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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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教育目標一、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教育目標

1.學習水電之專業技能，培養水電相關行業之基層技術人員。 2.培養敬業工作精神與安全正確之工作習慣。 3.以就業導向之
實用技能為主，輔以相關知識和人文素養之陶冶。 4.產學合作、提升實務經驗，與產業互惠共享資源。 5.培養繼續在職進修
於職涯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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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學生進路二、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學生進路

表5-1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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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施工基層工作人員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1.基本電學 2.配管實習 3.電工實習 

3.檢定職類：
室內配線丙級技術士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基本電學實習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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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學實習4學分
  配管實習8學分
  電工實習3學分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水電施工基層工作人員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1.電子學 2.工業配線實習 3.配線實習 4.電腦應用

3.檢定職類：
室內配線丙級技術士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電子學實習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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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體驗2學分
  2.2 校訂選修：
  配線實習4學分
  電腦應用3學分
  工業配線實習8學分
  基本電學應用4學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1.水電施工基層工作人員 2.工業配線工作人員 3.自動控制
基層人才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1.專題實作 2.可程式控制實習 3.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4.機
電整合實習 5.電腦繪圖實習

3.檢定職類：
室內配線乙級技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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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工機械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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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繪圖實習4學分
  可程式控制實習6學
分
  智慧居家監控實
習3學分
  室內配線實習8學分
  機電整合實習6學分
  工業控制配盤實
習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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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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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學 3 3

基本電學 3 3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6 3 3

電子學實習 6 3 3

小計小計 18 6 3 6 3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17 14 12 7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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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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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閱讀與寫作 4 2 2

應用英文 4 2 2

應用數學 4 2 2

國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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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分
2.17%

電工機械 3 3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3 0 0 0 0 3 0

實習
科目

57學分
41.30%

電腦繪圖實習 4 2 2 跨班

配線實習 4 2 2
跨班

與基本電學應用二選一

電腦應用 3 3 跨班

可程式控制實習 6 3 3 跨班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3 3 跨班

圖學實習 4 2 2 跨班

配管實習 8 4 4 跨班

電工實習 3 3 跨班

工業配線實習 8 4 4 跨班

基本電學應用 4 2 2
跨班

與配線實習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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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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學分
41.30%

室內配線實習 8 4 4
跨班

與工業控制配盤實習二選一

機電整合實習 6 3 3 跨班

工業控制配盤實習 8 4 4
跨班

與室內配線實習二選一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57 6 9 6 9 12 15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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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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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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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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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17%

實習科目 57 41.30%

合        計 82 59.42 %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40學分 65 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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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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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國文閱讀與寫作 → 國文閱讀與寫作

→ → 應用英文 → 應用英文 → →

→ → → 國學概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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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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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電子學 → → →

基本電學 → → → → →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 基本電學實習 → → → →

→ → 電子學實習 → 電子學實習 → →

校
訂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 → → → 電工機械 →

實
習
科
目

→ → → → 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

→ → 職涯體驗 → 職涯體驗 → →

→ → → → 電腦繪圖實習 → 電腦繪圖實習

→ → 配線實習 → 配線實習 → →

→ → → 電腦應用 → →

→ → → → 可程式控制實習 → 可程式控制實習

→ → → → →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圖學實習 → 圖學實習 → → → →

配管實習 → 配管實習 → → → →

→ 電工實習 → → → →

→ → 工業配線實習 → 工業配線實習 → →

→ → 基本電學應用 → 基本電學應用 → →

→ → → → 室內配線實習 → 室內配線實習

→ → → → 機電整合實習 → 機電整合實習

→ → → → 工業控制配盤實習 → 工業控制配盤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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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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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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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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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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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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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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工機械電工機械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lectric MachineryElectric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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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0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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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瞭解一般電工機械的原理。一、能瞭解一般電工機械的原理。
二、能認識一搬電工機械的構造、特性與運用。二、能認識一搬電工機械的構造、特性與運用。
三、能培養一搬電工機械的實驗、操作與維護的能力三、能培養一搬電工機械的實驗、操作與維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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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工機械概論(一)電工機械概論
1.電工機械分類1.電工機械分類
2.基礎電磁理論2.基礎電磁理論

66

(二)直流電機(二)直流電機
1.直流發電機之原理、性質、特性1.直流發電機之原理、性質、特性
2.直流電動機之原理、性質、特性2.直流電動機之原理、性質、特性
3.直流電機之損耗與效率3.直流電機之損耗與效率

1515

(三)變壓器(三)變壓器
1.變壓器之原理、構造1.變壓器之原理、構造
2.變壓器之連結法與測量2.變壓器之連結法與測量
3.特殊變壓器3.特殊變壓器

99

(四)感應電動機(四)感應電動機
1.三相感應電動機的原理、特性1.三相感應電動機的原理、特性
2.三相感應電動機的啟動與速率控制2.三相感應電動機的啟動與速率控制
3.單相感應電動機的原理與使用維護3.單相感應電動機的原理與使用維護

99

(五)同步發電機與電動機(五)同步發電機與電動機
1.同步發電機原理與特性1.同步發電機原理與特性
2.同步發電機並聯運用2.同步發電機並聯運用
3.同步電動機原理3.同步電動機原理

