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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表學校基本資料表

●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校名學校校名 台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台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技術型

專業群科專業群科

1. 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機械群：機械科、製圖科
2.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動力機械群：汽車科
3.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子科、電機科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子科、電機科
4. 化工群：化工科化工群：化工科
5. 土木與建築群：建築科土木與建築群：建築科
6. 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家具設計科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家具設計科
7. 其他：綜合職能科其他：綜合職能科

建教合作班建教合作班

重重
點點
產產
業業
專專
班班

產學攜手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旗艦計畫
其他其他

進修部進修部
1. 機械群：機械科機械群：機械科
2. 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科電機與電子群：資訊科、電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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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及特殊教育及
特殊類型特殊類型

1. 服務群：餐飲服務科服務群：餐飲服務科
2. 分散式資源班分散式資源班

聯絡人聯絡人
處處  室室 教務處教務處
職職  稱稱 教學組長教學組長
電電    話話 2587213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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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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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三、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
五、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用技能學程課程實施規範。
六、六、學校應依特殊教育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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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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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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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型技術型

機械群機械群 機械科機械科 2 56 2 68 2 70 6 194
機械群機械群 製圖科製圖科 1 31 1 34 1 36 3 101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汽車科 2 69 2 69 2 66 6 204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 1 36 1 33 1 36 3 105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電子科 1 32 1 30 1 34 3 96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電機科 2 72 2 67 2 71 6 210
化工群化工群 化工科化工科 2 64 2 55 2 63 6 182
土木與建築群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建築科 1 34 1 30 1 36 3 100
設計群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 1 28 1 35 1 35 3 98
設計群設計群 家具設計科家具設計科 1 32 1 33 1 31 3 96
其他其他 綜合職能科綜合職能科 0 0 1 4 1 15 2 19

進修部進修部
機械群機械群 機械科機械科 1 23 1 18 1 21 3 62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 1 13 1 16 1 12 3 41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電機科 1 18 1 9 1 7 3 34

實用技能學程實用技能學程
機械群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電腦繪圖科(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1 24 1 15 1 15 3 54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1 22 1 15 1 17 3 54
設計群設計群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1 16 1 21 1 15 3 52

集中式特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殊教育班 服務群服務群 餐飲服務科餐飲服務科 1 10 0 0 0 0 1 10

合計合計 21 580 21 552 21 580 63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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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表2-2  110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學校類型 群別群別 科班別科班別 班級數班級數 每班人數每班人數

技術型技術型

機械群機械群 機械科機械科 2 35
機械群機械群 製圖科製圖科 1 35
動力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汽車科 2 35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 1 35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子科電子科 1 35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電機科 2 35
化工群化工群 化工科化工科 2 35
土木與建築群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建築科 1 35
設計群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室內空間設計科 1 35
設計群設計群 家具設計科家具設計科 1 35

進修部進修部
機械群機械群 機械科機械科 1 40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資訊科 1 40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電機科 1 40

實用技能學程實用技能學程
機械群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電腦繪圖科(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1 35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與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1 35
設計群設計群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1 35

集中式特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殊教育班 服務群服務群 餐飲服務科餐飲服務科 1 15

合計合計 21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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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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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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技能專業技能
  技術精進、創新思考技術精進、創新思考
團隊合作團隊合作
  互助合作、溝通協調互助合作、溝通協調
藝術美感藝術美感
  藝術美感、欣賞讚美藝術美感、欣賞讚美
人文道德人文道德
  尊重關懷、同理反思尊重關懷、同理反思
獨立思辨獨立思辨
  創新思辨、解決問題創新思辨、解決問題
多元智能多元智能
  跨域多元、適應未來跨域多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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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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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06月月27日校務會議通過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年01月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年08月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年 11 月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頒布號頒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校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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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置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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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下：
  (一一) 召集人：校長。召集人：校長。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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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秘書。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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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科主任兼資訊科科主任兼
任任)、生涯規劃及藝能科各學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生涯規劃及藝能科各學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11人。人。

  (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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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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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電子科之科主任擔任之，共計10人。人。

  (五五)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師：由服務群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師：由服務群(餐飲服務科餐飲服務科)召集人擔任之，共計召集人擔任之，共計1人。人。
  (六六) 各年級導師代表：由各年級導師推選之，共計各年級導師代表：由各年級導師推選之，共計3人。人。
  (七七) 教師會及學生代表各教師會及學生代表各1人。人。
  (八八) 專家學者、產業代表、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各專家學者、產業代表、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各1人。人。
  (九九) 必要時得邀請校友會代表及社區代表各必要時得邀請校友會代表及社區代表各1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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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規劃、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規劃、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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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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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進行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進行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四)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四、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四、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一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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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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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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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五五)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六) 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本委員會設下列教學研究會：五、本委員會設下列教學研究會：
  (一一) 學科教學研究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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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主任兼任資訊科主任兼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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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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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 專業群科教學研究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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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之，由科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三) 群課程研究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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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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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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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各科和學校完成課程設計。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各科和學校完成課程設計。
  (二二) 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四) 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觀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辦理教師公開備課、觀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六) 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七、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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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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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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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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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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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五) 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六)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群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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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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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具設廚具設
計…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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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5-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設計群裝潢技術科(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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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段第一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相關就業進路：
裝潢施工、家具設計與製作…等工作。裝潢施工、家具設計與製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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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印前製程丙級。印前製程丙級。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家具製作實習家具製作實習8學分學分
  表現技法表現技法4學分學分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相關就業進路：
室內設計、產品、…等工作。室內設計、產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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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木工丙級。木工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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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裝潢材料裝潢材料2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2學分學分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室內裝潢實習室內裝潢實習8學分學分
  裝潢製圖實習裝潢製圖實習6學分學分
  創意潛能開發創意潛能開發2學分學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相關就業進路：
工藝、系統家工藝、系統家/廚具設計…等工作。廚具設計…等工作。

