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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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

專業群科

1.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2.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3.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子科、電機科
4. 化工群：化工科
5. 土木與建築群：建築科
6. 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家具設計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其他

進修部
1. 機械群：機械科
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科

實用技能學程
1.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夜間上課)
2.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夜間上課)
3.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夜間上課)

特殊教育及
特殊類型

1. 服務群：餐飲服務科

聯絡人

處  室 教務處

職  稱 教學組長

電    話 2587213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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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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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 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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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

六、 學校應依特殊教育法第45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立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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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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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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別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技術型

機械群 機械科 2 62 2 56 2 62 6 180

機械群 製圖科 1 35 1 31 1 28 3 94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2 66 2 56 2 62 6 18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1 33 1 33 1 30 3 96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1 33 1 28 1 30 3 91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2 70 2 67 2 66 6 203

化工群 化工科 2 59 2 55 2 51 6 165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1 33 1 30 1 35 3 98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1 35 1 31 1 31 3 97

設計群 家具設計科 1 23 1 30 1 34 3 87

進修部

機械群 機械科 1 18 1 9 1 17 3 44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1 15 1 14 1 4 3 3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11 1 9 1 12 3 32

實用技能學程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夜間上課) 1 15 1 16 1 7 3 38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夜間上課) 1 22 1 13 1 14 3 49

設計群 裝潢技術科(夜間上課) 1 17 1 12 1 5 3 34

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

服務群 餐飲服務科 1 13 1 14 1 11 3 38

合計 21 560 21 504 21 499 63 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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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表2-22-2  111111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技術型

機械群 機械科 2 35

機械群 製圖科 1 35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 2 35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1 35

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 1 3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2 35

化工群 化工科 2 35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 1 35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1 35

設計群 家具設計科 1 35

進修部

機械群 機械科 1 40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1 40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1 40

實用技能學程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夜間上課) 1 35

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夜間上課) 1 35

設計群 裝潢技術科(夜間上課) 1 35

合計 20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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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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生具備技藝專精、人文關懷、創新思維的「技職全人、終身學習的東工人」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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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專業技能

  技術精進、創新思考

團隊合作

  互助合作、溝通協調

藝術美感

  藝術美感、欣賞讚美

人文道德

  尊重關懷、同理反思

獨立思辨

  創新思辨、解決問題

多元智能

  跨域多元、適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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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7年06月27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01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8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2月27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年02月1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民國 110 年 03 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6363B號修正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
柒、實施要點，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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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 召集人：校長。

  
(二) 學校行政人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圖書館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進修部主任、教
學組長、課務組長、訓育組長、實習組長、進修部教學組長擔任之，共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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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科教師：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體育科、健康與護理科、全民國防教育、資訊科技(資訊科
科主任兼任)、生涯規劃及藝能科各學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11人。

  
(四) 專業群科教師：由各專業群科汽車科、機械科、電機科、建築科、化工科、製圖科、資訊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家
具設計科、電子科之科主任擔任之，共計10人。

  (五)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師：由服務群(餐飲服務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1人。

  (六) 各年級導師代表：由各年級導師推選之，共計3人。

  (七) 教師會及學生代表各1人。

  (八) 專家學者、產業代表、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各1人。

  (九) 必要時得邀請校友會代表及社區代表各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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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規劃、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二)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三)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四、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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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一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二) 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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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送行政主管教育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
意，方得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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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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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委員會設下列教學研究會：

  (一) 學科教學研究會：

    
由學科教師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體育科、健康與護理科、全民國防教育、資訊科技(資訊科主
任兼任)、生涯規劃及藝能科教師組成之，由各學科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 專業群科教學研究會：

    
由各科汽車科、機械科、電機科、建築科、化工科、製圖科、資訊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家具設計科、電子科及餐飲服
務科教師組成之，由科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 群課程研究會：

    
設置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及設計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主任互推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論時，應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各科和學校完成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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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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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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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觀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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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 各學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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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每學期召開會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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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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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召集人召集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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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
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 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八、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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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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群裝潢技術科教育目標一、設計群裝潢技術科教育目標

培養健全設計相關產業之初級技術人員，並能擔任設計領域有關裝潢施工、家具設計與製作、室內設計、產品、工藝、系統
家/廚具設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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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群裝潢技術科學生進路二、設計群裝潢技術科學生進路

表5-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以科為單位，1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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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施工、家具設計與製作…等工作。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1.培養正確安全使用機具、設備之能力。 2.培養具備手
繪、電繪家具及室內設計圖之能力。

3.檢定職類：
印前製程丙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家具製作實習8學分
  表現技法實習4學分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室內設計、產品、…等工作。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1.培養具有操作手控家具加工機具之基本能力。

3.檢定職類：
家具木工丙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造形原理2學分
  設計概論2學分
  色彩原理2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創意潛能開發2學分
  裝潢材料2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職涯體驗2學分
  2.2 校訂選修：
  室內裝潢實習8學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工藝、系統家/廚具設計…等工作。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1.培養具有操作數值家具加工機具之基本能力。 2.培養具
備安全正確工作習慣、職業道德及繼續進修終身學習能力。

3.檢定職類：
家具木工乙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裝潢估價2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專題實作6學分
  2.2 校訂選修：
  室內設計實習6學分
  木作裝潢實習8學分
  家具設計實習6學分
  視覺傳達設計實
習6學分
  產品設計實習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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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2 2 2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客語文
閩南語文
閩東語文
臺灣手語
原住民族語文-泰雅語

2 1 1

英語文 4 2 2

數學 數學 4 2 2

社會

歷史

4地理 1 1

公民與社會 1 1

自然科學

物理

4

1 1

化學 1 1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1 1

藝術生活 1 1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配合國家語言政策及本校師資
結構因素,本校擬開設於第三
學年，上下學期各開1學分

生涯規劃 1 1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1 1

健康與體育
體育 2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8 11 11 6 4 3 3

專
業
科
目

設計概論 2 2

色彩原理 2 2

造形原理 2 2

實
習
科
目

繪畫基礎實習 4 2 2

基本設計實習 4 2 2

基礎圖學實習 4 2 2

小計小計 18 6 6 4 2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17 17 10 6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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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續)
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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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般
科目

14學分
10.14%

國學概要 2 2

國文閱讀與寫作 4 2 2

應用英文 4 2 2

應用數學 4 2 2

小計小計 14 0 0 4 6 2 2

專業
科目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0 0 0 0 0 0 0

實習
科目

8學分
5.80%

專題實作 6 3 3

職涯體驗 2 1 1

小計小計 8 0 0 1 1 3 3

特殊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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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0 0 5 7 5 5

校
訂
選
修

一般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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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
科目

8學分
5.80%

裝潢材料 2 1 1 跨班

裝潢估價 2 2 跨班

木材塗裝 2 2 跨班

創意潛能開發 2 2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8 0 0 1 3 2 2

實習
科目

52學分
37.68%

家具製作實習 8 4 4 跨班

室內裝潢實習 8 4 4 跨班

裝潢製圖實習 6 3 3 跨班

室內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

與產品設計實習二選一

表現技法實習 4 2 2 跨班

家具製圖實習 6 3 3 跨班

木作裝潢實習 8 4 4 跨班

家具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

與視覺傳達設計實習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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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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科
目

校
訂
選
修

實習
科目

52學分
37.68%

視覺傳達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

與家具設計實習二選一

產品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

與室內設計實習二選一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52 6 6 7 7 13 13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64學分

特殊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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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0學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選修學分數合計 60 6 6 8 10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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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6 6 13 17 20 20

學分上限總計學分上限總計 138 23 23 23 23 23 23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 12 2 2 2 2 2 2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150 25 25 25 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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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表二、課程架構表