99

(六)特殊電機(六)特殊電機
1.步進電動機、伺服電動機1.步進電動機、伺服電動機
2.直流無刷電動機、線性電動機2.直流無刷電動機、線性電動機

66

合計合計 54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日常評量40%，期中考30%，期末考30%。日常評量40%，期中考30%，期末考30%。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材編選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教材編選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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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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一、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
題，以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題，以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二、教學評量：二、教學評量：
(一)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一)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
驗、習題作業。驗、習題作業。
(二)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二)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三、教學資源：三、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電工機械各式電機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電工機械各式電機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
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

四、相關配合事項：四、相關配合事項：
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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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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reer experience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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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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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認識職場的現況。一、使學生能認識職場的現況。
二、使學生能具有適應未來職場的能力。二、使學生能具有適應未來職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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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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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宸自動化科參觀地點：富宸自動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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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工作資歷授課師資：10年工作資歷
服務單位：富宸自動化科服務單位：富宸自動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 稱：副理職 稱：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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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電機股份參觀地點：富田電機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四)業界專家授課(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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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授課師資：7年以上工作授課師資：7年以上工作
資歷資歷
服務單位：英棒有限公司服務單位：英棒有限公司
職 稱：課長職 稱：課長

(五)校外職場參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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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地點：華新麗華股份參觀地點：華新麗華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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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山工業股份參觀地點：力山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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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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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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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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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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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isdom Home Monitoring InternshipWisdom Home Monitoring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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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0/3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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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認識低壓室內智慧監控設備。一、使學生能認識低壓室內智慧監控設備。
二、使學生能明確操作室內智慧監控設備。二、使學生能明確操作室內智慧監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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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安全及衛生(一)工業安全及衛生
1.實習工場設施的認識1.實習工場設施的認識
2.工業安全及衛生、消防安全的認識2.工業安全及衛生、消防安全的認識

99

(二)智慧居家監控系統的選用與(二)智慧居家監控系統的選用與
規劃規劃

1.智慧家庭生活趨勢的認識1.智慧家庭生活趨勢的認識
2.控制器操作與應用2.控制器操作與應用
3.控制系統的開發環境3.控制系統的開發環境
4.傳輸協定的設定。4.傳輸協定的設定。

99

(三)居家燈光控制(三)居家燈光控制
1.燈光控制元件的認識1.燈光控制元件的認識
2.燈光控制系統設計與應用2.燈光控制系統設計與應用

99

(四)居家節能與電氣控制(四)居家節能與電氣控制
1.智慧電表的認識1.智慧電表的認識
2.家庭影音與電器控制2.家庭影音與電器控制

99

(五)環境控制(五)環境控制
1.溫濕度感測元件的認識1.溫濕度感測元件的認識
2.居家環境控制系統設計與應用2.居家環境控制系統設計與應用

66

(六)防災與監控(六)防災與監控
1.火災警報監控1.火災警報監控
2.水位監控2.水位監控

66

(七)遠端居家智慧控制(七)遠端居家智慧控制
1.行動裝置智慧監控1.行動裝置智慧監控
2.雲端電腦智慧監控2.雲端電腦智慧監控

66

合計合計 54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
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審定版教科書。1.審定版教科書。
2.電工法規。2.電工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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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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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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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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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整合實習機電整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egration of Machinery and Electricity  PracticeIntegration of Machinery and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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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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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能夠更加瞭解機構、感測元件之特性，並可以配合程式邏輯，進而設計出適切之工作電路。學生能夠更加瞭解機構、感測元件之特性，並可以配合程式邏輯，進而設計出適切之工作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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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壓閥簡介(一)氣壓閥簡介
1.氣壓閥符號、種類1.氣壓閥符號、種類
2.氣壓閥工作原理、使用方法2.氣壓閥工作原理、使用方法

1212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可程式控制器應用指令(二)可程式控制器應用指令
1.光敏電阻感測器應用1.光敏電阻感測器應用
2.距離感測器:超音波與 紅外線感測器2.距離感測器:超音波與 紅外線感測器
3.機器人建構與搖桿控制3.機器人建構與搖桿控制

1212

(三)機電整合電路範例簡介(三)機電整合電路範例簡介
1.輸送帶控制範例1.輸送帶控制範例
2.氣壓缸控制範例2.氣壓缸控制範例

1212

(四)氣壓元件與氣壓基本迴路(四)氣壓元件與氣壓基本迴路
1.供氣系統設備介紹1.供氣系統設備介紹
2.各種控制閥2.各種控制閥
3.方向、流量、壓力控制迴路介紹3.方向、流量、壓力控制迴路介紹

1212

(五)物件顏色辨別與姿勢調整(五)物件顏色辨別與姿勢調整

1.機構簡介1.機構簡介
2.控制電路介紹2.控制電路介紹
3.程式寫作介紹3.程式寫作介紹
4.實作練習4.實作練習

1616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六)氣壓系統之安裝與維護(六)氣壓系統之安裝與維護
1.元件之安裝維護與保養1.元件之安裝維護與保養
2.系統之安裝維護與保養2.系統之安裝維護與保養

1212

(七)材質分揀與加工(七)材質分揀與加工

1.機構簡介1.機構簡介
2.控制電路介紹2.控制電路介紹
3.程式寫作介紹3.程式寫作介紹
4.實作練習4.實作練習

1616

(八)重量判別與整列(八)重量判別與整列

1.機構簡介1.機構簡介
2.控制電路介紹2.控制電路介紹
3.程式寫作介紹3.程式寫作介紹
4.實作練習4.實作練習

1616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日常評量40%，期中考30%，期末考30%。日常評量40%，期中考30%，期末考30%。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材編選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教材編選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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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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一、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
題，以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題，以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二、教學評量：二、教學評量：
(一)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一)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
驗、習題作業。驗、習題作業。
(二)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二)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三、教學資源：三、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電工機械各式電機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電工機械各式電機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
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