2.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核心技能專長)：：
1.培養具有操作數值家具加工機具之基本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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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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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職類：
木工乙級。木工乙級。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裝潢估價裝潢估價2學分學分
  家具設計家具設計2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6學分學分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室內設計實習室內設計實習6學分學分
  家具製圖實習家具製圖實習6學分學分
  木作裝潢實習木作裝潢實習8學分學分
  家具設計實習家具設計實習8學分學分
  視覺傳達設計實習視覺傳達設計實習8學學
分分
  產品設計實習產品設計實習6學分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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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群科課程表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一、教學科目與學分(節節)數表數表

表表6-1-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教學科目與學分(節節)數表數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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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部部
定定
必必
修修

一一
般般
科科
目目

語文語文
國語文國語文 6 2 2 2
英語文英語文 4 2 2

數學數學 數學數學 4 2 2

社會社會

歷史歷史

4地理地理 1 1
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 1 1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物理物理

4
1 1

化學化學 1 1
生物生物

藝術藝術

音樂音樂

4美術美術 1 1
藝術生活藝術生活 1 1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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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科技
生活科技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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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6 11 11 6 4 2 2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設計概論設計概論 2 2
色彩原理色彩原理 2 2
造形原理造形原理 2 2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繪畫基礎實習繪畫基礎實習 4 2 2
基本設計實習基本設計實習 4 2 2
基礎圖學實習基礎圖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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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17 17 10 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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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6-1-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教學科目與學分(節節)數表數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續續)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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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校
訂訂
科科
目目

校校
訂訂
必必
修修

一般一般
科目科目

14學分
10.14%

國學概要國學概要 2 2
國文閱讀與寫作國文閱讀與寫作 4 2 2
應用英文應用英文 4 2 2
應用數學應用數學 4 2 2

小計小計 14 0 0 4 6 2 2

專業專業
科目科目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0 0 0 0 0 0 0

實習實習
科目科目

8學分
5.80%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6 3 3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2 1 1

小計小計 8 0 0 1 1 3 3
特殊特殊
需求需求
領域領域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0 0 0 0 0 0 0

必修學分數合計必修學分數合計 22 0 0 5 7 5 5

校校
訂訂
選選
修修

一般一般
科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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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專業
科目科目

6學分
4.35%

裝潢材料裝潢材料 2 1 1 跨班跨班

裝潢估價裝潢估價 2 2 跨班跨班

家具設計家具設計 2 2 跨班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6 0 0 1 1 2 2

實習實習
科目科目

56學分
40.58%

家具製作實習家具製作實習 8 4 4 跨班跨班

室內裝潢實習室內裝潢實習 8 4 4 跨班跨班

裝潢製圖實習裝潢製圖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室內設計實習室內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與產品設計實習二選一與產品設計實習二選一

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4 2 2 跨班跨班

家具製圖實習家具製圖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木作裝潢實習木作裝潢實習 8 4 4 跨班跨班

家具設計實習家具設計實習 8 4 4 跨班跨班
與視覺傳達設計實習二選一與視覺傳達設計實習二選一

視覺傳達設計實習視覺傳達設計實習 8 4 4 跨班跨班
與家具設計實習二選一與家具設計實習二選一

產品設計實習產品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與室內設計實習二選一與室內設計實習二選一

創意潛能開發創意潛能開發 2 2 跨班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56 6 6 7 9 14 14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70學分學分

特殊特殊
需求需求
領域領域

0學分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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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學分數合計選修學分數合計 62 6 6 8 1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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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6 6 13 17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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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6-2-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夜間上課)

項目項目 相關規定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說明
學分數學分數 百分比百分比

部部
定定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36學分學分 36 26.09%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6-20學分學分

6 4.35%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12 8.70%
合合        計計 54 39.13%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校校
訂訂

必修必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82-86學分學分

14 10.14%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0 0.00%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8 5.80%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0 0.00%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6 4.35%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56 40.58%
合合        計計 84 60.87%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40學分 64 46.38%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應修習學分數 138學分學分 138學分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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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總節數上課總節數 150節 150節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課課
程程
實實
施施
規規
範範
畢畢
業業
條條
件件

1. 應修習學分數應修習學分數138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32學分。學分。
2. 表列部定必修科目表列部定必修科目52-56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85%及格。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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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表表6-3-1-1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課課
程程
類類
別別

學年學年

課程課程
領域領域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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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部
定定
科科
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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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數學 數學數學 →→ 數學數學 →→ →→ →→ →→

社會社會
→→ →→ →→ →→ 地理地理 →→ 地理地理
→→ →→ →→ →→ 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
→→ →→ 物理物理 →→ 物理物理 →→ →→
→→ →→ 化學化學 →→ 化學化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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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科技科技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生涯規劃→→ →→ →→ →→

→→ →→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

健康與體育健康與體育
體育體育 →→ 體育體育 →→ →→ →→ →→

→→ →→健康與護理健康與護理→→健康與護理健康與護理→→ →→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 →→

校校
訂訂
科科
目目

語文語文
→→ →→ →→ 國學概要國學概要→→ →→
→→ →→ →→ →→國文閱讀與寫作國文閱讀與寫作→→國文閱讀與寫作國文閱讀與寫作
→→ →→ 應用英文應用英文→→ 應用英文應用英文→→ →→

數學數學 →→ →→ 應用數學應用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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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6-3-1-2  設計群裝潢技術科設計群裝潢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課課
程程
類類
別別