表6-2-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8學分 38 27.54%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6 4.3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8.70%

合        計 56 40.58%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修

一般科目

80-84 學分

14 10.14%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0 0.00%

實習科目 8 5.80%

選修

一般科目 0 0.00%

專業科目 8 5.80%

實習科目 52 37.68%

合        計 82 59.42 %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40學分 60 43.48% 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 138學分 138學分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節 12節 系統設計

上課總節數 150節 150節 系統設計

 

課
程
實
施
規
範
畢
業
條
件

1. 應修習學分數13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32學分。
2. 表列部定必修科目54-58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85%及格。

備註：1.百分比計算以「應修習學分數」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 = 應修習學分數 +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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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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課程
領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語文

本土語文 → 本土語文 → → → →

國語文 → 國語文 → 國語文 → → →

英語文 → 英語文 → → → →

數學 數學 → 數學 → → → →

社會
→ → → → 地理 → 地理

→ → → → 公民與社會 → 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
→ → 物理 → 物理 → →

→ → 化學 → 化學 → →

藝術
美術 → 美術 → → → →

藝術生活 → 藝術生活 → → → →

綜合活動

科技

→ → → → 生涯規劃 → 生涯規劃

→ → 資訊科技 → 資訊科技 → →

健康與體育
體育 → 體育 → → → →

→ → 健康與護理 → 健康與護理 → →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 全民國防教育 → → → →

校
訂
科
目

語文

→ → → 國學概要 → →

→ → → → 國文閱讀與寫作 → 國文閱讀與寫作

→ → 應用英文 → 應用英文 → →

數學 → → 應用數學 → 應用數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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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專業及實習科目專業及實習科目
表6-3-1-2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科目
類別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 → 設計概論 → → →

→ → 色彩原理 → → →

→ → → 造形原理 → →

實
習
科
目

繪畫基礎實習 → 繪畫基礎實習 → → → →

基本設計實習 → 基本設計實習 → → → →

基礎圖學實習 → 基礎圖學實習 → → → →

校
訂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 → 裝潢材料 → 裝潢材料 → →

→ → → → 裝潢估價 →

→ → → → → 木材塗裝

→ → → 創意潛能開發 → →

實
習
科
目

→ → → → 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

→ → 職涯體驗 → 職涯體驗 → →

家具製作實習 → 家具製作實習 → → → →

→ → 室內裝潢實習 → 室內裝潢實習 → →

→ → → → 裝潢製圖實習 → 裝潢製圖實習

→ → → → 室內設計實習 → 室內設計實習

表現技法實習 → 表現技法實習 → → → →

→ → 家具製圖實習 → 家具製圖實習 → →

→ → → → 木作裝潢實習 → 木作裝潢實習

→ → → → 家具設計實習 → 家具設計實習

→ → → → 視覺傳達設計實習 → 視覺傳達設計實習

→ → → → 產品設計實習 → 產品設計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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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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每週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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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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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其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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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節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1節之限制。

表表7-27-2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 ((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合計 36 36 36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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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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年度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附件圖檔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算學校111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
108.10.28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8.11.25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11.8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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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校課程評鑑結果109學校課程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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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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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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學概要國學概要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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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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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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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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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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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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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2/0/0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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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識本國經典著作與作家的基本知識，奠下豐富的文化涵養，作為學生在未來職涯中語文應用的基礎。認識本國經典著作與作家的基本知識，奠下豐富的文化涵養，作為學生在未來職涯中語文應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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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國學基礎概說一(一)國學基礎概說一 國學的基本認識國學的基本認識 33

(二)國學基礎概說二(二)國學基礎概說二 文字的構造與演變文字的構造與演變 77

(三)國學基礎概說三(三)國學基礎概說三 經學概說經學概說 88

(四)國學基礎概說四(四)國學基礎概說四 史學概說史學概說 66

(五)國學基礎概說五(五)國學基礎概說五 子學概說子學概說 66

(六)國學基礎概說六(六)國學基礎概說六 文學概說文學概說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校內共同定期評量。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校內共同定期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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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適合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學習程度為原則，並考慮學生學習情況調整難教材編選：以適合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學習程度為原則，並考慮學生學習情況調整難
易度。易度。
教學方法：講述法、分組法、問答法。教學方法：講述法、分組法、問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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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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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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閱讀與寫作國文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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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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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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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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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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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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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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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現代文學作品的素養與能力。 1.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現代文學作品的素養與能力。 
2.培養學生閱讀淺近古籍的素養與能力。 2.培養學生閱讀淺近古籍的素養與能力。 
3.能由範文閱讀與理解中將其應用於生活中的語言表達與文字書寫，提升寫作能力。3.能由範文閱讀與理解中將其應用於生活中的語言表達與文字書寫，提升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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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現代文選讀與寫作(一)現代文選讀與寫作 現代文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現代文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 1212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現代詩選讀與寫作(二)現代詩選讀與寫作 現代詩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現代詩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 1212

(三)現代小說選讀與寫作(三)現代小說選讀與寫作 現代小說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現代小說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 1212

(四)古典韻文選閱讀與寫作(四)古典韻文選閱讀與寫作 古典韻文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古典韻文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 1010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古典小說選讀與寫作(五)古典小說選讀與寫作 古典小說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古典小說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 1010

(六)古典散文選讀與寫作(六)古典散文選讀與寫作 古典散文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古典散文經典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 88

(七)文化經典教材選讀與寫作(七)文化經典教材選讀與寫作 文化經典教材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文化經典教材閱讀理解與寫作練習 8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校內共同定期評量。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校內共同定期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教師自製講義、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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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針對學生的國語文程度調整閱讀教材的難易度，並隨時適性調整因1.教材編選：針對學生的國語文程度調整閱讀教材的難易度，並隨時適性調整因
應。 應。 
2.教學方法：講述法、分組法、問答法。2.教學方法：講述法、分組法、問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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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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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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英文應用英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ed English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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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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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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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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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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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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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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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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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生運用所學的字詞及語法於日常生活聽、說、讀、寫能力。1.訓練學生運用所學的字詞及語法於日常生活聽、說、讀、寫能力。
2.養成學生具備英語文有效的學習方法及正確的學習態度。2.養成學生具備英語文有效的學習方法及正確的學習態度。
3.引導學生認識與瞭解科技新知、中西文化差異。3.引導學生認識與瞭解科技新知、中西文化差異。
4.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之能力。4.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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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生活用語(一)生活用語
生活起居、基本對話用語、習慣用法、生活起居、基本對話用語、習慣用法、
法治觀念等。法治觀念等。

1212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文化與人文差異(二)文化與人文差異
國內外文化習俗、風土民情、禮儀與語國內外文化習俗、風土民情、禮儀與語
言差異等。言差異等。

1212

(三)人際關係(三)人際關係
情緒管理、建立人際關係、兩性相處與情緒管理、建立人際關係、兩性相處與
基本溝通技巧等。基本溝通技巧等。

1212

(四)交通標誌用語(四)交通標誌用語
公路交通標誌 、鐵路交通標誌、機場公路交通標誌 、鐵路交通標誌、機場
交通標誌、船舶交通標誌等交通標誌、船舶交通標誌等

121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各行各業基本介紹(五)各行各業基本介紹
各行業基本介紹、優劣分析、面對的困各行業基本介紹、優劣分析、面對的困
難與挑戰的歷程等。難與挑戰的歷程等。