四、相關配合事項：四、相關配合事項：
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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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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控制配盤實習工業控制配盤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dustrial Control Panel PracticeIndustrial Control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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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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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正確辨識常用電路圖符號。一、使學生能正確辨識常用電路圖符號。
二、使學生能正確完成基礎工業控制配盤。二、使學生能正確完成基礎工業控制配盤。
三、使學生能順利接軌企業控制配盤實務。三、使學生能順利接軌企業控制配盤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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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控制配盤歐規常用電路(一)工業控制配盤歐規常用電路
符號符號

1.繪製工業控制配盤歐規常用電路符號1.繪製工業控制配盤歐規常用電路符號
2.能辨識工業控制配盤歐規常用電路符2.能辨識工業控制配盤歐規常用電路符
號號

1818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工業控制配盤箱體尺寸識別(二)工業控制配盤箱體尺寸識別
1.工業控制配盤箱體尺寸識別1.工業控制配盤箱體尺寸識別
2.鑽孔、攻牙與器具固定2.鑽孔、攻牙與器具固定

1818

(三)工業控制配盤常用線材、器(三)工業控制配盤常用線材、器
具具

1.常用線材介紹1.常用線材介紹
2.特殊線材介紹：2.特殊線材介紹：
耐熱線、海帕龍電線、隔離線 、溫度耐熱線、海帕龍電線、隔離線 、溫度
補償導線、耐屈電線、易格斯電線、戰補償導線、耐屈電線、易格斯電線、戰
車軌線槽。車軌線槽。
3.端子介紹與壓接3.端子介紹與壓接
4.號碼圈套管-打字機4.號碼圈套管-打字機
5.D型接頭、軍規接頭銲接5.D型接頭、軍規接頭銲接
6.網路線壓接6.網路線壓接

1818

(四)工業控制配盤常用工具、儀(四)工業控制配盤常用工具、儀
表表

1.線槽剪、拉釘槍1.線槽剪、拉釘槍
2.自動絲攻板手(攻牙)2.自動絲攻板手(攻牙)
3.歐式壓接鉗3.歐式壓接鉗
4.空中端子壓接鉗4.空中端子壓接鉗
5.網路線壓接鉗5.網路線壓接鉗
6.網路線測試器6.網路線測試器
7.三相相序計7.三相相序計
8.SENSOR 量測儀器8.SENSOR 量測儀器

1818

(五)工業控制配盤配線與操作(五)工業控制配盤配線與操作

主題式單元配盤與操作：主題式單元配盤與操作：
1.變頻器配盤1.變頻器配盤
2.溫控器配盤2.溫控器配盤
3.養蝦場案例(MODBUS)3.養蝦場案例(MODBUS)
4.罐頭製程案例4.罐頭製程案例

2424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六)工業控制配盤常用感測元件(六)工業控制配盤常用感測元件

1.近接開關、磁簧開關、光電開關1.近接開關、磁簧開關、光電開關
2.溫濕度感測器(A/D模組)2.溫濕度感測器(A/D模組)
3.溶解氧感測器3.溶解氧感測器
4.鹽度感測器、酸鹼度感測4.鹽度感測器、酸鹼度感測

242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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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工業控制配盤常用驅動器、(七)工業控制配盤常用驅動器、
旋轉性負載旋轉性負載

1.感溫棒與溫控器1.感溫棒與溫控器
2.電阻尺2.電阻尺
3.軸控3.軸控
4.變頻器4.變頻器
5.伺服馬達、伺服馬達驅動器5.伺服馬達、伺服馬達驅動器

2424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盤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盤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
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
用。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室內配線乙級術科題庫1.室內配線乙級術科題庫
2.電工法規2.電工法規
3.自編教材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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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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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配線實習室內配線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House Wiring PracticeHouse W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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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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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確實了解各式常用開關、配管、線槽與電纜的施作。一、使學生能確實了解各式常用開關、配管、線槽與電纜的施作。
二、使學生能確實了解屋內線路裝置要領。二、使學生能確實了解屋內線路裝置要領。
三、使學生能具備室內配線乙級技術士第一站的能力。三、使學生能具備室內配線乙級技術士第一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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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分路與分電盤(一)電源分路與分電盤
1.電源分路認識1.電源分路認識
2.分電盤接線2.分電盤接線

1616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二)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 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 1818

(三)可撓金屬管與EMT管操作(三)可撓金屬管與EMT管操作
1.可撓金屬管施作1.可撓金屬管施作
2.EMT管施作2.EMT管施作

1818

(四)PVC線槽與PVC管操作(四)PVC線槽與PVC管操作
1.PVC線槽施作1.PVC線槽施作
2.PVC管施作2.PVC管施作

2020

(五)多處控制電燈配線(五)多處控制電燈配線
1.一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1.一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
2.兩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2.兩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
3.三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3.三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

1818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六)單相三線式110/220V屋內線(六)單相三線式110/220V屋內線
路裝置路裝置