學年學年

科目科目
類別類別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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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部
定定
科科
目目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 →→ 設計概論設計概論→→ →→ →→
→→ →→ 色彩原理色彩原理→→ →→ →→
→→ →→ →→ 造形原理造形原理→→ →→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繪畫基礎實習繪畫基礎實習→→繪畫基礎實習繪畫基礎實習→→ →→ →→ →→
基本設計實習基本設計實習→→基本設計實習基本設計實習→→ →→ →→ →→
基礎圖學實習基礎圖學實習→→基礎圖學實習基礎圖學實習→→ →→ →→ →→

校校
訂訂
科科
目目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 →→ 裝潢材料裝潢材料→→ 裝潢材料裝潢材料→→ →→
→→ →→ →→ →→ 裝潢估價裝潢估價 →→
→→ →→ →→ →→ →→ 家具設計家具設計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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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製作實習家具製作實習→→家具製作實習家具製作實習→→ →→ →→ →→
→→ →→室內裝潢實習室內裝潢實習→→室內裝潢實習室內裝潢實習→→ →→
→→ →→裝潢製圖實習裝潢製圖實習→→裝潢製圖實習裝潢製圖實習→→ →→
→→ →→ →→ →→ 室內設計實習室內設計實習→→ 室內設計實習室內設計實習

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 →→ →→
→→ →→ →→ →→ 家具製圖實習家具製圖實習→→ 家具製圖實習家具製圖實習
→→ →→ →→ →→ 木作裝潢實習木作裝潢實習→→ 木作裝潢實習木作裝潢實習
→→ →→ →→ →→ 家具設計實習家具設計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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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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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設計實習產品設計實習
→→ →→ →→創意潛能開發創意潛能開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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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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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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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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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項目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合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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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110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
108.10.28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8.11.25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依據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華民國一、教育部中華民國103年年11月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令訂定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號令訂定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中華民國二、教育部中華民國108年年4月月2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31188號令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辦理參考原則」。號令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辦理參考原則」。
三、教育部中華民國三、教育部中華民國108年年5月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50523B號令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號令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課程評鑑實施以下簡稱課程評鑑實施
要點要點)」。」。

貳、目的貳、目的
一、協助教師教學規畫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達成課程目標。一、協助教師教學規畫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達成課程目標。
二、每學年定期蒐集、運用及分析課程規劃、教學實施與學生學習之相關資料，落實課程自我評鑑功能。二、每學年定期蒐集、運用及分析課程規劃、教學實施與學生學習之相關資料，落實課程自我評鑑功能。
三、評估本校課程評鑑結果，作為修正課程規劃及改善教學環境之依據。三、評估本校課程評鑑結果，作為修正課程規劃及改善教學環境之依據。

參、課程評鑑組織及分工參、課程評鑑組織及分工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一、課程發展委員會
（一）規劃與實施本校課程評鑑相關事宜。（一）規劃與實施本校課程評鑑相關事宜。
（二）審議課程評鑑實施計畫。（二）審議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三）依課程評鑑結果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及相關改進方案。（三）依課程評鑑結果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及相關改進方案。
二、課程自我評鑑小組二、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一）由校長就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聘請（一）由校長就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聘請11至至17人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人組成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二）協助發展學校課程評鑑之檢核工具、規準與歷程草案。（二）協助發展學校課程評鑑之檢核工具、規準與歷程草案。
（三）彙整與檢視各教學單位實施自我檢核後之質性分析與量化結果。（三）彙整與檢視各教學單位實施自我檢核後之質性分析與量化結果。
（四）完成學校整體課程自我評鑑報告。（四）完成學校整體課程自我評鑑報告。
三、群課程研究會三、群課程研究會
（一）檢視課程架構與群教育目標。（一）檢視課程架構與群教育目標。
（二）開設跨域多元選修課程。（二）開設跨域多元選修課程。
（三）協助規劃及開設彈性學習時間。（三）協助規劃及開設彈性學習時間。
四、各科四、各科/領域教學研究會領域教學研究會
（一）由各科主任（一）由各科主任/領域之召集人所屬教師組成，提供教師自我檢核相關資料。領域之召集人所屬教師組成，提供教師自我檢核相關資料。
（二）彙整學生學習歷程及成效的質性分析及量化結果。（二）彙整學生學習歷程及成效的質性分析及量化結果。
（三）協助檢視課程架構、科教育目標、學生圖像實踐之對應，課程開設、課程實施空間及課程實施設備的完善度。（三）協助檢視課程架構、科教育目標、學生圖像實踐之對應，課程開設、課程實施空間及課程實施設備的完善度。
（四）協助教材選擇並進行評鑑。（四）協助教材選擇並進行評鑑。
（五）開設多元選修課程。（五）開設多元選修課程。
（六）協助規劃及開設彈性學習時間。（六）協助規劃及開設彈性學習時間。
（七）協助教師公開觀課相關事宜（七）協助教師公開觀課相關事宜(公開備課、觀課及議課公開備課、觀課及議課)。。
五、全校教師五、全校教師
（一）參與公開觀議課。（一）參與公開觀議課。
（二）參與社群共備及專業對話。（二）參與社群共備及專業對話。
（三）教學實施中針對學生學習歷程之觀察分析及回饋，進行教學準備、教學實施、教學省思及教學調整之歷程資料（三）教學實施中針對學生學習歷程之觀察分析及回饋，進行教學準備、教學實施、教學省思及教學調整之歷程資料?整，自我核核。整，自我核核。
六、專家學者：學校課程評鑑的實施得依需要邀請具實務經驗或教育課程評鑑專業之學校、機構、法人、團體及自然人協助實施。六、專家學者：學校課程評鑑的實施得依需要邀請具實務經驗或教育課程評鑑專業之學校、機構、法人、團體及自然人協助實施。