1212

(六)美式英文履歷(六)美式英文履歷 自傳、履歷、簡歷撰寫等自傳、履歷、簡歷撰寫等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紙筆測驗 1.紙筆測驗 
2.口語測驗 2.口語測驗 
3.寫作練習測驗 3.寫作練習測驗 
4.筆記評量 4.筆記評量 
5.課堂參與評量5.課堂參與評量
6.發言、提問、回答評量 6.發言、提問、回答評量 
7.學習態度評量 7.學習態度評量 
8.應用、創新評量8.應用、創新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講義、學習單、CD、網路、語言教室講義、學習單、CD、網路、語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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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學生語文程度調整教材難易度，以聽說讀寫的方式建立學生英文基礎，並加深基適學生語文程度調整教材難易度，以聽說讀寫的方式建立學生英文基礎，並加深基
本以外的英文知識。本以外的英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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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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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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數學應用數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athmaticsMath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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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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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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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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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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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C1.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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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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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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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練多項式、指數、對數的運算及相關之估算 一、能熟練多項式、指數、對數的運算及相關之估算 
二、認識簡單函數 二、認識簡單函數 
三、面對問題能做數學的猜測並能以此猜測進行探究 三、面對問題能做數學的猜測並能以此猜測進行探究 
四、能將數學知識與具體世界做連結 四、能將數學知識與具體世界做連結 
五、能應用基本數學解決實際的問題 五、能應用基本數學解決實際的問題 
六、能正確、流暢地利用口語或文字表達解題想法 六、能正確、流暢地利用口語或文字表達解題想法 
七、能應用計算器與軟體來解決職業群中的實務問題七、能應用計算器與軟體來解決職業群中的實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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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坐標系與函數圖形(一)坐標系與函數圖形

1.實數1.實數
2.絕對值2.絕對值
3.坐標平面系3.坐標平面系
4.函數及其圖形4.函數及其圖形

44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三角函數(二)三角函數

1.有向角及其度量 1.有向角及其度量 
2.銳角的三角函數2.銳角的三角函數
3.三角函數的基本性質 3.三角函數的基本性質 
4.任意角的三角函數4.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5.三角函數的圖形與週期5.三角函數的圖形與週期
6.正弦與餘弦定理6.正弦與餘弦定理

1111

(三)平面相量(三)平面相量
1.向量及其基本運算 1.向量及其基本運算 
2.向量的內稽2.向量的內稽
3.內積的應用3.內積的應用

33

(四)式的運算(四)式的運算

1.多項式的四則運算1.多項式的四則運算
2.餘式與因式定理2.餘式與因式定理
3.多項方程式 3.多項方程式 
4.分式與根式的運算4.分式與根式的運算

88

(五)直線與圓(五)直線與圓
1.直線方程式 1.直線方程式 
2.圓方程式2.圓方程式
3.圓與直線的關係3.圓與直線的關係

88

(六)數列與級數(六)數列與級數
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
3.數列的極限3.數列的極限

22

(七)排列組合(七)排列組合
1.排列1.排列
2.組合2.組合

2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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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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八)三角函數的應用(八)三角函數的應用

1.和差角公式1.和差角公式
2.複數平面2.複數平面
3.極式的應用3.極式的應用
4.三角測量4.三角測量

33

(九)指數與對數(九)指數與對數
1.指數函數及其圖形1.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2.對數函數及其圖形2.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3.常數對數及其應用3.常數對數及其應用

66

(十)空間向量(十)空間向量

1.空間概念1.空間概念
2.空間坐標系2.空間坐標系
3.空間向量3.空間向量
4.空間中的平面4.空間中的平面

44

(十一)一次聯立方程式與矩陣(十一)一次聯立方程式與矩陣
1.一次方程式與矩陣列運算1.一次方程式與矩陣列運算
2.矩陣的運算2.矩陣的運算

44

(十二)二元一次不等式與線性規(十二)二元一次不等式與線性規
劃劃

二元一次不等式與線性規劃二元一次不等式與線性規劃 22

(十三)二次曲線(十三)二次曲線
1.拋物線1.拋物線
2.橢圓2.橢圓
3.雙曲線3.雙曲線

33

(十四)微分(十四)微分

1.函數的極限1.函數的極限
2.多項式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2.多項式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3.微分公式3.微分公式
4.微分的應用4.微分的應用

66

(十五)積分(十五)積分
1.積分的概念1.積分的概念
2.多項式函數的積分2.多項式函數的積分
3.積分的應用3.積分的應用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口頭問答、習作寫作、試卷測驗口頭問答、習作寫作、試卷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一、隨堂講義、練習試卷、教學PPT、數位光碟、計算機、繪圖、app……等。一、隨堂講義、練習試卷、教學PPT、數位光碟、計算機、繪圖、app……等。
二、利用教學研究會，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進行交二、利用教學研究會，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進行交
流活動，以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流活動，以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三、研發補救教材，適時對部分有需要的學生實施補救教學。三、研發補救教材，適時對部分有需要的學生實施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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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另編教師手冊，內容包含單元學習目標、教材摘要、課程目標與節數、教材一、宜另編教師手冊，內容包含單元學習目標、教材摘要、課程目標與節數、教材
地位分析、參考資料、教學方法與注意事項、教學活動設計 舉例、習題簡答、數地位分析、參考資料、教學方法與注意事項、教學活動設計 舉例、習題簡答、數
位化學習媒體及其使用說明等，以提供教學參考，充分發揮教師手冊的功能。 位化學習媒體及其使用說明等，以提供教學參考，充分發揮教師手冊的功能。 

二、本綱要所列分配時數與實施學年學期僅供參考，教師得因學生實際需求，增減二、本綱要所列分配時數與實施學年學期僅供參考，教師得因學生實際需求，增減
單元時數，務使學生能有實質之學習成效。單元時數，務使學生能有實質之學習成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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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教材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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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理論與應用並重，在情境中求真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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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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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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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般結論，並本因材施教之原則，實施補救或增廣教學。出一般結論，並本因材施教之原則，實施補救或增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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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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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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估價裝潢估價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ecoration Price EvaluationDecoration Pric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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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00/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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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裝潢估價主要以傳授同學瞭解室內設計主要工項如何進行實務接軌，在瞭解室內設計工程施工各方面議裝潢估價主要以傳授同學瞭解室內設計主要工項如何進行實務接軌，在瞭解室內設計工程施工各方面議
題，對工程解析其成本費用與掌握實際狀況，透過各種教學活動的練習，並傳授同學相關施工內涵、估題，對工程解析其成本費用與掌握實際狀況，透過各種教學活動的練習，並傳授同學相關施工內涵、估
價要領，充分理解實務操作。價要領，充分理解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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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裝潢估價概論(一)裝潢估價概論
1.各種計價單位介紹。1.各種計價單位介紹。
2.各單位之換算。2.各單位之換算。

1212

(二)木作工程估價(二)木作工程估價
1.地板工程估價。1.地板工程估價。
2.天花板工程估價。2.天花板工程估價。
3.櫥櫃工程估價。3.櫥櫃工程估價。

66

(三)水電工程估價(三)水電工程估價
1.燈具、插座安裝估價。1.燈具、插座安裝估價。
2.衛浴設備安裝估價。2.衛浴設備安裝估價。

66

(四)泥作工程(四)泥作工程
1.地坪施工估價。1.地坪施工估價。
2.隔間牆施作估價。2.隔間牆施作估價。
3.衛浴施工估價。3.衛浴施工估價。

66

(五)油漆塗裝(五)油漆塗裝
1.木作牆體油漆估價。1.木作牆體油漆估價。
2.牆面油漆估價。2.牆面油漆估價。
3.樓梯扶手油漆估價3.樓梯扶手油漆估價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口頭詢答與紙筆測驗。口頭詢答與紙筆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1.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3.網路資源彙整。3.網路資源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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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融入工地實務講述，以期加深加廣教學內容。適時融入工地實務講述，以期加深加廣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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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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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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塗裝木材塗裝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ood Wood FinishingFin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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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2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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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材塗裝與裝修工作有極密切之關連，以瞭解塗料種類與性質，塗裝之機具與設備，塗裝技術之工作流木材塗裝與裝修工作有極密切之關連，以瞭解塗料種類與性質，塗裝之機具與設備，塗裝技術之工作流
程及注意事項，透過教學的活動，並教授相關塗裝內涵及要領，以充分理解實務操作。程及注意事項，透過教學的活動，並教授相關塗裝內涵及要領，以充分理解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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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塗裝的定義與目的(一)塗裝的定義與目的
1.塗裝的定義1.塗裝的定義
2.塗裝的目的2.塗裝的目的