1.單相三線式110/220V屋內線路裝置實1.單相三線式110/220V屋內線路裝置實
作作
2.電工法規的相關規範2.電工法規的相關規範

1818

(七)三相三線式220V屋內線路裝(七)三相三線式220V屋內線路裝
置置

1.三相三線式220V屋內線路裝置實作1.三相三線式220V屋內線路裝置實作
2.電工法規的相關規範2.電工法規的相關規範

1818

(八)三相四線式220/380V屋內線(八)三相四線式220/380V屋內線
路裝置路裝置

1.三相四線式220/380V屋內線路裝置實1.三相四線式220/380V屋內線路裝置實
作作
2.電工法規的相關規範2.電工法規的相關規範

1818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線實習等，教師可按單元內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線實習等，教師可按單元內
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
用。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室內配線乙級術科題庫1.室內配線乙級術科題庫
2.電工法規2.電工法規
3.自編教材。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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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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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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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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線實習配線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iringPracticeWiring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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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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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正確辨認低壓室內配電設備。一、使學生能正確辨認低壓室內配電設備。
二、使學生能明確操作低壓工業配電盤。二、使學生能明確操作低壓工業配電盤。
三、使學生能取得室內配線丙級技術士證照三、使學生能取得室內配線丙級技術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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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屋內配電器具認識與使(一)基本屋內配電器具認識與使
用用

1.屋內配電器具認識1.屋內配電器具認識
2.屋內配電器具使用2.屋內配電器具使用

22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導線連接與接頭絕緣處理(二)導線連接與接頭絕緣處理
1.管之切斷1.管之切斷
2.導線連接2.導線連接
3.接頭絕緣處理3.接頭絕緣處理

44

(三)電源分路與分電盤(三)電源分路與分電盤
1.電源分路認識1.電源分路認識
2.分電盤接線2.分電盤接線

99

(四)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四)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 1.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1.接地型插座與電纜線處理 99

(五)PVC與EMT管配管操作(五)PVC與EMT管配管操作

1.管之切斷1.管之切斷
2.擴管及小S製作2.擴管及小S製作
3.塑膠管之彎曲3.塑膠管之彎曲
4.EMT管之彎曲4.EMT管之彎曲

1212

(六)單處與兩處控制電燈配線(六)單處與兩處控制電燈配線
1.單處控制電燈配線1.單處控制電燈配線
2.兩處控制電燈配線2.兩處控制電燈配線

66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七)單相感應電動機正逆轉控制(七)單相感應電動機正逆轉控制
電路電路

1.從ON-OFF電路到正反轉電路1.從ON-OFF電路到正反轉電路
2.互鎖電路應用2.互鎖電路應用

33

(八)電動機故障警報控制電路(八)電動機故障警報控制電路 1.輔助電驛接腳、功能與應用1.輔助電驛接腳、功能與應用 33

(九)近接開關控制電動機交替運(九)近接開關控制電動機交替運
轉與停止控制電路轉與停止控制電路

1.近接開關原理與應用1.近接開關原理與應用
2.交替電路的概念與應用2.交替電路的概念與應用

66

(十)兩部電動機自動交替運轉控(十)兩部電動機自動交替運轉控
制電路制電路

1.計時電驛的接腳、功能與應用1.計時電驛的接腳、功能與應用 66

(十一)簡易昇降機控制電路(十一)簡易昇降機控制電路

1.保持電驛的接腳、功能與應用1.保持電驛的接腳、功能與應用
2.電梯的速度與病床專用電梯之差異2.電梯的速度與病床專用電梯之差異
3.貨梯與電梯之差異3.貨梯與電梯之差異
4.電梯之反光鏡與安全考量4.電梯之反光鏡與安全考量

66

(十二)常用電源與備用電源自動(十二)常用電源與備用電源自動
切換控制電路切換控制電路

1.備用電源之概念與應用1.備用電源之概念與應用
2.備用電源主電路接線2.備用電源主電路接線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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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
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審定版教科書。1.審定版教科書。
2.室內配線丙級術科題庫。2.室內配線丙級術科題庫。
3.電工法規。3.電工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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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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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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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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學實習圖學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rawing Practice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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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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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電機製圖的意義及其重要性。一、瞭解電機製圖的意義及其重要性。
二、瞭解電機製圖的種類。二、瞭解電機製圖的種類。
三、熟悉中國國家標準工程製圖規範。三、熟悉中國國家標準工程製圖規範。
四、培養識圖之能力。四、培養識圖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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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概說(一)製圖概說

1.學習工程圖學目的1.學習工程圖學目的
2.傳統手工製圖與現代電腦製圖比較2.傳統手工製圖與現代電腦製圖比較
3.中國國家標準工程製圖規範3.中國國家標準工程製圖規範
4.工業常見之單位4.工業常見之單位

44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製圖之種類(二)製圖之種類

1.製圖工具之選擇1.製圖工具之選擇
2.製圖工具之使用及技巧2.製圖工具之使用及技巧
3.線條種類之介紹及繪製3.線條種類之介紹及繪製
4.常見之製圖軟體介紹4.常見之製圖軟體介紹

66

(三)工程製圖之一般準則(三)工程製圖之一般準則

1.線條、字法適用場合介紹1.線條、字法適用場合介紹
2.幾何圖形之繪製2.幾何圖形之繪製
3.點線面之垂直與平行關係之繪製3.點線面之垂直與平行關係之繪製
4.物體之投影介紹與繪製4.物體之投影介紹與繪製
5.物體之剖視圖介紹與繪製5.物體之剖視圖介紹與繪製

1212

(四)工程製圖之一般準則(四)工程製圖之一般準則
1.點線面之垂直與平行關係之繪製1.點線面之垂直與平行關係之繪製
2.物體之投影介紹與繪製2.物體之投影介紹與繪製

