))動物捏塑技巧動物捏塑技巧 各式動物捏塑各式動物捏塑 8
((五五))人偶捏塑技巧人偶捏塑技巧 各式人物表情、肢體、服裝造型捏塑各式人物表情、肢體、服裝造型捏塑 8
((六六))藝術蛋糕組合技巧藝術蛋糕組合技巧 蛋糕披覆、圍邊、組合裝飾技巧運用蛋糕披覆、圍邊、組合裝飾技巧運用 8
((七七))個人作品創作個人作品創作 個人作品創作及指導個人作品創作及指導 16

((八八))藝術蛋糕作品展示及保存藝術蛋糕作品展示及保存 1.1 .藝術蛋糕作品展示藝術蛋糕作品展示
2.2 .了解藝術蛋糕的特性及保存方法運用了解藝術蛋糕的特性及保存方法運用 4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實習報告實習報告
2. 2 . 上課態度上課態度((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
3 . 3 . 成果作品成果作品..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及網路素材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及網路素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
學改進的參考。學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
容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容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四、注意學生對造型技巧之能力加強四、注意學生對造型技巧之能力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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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歐式烘焙產品製作歐式烘焙產品製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uropean Baking Product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4/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歐式烘焙產品之基本概念（一、了解歐式烘焙產品之基本概念（kk））
二、了解各式歐式烘焙產品的特性（二、了解各式歐式烘焙產品的特性（kk））
三、了解各式歐式蛋糕和麵包製作方式（三、了解各式歐式蛋糕和麵包製作方式（kk））
四、培養製作歐式麵包與蛋糕之能力（四、培養製作歐式麵包與蛋糕之能力（ss））
五、培養將美學概念帶入歐式麵包和蛋糕之設計能力（五、培養將美學概念帶入歐式麵包和蛋糕之設計能力（a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歐式麵包製作歐式麵包製作
一、各式雜糧歐式麵包製作一、各式雜糧歐式麵包製作
二、各式堅果養生麵包製作二、各式堅果養生麵包製作
三、各式天然酵母培養三、各式天然酵母培養

36

((二二))歐式點心製作歐式點心製作
11各式歐式蛋糕製作各式歐式蛋糕製作
22各式馬卡龍製作各式馬卡龍製作
33各種歐式點心製作各種歐式點心製作

36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每次學生應將圖片做成檔案二、每次學生應將圖片做成檔案  可當隨時複習之參考可當隨時複習之參考
三、學期中及學期末辨理學習階段技巧之競賽三、學期中及學期末辨理學習階段技巧之競賽  
四、四、  舉辦相關節日歐式麵包甜點製作舉辦相關節日歐式麵包甜點製作  提升學習興趣提升學習興趣
五、採漸進式五、採漸進式  由淺入深之方式由淺入深之方式  避免學習挫折避免學習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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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藝術麵包製作藝術麵包製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rt Bread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4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藝術麵包與一般麵包之區別（一、了解藝術麵包與一般麵包之區別（kk））
二、了解各式造型麵包之技巧（二、了解各式造型麵包之技巧（kk））
三、具備藝術麵包組裝之能力（三、具備藝術麵包組裝之能力（ss））
四、培養以美學概念設計各式藝術麵包，將它精緻藝術化（四、培養以美學概念設計各式藝術麵包，將它精緻藝術化（a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備註備註

((一一))麵包的造型製作麵包的造型製作

1.1 .藝術麵包的製作流程介紹，所需的材料與工具使用介紹藝術麵包的製作流程介紹，所需的材料與工具使用介紹
2.2 .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麵包造型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麵包造型
3.3 .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花造型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花造型
4.4 .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動物造型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動物造型
5.5 .藝術麵包烤陪技巧與注意事項藝術麵包烤陪技巧與注意事項

20

((二二))無酵母麵包製作無酵母麵包製作
1.1 .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麵包造型利用點﹑線﹑面技巧製作立體麵包造型
3.3 .利用利用""線線""練習編織技巧練習編織技巧
4.4 .利用利用""面面""技巧製作平面動物造型技巧製作平面動物造型
5.5 .利用剪刀設計造型利用剪刀設計造型

20

((三三) ) 麵包接著方式製作麵包接著方式製作 1.1 .了解黏著劑的種類與製作方法了解黏著劑的種類與製作方法
2.2 .了解黏著劑的使用方法與操作注意事項了解黏著劑的使用方法與操作注意事項 8