22

(二)塗裝的設計(二)塗裝的設計
1.塗裝設計有關的因素1.塗裝設計有關的因素
2.塗裝的作業環境2.塗裝的作業環境
3.塗裝成本的計算方式3.塗裝成本的計算方式

22

(三)塗料的定義與分類(三)塗料的定義與分類
1.塗料的定義1.塗料的定義
2.塗料的定義成分2.塗料的定義成分
3.塗料的分類3.塗料的分類

66

(四)塗料的種類與性質(四)塗料的種類與性質

1.水性塗料1.水性塗料
2.油性塗料2.油性塗料
3.天然樹脂塗料3.天然樹脂塗料
4.纖維素塗料4.纖維素塗料
5.合成樹脂塗料5.合成樹脂塗料

66

(五)塗裝機具與設備(五)塗裝機具與設備
1.塗裝用具1.塗裝用具
2.刷塗2.刷塗
3.噴塗3.噴塗

66

(六)塗裝技術(六)塗裝技術
1.材面處理1.材面處理
2.補土、填充2.補土、填充
3.底塗、面塗、砂光3.底塗、面塗、砂光

66

(七))塗裝作業注意事項(七))塗裝作業注意事項
1.防爆1.防爆
2.中毒2.中毒

66

(八)塗裝缺點的防範(八)塗裝缺點的防範
1.塗裝缺陷的原因1.塗裝缺陷的原因
2.塗膜之缺陷及其對策2.塗膜之缺陷及其對策

22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口頭詢答1.口頭詢答
2.平時作業2.平時作業
3.紙筆測驗3.紙筆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坊間塗裝相關書籍。1.坊間塗裝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3.網路資源彙整。3.網路資源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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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以家具塗裝及設備工具相關的理論為主要教材編選的範圍。1.教材編選：以家具塗裝及設備工具相關的理論為主要教材編選的範圍。
2.教學方法：木科目以實務講述為主，再以設備實物觀察講解其構造及操作為輔，2.教學方法：木科目以實務講述為主，再以設備實物觀察講解其構造及操作為輔，
以期加深加廣教學內容。以期加深加廣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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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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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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材料裝潢材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ecoration MaterialDecoration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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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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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裝潢材料的種類、性質與用法。一、認識裝潢材料的種類、性質與用法。
二、熟悉裝潢材料的性質與施工方式。二、熟悉裝潢材料的性質與施工方式。
三、培養從事室內設計與施工時具有運用材料與估算成本的能力。三、培養從事室內設計與施工時具有運用材料與估算成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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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裝修常用材料講解(一)裝修常用材料講解
1.材料的不同分類。1.材料的不同分類。
2.材料的規格與計算。2.材料的規格與計算。

44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木屬材料(上)(二)木屬材料(上)
1.木屬材料的種類、性質與用途。1.木屬材料的種類、性質與用途。
2.木屬材料的取材、整理與分級。2.木屬材料的取材、整理與分級。

66

(三)木屬材料(下)(三)木屬材料(下)
1.木屬裝潢材料的應用。1.木屬裝潢材料的應用。
2.木屬裝潢材料之規格與估價。2.木屬裝潢材料之規格與估價。

66

(四)飾條(四)飾條 1.飾條適用場合及施工方式。1.飾條適用場合及施工方式。 22

(五)飾板(五)飾板 1.飾板適用場合及施工方式。1.飾板適用場合及施工方式。 2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六)塑膠材料(六)塑膠材料
1.塑膠材料的種類。1.塑膠材料的種類。
2.塑膠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2.塑膠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

44

(七)金屬材料(七)金屬材料
1.常見裝潢用金屬材料。1.常見裝潢用金屬材料。
2.金屬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2.金屬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

66

(八)水泥(八)水泥
1.水泥的種類與強度。1.水泥的種類與強度。
2.水泥施作方式。2.水泥施作方式。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紙筆測驗1.紙筆測驗
2.作業評量2.作業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統整不同書籍自編教材。1.統整不同書籍自編教材。
2.教師自編簡報。2.教師自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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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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一)教材編選
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的教材與相關資料。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的教材與相關資料。

(二)教學方法(二)教學方法
多元化而有彈性，著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教學時儘量列舉實例、利用多媒體，安排多元化而有彈性，著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教學時儘量列舉實例、利用多媒體，安排
實務或實際相關活動之參訪，參觀後進行討論分析，以幫助學生領會室內裝潢材料實務或實際相關活動之參訪，參觀後進行討論分析，以幫助學生領會室內裝潢材料
的重要。的重要。

(三)教學評量(三)教學評量
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記錄、問答、討論、報告、筆試等。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記錄、問答、討論、報告、筆試等。

(四)教學資源(四)教學資源
相關書籍、多媒體教材、幻燈片、網路數位資訊等。相關書籍、多媒體教材、幻燈片、網路數位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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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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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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潛能開發創意潛能開發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reative Potential DevelopmentCreative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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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2/0/0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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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設計與創意的關聯性。1.了解設計與創意的關聯性。
2.了解創意潛能開發與設計之發展。 2.了解創意潛能開發與設計之發展。 
3.培養創意潛能的引導。 3.培養創意潛能的引導。 
4.了解各種素材的應用方向及特色。4.了解各種素材的應用方向及特色。
5.熟悉素材的特質，並能加以運用。5.熟悉素材的特質，並能加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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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創造發明與歷史沿革(一)創造發明與歷史沿革
1.創造的意義與人類文明的關係1.創造的意義與人類文明的關係
2.創造發明的故事2.創造發明的故事

88

(二)生活中之創意(二)生活中之創意
1.生活創意的發現1.生活創意的發現
2.創意潛能發揮與生活樂趣的創造2.創意潛能發揮與生活樂趣的創造

66

(三)創意價值(三)創意價值
1.創意對生命個體之意義1.創意對生命個體之意義
2.具有創意的人格特質2.具有創意的人格特質

44

(四)創意性思考法(四)創意性思考法

1.水平與垂直思考之交互作用1.水平與垂直思考之交互作用
2.歸零思考法與逆向思考法2.歸零思考法與逆向思考法
3.屬性列舉思考法與檢核表法3.屬性列舉思考法與檢核表法
4.典範學習法4.典範學習法
5.六頂思考法5.六頂思考法

1010

(五)設計創意(五)設計創意
1.問題的形成與構想發展1.問題的形成與構想發展
2.推演解決方法及創意企劃提案2.推演解決方法及創意企劃提案

88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紙筆測驗、作業紙筆測驗、作業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創意潛能開發相關書籍。1.創意潛能開發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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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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一)教材編選
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的教材與相關資料。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的教材與相關資料。

(二)教學方法(二)教學方法
多元化而有彈性，著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教學時儘量列舉實例、利用多媒體，優良多元化而有彈性，著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教學時儘量列舉實例、利用多媒體，優良
作品欣析，以幫助學生發揮創意。作品欣析，以幫助學生發揮創意。

(三)教學評量(三)教學評量
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記錄、問答、討論、報告、筆試等。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記錄、問答、討論、報告、筆試等。