88

(五)工程製圖之一般準則(五)工程製圖之一般準則 1.物體之剖視圖介紹與繪製1.物體之剖視圖介紹與繪製 66

(六)工程製圖之尺度標註(一)(六)工程製圖之尺度標註(一)
1.尺度之種類及單位適用場合介紹1.尺度之種類及單位適用場合介紹
2.尺度標註之圖框及標題位置介紹2.尺度標註之圖框及標題位置介紹

121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七)工程製圖之尺度標註(二)(七)工程製圖之尺度標註(二)
1.大小尺度及位置尺度介紹及標註1.大小尺度及位置尺度介紹及標註
2.尺度之標註位置與注意事項2.尺度之標註位置與注意事項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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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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元件習用表示法(八)電機元件習用表示法

1.電機相關基本元件符號識別與介紹1.電機相關基本元件符號識別與介紹
2.元件之繪製與應用2.元件之繪製與應用
3.電路圖應用及常見參數介紹3.電路圖應用及常見參數介紹
4.電路圖線路位置規畫及注意事項4.電路圖線路位置規畫及注意事項

1212

(九)工程製圖之表面符號(九)工程製圖之表面符號

1.表面符號之種類及介紹1.表面符號之種類及介紹
2.常見表面符號之參數介紹2.常見表面符號之參數介紹
3.表面符號之繪製及其大小3.表面符號之繪製及其大小
4.表面符號之組成4.表面符號之組成

4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作業30%、平時考30%、課堂表現40%。平時作業30%、平時考30%、課堂表現40%。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工程圖學、中國國家標準工程製圖規範工程圖學、中國國家標準工程製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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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屬課堂課程，由任課教師講授為主。一、本科目屬課堂課程，由任課教師講授為主。
二、除教科書外，善用習作、討論及教學媒體，以加強學習效果。二、除教科書外，善用習作、討論及教學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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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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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管實習配管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ipe Works PracticePip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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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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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培養學生自來水配管之基礎識圖能力。1.培養學生自來水配管之基礎識圖能力。
2.培養學生正確的計算管長並能正確取料。2.培養學生正確的計算管長並能正確取料。
3.培養學生能觀察、記錄，並繪製簡圖。3.培養學生能觀察、記錄，並繪製簡圖。
4.養成良好的工作安全與衛生習慣、尺寸度量及工作時限之觀念。4.養成良好的工作安全與衛生習慣、尺寸度量及工作時限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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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配管工具與材料之使(一)自來水配管工具與材料之使
用用

1.自來水配管基本工具種類與功用1.自來水配管基本工具種類與功用
2.自來水配管使用之基本材料之辨識2.自來水配管使用之基本材料之辨識

2424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管之加工(二)管之加工

1.管之切斷1.管之切斷
2.鋼管之鉸紋2.鋼管之鉸紋
3.塑膠管之擴大3.塑膠管之擴大
4.塑膠管之彎曲4.塑膠管之彎曲
5.銅管錫銲5.銅管錫銲

2424

(三)異種管之組合與拆卸(三)異種管之組合與拆卸

1.落樣圖繪製與管長計算1.落樣圖繪製與管長計算
2.鋼管、塑膠管、銅管與管配件之裝配2.鋼管、塑膠管、銅管與管配件之裝配
3.異種管路組合3.異種管路組合
4.管路拆卸4.管路拆卸

2424

(四)管路裝配(四)管路裝配 1.自來水配管丙級術科題目實作1.自來水配管丙級術科題目實作 2424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水壓式驗與評量(五)水壓式驗與評量
1.盛水試驗1.盛水試驗
2.水壓試驗2.水壓試驗
3.尺寸、外觀評量3.尺寸、外觀評量

2424

(六)檢定題目演練(六)檢定題目演練 丙級檢定題目演練丙級檢定題目演練 2424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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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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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自來水配管丙級術科題庫自來水配管丙級術科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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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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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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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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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工實習電工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lectrician internshipElectrician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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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3/0/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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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正確操作導線連接。一、使學生能正確操作導線連接。
二、使學生能明確操作屋內配線。二、使學生能明確操作屋內配線。
三、使學生能明確操作低壓工業配線。三、使學生能明確操作低壓工業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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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線連接與處理(一)導線連接與處理
1.導線之選用及線徑測量1.導線之選用及線徑測量
2.導線接頭壓接2.導線接頭壓接
3.導線之絕緣處理3.導線之絕緣處理

1212

(二)屋內配線(二)屋內配線
1.分電盤及瓦特表之裝配1.分電盤及瓦特表之裝配
2.開關、插座及器具裝配2.開關、插座及器具裝配
3.PVC管及EMT管配線之認識3.PVC管及EMT管配線之認識

1515

(三)低壓工業配線電路配線要領(三)低壓工業配線電路配線要領 1.低壓工業配線電路配線要領1.低壓工業配線電路配線要領 99

(四)低壓電機控制配線及裝置(四)低壓電機控制配線及裝置

1.電動機之起動、停止及過載控制1.電動機之起動、停止及過載控制
2.電動機之正逆轉控制2.電動機之正逆轉控制
3.三相感應電動機Y-Δ降壓啟動控制3.三相感應電動機Y-Δ降壓啟動控制
4.近接開關原理與應用4.近接開關原理與應用