肆、課程評鑑內容肆、課程評鑑內容
課程評鑑內容包括課程規劃、教學實施、學生學習相關事項，具體之評鑑項目及相關說明如附件一。課程評鑑內容包括課程規劃、教學實施、學生學習相關事項，具體之評鑑項目及相關說明如附件一。
伍、實施方式伍、實施方式
本校課程自我評鑑依以下時程辦理：本校課程自我評鑑依以下時程辦理：
項次項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預定時程預定時程
1 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學校課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學校課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9月月
2 成立學校課程評鑑小組。成立學校課程評鑑小組。 9~10月月
3 開發課程自我評鑑工具，進行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果資料的收集。開發課程自我評鑑工具，進行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果資料的收集。 10~11月月
4 各科各科/領域教學研究會對教師教學檢核及學生回饋等課程實施狀況進行資料分析，課程自我評鑑結果後，提交課程評鑑小組。。領域教學研究會對教師教學檢核及學生回饋等課程實施狀況進行資料分析，課程自我評鑑結果後，提交課程評鑑小組。。 9~1
月、月、2~5月月
5 課程評鑑小組彙整與檢視各科課程評鑑小組彙整與檢視各科/領域教學研究會依據課程自我評鑑結果，提出檢討意見及改進方案後，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教學研究會依據課程自我評鑑結果，提出檢討意見及改進方案後，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 12~1
月、月、5~6月月
6 課程發展委員會依課程評鑑檢討意見及改進方案，審議後執行自我評鑑改進措施。課程發展委員會依課程評鑑檢討意見及改進方案，審議後執行自我評鑑改進措施。 1~2月、月、6~7月月
7 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學校課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學校課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8月月~持續改進追蹤持續改進追蹤
陸、課程評鑑結果與運用陸、課程評鑑結果與運用
一、課程評鑑過程及結果，作為學校落實校務發展、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及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之參考。一、課程評鑑過程及結果，作為學校落實校務發展、課程規劃、教師教學及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之參考。
二、統整建議事項，視需要二、統整建議事項，視需要?報教育主管單位，以利調整教育相關資源，發展學校願景及教學目標。報教育主管單位，以利調整教育相關資源，發展學校願景及教學目標。

柒、本課程評鑑實施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柒、本課程評鑑實施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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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附件二：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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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應用數學應用數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ath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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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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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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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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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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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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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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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坐標系一、坐標系
與函數圖形與函數圖形

11、實數、實數
22、絕對值、絕對值
33、坐標平面系、坐標平面系
44、函數及其圖形、函數及其圖形

4

((二二))二、三角函二、三角函
數數

11、有向角及其度量、有向角及其度量  22、銳角的三角函數、銳角的三角函數
33、三角函數的基本性質、三角函數的基本性質 4 4、任意角的三角函數、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55、三角函數的圖形與週期、三角函數的圖形與週期
66、正弦與餘弦定理、正弦與餘弦定理

11

((三三))三、平面相三、平面相
量量

11、向量及其基本運算、向量及其基本運算  22、向量的內稽、向量的內稽
33、內積的應用、內積的應用 3

((四四))四、式的運四、式的運
算算

11、多項式的四則運算、多項式的四則運算
22、餘式與因式定理、餘式與因式定理
33、多項方程式、多項方程式  
44、分式與根式的運算、分式與根式的運算

8

((五五))五、直線與五、直線與
圓圓

11、直線方程式、直線方程式  
22、圓方程式、圓方程式
33、圓與直線的關係、圓與直線的關係

8

((六六))六、數列與六、數列與
級數級數

11、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22、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等比數列與等比級數33、數列的極限、數列的極限 2

((七七))七、排列組七、排列組
合合

11、排列、排列
22、組合、組合 2

((八八))八、三角函八、三角函
數的應用數的應用

11、和差角公式、和差角公式
22、複數平面、複數平面
33、極式的應用、極式的應用
44、三角測量、三角測量

3

((九九))九、指數與九、指數與
對數對數

11、指數函數及其圖形、指數函數及其圖形
22、對數函數及其圖形、對數函數及其圖形
33、常數對數及其應用、常數對數及其應用

6

((十十))十、空間向十、空間向
量量

11、空間概念、空間概念
22、空間坐標系、空間坐標系
33、空間向量、空間向量
44、空間中的平面、空間中的平面

4

((十一十一))十一、一十一、一
次聯立方程式與次聯立方程式與

11、一次方程式與矩陣列運算、一次方程式與矩陣列運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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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矩陣 22、矩陣的運算、矩陣的運算
((十二十二))十二、二十二、二
元一次不等式與元一次不等式與
線性規劃線性規劃

二元一次不等式與線性規劃二元一次不等式與線性規劃 2

((十三十三))十三、二十三、二
次曲線次曲線

11、拋物線、拋物線
22、橢圓、橢圓
33、雙曲線、雙曲線

3

((十四十四))十四、微十四、微
分分

11、函數的極限、函數的極限
22、多項式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多項式函數的導數與導函數
33、微分公式、微分公式
44、微分的應用、微分的應用

6

((十五十五))十五、積十五、積
分分

11、積分的概念、積分的概念
22、多項式函數的積分、多項式函數的積分
33、積分的應用、積分的應用

6

合計合計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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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一、隨堂講義、練習試卷、教學PPTPPT、數位光碟、計算機、繪圖、、數位光碟、計算機、繪圖、appapp……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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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流活動，以提升自身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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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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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分析、參考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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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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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單元時數，務使學生能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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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單元時數，務使學生能
有實質之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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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教材中安排隨堂練習，供學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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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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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出一般結論，並本因材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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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之原則，實施補救或增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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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般科目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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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概要國學概要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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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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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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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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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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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2/0/0 0/0/0/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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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國學基礎概說一國學基礎概說一 國學的基本認識國學的基本認識 3
((二二))國學基礎概說二國學基礎概說二 文字的構造與演變文字的構造與演變 7
((三三))國學基礎概說三國學基礎概說三 經學概說經學概說 8
((四四))國學基礎概說四國學基礎概說四 史學概說史學概說 6
((五五))國學基礎概說五國學基礎概說五 子學概說子學概說 6
((六六))國學基礎概說六國學基礎概說六 文學概說文學概說 6