((四四))製作藝術麵包組合製作藝術麵包組合
1.1 .平面產品組合平面產品組合
2.2 .立體造型組合立體造型組合
3.3 .調色﹑上色練習調色﹑上色練習
4.4 .調色﹑上色練習調色﹑上色練習

16

((五五))藝術麵包亮光處理藝術麵包亮光處理 1.1 .藝術麵包的亮光處理運用藝術麵包的亮光處理運用 4
((六六))藝術麵包保存藝術麵包保存 1.1 .了解藝術麵包的特性及包存方法運用了解藝術麵包的特性及包存方法運用 4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實習報告實習報告
2. 2 . 上課態度上課態度((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
3 .3 .成果成品成果成品..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
學改進的參考。學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
容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容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四、注意學生對造型技巧之能力四、注意學生對造型技巧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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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電腦軟體應用電腦軟體應用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ommerce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認識電子商務應用架構、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及其最佳實務。一、認識電子商務應用架構、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及其最佳實務。
二、規劃設計微型事業電子商店之模擬。二、規劃設計微型事業電子商店之模擬。
三、培養正確的電子商務應用方式。三、培養正確的電子商務應用方式。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電子商務架電子商務架
構構

1.1 .前端模式介紹前端模式介紹
2.2 .後端管理平台介紹後端管理平台介紹 4

((二二))電子商務商電子商務商
業模式業模式

1.B2B1.B2B商業模式應用商業模式應用
2.B2C2.B2C商業模式應用商業模式應用
3.C2C3.C2C商業模式應用商業模式應用

4

((三三) )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案例案例 網路行銷成功案例分析討論網路行銷成功案例分析討論 4

((四四))電子商務平電子商務平
台台

介紹各項電子商務平台：介紹各項電子商務平台：
1. 1 . 各項拍賣網各項拍賣網
2. 2 . 聯盟行銷聯盟行銷
3. 3 . 自設網站自設網站

4

((五五))電子商店管電子商店管
理理

1.1 .商品上架商品上架
2.2 .商品介紹商品介紹,,廣告廣告
3.3 .購物、付款及退貨流程購物、付款及退貨流程

8

((六六))電子商務優電子商務優
化技巧化技巧

1.1 .廣告投放廣告投放
2.2 .關鍵字優化關鍵字優化
3.3 .數據分析數據分析
4.4 .網路商店粉絲專頁及社團建立網路商店粉絲專頁及社團建立

12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以上課觀察、口試、筆試、作業、實作、報告、測驗、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辦理。評量方式以上課觀察、口試、筆試、作業、實作、報告、測驗、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教學設備需符合「電腦教室」設備基準。教學設備需符合「電腦教室」設備基準。
2.2 .除電腦外可配合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等相關行動裝置設備，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等。除電腦外可配合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等相關行動裝置設備，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等。
3.3 .可選用自由軟體、免費軟體，雲端應用軟體或行動裝置可選用自由軟體、免費軟體，雲端應用軟體或行動裝置AppApp等做為教學資源。等做為教學資源。
4.4 .電子商務平台、電子商城軟體。電子商務平台、電子商城軟體。
5.5 .相關教學參考文字、圖片、音訊、視訊、模型作品、多媒體設計專題和資料等，宜重視性別平衡及尊重人相關教學參考文字、圖片、音訊、視訊、模型作品、多媒體設計專題和資料等，宜重視性別平衡及尊重人
權的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權的理念，並避免有違國情與善良風俗。
6.6 .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會資源等。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會資源等。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內容宜選用與學生生活應用相關範例，且各單元主題宜採範例說明與操作。一、教材內容宜選用與學生生活應用相關範例，且各單元主題宜採範例說明與操作。
二、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標。二、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標。
三、隨時提供學生相關新知，以符合現代生活的應用。三、隨時提供學生相關新知，以符合現代生活的應用。
四、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四、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五、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及授課進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五、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及授課進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六、結合學校電腦軟硬體設施以及社會資源，提供授課實務教學之用。六、結合學校電腦軟硬體設施以及社會資源，提供授課實務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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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飲料調製實務飲料調製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everage Modulation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4/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瞭解各式飲料之專業知識與調製原理。瞭解各式飲料之專業知識與調製原理。
((二二))認識飲料調製之相關物料及設備。認識飲料調製之相關物料及設備。
((三三))熟練飲料調製之技能。熟練飲料調製之技能。
((四四))具備良好衛生安全與工作習慣。具備良好衛生安全與工作習慣。
((五五))具備美感素養，並激發創意表現。具備美感素養，並激發創意表現。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緒論緒論
1.1 .飲料的定義及分類飲料的定義及分類
2.2 .飲料店的分類及經營飲料店的分類及經營
3.3 .飲料器具設備介紹飲料器具設備介紹
4.4 .吧檯準備及操作流程吧檯準備及操作流程