1818

合計合計 54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
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審定版教科書。1.審定版教科書。
2.電工法規。2.電工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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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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選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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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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配線實習工業配線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dustrial Wiring PracticeIndustrial W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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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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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能確實了解控制電路的動作順序與除錯。一、使學生能確實了解控制電路的動作順序與除錯。
二、使學生能確實熟悉變壓器三相接線。二、使學生能確實熟悉變壓器三相接線。
三、使學生能具備室內配線乙級技術士第二、三站的能力。三、使學生能具備室內配線乙級技術士第二、三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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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機正反轉兼Y-△啟動(一)電動機正反轉兼Y-△啟動
1.三相馬達極性判別1.三相馬達極性判別
2.電動機的Y-△降壓啟動2.電動機的Y-△降壓啟動

1212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電動機正反轉兼Y-△啟動附(二)電動機正反轉兼Y-△啟動附
瞬間停電保護瞬間停電保護

1.瞬間停電再啟動之應用1.瞬間停電再啟動之應用
2.MCS的Y接與△接之差異2.MCS的Y接與△接之差異

1212

(三)兩台抽水泵手動、自動交替(三)兩台抽水泵手動、自動交替
控制電路控制電路

1.手動、自動電路切換之控制1.手動、自動電路切換之控制
2.浮球開關與液面控制器應用2.浮球開關與液面控制器應用
3.電動機交替運轉之應用3.電動機交替運轉之應用
4.棘輪電驛(MR)的應用4.棘輪電驛(MR)的應用

1212

(四)汙排水泵手動、自動交替兼(四)汙排水泵手動、自動交替兼
異常水位並列運轉異常水位並列運轉

1.水銀浮球開關應用1.水銀浮球開關應用
2.水位異常自動補位並列運轉之控制2.水位異常自動補位並列運轉之控制
(MR)(MR)

1212

(五)沖床機自動計數直流剎車電(五)沖床機自動計數直流剎車電
路路

1.橋式整流電路(AC/DC)與逆變器1.橋式整流電路(AC/DC)與逆變器
(DC/AC)(DC/AC)
2.直流剎車電路2.直流剎車電路
3.計數器的應用3.計數器的應用

1212

(六)大門控制電路(六)大門控制電路

1.進與出門的控制電路1.進與出門的控制電路
2.開門與關門電路2.開門與關門電路
3.光電開關應用與互鎖應用3.光電開關應用與互鎖應用
4.TR1與TR2電驛腳位短路的防範(廠牌4.TR1與TR2電驛腳位短路的防範(廠牌
差異)差異)

1212

(七)常用電源與備用電源供電自(七)常用電源與備用電源供電自
動切換控制電路動切換控制電路

1.ATS主電路1.ATS主電路
2.引擎式發電機啟動控制電路2.引擎式發電機啟動控制電路

121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八)三相三線式負載瓦時計、乏(八)三相三線式負載瓦時計、乏
時計、功率因數、電壓、電流之時計、功率因數、電壓、電流之
監視盤監視盤

1.比壓器(PT)的V-V接線1.比壓器(PT)的V-V接線
2.VS電壓切換開關量測2.VS電壓切換開關量測
3.比流器(CT)的匝數比計算與接線3.比流器(CT)的匝數比計算與接線
4.AS電流切換開關量測4.AS電流切換開關量測
5.瓦時計消耗功率計算與讀值5.瓦時計消耗功率計算與讀值
6.改善功率因數之計算與罰則6.改善功率因數之計算與罰則

1212

(九)紮線與纏繞法(一)(九)紮線與纏繞法(一) 頂溝紮線(裝腳碍子_鋁紮帶紮法)頂溝紮線(裝腳碍子_鋁紮帶紮法) 66

(十)紮線與纏繞法(二)(十)紮線與纏繞法(二) 邊溝紮線(裝腳碍子_鋁紮帶紮法)邊溝紮線(裝腳碍子_鋁紮帶紮法)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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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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紮線與纏繞法(三)(十一)紮線與纏繞法(三) 終端紮線(軸型碍子_裸銅線纏繞法)終端紮線(軸型碍子_裸銅線纏繞法) 66

(十二)變壓器(十二)變壓器
二具3Φ4w 6.6 / 11.4KV / 220V二具3Φ4w 6.6 / 11.4KV / 220V
(V-V 低壓側三相V共同接地)(V-V 低壓側三相V共同接地)

66

(十三)變壓器(十三)變壓器
二具3Φw 11.4KV / 220V 二具3Φw 11.4KV / 220V 
(V-V 低壓側三相V一線捲中性點接地)(V-V 低壓側三相V一線捲中性點接地)

66

(十四)變壓器(十四)變壓器
三具3Φw 11.4KV / 220V三具3Φw 11.4KV / 220V
(△ - △ 低壓側三相三線△接地)(△ - △ 低壓側三相三線△接地)

66

(十五)變壓器(十五)變壓器
二具3Φw 11.4KV / 220V 單套管二具3Φw 11.4KV / 220V 單套管
(開Y-V 連接低壓側三相V一線捲中性線(開Y-V 連接低壓側三相V一線捲中性線
接地)接地)

44

(十六)變壓器(十六)變壓器
二具3Φw 11.4KV / 220V 單套管二具3Φw 11.4KV / 220V 單套管
(開Y-V 連接低壓側三相V共同點接地)(開Y-V 連接低壓側三相V共同點接地)

44

(十七)變壓器(十七)變壓器
三具3Φw 11.4KV / 220V 三具3Φw 11.4KV / 220V 
(△ - Y 低壓側三相三線Y中性點直接(△ - Y 低壓側三相三線Y中性點直接
接地)接地)