(四)教學資源(四)教學資源
相關書籍、多媒體教材、優良作品等。相關書籍、多媒體教材、優良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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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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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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ject StudyProjec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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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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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機械機具、裝潢、家具產品之基本設計與製作原理。一、瞭解機械機具、裝潢、家具產品之基本設計與製作原理。
二、瞭解並正確使用適當工具以拆卸及組裝產品。二、瞭解並正確使用適當工具以拆卸及組裝產品。
三、正確量測及繪製各種零組件之相關圖面。三、正確量測及繪製各種零組件之相關圖面。
四、融合專業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四、融合專業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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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專題製作介紹(一)專題製作介紹
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
2.題目設計要領2.題目設計要領

33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構思與創想(二)構思與創想
1.封面設計技巧1.封面設計技巧
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
3.專題製作的發想3.專題製作的發想

1818

(三)資料與工具整備(三)資料與工具整備
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
2.使用工具檢整2.使用工具檢整

33

(四)專題通論(四)專題通論 專題分組確立專題分組確立 33

(五)主題確認(五)主題確認 專題主題選定專題主題選定 99

(六)專題分組及發想設計(六)專題分組及發想設計 專題製作的發想專題製作的發想 1212

(七)擬定計畫書(七)擬定計畫書 專題計畫書的擬定專題計畫書的擬定 66

(八)分組討論與回饋(八)分組討論與回饋 實施各小組進度討論與修正實施各小組進度討論與修正 121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九)專題歷程規劃(九)專題歷程規劃 專題製作歷程規劃專題製作歷程規劃 33

(十)專題資料蒐集與撰寫(十)專題資料蒐集與撰寫 專題製作報告格式撰寫與資料蒐集專題製作報告格式撰寫與資料蒐集 99

(十一)專題內容製作(十一)專題內容製作
1.書面資料統整、製版1.書面資料統整、製版
2.專題資料應用電腦軟體繪製完成2.專題資料應用電腦軟體繪製完成

1212

(十二)專題模型製作(十二)專題模型製作
1.小組討論與模型製作1.小組討論與模型製作
2.模型討論及修正2.模型討論及修正

1212

(十三)專題分析與評圖(十三)專題分析與評圖
1.專題成果呈現-家具模型與專題口頭1.專題成果呈現-家具模型與專題口頭
報告報告
2.專題評量與發表2.專題評量與發表

66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書面報告及口頭報告實作評量、書面報告及口頭報告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一、購買相關書籍。一、購買相關書籍。
二、學校教師自編講義。二、學校教師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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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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以老師工場示範教學為主。一、本科以老師工場示範教學為主。
二、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實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二、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實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三、學校應經常與有關機構保持聯繫，以瞭解業界用人之趨勢，簡化企業界甄選人三、學校應經常與有關機構保持聯繫，以瞭解業界用人之趨勢，簡化企業界甄選人
才的手續，並輔導學生及早作就業之準備。才的手續，並輔導學生及早作就業之準備。
四、教學應充分利用社會資源，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觀有關工廠、機構設施，使四、教學應充分利用社會資源，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觀有關工廠、機構設施，使
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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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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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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設計實習室內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erior Design practiceInteri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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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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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熟悉室內設計之實務流程。一、使學生熟悉室內設計之實務流程。
二、瞭解對室內各空間之設計考慮要點。二、瞭解對室內各空間之設計考慮要點。
三、使學生熟練室內設計之圖面表現方式。三、使學生熟練室內設計之圖面表現方式。
四、增進學生對室內各空間設計思考周密性。四、增進學生對室內各空間設計思考周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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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室內設計概說(一)室內設計概說
1.室內機能與形式1.室內機能與形式
2.室內人體工學簡介與傢俱造型。2.室內人體工學簡介與傢俱造型。
3.造型與空間計劃。3.造型與空間計劃。

66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室內配置(二)室內配置
1.色彩、光線與照明。1.色彩、光線與照明。
2.材料分析與計劃。2.材料分析與計劃。
3.實體架構部份。3.實體架構部份。

1212

(三)室內設計圖面表現上(三)室內設計圖面表現上 手繪實作表現。手繪實作表現。 1818

(四)室內設計圖面表現下(四)室內設計圖面表現下 電腦繪圖實作表現。電腦繪圖實作表現。 1818

(五)室內設計空間風格報告(五)室內設計空間風格報告
1.蒐集空間風格與認識材料。1.蒐集空間風格與認識材料。
2.分組報告。2.分組報告。

1818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六)小坪數空間設計構思(六)小坪數空間設計構思
1.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1.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
2.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2.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
3.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3.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

1818

(七)三房兩廳設計(七)三房兩廳設計
1.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1.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
2.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2.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
3.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3.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

181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書面報告實作評量、書面報告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1.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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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一、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
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
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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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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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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reer explorationCare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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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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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參觀零組件之生產與設計，有助於學生理解其原理與製圖實習等專業課程之理解與應用。1.讓學生參觀零組件之生產與設計，有助於學生理解其原理與製圖實習等專業課程之理解與應用。
2.讓學生了解設計、檢測與品管過程，讓學生拓展相關應用領域視野。2.讓學生了解設計、檢測與品管過程，讓學生拓展相關應用領域視野。
3.輔導學生認識製造產業之工作內容。3.輔導學生認識製造產業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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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校外職場參觀(一)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第一次參觀校外工廠活動內容：第一次參觀校外工廠 66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參觀地點：倉禾工具股份參觀地點：倉禾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社南街5巷台中市神岡區社南街5巷
55號55號

(二)業界專家授課(二)業界專家授課 活動內容：第一次遴聘業界教師授課活動內容：第一次遴聘業界教師授課 66
授課師資：吳光中授課師資：吳光中
服務單位：有情門服務單位：有情門
職 稱：研發部經理職 稱：研發部經理

(三)校外職場參觀(三)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第二次參觀校外工廠活動內容：第二次參觀校外工廠 66

參觀地點：任陽企業股份參觀地點：任陽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台中市豐原區朴子街459台中市豐原區朴子街459
號號

(四)校外職場參觀(四)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第三次參觀校外工廠活動內容：第三次參觀校外工廠 66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參觀地點：台灣御牧股份參觀地點：台灣御牧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3段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3段
37號37號
66

(五)業界專家授課(五)業界專家授課 活動內容：第二次遴聘業界教師授課活動內容：第二次遴聘業界教師授課 66
授課師資：陳坤村授課師資：陳坤村
服務單位：藏木設計工坊服務單位：藏木設計工坊
職 稱：設計師職 稱：設計師

(六)校外職場參觀(六)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內容：第四次參觀校外工廠活動內容：第四次參觀校外工廠 66
參觀地點：宗晟有限公司參觀地點：宗晟有限公司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路八號台中市豐原區北陽路八號
2樓2樓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參觀心得、實作作品、實作測驗。參觀心得、實作作品、實作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使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1.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使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
學資源。 學資源。 
2.教學應充分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2.教學應充分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
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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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經常與有關機構保持聯繫，以瞭解業界用人之趨勢，簡化企業界甄選人才1.學校應經常與有關機構保持聯繫，以瞭解業界用人之趨勢，簡化企業界甄選人才
的手續，並輔導學生及早作尌業之準備。 的手續，並輔導學生及早作尌業之準備。 
2.教學應充分使用社會資源，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觀有關工廠、機構設施，使理2.教學應充分使用社會資源，適時帶領學生到校外參觀有關工廠、機構設施，使理
論與實際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論與實際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3.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引發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升技術及職業教育
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能。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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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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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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作裝潢實習木作裝潢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ooden Works Decoration PracticeWoode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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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4/40/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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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熟悉木作之實務流程。一、使學生熟悉木作之實務流程。
二、瞭解木材之特性與裝潢實作之運用。二、瞭解木材之特性與裝潢實作之運用。
三、使學生培養情意、知能及遵守職業道德之素養。三、使學生培養情意、知能及遵守職業道德之素養。
四、增進學生對職場之專業認知與了解。四、增進學生對職場之專業認知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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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概說(一)概說
1.木作機具之認識1.木作機具之認識
2.操作流程之了解2.操作流程之了解
3.擬訂作業計劃3.擬訂作業計劃