8 講解吧檯設備操作講解吧檯設備操作sopsop動線。動線。

((二二))裝飾物裝飾物
1.1 .單耳兔單耳兔
2.2 .雙耳兔雙耳兔
3.3 .柳橙片、檸檬片柳橙片、檸檬片
4.4 .水果拼盤水果拼盤(7(7種種))

12
1. 1 . 進行基本刀工認識及操作進行基本刀工認識及操作
2. 2 . 裝飾物示範與實作。裝飾物示範與實作。
3. 3 . 水果拼盤示範與操作與評量水果拼盤示範與操作與評量

((三三))飲料調製飲料調製
1.1 .非酒精性飲料調製之用具及材料非酒精性飲料調製之用具及材料
2.2 .冰茶類調製冰茶類調製  
3 .3 .冰鮮奶茶類調製冰鮮奶茶類調製  
4 .4 .熱茶類調製熱茶類調製

20
1.1 .進行基本調製之各種方法解說。進行基本調製之各種方法解說。
2.2 .基本調製法示範及演練。基本調製法示範及演練。
3.3 .基本調製法評量。基本調製法評量。

((四四))飲鮮果汁調製飲鮮果汁調製
1.1 .電動攪拌機電動攪拌機
2.2 .搖盪法搖盪法
3.3 .冰沙的調製冰沙的調製

16 1.1 .各種鮮果製作解說。各種鮮果製作解說。
2.2 .進行調製操作與評量。進行調製操作與評量。

((五五))咖啡調製咖啡調製
1. 1 . 虹吸式虹吸式
2.2 .濾杯式濾杯式
3.3 .義式咖啡機義式咖啡機

16 1.1 .進行咖啡機具之操作與解說。。進行咖啡機具之操作與解說。。
2.2 .進行咖啡調製示範進行咖啡調製示範3.3 .各種咖啡調製實務操作與評量。各種咖啡調製實務操作與評量。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認知部分：以實作報告評量。認知部分：以實作報告評量。
(2) (2) 技能部分技能部分::實務操作評量。實務操作評量。
(3) (3) 情意部分情意部分::以上課的精神及學習態度來評量。以上課的精神及學習態度來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一、飲料調製寶典。一、飲料調製寶典。
二、自編教材。二、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學方法：實習上課、再以分組方式進行一、教學方法：實習上課、再以分組方式進行
1.1 .依單元不同採用講演法、欣賞教學法、練習法、問答法等方式實施教學。依單元不同採用講演法、欣賞教學法、練習法、問答法等方式實施教學。
2.2 .術語及辭彙，應中英對照詳加解釋說明，以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術語及辭彙，應中英對照詳加解釋說明，以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3.3 .實習以學生多練習實作。實習以學生多練習實作。
4.4 .適時安排學生到校外參觀，以增進對未來工作環境的瞭解。適時安排學生到校外參觀，以增進對未來工作環境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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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中式點心製作實習中式點心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inese Dessert Preparing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瞭解中式點心的特性與分類瞭解中式點心的特性與分類
2.2 .瞭解各項材料的特性瞭解各項材料的特性
3.3 .學習製作各式麵食、米食與雜糧點心學習製作各式麵食、米食與雜糧點心
4.4 .熟練各類點馨基礎的製作技巧熟練各類點馨基礎的製作技巧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點心的由來及歷史演變點心的由來及歷史演變 點心的由來及歷史演變點心的由來及歷史演變 3
((二二))中式點心的分類與特性中式點心的分類與特性 中式點心的分類與特性中式點心的分類與特性 6
((三三))各類點心材料的特性介紹各類點心材料的特性介紹 各類點心材料的特性介紹各類點心材料的特性介紹 6
((四四))基礎米食點心製作基礎米食點心製作 基礎米食點心製作基礎米食點心製作 45
((五五))基礎面食點心製作基礎面食點心製作 基礎面食點心製作基礎面食點心製作 48