44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盤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盤實作等，教師可按單元內
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
用。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室內配線乙級術科題庫1.室內配線乙級術科題庫
2.電工法規2.電工法規
3.自編教材。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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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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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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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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電學應用基本電學應用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cation of Application of Basic ElectricityBasic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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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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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能夠更加瞭解基本電學之特性，並可以分析電路之工作原理，進而能應用基本電學做電路的應用。學生能夠更加瞭解基本電學之特性，並可以分析電路之工作原理，進而能應用基本電學做電路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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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電路範例(一)基本電路範例
1.家用電燈電路配線方式練習。1.家用電燈電路配線方式練習。
2.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常用規格認2.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常用規格認
識。識。

1212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家用電器實務(二)家用電器實務

1.家用電器簡易原理認識與故障問題解1.家用電器簡易原理認識與故障問題解
決。決。
2.家用電器的交直流電器銘牌之規格認2.家用電器的交直流電器銘牌之規格認
識及其識及其
使用注意要點。使用注意要點。

1212

(三)基本量測(三)基本量測

1.基本電量在數位電錶與類比式電錶的1.基本電量在數位電錶與類比式電錶的
量測量測
方法。方法。
2.控制電路基本除錯方法介紹練習。2.控制電路基本除錯方法介紹練習。

1212

(四)PVC線槽與PVC管操作(四)PVC線槽與PVC管操作
1.PVC線槽施作。1.PVC線槽施作。
2.PVC管施作。2.PVC管施作。

1212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多處控制電燈配線(五)多處控制電燈配線
1.一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1.一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
2.兩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2.兩處一燈控制電路配線。

1212

(六)交流電源介紹(六)交流電源介紹

1.電功率的量測方法與認識。1.電功率的量測方法與認識。
2.不同交流電源介紹(單相三線、三相2.不同交流電源介紹(單相三線、三相
三線、三三線、三
相四線)。相四線)。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考20%，平時作業20%，期中考30%，期末考30%。平時考20%，平時作業20%，期中考30%，期末考30%。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工法規電工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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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必須具備基本電學之電壓、電流之計算基礎1.學生必須具備基本電學之電壓、電流之計算基礎
2.學生必須具備電儀表之知識2.學生必須具備電儀表之知識
3.運用教學簡報軟體及投影機增加學習效果3.運用教學簡報軟體及投影機增加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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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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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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應用電腦應用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Applica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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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3/0/00/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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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具備以電腦編製與修改書面文件的能力。一、使學生具備以電腦編製與修改書面文件的能力。
二、使學生具備搜尋網路資源能力。二、使學生具備搜尋網路資源能力。
三、使學生具備以電腦製作播放簡報的能力。三、使學生具備以電腦製作播放簡報的能力。
四、使學生具備製作完整書面報告的能力。四、使學生具備製作完整書面報告的能力。
五、使學生具備ARDUINO簡易使用能力。五、使學生具備ARDUINO簡易使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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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環境基本操作(一)視窗環境基本操作

1.電腦作業系統介紹與演變1.電腦作業系統介紹與演變
2.正確資訊素養及倫理介紹2.正確資訊素養及倫理介紹
3.常見之文書處理軟體介紹與基本操作3.常見之文書處理軟體介紹與基本操作
4.常用之快捷鍵及使用技巧介紹4.常用之快捷鍵及使用技巧介紹

33

(二)網路搜尋工具使用(二)網路搜尋工具使用
1.常見之搜尋引擎介紹1.常見之搜尋引擎介紹
2.搜尋引擎之比較及進階功能2.搜尋引擎之比較及進階功能
3.如何有效率檢索資訊3.如何有效率檢索資訊

66

(三)中英文輸入(三)中英文輸入

1.輸入法種類介紹1.輸入法種類介紹
2.鍵盤位置排序與區域劃分2.鍵盤位置排序與區域劃分
3.英文輸入法練習3.英文輸入法練習
4.中文輸入法練習4.中文輸入法練習

66

(四)簡報製作(四)簡報製作

1.書面報告之通用格式與注意事項介紹1.書面報告之通用格式與注意事項介紹
2.書面報告之編排介紹2.書面報告之編排介紹
3.書面報告之字體與大小介紹3.書面報告之字體與大小介紹
4.簡報之通用格式與注意事項介紹4.簡報之通用格式與注意事項介紹
5.簡報之編排介紹5.簡報之編排介紹
6.簡報之字體與大小介紹6.簡報之字體與大小介紹
7.簡報之後製與播放功能介紹7.簡報之後製與播放功能介紹

99

(五)ARDUINO簡易使用入門(一)(五)ARDUINO簡易使用入門(一)
1.ARDUINO開發環境介紹1.ARDUINO開發環境介紹
2.ARDUINO硬體與軟體介紹2.ARDUINO硬體與軟體介紹

1515

(六)ARDUINO簡易使用入門(二)(六)ARDUINO簡易使用入門(二)
1.ARDUINO開發板及燒錄功能介紹1.ARDUINO開發板及燒錄功能介紹
2.ARDUINO語言基礎介紹2.ARDUINO語言基礎介紹
3.開發板與實際電路基本元件實驗操作3.開發板與實際電路基本元件實驗操作

1515

合計合計 5454節節

52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作業40%、平時考30%、課堂表現30%。平時作業40%、平時考30%、課堂表現30%。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各專業科目書局出版品各專業科目書局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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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以在電腦教室上課、實際操作為主。一、本科目以在電腦教室上課、實際操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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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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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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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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程式控制實習可程式控制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 Practice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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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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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能夠更加瞭解書寫器、程式組成之架構，並可以配合程式邏輯，進而設計出適切之控制程式電路。學生能夠更加瞭解書寫器、程式組成之架構，並可以配合程式邏輯，進而設計出適切之控制程式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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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式控制器原理(一)可程式控制器原理
1.可程式控制器種類、結構、原理1.可程式控制器種類、結構、原理
2.工作原理、使用方法2.工作原理、使用方法