2424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建築與室內設計相關法規(二)建築與室內設計相關法規
1.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1.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2.室內裝修防火概念2.室內裝修防火概念
3.建築物室內裝修環境負荷評估3.建築物室內裝修環境負荷評估

2424

(三)木作裝潢材料的認識(三)木作裝潢材料的認識
常用角材、木心板、夾板、美耐板、矽常用角材、木心板、夾板、美耐板、矽
酸鈣板的介紹酸鈣板的介紹

1212

(四)識圖與製圖(四)識圖與製圖

1.基礎圖形繪製1.基礎圖形繪製
2.幾何圖法2.幾何圖法
3.三視圖3.三視圖
4.立體圖4.立體圖
5.尺寸標註與出圖5.尺寸標註與出圖
6.裝潢設計平面圖6.裝潢設計平面圖

1212

(五)室內環境控制(空調、水(五)室內環境控制(空調、水
電、消防)電、消防)

空調、水電、消防設備規劃空調、水電、消防設備規劃 88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六)木工實作1(六)木工實作1 木工實作演練1木工實作演練1 2020

(七)木工實作2(七)木工實作2 木工實作演練2木工實作演練2 2020

(八)裝修實務(八)裝修實務 裝修木作、塗裝演練裝修木作、塗裝演練 2424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書面報告實作評量、書面報告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坊間木作裝潢相關書籍。1.坊間木作裝潢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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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一、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
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
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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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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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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傳達設計實習視覺傳達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Practice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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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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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視覺傳達設計相關概念-設計技巧。一、了解視覺傳達設計相關概念-設計技巧。
二、應用不同技法，提升作品的質量與內涵。二、應用不同技法，提升作品的質量與內涵。
三、深入了解視覺傳達設的進階操作。三、深入了解視覺傳達設的進階操作。
四、正確運用各種方法套用於海報設計、學習歷程檔案、作品集等。四、正確運用各種方法套用於海報設計、學習歷程檔案、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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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創意設計表現(上)(一)創意設計表現(上)

1.透視圖的訓練1.透視圖的訓練
2.空間觀念2.空間觀念
3.光及陰影3.光及陰影
4.創意訓練4.創意訓練

1818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創意設計表現(中)(二)創意設計表現(中)

1.美感訓練1.美感訓練
2.造形演練2.造形演練
3.組合造型3.組合造型
4.徒手表現4.徒手表現

1818

(三)創意設計表現(下)(三)創意設計表現(下)
1.圓與弧的組合與應用1.圓與弧的組合與應用
2.想像表現2.想像表現

1818

(四)視傳彩繪技法(麥克筆)(四)視傳彩繪技法(麥克筆)
1.pop字體、質感與筆觸表現1.pop字體、質感與筆觸表現
2.商品包裝表現、人物、毛髮表現、海2.商品包裝表現、人物、毛髮表現、海
報綜合表現報綜合表現

1818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視傳彩繪技法(色鉛筆)(五)視傳彩繪技法(色鉛筆) 筆觸質感表現、動物主題、人物表現。筆觸質感表現、動物主題、人物表現。 1818

(六)視傳彩繪技法(水彩筆)(六)視傳彩繪技法(水彩筆)
渲染技巧表現、故事人物表現、場景構渲染技巧表現、故事人物表現、場景構
圖表現。圖表現。

181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版面設計相關書籍。1.版面設計相關書籍。
2.優良作品賞析。2.優良作品賞析。
3.教師自編教材。3.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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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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生活化的藝術視覺傳達設計概論教材與相關資訊。1.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生活化的藝術視覺傳達設計概論教材與相關資訊。
2.宜多元化而有彈性，著重學生個別差異；教學時儘量以優良作品實例、利用多媒2.宜多元化而有彈性，著重學生個別差異；教學時儘量以優良作品實例、利用多媒
體，安排示範，以幫助學生領會藝術教育融入生活的重要。體，安排示範，以幫助學生領會藝術教育融入生活的重要。
3.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記錄、問答、討論等，並著重形成3.採行多元評量之方式，評量方法可包括觀察、記錄、問答、討論等，並著重形成
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以作為教學進度與教材編擬之參考。性評量，顧及認知、技能、情意的評量，以作為教學進度與教材編擬之參考。
4.可利用繪畫教室及視聽教室，供學生做相關練習與作品賞析。4.可利用繪畫教室及視聽教室，供學生做相關練習與作品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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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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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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設計實習產品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duct Design Practice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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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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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了解產品設計之實務流程。一、使學生了解產品設計之實務流程。
二、探討設計三功能(實用、美學、象徵)中之產品美學及其所衍生出之造形演繹課題，強化創意思考能二、探討設計三功能(實用、美學、象徵)中之產品美學及其所衍生出之造形演繹課題，強化創意思考能
力。力。
三、使學生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產品設計知能及遵守職業道德之素養。三、使學生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產品設計知能及遵守職業道德之素養。
四、結合平面、立體設計、表現技法和模型製作，以綜合應用於產品造形之形塑，進而，探討機能與造四、結合平面、立體設計、表現技法和模型製作，以綜合應用於產品造形之形塑，進而，探討機能與造
形間之關係。形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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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概說(一)概說
1.產品設計發展史1.產品設計發展史
2.產品設計的設計程序2.產品設計的設計程序
3.產品設計的市場趨勢與需求了解3.產品設計的市場趨勢與需求了解

1818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快速設計(二)快速設計
1.產品發想與快速設計之表現方法1.產品發想與快速設計之表現方法
2.團隊腦力激盪的運作2.團隊腦力激盪的運作

1818

(三)材料認知與產品造型的運用(三)材料認知與產品造型的運用

1.抽象形、仿生形的平面造型訓練1.抽象形、仿生形的平面造型訓練
2.產品設計商品分析2.產品設計商品分析
3.分組訂定「創新產品開發設計」初步3.分組訂定「創新產品開發設計」初步
定案構想定案構想

1818

(四)立體設計(四)立體設計

1.生活用品設計實務、設計主題界定1.生活用品設計實務、設計主題界定
2.市場調查與行銷實務(市場調查活動)2.市場調查與行銷實務(市場調查活動)
3.生產實務參訪活動3.生產實務參訪活動
4.商品共感力、設計實務討論4.商品共感力、設計實務討論

1818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模型製作(五)模型製作
1.產品模型材料討論與製作1.產品模型材料討論與製作
2.了解產品設計之模型製作方法2.了解產品設計之模型製作方法

1818

(六)專案發表(六)專案發表

1.分組報告研發的產品，分享發想、創1.分組報告研發的產品，分享發想、創
作的歷程作的歷程
2.能深入探討本產品設計的內涵，完整2.能深入探討本產品設計的內涵，完整
書面與立體作品的呈現書面與立體作品的呈現