合計合計 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分組實習、採示範教學，配合投影片、錄影帶、網路照片交學史理論與實際並重。分組實習、採示範教學，配合投影片、錄影帶、網路照片交學史理論與實際並重。
2.2 .以技職教育核心，採認知、技術、態度並重教學，注重人格教養。以技職教育核心，採認知、技術、態度並重教學，注重人格教養。
3.3 .利用校外參觀，結合理論與實務。利用校外參觀，結合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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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餅乾製作實習餅乾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iscuit Prepar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瞭解餅乾的特性與種類（一、瞭解餅乾的特性與種類（kk））
二、熟悉餅乾的製作流程（二、熟悉餅乾的製作流程（kk））
三、培養手工餅乾的能力（三、培養手工餅乾的能力（ss））
四、培養運用食材比例之不同作創意產品（四、培養運用食材比例之不同作創意產品（a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塑形餅乾塑形餅乾
1.1 .葡萄乾燕麥紅糖小西餅葡萄乾燕麥紅糖小西餅
2.2 .原味司康原味司康
3.3 .花生小西餅花生小西餅
4.4 .抹茶小西餅抹茶小西餅

12

((二二))冷凍餅乾冷凍餅乾
1.1 .雙色冰箱小西餅雙色冰箱小西餅
2.2 .核桃奶油冰箱小西餅核桃奶油冰箱小西餅
3.3 .義大利堅果脆餅義大利堅果脆餅
4.4 .杏仁巧克力冰箱小西餅杏仁巧克力冰箱小西餅

12

((三三))壓模餅乾壓模餅乾
1.1 .瑪琍牛奶餅乾瑪琍牛奶餅乾
2.2 .蘇打餅乾蘇打餅乾
3.3 .椰子餅乾椰子餅乾
2.2 .糖霜彩繪餅乾糖霜彩繪餅乾

12

((四四))擠花餅乾擠花餅乾
1.1 .奶油菊花小西餅奶油菊花小西餅
2.2 .貓舌餅乾貓舌餅乾
3.3 .台式馬卡龍台式馬卡龍
4.4 .指形小西餅指形小西餅

12

((五五))酥皮餅乾酥皮餅乾 1.1 .巧克力酥餅巧克力酥餅
2.2 .杏仁小西餅杏仁小西餅 6

合計合計 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實習報告實習報告
2. 2 . 上課態度上課態度((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
3 . 3 . 成品成品..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及自編教材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及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
改進的參考。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
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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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蛋糕裝飾實習蛋糕裝飾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ke Decoration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4/4/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蛋糕裝飾之基本觀念（一、了解蛋糕裝飾之基本觀念（kk））  二、熟悉基本蛋糕裝飾的基本技巧（二、熟悉基本蛋糕裝飾的基本技巧（ss））  三、熟悉擠花袋及各式花嘴的應用三、熟悉擠花袋及各式花嘴的應用
（（ss））  四、相關食用色素的認識與調配（四、相關食用色素的認識與調配（ss））  五、具備各式蛋糕裝飾變化之應用原理（五、具備各式蛋糕裝飾變化之應用原理（a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主要單
元元(進進
度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蛋蛋
糕圍邊糕圍邊
技巧技巧
各式圍邊技巧運用各式圍邊技巧運用 16

((二二))擠擠
花技巧花技巧各式花嘴擠花技巧運用各式花嘴擠花技巧運用 20

((三三))蛋蛋
糕抹面糕抹面蛋糕抹面技巧運用蛋糕抹面技巧運用 20

((四四))造造
型蛋糕型蛋糕各式造型蛋糕製作各式造型蛋糕製作 28

((五五))節節
慶蛋糕慶蛋糕各式節慶蛋糕製作各式節慶蛋糕製作 28

((六六))水水
果裝飾果裝飾
蛋糕蛋糕
水果運用裝飾蛋糕製作水果運用裝飾蛋糕製作 20

((七七))作作
品欣賞品欣賞坊間主題性，流行性蛋糕裝飾作品影片欣賞坊間主題性，流行性蛋糕裝飾作品影片欣賞 12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評學習評
量量