合計合計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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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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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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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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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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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聘外聘((大專院校大專院校)  )  外聘外聘((其他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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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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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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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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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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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現代文學作品的素養與能力。培養學生閱讀及欣賞現代文學作品的素養與能力。 2 . 2 .培養學生閱讀淺近古籍的素養與能力。培養學生閱讀淺近古籍的素養與能力。 3 . 3 .能由範文閱讀能由範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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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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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現代文選讀與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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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二二))現代詩選讀與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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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三三))現代小說選讀與寫現代小說選讀與寫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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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四四))古典韻文選閱讀與古典韻文選閱讀與
寫作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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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五五))古典小說選讀與寫古典小說選讀與寫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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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六六))古典散文選讀與寫古典散文選讀與寫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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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七七))文化經典教材選讀文化經典教材選讀
與寫作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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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合計合計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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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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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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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講述法、分組法、問答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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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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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應用英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e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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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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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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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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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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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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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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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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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養成學生具備英語文有效的學習方法及正確的學習態度。養成學生具備英語文有效的學習方法及正確的學習態度。
3.3 .引導學生認識與瞭解科技新知、中西文化差異。引導學生認識與瞭解科技新知、中西文化差異。
4.4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之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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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一一))生活用語生活用語 生活起居、基本對話用語、習慣用法、法治觀念等。生活起居、基本對話用語、習慣用法、法治觀念等。 18
((二二)()(二二))文化與人文文化與人文
差異差異 國內外文化習俗、風土民情、禮儀與語言差異等。國內外文化習俗、風土民情、禮儀與語言差異等。 18

((三三)()(三三))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情緒管理、建立人際關係、兩性相處與基本溝通技巧等。情緒管理、建立人際關係、兩性相處與基本溝通技巧等。 18
((四四)()(四四))各行各業基各行各業基
本介紹本介紹 各行業基本介紹、優劣分析、面對的困難與挑戰的歷程等。各行業基本介紹、優劣分析、面對的困難與挑戰的歷程等。 18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紙筆測驗紙筆測驗 2 . 2 .口語測驗口語測驗 3 . 3 .寫作練習測驗寫作練習測驗 4 . 4 .筆記評量筆記評量 5 . 5 .課堂參與評量課堂參與評量6.6 .發言、提問、回答評量發言、提問、回答評量 7 . 7 .學習態學習態
度評量度評量 8 . 8 .應用、創新評量應用、創新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講義、學習單、講義、學習單、CDCD、網路、語言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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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深基本以外的英文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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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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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家具設計家具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urniture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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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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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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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熟悉家具設計技術及相關理論知識；．熟悉家具設計技術及相關理論知識；
22．熟悉家具的基本類型；．熟悉家具的基本類型；
33．掌握家具設計的步驟；．掌握家具設計的步驟；
44．掌握家具風格、功能、造型、色彩…等要素的設計規律和設計應用方法；．掌握家具風格、功能、造型、色彩…等要素的設計規律和設計應用方法；
55．了解掌握家具結構。．了解掌握家具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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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家具設計概論家具設計概論 1.1 .學會依據家具設計的步驟、方法進行家具設計學會依據家具設計的步驟、方法進行家具設計
2.2 .能完整表達家具設計方案的全部內容能完整表達家具設計方案的全部內容 12

((二二))大師經典賞析大師經典賞析 網羅國內外各傢具設計精品進行學術分析網羅國內外各傢具設計精品進行學術分析 12

((三三))家具設計繪圖家具設計繪圖 1. 1 . 徒手快速設計徒手快速設計
2. 2 . 使用儀器繪製完整圖說使用儀器繪製完整圖說 12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2. 2 . 紙筆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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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科由老師示範講解。本科由老師示範講解。
2.2 .以教材為主並融入學生之生活經驗或學習經驗，培養對應用有基礎概念與技術。以教材為主並融入學生之生活經驗或學習經驗，培養對應用有基礎概念與技術。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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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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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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2-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裝潢材料裝潢材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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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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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進
度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裝修常用裝修常用
材料講解材料講解

1. 1 . 材料的不同分類。材料的不同分類。
2. 2 . 材料的規格與計算。材料的規格與計算。 4

((二二))木屬材料木屬材料
((上上))

1 . 1 . 木屬材料的種類、性質與用途。木屬材料的種類、性質與用途。
2. 2 . 木屬材料的取材、整理與分級。木屬材料的取材、整理與分級。 6

((三三))木屬材料木屬材料
((下下))

1 . 1 . 木屬裝潢材料的應用。木屬裝潢材料的應用。
2. 2 . 木屬裝潢材料之規格與估價。木屬裝潢材料之規格與估價。 6

((四四))飾條與飾飾條與飾
板板

1. 1 . 飾條與飾板適用場合。飾條與飾板適用場合。
2. 2 . 飾條與飾板的施工方式。飾條與飾板的施工方式。 4

((五五))塑膠材料塑膠材料1. 1 . 塑膠材料的種類。塑膠材料的種類。
2. 2 . 塑膠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塑膠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 4

((六六))金屬材料金屬材料1. 1 . 常見裝潢用金屬材料。常見裝潢用金屬材料。
2. 2 . 金屬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金屬材料在裝潢工程之應用。 6