181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書面報告實作評量、書面報告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產品設計相關書籍。1.產品設計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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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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一、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
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
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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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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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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裝潢實習室內裝潢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erior Decoration Practice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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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4/4/0/0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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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各種室內裝潢手工具及木工機械。一、認識各種室內裝潢手工具及木工機械。
二、熟悉各種室內裝潢接合之方法與技術。二、熟悉各種室內裝潢接合之方法與技術。
三、熟悉室內裝潢製作之技術。三、熟悉室內裝潢製作之技術。
四、理解室內裝潢技術，應用所學設計出合理實用之室內裝潢作品。四、理解室內裝潢技術，應用所學設計出合理實用之室內裝潢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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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識圖與製圖(一)識圖與製圖 識圖與製圖的基礎概念識圖與製圖的基礎概念 2424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建築構造與相關法規(二)建築構造與相關法規 建築構造與相關法規介紹建築構造與相關法規介紹 2424

(三)室內裝潢設計構圖(三)室內裝潢設計構圖 繪製平面圖與製作立體模型繪製平面圖與製作立體模型 2424

(四)測量與放樣(四)測量與放樣
(1)實地測量(1)實地測量
(2)放樣(2)放樣

2424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裝潢工程管理與監測(五)裝潢工程管理與監測
(1)裝修工程管理注意事項(1)裝修工程管理注意事項
(2)環境噪音空氣汙染之防範(2)環境噪音空氣汙染之防範

2424

(六)室內裝潢實作(六)室內裝潢實作 實作演練實作演練 2424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工廠職業道德考核1.工廠職業道德考核
2.成品實作評量。2.成品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坊間相關書籍。1.坊間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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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1.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
2.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對不同程度學生，應予適當的個別輔導。2.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對不同程度學生，應予適當的個別輔導。
3.實習項目的教學時數，可依實際需要作彈性安排。3.實習項目的教學時數，可依實際需要作彈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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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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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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技法實習表現技法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ainting Techniques PracticePainting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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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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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能瞭解表現技法及設計的關係。(一)能瞭解表現技法及設計的關係。
(二)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及準確的描繪能力。(二)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及準確的描繪能力。
(三)具備使用不同彩繪媒材的基礎技巧及表現能力。(三)具備使用不同彩繪媒材的基礎技巧及表現能力。
(四)具備良好的設計美感及創作基礎表現能力。(四)具備良好的設計美感及創作基礎表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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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技法基礎(上)(一)技法基礎(上)
1.目測透視圖法1.目測透視圖法
2.色鉛筆技法2.色鉛筆技法

1212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技法基礎(中)(二)技法基礎(中)
1.麥克筆技法1.麥克筆技法
2.粉彩技法2.粉彩技法

1212

(三)技法基礎(下)(三)技法基礎(下)
1.麥克筆+粉彩技法1.麥克筆+粉彩技法
2.傢俱2.傢俱

1212

(四)實務操作(上)(四)實務操作(上) 麥克筆構圖麥克筆構圖 121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實務操作(下)(五)實務操作(下) 色鉛筆構圖色鉛筆構圖 1212

(六)技法與設計應用(六)技法與設計應用
1.設計的形式原理、版面設計練習1.設計的形式原理、版面設計練習
2.創意草圖練習2.創意草圖練習
3.綜合應用3.綜合應用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師自編教材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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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應多方蒐集優良的繪畫及素描作品，以繪畫典範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專1.教材編選應多方蒐集優良的繪畫及素描作品，以繪畫典範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專
業水平。課程設計應透過視覺形式原理加強訓練學生的美感及觀察力，並加強訓練業水平。課程設計應透過視覺形式原理加強訓練學生的美感及觀察力，並加強訓練
學生的描繪技巧、思考能力及人文關懷。學生的描繪技巧、思考能力及人文關懷。
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2.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
3.教學方式宜課堂講授及繪畫實務並重，讓理論能透過實習靈活運用，並常以討論3.教學方式宜課堂講授及繪畫實務並重，讓理論能透過實習靈活運用，並常以討論
方式啟發學生之想像力和(及)表現力，而學生之優秀作品應時常公布，以利觀摩且方式啟發學生之想像力和(及)表現力，而學生之優秀作品應時常公布，以利觀摩且
提升學生的興趣。提升學生的興趣。
4.宜充分使用視聽教學設備進行鑑賞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眼界。4.宜充分使用視聽教學設備進行鑑賞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眼界。
5.教學應充分兼顧紮實的基礎繪畫能力及活潑的創意發想能力。5.教學應充分兼顧紮實的基礎繪畫能力及活潑的創意發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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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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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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製圖實習家具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urniture Drawing PracticeFurniture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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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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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圖學實習基礎圖學實習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認識既有木屬材料之種類、組成、製造、性質、規格、用途、製品、試驗法等。 一、認識既有木屬材料之種類、組成、製造、性質、規格、用途、製品、試驗法等。 
二、瞭解材料之剖面符號。二、瞭解材料之剖面符號。
三、認識結構的原理。三、認識結構的原理。
四、熟習各種結構的形式，以便應用在家具製作。四、熟習各種結構的形式，以便應用在家具製作。
五、使學生瞭解家具製作中構造之應用設計。五、使學生瞭解家具製作中構造之應用設計。
六、培養學生能正確的繪製家具工作圖。六、培養學生能正確的繪製家具工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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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製圖基本規範、種類與內容(一)製圖基本規範、種類與內容
1.線條種類及投影概念1.線條種類及投影概念
2.家具製圖之基本規範2.家具製圖之基本規範

66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木作之基本結構~角材、板(二)木作之基本結構~角材、板
材材

1.基本結構的要求與認識1.基本結構的要求與認識
2.結構圖分析與繪製2.結構圖分析與繪製

1818

(三)木工製圖尺寸標記法(三)木工製圖尺寸標記法
1.木工製圖的繪製方式-第一角法練習1.木工製圖的繪製方式-第一角法練習
2.木工製圖之尺寸標註練習2.木工製圖之尺寸標註練習

99

(四)木工製圖符號與習用表示法(四)木工製圖符號與習用表示法
1.木工慣用製圖符號之繪製1.木工慣用製圖符號之繪製
2.繪製木工加工圖2.繪製木工加工圖

99

(五)木作之公差與配合(五)木作之公差與配合 1.認識木作工差規定與相關配合方式1.認識木作工差規定與相關配合方式 33

(六)抽屜結構及畫法(六)抽屜結構及畫法
1.抽屜前板與側板接合法1.抽屜前板與側板接合法
2.抽屜側板與背板接合法2.抽屜側板與背板接合法

99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七)工作圖畫法1(七)工作圖畫法1
1.調味架工作圖繪製1.調味架工作圖繪製
2.調味架立體圖繪製2.調味架立體圖繪製

1212

(八)工作圖繪製2(八)工作圖繪製2
1.吊櫃工作圖繪製1.吊櫃工作圖繪製
2.吊櫃立體圖繪製2.吊櫃立體圖繪製

1212

(九)工作圖繪製3(九)工作圖繪製3
1.書架工作圖繪製1.書架工作圖繪製
2.書架立體圖繪製2.書架立體圖繪製

1212

(十)工作圖繪製4(十)工作圖繪製4 1.椅類家具工作圖繪製1.椅類家具工作圖繪製 99

(十一)工作圖繪製5(十一)工作圖繪製5 1.桌類家具工作圖繪製1.桌類家具工作圖繪製 99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教學媒體。 1.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教學媒體。 
2.坊間家具製圖相關書籍。2.坊間家具製圖相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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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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除口授外，宜配合實物輔助教學。一、教學除口授外，宜配合實物輔助教學。
二、每單元教學完畢後，應即時指定作業讓學生練習，教師親自示範以加深學生學二、每單元教學完畢後，應即時指定作業讓學生練習，教師親自示範以加深學生學
習概念。 習概念。 
三、應要求學生達到繪圖之正確、整潔、美觀等標準。課程為配合實作教學，使從三、應要求學生達到繪圖之正確、整潔、美觀等標準。課程為配合實作教學，使從
繪製過程中瞭解施工之原理及方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繪製過程中瞭解施工之原理及方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四、授課方式，先講解知識理論，再實際單元操作。四、授課方式，先講解知識理論，再實際單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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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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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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設計實習家具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urniture Design Practice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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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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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各項家具設計的基本原理與製作方法。一、認識各項家具設計的基本原理與製作方法。
二、熟悉各種家具製作機具之構造及使用方法。二、熟悉各種家具製作機具之構造及使用方法。
三、人因工程之了解與融入設計。三、人因工程之了解與融入設計。
四、了解家具設計之材料及規劃能力。四、了解家具設計之材料及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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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機具入門(一)機具入門
1.了解各項儀器、機具之概況1.了解各項儀器、機具之概況
2.了解各式機具之操作方式及要領2.了解各式機具之操作方式及要領