(評量評量
方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 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 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教學資
源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教學注
意事項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
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  改進的參考。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  應包應包
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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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地方特產製作地方特產製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Local special Product Prepar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4/4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各地地方特色（一、了解各地地方特色（kk））
二、了解各地方特色與農產品間之相關性（二、了解各地方特色與農產品間之相關性（kk））
三、利用各地方產物設計出具當地特色產品（三、利用各地方產物設計出具當地特色產品（ss））
四、培養以利用高經濟效率及善用農業資源來解決農業產物過剩之問（四、培養以利用高經濟效率及善用農業資源來解決農業產物過剩之問（aa））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備註備註

((一一))了解各地地方農產特色了解各地地方農產特色 1.1 .各地農產品介紹各地農產品介紹
2.2 .農產品特性介紹與主題討論農產品特性介紹與主題討論 12

((二二))農產品的利用—鳳梨農產品的利用—鳳梨

1.1 .製作鳳梨果醬製作鳳梨果醬
2.2 .利用鳳梨果醬製作鳳梨蛋糕捲利用鳳梨果醬製作鳳梨蛋糕捲
3.3 .製作鳳梨醬製作鳳梨醬
4.4 .利用鳳梨醬製作鳳梨酥利用鳳梨醬製作鳳梨酥
5.5 .製作鳳梨果干製作鳳梨果干
6.6 .利用鳳梨果干製作鳳梨堅果麵包利用鳳梨果干製作鳳梨堅果麵包

20

((三三))農產品的利用—芒果農產品的利用—芒果

1.1 .製作芒果果醬製作芒果果醬
2.2 .利用芒果果醬製作芒果生乳捲蛋糕利用芒果果醬製作芒果生乳捲蛋糕
3.3 .利用芒果果醬製作芒果慕斯利用芒果果醬製作芒果慕斯
4.4 .製作芒果果干製作芒果果干
5.5 .利用芒果果干製作芒果麵包利用芒果果干製作芒果麵包
6.6 .製作芒果冰淇淋製作芒果冰淇淋

20

((四四))各地農特產品研發及製作各地農特產品研發及製作 各地農特產品研發及製作各地農特產品研發及製作 60

((五五))產品包裝產品包裝 1.1 .針對產品，設計具有保藏﹑攜帶功能並具備能表現地方特色之包裝針對產品，設計具有保藏﹑攜帶功能並具備能表現地方特色之包裝
2.2 .針對產品，設計具有保藏﹑攜帶功能並具備能表現地方特色之包裝針對產品，設計具有保藏﹑攜帶功能並具備能表現地方特色之包裝 12

((六六))行銷設計行銷設計 1.1 .針對產品製作行銷海報針對產品製作行銷海報
2.2 .分組報告分享創作結果與心得分組報告分享創作結果與心得 12

((七七))成果發表成果發表 各組地方特產研發成果發表各組地方特產研發成果發表 8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實習報告實習報告
2. 2 . 上課態度上課態度((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含廚服﹑指甲﹑善後清潔))
3 . 3 . 成品的創意性成品的創意性..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科書及自編教材科書及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每次學生應將圖片做成檔案二、每次學生應將圖片做成檔案  可當隨時複習之參考可當隨時複習之參考
三、學期中及學期末辦理地方特色產品製作之競賽三、學期中及學期末辦理地方特色產品製作之競賽  
四、各地特殊節慶舉辦相關節日之產品製作提升學習興趣四、各地特殊節慶舉辦相關節日之產品製作提升學習興趣
五、採漸進式五、採漸進式  由淺入深之方式由淺入深之方式  避免學習挫折避免學習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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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中式麵食製作實習中式麵食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inese Pasta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瞭解中式麵食的特性與分類瞭解中式麵食的特性與分類
2.2 .瞭解各項材料的特性瞭解各項材料的特性
3.3 .學習製作各式麵食及湯品口味變化學習製作各式麵食及湯品口味變化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概論概論 中式麵食的由來及歷史演變中式麵食的由來及歷史演變 3
((二二))材料介紹材料介紹 中式麵食的分類與特性中式麵食的分類與特性 3