((七七))水泥水泥 1. 1 . 水泥的種類與強度。水泥的種類與強度。
2. 2 . 水泥施作方式。水泥施作方式。 6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紙筆測驗紙筆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統整不同書籍自編教材。統整不同書籍自編教材。
2.2 .教師自編簡報。教師自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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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教材編選教材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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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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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實務或實際相關活動之參多元化而有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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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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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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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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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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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估價裝潢估價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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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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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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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要領，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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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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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裝潢估價概論裝潢估價概論 1. 1 . 各種計價單位介紹。各種計價單位介紹。
2. 2 . 各單位之換算。各單位之換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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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三三))水電工程估價水電工程估價 1. 1 . 燈具、插座安裝估價。燈具、插座安裝估價。
2. 2 . 衛浴設備安裝估價。衛浴設備安裝估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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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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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口頭詢答與紙筆測驗。口頭詢答與紙筆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
2.2 .教師自編教材。教師自編教材。
3.3 .網路資源彙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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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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室內裝潢實習室內裝潢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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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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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識圖與製圖識圖與製圖 識圖與製圖的基礎概念識圖與製圖的基礎概念 24
((二二))建築構造與相關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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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三三))室內裝潢設計構圖室內裝潢設計構圖 繪製平面圖與製作立體模型繪製平面圖與製作立體模型 24

((四四))測量與放樣測量與放樣 (1)(1)實地測量實地測量
(2)(2)放樣放樣 24

((五五))裝潢工程管理與監測裝潢工程管理與監測 (1)(1)裝修工程管理注意事項裝修工程管理注意事項
(2)(2)環境噪音空氣汙染之防範環境噪音空氣汙染之防範 24

((六六))室內裝潢實作室內裝潢實作 實作演練實作演練 24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工廠職業道德考核工廠職業道德考核
2. 2 . 成品實作評量。成品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坊間相關書籍。坊間相關書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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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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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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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實習項目的教學時數，可依實際需要作彈性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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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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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製圖實習家具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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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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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 培養識圖及繪製圖說之能力。。培養識圖及繪製圖說之能力。。
((二二) ) 引導如何正確使用製圖工具之能力。引導如何正確使用製圖工具之能力。
((三三) ) 熟悉各項家具之標準製圖規範熟悉各項家具之標準製圖規範
((四四) ) 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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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家具設計程序與圖家具設計程序與圖
樣表達樣表達

1.1 .前期策划階段的圖樣前期策划階段的圖樣
2.2 .初步設計階段的圖樣初步設計階段的圖樣
3.3 .深化設計與方案呈現階段深化設計與方案呈現階段

12

((二二))家具製圖標准與規家具製圖標准與規
範範

1. 1 . 圖紙幅面、圖框與標題欄。圖紙幅面、圖框與標題欄。
2. 2 . 比例與字體。比例與字體。
3. 3 . 圖線種類及其畫法。圖線種類及其畫法。
4. 4 . 家具尺寸標注家具尺寸標注

24

((三三))家具製圖簡化畫法家具製圖簡化畫法

1. 1 . 投影的簡化畫法投影的簡化畫法
2. 2 . 結構的簡化畫法結構的簡化畫法
3. 3 . 孔位的簡化畫法孔位的簡化畫法
4. 4 . 相同要素的簡化畫法相同要素的簡化畫法
5. 5 . 對稱圖形的簡化畫法對稱圖形的簡化畫法

24

((四四))家具平面圖的繪制家具平面圖的繪制 1. 1 . 視圖與投影規律視圖與投影規律
2. 2 . 組合體組合體 12

((五五))家具立體圖的繪制家具立體圖的繪制
1. 1 . 軸測圖軸測圖
2. 2 . 透視圖透視圖
3. 3 . 簡捷畫法與應用簡捷畫法與應用

12

((六六))木家具常見結構基木家具常見結構基
本圖樣畫法本圖樣畫法

1. 1 . 榫接合基本概念榫接合基本概念
2. 2 . 榫接合類型與特點榫接合類型與特點
3. 3 . 中國傳統家具中的榫接合示例中國傳統家具中的榫接合示例

12

((七七))期末作業期末作業
1.1 .期末作業指定期末作業指定
2.2 .課堂作業實作課堂作業實作
3.3 .期末成果發表期末成果發表

12

合計合計 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紙筆測驗。紙筆測驗。
2. 2 .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教學媒體。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教學媒體。
2.2 .坊間建築工程相關書籍。坊間建築工程相關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學除口授外，宜配合教學媒體做一、教學除口授外，宜配合教學媒體做3D3D動態模擬輔助教學。動態模擬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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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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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要求學生達到工作之正確、整潔、美觀等標準。課程為配合實作教學使從實習過程中體驗施三、應要求學生達到工作之正確、整潔、美觀等標準。課程為配合實作教學使從實習過程中體驗施
工之原理及方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工之原理及方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四、授課方式，先以學科講解，再分組作實際單元操作。每次操作完畢，必須作工具清潔保養。四、授課方式，先以學科講解，再分組作實際單元操作。每次操作完畢，必須作工具清潔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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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家具設計實習家具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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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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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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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機具入門機具入門 1.1 .了解各項儀器、機具之概況。了解各項儀器、機具之概況。
2.2 .了解各式機具之操作方式及要領。了解各式機具之操作方式及要領。 24

((二二))機具進階機具進階
1. 1 . 機具之構造、性能分析。機具之構造、性能分析。
2. 2 . 機具使用技巧之要求。機具使用技巧之要求。
3. 3 . 操作技巧之熟練度與運用。操作技巧之熟練度與運用。
4.4 .機具操作之評鑑。機具操作之評鑑。

24

((三三))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1.1 .材料之熟悉與掌握。材料之熟悉與掌握。
2.2 .人因工程之導入。人因工程之導入。 24