1818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程式書寫器(二)程式書寫器
1.書寫器結構、原理介紹1.書寫器結構、原理介紹
2.輸入方法介紹2.輸入方法介紹

1818

(三)基本順序指令(三)基本順序指令
1.順序指令介紹1.順序指令介紹
2.控制範例練習2.控制範例練習

1818

(四)步進指令(四)步進指令
1.步進指令介紹1.步進指令介紹
2.控制範例練習2.控制範例練習

1818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五)應用指令(一)(五)應用指令(一)
1.應用指令介紹1.應用指令介紹
2.控制範例練習2.控制範例練習

1818

(六)應用指令(二)(六)應用指令(二) 實務操作演練實務操作演練 181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日常評量40%，期中考30%，期末考30%。日常評量40%，期中考30%，期末考30%。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材編選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教材編選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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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一、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
題，以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題，以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二、教學評量：二、教學評量：
(一)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一)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
驗、習題作業。驗、習題作業。
(二)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二)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三、教學資源：三、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電工機械各式電機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為使學生能充分瞭解電工機械各式電機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
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

四、相關配合事項：四、相關配合事項：
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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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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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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繪圖實習電腦繪圖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Drawing Computer Drawing Practice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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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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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熟悉基本繪圖概念。一、熟悉基本繪圖概念。
二、熟悉基本電腦繪圖概念。二、熟悉基本電腦繪圖概念。
三、能實際應用及繪製電腦繪圖。三、能實際應用及繪製電腦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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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概論(一)電腦繪圖概論
1.繪圖規範1.繪圖規範
2.基礎工程符號2.基礎工程符號

66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二)電機電子符號(二)電機電子符號 1.電機電子符號1.電機電子符號 66

(三)電路圖(三)電路圖
1.電路圖組成認識1.電路圖組成認識
2.電路圖繪製2.電路圖繪製

66

(四)電腦繪圖平台的認識(四)電腦繪圖平台的認識 1.電機電子電路符號繪製軟體使用1.電機電子電路符號繪製軟體使用 66

(五) 電機符號繪製(五) 電機符號繪製 1.基礎電機符號繪製1.基礎電機符號繪製 66

(六)零件佈置(六)零件佈置
1.各式零件佈置工具之應用 1.各式零件佈置工具之應用 
2.認識零件佈置設計規則2.認識零件佈置設計規則

99

(七)各式管理器(七)各式管理器

1.認識板層堆疊管理器 1.認識板層堆疊管理器 
2.板層之顯示與顏色設定 2.板層之顯示與顏色設定 
3.認識網路管理器 3.認識網路管理器 
4.認識點對點管理器 4.認識點對點管理器 
5.認識分類管理器5.認識分類管理器

66

(八)設計規則(八)設計規則

1.認識電氣類電氣類設計規則 1.認識電氣類電氣類設計規則 
2.認識佈線設計規則 2.認識佈線設計規則 
3.認識電源板層類設計規則 3.認識電源板層類設計規則 
4.認識佈線設計規則4.認識佈線設計規則

66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九)操控設定(九)操控設定

1.一般設定 1.一般設定 
2.顯示設定 2.顯示設定 
3.雜項設定 3.雜項設定 
4.格點與單位設定4.格點與單位設定

66

(十)佈線與拆線(十)佈線與拆線

1.自動佈線設定 1.自動佈線設定 
2.自動佈線應用 2.自動佈線應用 
3.繞邊式走線 3.繞邊式走線 
4.推擠式走線 4.推擠式走線 
5.匯流排佈線 5.匯流排佈線 
6.差訊線對走線 6.差訊線對走線 
7.其它走線 7.其它走線 
8.拆線8.拆線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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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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電路板之介面(十一)電路板之介面

1.認識板框精靈 1.認識板框精靈 
2.電路圖與電路板同步化 2.電路圖與電路板同步化 
3.匯入其它廠牌電路板 3.匯入其它廠牌電路板 
4.列印電路板 4.列印電路板 
5.輸出CAM資料 5.輸出CAM資料 
6.輸出PDF檔6.輸出PDF檔

99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線實習等，教師可按單元內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配線實習等，教師可按單元內
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
用。用。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電路圖1.電路圖
2.電腦繪圖實習教科書2.電腦繪圖實習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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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編選
(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1)教材選擇配合科技之發展，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趣，
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增進學生之理解，始能應用於目前生活。
(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2)教材選擇須考慮與相關課程的銜接，同一科目各單元間及相關科目彼此間須加
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以適當的組織，使其內容與活動能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具體而抽象，務使新的
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學習經驗均能建立於既有經驗之上，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2.教學方法2.教學方法
(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1)本科目為實習科目。
(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2)如需至工廠(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每班最多以二組為限，每組最
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低人數不得少於十五人。
(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3)教師教學前，應編寫教學計畫。
(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4)教師教學時，應以學生的既有經驗為基礎，引發其學習動機，導出若干有關問
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題，然後採取解決問題的步驟。
(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5)教師教學時，應以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務做為教材。
(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6)教學完畢後，應根據實際教學效果修訂教學計畫，以期改進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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