((三三))各式麵食製作各式麵食製作 1.1 .各式麵食製作各式麵食製作
2.2 .麵食湯品口味變化製作麵食湯品口味變化製作 72

((四四))創意麵食製作創意麵食製作 各式麵食創意製作各式麵食創意製作 15
((五五))麵食點心小菜製作麵食點心小菜製作 麵食點心小菜製作麵食點心小菜製作 15

合計合計 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分組實習、採示範教學，配合投影片、錄影帶、網路照片交學史理論與實際並重。分組實習、採示範教學，配合投影片、錄影帶、網路照片交學史理論與實際並重。
2.2 .以技職教育核心，採認知、技術、態度並重教學，注重人格教養。以技職教育核心，採認知、技術、態度並重教學，注重人格教養。
3.3 .利用校外參觀，結合理論與實務。利用校外參觀，結合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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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進階麵包製作實習進階麵包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dvanced Bread Baking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5/6/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認識坊間各式烘焙麵包產品（一、認識坊間各式烘焙麵包產品（kk））  二、了解各式麵包製作方法（二、了解各式麵包製作方法（kk））  三、學習各式麵包進階整形及烤焙方式三、學習各式麵包進階整形及烤焙方式
（（ss））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分配節
數數
備備
註註

((一一))進階麵包產品製進階麵包產品製
作作

各式披覆型甜麵包產品及內餡口味變化製作各式披覆型甜麵包產品及內餡口味變化製作::墨西哥麵包，波蘿麵包，甜甜圈，巧克力披墨西哥麵包，波蘿麵包，甜甜圈，巧克力披
覆麵覆麵. . .. . .等等 45

((二二))進階吐司產品製進階吐司產品製
作作 各式吐司變化製作各式吐司變化製作::紅豆吐司，帶蓋吐司，全麥吐司紅豆吐司，帶蓋吐司，全麥吐司. . .. . .等等 45

((三三))裹油類產品製作裹油類產品製作裹油類土司及麵包產品製作裹油類土司及麵包產品製作 20
((四四))特色產品製作特色產品製作 各地特色麵包，吐司類產品製作各地特色麵包，吐司類產品製作 55
((五五))創意麵包製作創意麵包製作 分組創意麵包研發及製作分組創意麵包研發及製作 33
合計合計 19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
改進的參考。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
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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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糖果點心糖果點心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ndy Dessert Practic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分組分組        不分組不分組)

科目來源科目來源 群科中心學校公告群科中心學校公告--校訂參考科目校訂參考科目
學校自行規劃科目學校自行規劃科目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  .  了解製糖的分類了解製糖的分類
二二.  .  學習各式糖果點心製作方法學習各式糖果點心製作方法
三三.  .  能運用所學做產品變化及商品包裝能運用所學做產品變化及商品包裝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一..硬糖類產品硬糖類產品
咖啡硬糖咖啡硬糖
太妃糖太妃糖
硬糖變化硬糖變化

9

((二二))二牛二牛轧轧糖類產品糖類產品

牛牛轧轧夾餅夾餅
花生牛花生牛轧轧糖糖
原味棉花糖原味棉花糖
巧克力牛巧克力牛轧轧糖糖
雪雪QQ餅餅

12

((三三))三三..花生糖類產品花生糖類產品
花生脆糖花生脆糖
花生酥糖花生酥糖
芝麻薄片糖芝麻薄片糖

9

((四四))四四..龍鬚糖龍鬚糖 龍鬚糖龍鬚糖 6

((五五))五五..紅豆羹類產品紅豆羹類產品 紅豆羊羹紅豆羊羹
抹茶羊羹抹茶羊羹 3

((六六))六六..其他其他

薑片薑片
薑糖薑糖
新港飴新港飴
南棗核桃糖南棗核桃糖
其它其它

15

合計合計 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針對認知部分以紙筆測輛評量
22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針對技能部分以實作評量
33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針對情意部分以上課精神  操作態度評量操作態度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可選用坊間出版之相關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一、每次實習後驗收學習成果之方式  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確認學生學習之效果為目標
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二、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
改進的參考。改進的參考。
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三、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
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應包括產品配方、實習步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96