((四四))製造執行製造執行 1.1 .五金與材料貼合。五金與材料貼合。
2.2 .細部收尾與收邊。細部收尾與收邊。 24

((五五))現代家具與傳統家具製作工法的現代家具與傳統家具製作工法的
差異差異 工法的差異比較工法的差異比較 12

((六六))認識家具的使用形態認識家具的使用形態 1.1 .家具的使用分類。家具的使用分類。
2.2 .家具設計與制式家具家具設計與制式家具 12

((七七))家具製作的結構與材質家具製作的結構與材質 11結構與造型。結構與造型。
22材質與造型。材質與造型。 12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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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家具作品認識與欣賞 6
((九九))家具與人體尺度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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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2. 2 . 紙筆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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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科由老師示範講解之後，學生現場實習。本科由老師示範講解之後，學生現場實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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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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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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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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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選修選修 必修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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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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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 0/0/1/1/0/0 0/0/0/0/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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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分配節
數數 備註備註

((一一))校外職場參校外職場參
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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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參觀地點：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品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參觀地點：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品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等公司等

((二二))業界專家授業界專家授
課課

活動內容：第一次遴聘業界教師活動內容：第一次遴聘業界教師
授課授課 6

授課師資：各合作廠家工程師授課師資：各合作廠家工程師
服務單位：各合作廠家服務單位：各合作廠家
職職  稱：主管或工程師稱：主管或工程師

((三三))校外職場參校外職場參
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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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參觀地點：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品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參觀地點：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品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等公司等

((四四))業界專家授業界專家授
課課

活動內容：第二次遴聘業界教師活動內容：第二次遴聘業界教師
授課授課 6

授課師資：各合作廠家工程師授課師資：各合作廠家工程師
服務單位：各合作廠家服務單位：各合作廠家
職職  稱：主管或工程師稱：主管或工程師

((五五))校外職場參校外職場參
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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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參觀地點：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品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參觀地點：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品正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等公司等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平時作業平時作業40%40%、平時考、平時考30%30%、課堂表現、課堂表現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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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以在參觀職場、實際觀摩為主。一、本科目以在參觀職場、實際觀摩為主。
二、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場域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二、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場域示範講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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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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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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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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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備註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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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二二))建築與室內設計相關法規建築與室內設計相關法規
1.1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2.2 .室內裝修防火概念室內裝修防火概念
3.3 .建築物室內裝修環境負荷評估建築物室內裝修環境負荷評估

24

((三三))木作裝潢材料的認識木作裝潢材料的認識 常用角材、木心板、夾板、美耐板、矽酸鈣板的介紹常用角材、木心板、夾板、美耐板、矽酸鈣板的介紹 12

((四四))識圖與製圖識圖與製圖

1.1 .基礎圖形繪製基礎圖形繪製
2.2 .幾何圖法幾何圖法
3.3 .三視圖三視圖
4.4 .立體圖立體圖
5.5 .尺寸標註與出圖尺寸標註與出圖
6.6 .裝潢設計平面圖裝潢設計平面圖

24

((五五))室內環境控制室內環境控制((空調、水電、消防空調、水電、消防)) 空調、水電、消防設備規劃空調、水電、消防設備規劃 12
((六六))木工實作木工實作 木工實作演練木工實作演練 24
((七七))裝修實務裝修實務 木作、塗裝演練木作、塗裝演練 24

合計合計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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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坊間木作裝潢相關書籍。坊間木作裝潢相關書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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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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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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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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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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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4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了解視覺傳達設計相關概念一、了解視覺傳達設計相關概念--設計技巧設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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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創意設計表創意設計表
現現((上上))

1 .1 .透視圖的訓練透視圖的訓練
2.2 .空間觀念空間觀念
3.3 .光及陰影光及陰影
4.4 .創意訓練創意訓練

24

((二二))創意設計表創意設計表
現現((中中))

1 .1 .美感訓練美感訓練
2.2 .造形演練造形演練
3.3 .組合造型組合造型
4.4 .徒手表現徒手表現

24

((三三))創意設計表創意設計表
現現((下下))

1 .1 .圓與弧的組合與應用圓與弧的組合與應用
2.2 .想像表現想像表現 24

((四四))視傳彩繪技視傳彩繪技
法法((麥克筆麥克筆))

1 .pop1.pop字體、質感與筆觸表現字體、質感與筆觸表現
2.2 .商品包裝表現、人物、毛髮表現、海報綜合表現商品包裝表現、人物、毛髮表現、海報綜合表現 24

((五五))視傳彩繪技視傳彩繪技
法法((色鉛筆色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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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六六))視傳彩繪技視傳彩繪技
法法((水彩筆水彩筆))

渲染技巧表現、故事人物表現、場景構圖表現。渲染技巧表現、故事人物表現、場景構圖表現。 24

合計合計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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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版面設計相關書籍。版面設計相關書籍。
2.2 .優良作品賞析。優良作品賞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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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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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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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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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會藝術教育融入生活的重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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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情意的評量，以作為教學進度與教材編擬之參考。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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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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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表現技法表現技法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ainting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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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能瞭解表現技法及設計的關係。能瞭解表現技法及設計的關係。
((二二))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及準確的描繪能力。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及準確的描繪能力。
((三三))具備使用不同彩繪媒材的基礎技巧及表現能力。具備使用不同彩繪媒材的基礎技巧及表現能力。
((四四))具備良好的設計美感及創作基礎表現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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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單主要單
元元(進度進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技法技法
基礎基礎((上上))

1 .1 .目測透視圖法目測透視圖法
2.2 .色鉛筆技法色鉛筆技法 12

((二二))技法技法
基礎基礎((中中))

1 .1 .麥克筆技法麥克筆技法
2.2 .粉彩技法粉彩技法 12

((三三))技法技法
基礎基礎((下下))