1818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機具進階(二)機具進階

1.機具之構造、性能分析1.機具之構造、性能分析
2.機具使用技巧之要求2.機具使用技巧之要求
3.操作技巧之熟練度與運用3.操作技巧之熟練度與運用
4.機具操作之評鑑4.機具操作之評鑑

1818

(三)規劃設計(三)規劃設計
1.材料之熟悉與掌握1.材料之熟悉與掌握
2.人因工程之導入2.人因工程之導入

1818

(四)製造執行(四)製造執行
1.五金與材料貼合1.五金與材料貼合
2.細部收尾與收邊2.細部收尾與收邊

1818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現代家具與傳統家具製作工(五)現代家具與傳統家具製作工
法的差異法的差異

工法的差異比較工法的差異比較 99

(六)認識家具的使用形態(六)認識家具的使用形態
1.家具的使用分類1.家具的使用分類
2.家具設計與制式家具2.家具設計與制式家具

66

(七)家具製作的結構與材質(七)家具製作的結構與材質
1.結構與造型1.結構與造型
2.材質與造型2.材質與造型

1212

(八)經典家具作品認識與欣賞(八)經典家具作品認識與欣賞 經典家具作品認識與欣賞經典家具作品認識與欣賞 33

(九)家具與人體尺度的關係(九)家具與人體尺度的關係 設計符合人體工學的傢具設計符合人體工學的傢具 66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實作評量。1.實作評量。
2.紙筆測驗。2.紙筆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自編教材與網路資源。自編教材與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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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由老師示範講解之後，學生現場實習。1.本科由老師示範講解之後，學生現場實習。
2.以教科書為主並融入學生之生活經驗或學習經驗，培養對測量實務應用有基礎概2.以教科書為主並融入學生之生活經驗或學習經驗，培養對測量實務應用有基礎概
念與技術。念與技術。
3.隨時觀察學生對於所教是否有感覺、信心，而隨時調整教學方法。3.隨時觀察學生對於所教是否有感覺、信心，而隨時調整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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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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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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製圖實習裝潢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ecoration Drawing PracticeDecoration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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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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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圖學實習基礎圖學實習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培養識圖及製圖之能力。 一、培養識圖及製圖之能力。 
二、熟悉各項裝潢之製圖標準。二、熟悉各項裝潢之製圖標準。
三、認識常用平面符號。三、認識常用平面符號。
四、熟悉各項裝潢之標準製圖規範。四、熟悉各項裝潢之標準製圖規範。
五、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五、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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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製圖基本規範、種類與內容(一)製圖基本規範、種類與內容
1.線條種類及投影概念1.線條種類及投影概念
2.裝潢製圖之基本規範2.裝潢製圖之基本規範

66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製圖符號的認識(二)製圖符號的認識
1.線條粗細之應用1.線條粗細之應用
2.比例尺之運用2.比例尺之運用
3.裝潢製圖常用之符號3.裝潢製圖常用之符號

99

(三)平面圖(三)平面圖
1.平面圖繪製之規範1.平面圖繪製之規範
2.繪製平面圖之原則2.繪製平面圖之原則
3.繪製平面圖之步驟及注意事項3.繪製平面圖之步驟及注意事項

99

(四)天花板設計圖(四)天花板設計圖
1.設計天花板1.設計天花板
2.天花板設計之注意事項2.天花板設計之注意事項

33

(五)立面圖(五)立面圖
1.如何辨識立面圖符號視向1.如何辨識立面圖符號視向
2.立面圖繪製過程2.立面圖繪製過程
3.繪製立面圖之注意事項3.繪製立面圖之注意事項

99

(六)剖面圖(六)剖面圖
1.剖面圖之基本原理1.剖面圖之基本原理
2.剖面圖繪製之原則及方法2.剖面圖繪製之原則及方法
3.繪製立面圖之注意事項3.繪製立面圖之注意事項

99

(七)各部位施工圖(以地板為例)(七)各部位施工圖(以地板為例)
1.地板工程種類1.地板工程種類
2.地板施工圖構造及繪製2.地板施工圖構造及繪製

99

(八)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1(八)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1 小空間的模擬設計-平面空間小空間的模擬設計-平面空間 121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九)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2(九)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2 小空間的模擬設計-立面空間小空間的模擬設計-立面空間 1212

(十)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3(十)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3 小空間的模擬設計-施工圖小空間的模擬設計-施工圖 1212

(十一)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4(十一)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4 小空間的模擬設計-模型製作小空間的模擬設計-模型製作 1515

(十二)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5(十二)小空間設計規劃提案5 作品書面報告作品書面報告 33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裝潢製圖及施工圖與裝修工程等相關書籍。 1.裝潢製圖及施工圖與裝修工程等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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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一、本課程為實習課程，宜採分組教學，並輔以作品鑑賞。
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二、各項教學活動應配合教學示範與個別指導。
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器具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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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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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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製作實習家具製作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urniture’s Production PracticeFurniture’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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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4/4/0/0/0/0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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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各種木工手工具及木工機械。一、認識各種木工手工具及木工機械。
二、熟悉各種木工接合之方法與技術。二、熟悉各種木工接合之方法與技術。
三、熟悉木製家具製作之技術。三、熟悉木製家具製作之技術。
四、理解木製家具技術，應用所學設計出合理實用之傢俱。四、理解木製家具技術，應用所學設計出合理實用之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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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緒論(一)緒論
1.木工機具介紹1.木工機具介紹
2.工廠安全注意事項2.工廠安全注意事項

2424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手工具介紹(二)手工具介紹
1.木工手工具操作技術1.木工手工具操作技術
2.木工手工具整修與研磨技術2.木工手工具整修與研磨技術

2424

(三)木材榫接合(三)木材榫接合
1.木材榫接結構介紹1.木材榫接結構介紹
2.榫接結構介紹2.榫接結構介紹

2424

(四)木材其他接合方式(四)木材其他接合方式
1.膠接合介紹1.膠接合介紹
2.釘接合介紹2.釘接合介紹
3.實作演練3.實作演練

2424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簡易木器設計構圖(五)簡易木器設計構圖 簡易木桌椅設計構圖簡易木桌椅設計構圖 1818

(六)簡易木器製作(六)簡易木器製作 簡易木桌椅製作簡易木桌椅製作 1818

(七)塗裝技術(七)塗裝技術
1.漆料介紹1.漆料介紹
2.刷漆方法2.刷漆方法

88

(八)期末成果展(八)期末成果展 成果發表與檢討改進成果發表與檢討改進 44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工廠職業道德考核1.工廠職業道德考核
2.成品實作評量。2.成品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坊間相關書籍。1.坊間相關書籍。
2.教師自編教材。2.教師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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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1.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
2.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對不同程度學生，應予適當的個別輔導。2.教學時應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對不同程度學生，應予適當的個別輔導。
3.實習項目的教學時數，可依實際需要作彈性安排。3.實習項目的教學時數，可依實際需要作彈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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