(四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增廣增廣)/補強性課程補強性課程(全學期授課全學期授課)
表表9-2-4-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你追我趕你追我趕((彈性彈性))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You chase m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充實充實((增廣增廣)  )  補強性補強性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 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透過籃球教學課程，讓同學學習籃球技巧，能靈活運用於比賽中。一、透過籃球教學課程，讓同學學習籃球技巧，能靈活運用於比賽中。
二、透過籃球進攻三種動作模式二、透過籃球進攻三種動作模式--切入上籃、投籃、傳球，切入上籃、投籃、傳球，
三、讓學生練習進攻，進而能學會突破防守隊員，達到得分的目的。三、讓學生練習進攻，進而能學會突破防守隊員，達到得分的目的。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籃球基本動作練習籃球基本動作練習
1.1 .胸前、地板、單手、過頂傳球胸前、地板、單手、過頂傳球  
2 .2 .運球動作要領說明運球動作要領說明  
3 .3 .原地、直線行進、急停、穿梭運球原地、直線行進、急停、穿梭運球  

6

((二二))籃球綜合活動籃球綜合活動
1.1 .各種運球動作、左右手交換運球、正面過人等各種運球動作、左右手交換運球、正面過人等  
2 .2 .說明運球過人運用時機說明運球過人運用時機  4

((三三))防守綜合練習防守綜合練習
1.1 .兩人一組對傳上籃兩人一組對傳上籃  
2 .2 .三人一組三人一組88自跑傳上籃自跑傳上籃  
3 .3 .三人小組戰術介紹三人小組戰術介紹  

8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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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增廣增廣)/補強性課程補強性課程(全學期授課全學期授課)
表表9-2-4-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健康人生健康人生((彈性彈性))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Healthy Lif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充實充實((增廣增廣)  )  補強性補強性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 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建立學生對健康體適能各種知識。建立學生對健康體適能各種知識。
2.2 .建立學生各種健康適能測量方法與操作。建立學生各種健康適能測量方法與操作。
3.3 .建立學生對各種健康體適能訓練方式。建立學生對各種健康體適能訓練方式。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健康體適能概論健康體適能概論
11健康的定義健康的定義
22體適能的定義體適能的定義
33健康體適能的定義健康體適能的定義

4

((二二))體脂肪測量體脂肪測量 測量體脂的測量體脂的66個方法個方法 4
((三三))肌肉適能概論肌肉適能概論 肌肉適能測量操作與訓練肌肉適能測量操作與訓練 6

((四四))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處方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1.1 .報到填表報到填表
2.2 .量身高、體重量身高、體重
3.3 .坐姿體前彎坐姿體前彎
4.4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5.5 .立定跳遠立定跳遠
6.800 6.800 公尺或公尺或 1600 1600公尺跑走公尺跑走
7.7 .檢查登錄檢查登錄
88完成完成

4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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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增廣增廣)/補強性課程補強性課程(全學期授課全學期授課)
表表9-2-4-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你追我趕你追我趕((彈性彈性))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You chase m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充實充實((增廣增廣)  )  補強性補強性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 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透過籃球教學課程，讓同學學習籃球技巧，能靈活運用於比賽中。一、透過籃球教學課程，讓同學學習籃球技巧，能靈活運用於比賽中。
二、透過籃球進攻三種動作模式二、透過籃球進攻三種動作模式--切入上籃、投籃、傳球，切入上籃、投籃、傳球，
三、讓學生練習進攻，進而能學會突破防守隊員，達到得分的目的。三、讓學生練習進攻，進而能學會突破防守隊員，達到得分的目的。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籃球基本動作練習籃球基本動作練習
1.1 .傳接球練習傳接球練習
2.2 .投籃計分賽投籃計分賽
3.3 .運球上籃模仿賽運球上籃模仿賽

6

((二二))籃球綜合活動籃球綜合活動 1.1 .運動新知運動新知
2.2 .運動知識報告分享運動知識報告分享 4

((三三))籃球進攻動作綜合練習籃球進攻動作綜合練習
1. 1 . 技術挑戰賽技術挑戰賽
2. 2 . 二對二練習比賽二對二練習比賽
3. 3 . 三對三練習比賽三對三練習比賽
4. 4 . 五對五練習比賽五對五練習比賽

8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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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增廣增廣)/補強性課程補強性課程(全學期授課全學期授課)
表表9-2-4-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你來我往你來我往((彈性彈性))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utual exchang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充實充實((增廣增廣)  )  補強性補強性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 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提昇學生對羽球運動之興趣提昇學生對羽球運動之興趣
2.2 .提昇羽球運動各種基本技術與體能。提昇羽球運動各種基本技術與體能。
3.3 .提昇學生其羽球比賽技能及觀賞能力。提昇學生其羽球比賽技能及觀賞能力。
4.4 .養成學生以羽球運動為終身運動之習慣養成學生以羽球運動為終身運動之習慣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羽球基本拍法羽球基本拍法
1.1 .羽球正手擊長球動作練習羽球正手擊長球動作練習
2.2 .羽球各種網前球動作之介紹羽球各種網前球動作之介紹
3.3 .羽球正反、手彈、挑球動作講解、示範及練習羽球正反、手彈、挑球動作講解、示範及練習
4.4 .羽球正反、挑球動作練習羽球正反、挑球動作練習

6

((二二))羽球發球羽球發球 1.1 .高遠球練習高遠球練習  
2 .2 .短球練習短球練習 6

((三三))雙打比賽與裁判實習雙打比賽與裁判實習
1.1 .分組單打比賽分組單打比賽
1.1 .分組雙打比賽分組雙打比賽
1.1 .裁判實習裁判實習

6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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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增廣增廣)/補強性課程補強性課程(全學期授課全學期授課)
表表9-2-4-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健康人生健康人生((彈性彈性))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Healthy Lif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充實充實((增廣增廣)  )  補強性補強性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 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建立學生對健康體適能各種知識。建立學生對健康體適能各種知識。
2.2 .建立學生各種健康適能測量方法與操作。建立學生各種健康適能測量方法與操作。
3.3 .建立學生對各種健康體適能訓練方式。建立學生對各種健康體適能訓練方式。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健康體適能概論健康體適能概論
11健康的定義健康的定義
22體適能的定義體適能的定義
33健康體適能的定義健康體適能的定義

2

((二二))心肺功能概論心肺功能概論 心肺功能測量操作與訓練心肺功能測量操作與訓練 6
((三三))柔軟度概論柔軟度概論 柔軟度測量操作與訓練柔軟度測量操作與訓練 6

((四四))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處方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1.1 .報到填表報到填表
2.2 .量身高、體重量身高、體重
3.3 .坐姿體前彎坐姿體前彎
4.4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5.5 .立定跳遠立定跳遠
6.800 6.800 公尺或公尺或 1600 1600公尺跑走公尺跑走
7.7 .檢查登錄檢查登錄
88完成完成

4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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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充實(增廣增廣)/補強性課程補強性課程(全學期授課全學期授課)
表表9-2-4-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你來我往你來我往((彈性彈性))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utual exchang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充實充實((增廣增廣)  )  補強性補強性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烘焙食品科烘焙食品科 汽車修護科汽車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 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提昇學生對羽球運動之興趣。提昇學生對羽球運動之興趣。
2.2 .提昇羽球運動各種基本技術與體能。提昇羽球運動各種基本技術與體能。
3.3 .提昇學生其羽球比賽技能及觀賞能力。提昇學生其羽球比賽技能及觀賞能力。
4.4 .養成學生以羽球運動為終身運動之習慣。養成學生以羽球運動為終身運動之習慣。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羽球基本拍法羽球基本拍法
1.1 .羽球正手擊長球動作練習羽球正手擊長球動作練習
2.2 .羽球各種網前球動作之介紹羽球各種網前球動作之介紹
3.3 .羽球正反、手彈、挑球動作講解、示範及練習羽球正反、手彈、挑球動作講解、示範及練習
4.4 .羽球正反、挑球動作練習羽球正反、挑球動作練習

4

((二二))羽球動作講解羽球動作講解

1.1 .羽球各種殺球法羽球各種殺球法
2.2 .羽球正手殺球動作羽球正手殺球動作
3.3 .切球動作切球動作
4.4 .網前高挑球動作網前高挑球動作
5.5 .切、挑球動作切、挑球動作
6.6 .平擊球動作平擊球動作

8

((三三))雙打比賽與裁判實習雙打比賽與裁判實習
1.1 .分組單打比賽分組單打比賽
1.1 .分組雙打比賽分組雙打比賽
1.1 .裁判實習裁判實習

6

合計合計 1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口頭報告、紙本作業、分組比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影片、書籍影片、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教材編選：由本校教師自編。
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教學方法：分組討論、訓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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