1 .1 .麥克筆麥克筆++粉彩技法粉彩技法
2.2 .傢俱傢俱 12

((四四))實務實務
操作操作((上上))

麥克筆構圖麥克筆構圖 12

((五五))實務實務
操作操作((下下))

色鉛筆構圖色鉛筆構圖 12

((六六))技法技法
與設計應與設計應
用用

1.1 .設計的形式原理、版面設計練習。設計的形式原理、版面設計練習。
2.2 .創意草圖練習。創意草圖練習。
3.3 .綜合應用。綜合應用。

12

合計合計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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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注意教學注意
事項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 1 . 教材編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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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訓練學生的描繪技巧、思考能力及人文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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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至工廠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如至工廠((場場))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或其他場所實習，得分組上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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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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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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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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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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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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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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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設計實習產品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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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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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設計三功能二、探討設計三功能((實用、美學、象徵實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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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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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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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機能與造形間之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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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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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備註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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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二二))快速設計快速設計 1.1 .產品發想與快速設計之表現方法。產品發想與快速設計之表現方法。
2.2 .團隊腦力激盪的運作。團隊腦力激盪的運作。 18

((三三))材料認知與產品造型的運用材料認知與產品造型的運用
1.1 .抽象形、仿生形的平面造型訓練。抽象形、仿生形的平面造型訓練。
2. 2 . 產品設計商品分析。產品設計商品分析。
3.3 .分組訂定「創新產品開發設計」初步定案構想。分組訂定「創新產品開發設計」初步定案構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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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五五))模型製作模型製作 1.1 .產品模型材料討論與製作。產品模型材料討論與製作。
2.2 .了解產品設計之模型製作方法。了解產品設計之模型製作方法。 18

((六六))專案發表專案發表 1.1 .分組報告研發的產品，分享發想、創作的歷程。分組報告研發的產品，分享發想、創作的歷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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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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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合計合計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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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產品設計相關書籍。產品設計相關書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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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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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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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潛能開發創意潛能開發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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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了解數位設計與創意的關聯性。了解數位設計與創意的關聯性。  
2 .2 .了解創意潛能開發與設計之發展。了解創意潛能開發與設計之發展。  
3 .3 .培養創意潛能的引導。培養創意潛能的引導。  
4 .4 .了解各種素材的應用方向及特色。了解各種素材的應用方向及特色。
5.5 .熟悉素材的特質，並能加以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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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認識創意發展認識創意發展 說明創意發展的概念與意義說明創意發展的概念與意義 9
((二二) ) 認識設計的關聯性認識設計的關聯性 認識創意的方法認識創意的方法 9
((三三))創意潛能引導創意潛能引導 熟悉創意的方法熟悉創意的方法 9
((四四))創意發展與設計演練創意發展與設計演練 創意的評量、成果發表觀摩創意的評量、成果發表觀摩 9

合計合計 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書面及口頭報告實作評量、書面及口頭報告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創意潛能開發相關書籍。創意潛能開發相關書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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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課程可採分組教學，並輔以個人或分組口頭報告。一、本課程可採分組教學，並輔以個人或分組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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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各種教學媒材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教學媒材示範講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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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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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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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潢技術科裝潢技術科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 0/0/0/0/3/3 0/0/2/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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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產品之基本設計與製作原理。一、瞭解機械機具、裝潢、電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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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及產品。二、瞭解並正確使用適當工具以拆卸及組裝機具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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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專題製作介紹專題製作介紹 (1)(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專題製作的重要性。
(2)(2)題目設計要領。題目設計要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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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三三))資料與工具整備資料與工具整備(1)(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專題製作資料蒐集。
(2)(2)使用工具檢整使用工具檢整 5

((四四))專題製作過程與專題製作過程與
工法工法

(1)(1)與師長討論構思可行性。與師長討論構思可行性。
(2)(2)訂定施作過程注意事項。訂定施作過程注意事項。
(3)(3)製作工法再確認。製作工法再確認。

10

((五五))專題實作專題實作((一一)) (1)(1)在課堂上進行專題在課堂上進行專題
(2)(2)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 15

((六六))專題實作專題實作((二二)) (1)(1)在課堂上進行專題在課堂上進行專題
(2)(2)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 15

((七七))專題實作專題實作((三三)) (1)(1)在課堂上進行專題在課堂上進行專題
(2)(2)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 15

((八八))專題實作專題實作((四四)) ((1)((1)在課堂上進行專題在課堂上進行專題
(2)(2)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與師長討論遭遇困難之處 15

((九九))研究與改良研究與改良 與師長討論可改進之處與師長討論可改進之處 5

((十十))專題發表專題發表 (1)(1)專題最終結果發表專題最終結果發表
(2) (2) 報告定稿報告定稿 2

合計合計 90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實作測驗實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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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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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企業界甄選人才的手續，並輔導學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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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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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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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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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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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設計實習室內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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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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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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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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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三三))室內設計圖面表現上室內設計圖面表現上 手繪實作表現。手繪實作表現。 18

((四四))室內設計圖面表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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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五五))室內設計空間風格報告室內設計空間風格報告 1.1 .蒐集空間風格與認識材料。蒐集空間風格與認識材料。
2.2 .分組報告。分組報告。 18

((六六))小坪數空間設計構思小坪數空間設計構思
1.1 .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
2.2 .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
3.3 .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

18

((七七))三房兩廳設計三房兩廳設計
1.1 .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空間特性分析、規劃技巧說明
2.2 .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實例設計練習、動線計劃講解
3.3 .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學員作品點評、老師作品解析

18

合計合計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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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坊間室內設計相關書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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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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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裝潢製圖實習裝潢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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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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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 培養識圖及繪製圖說之能力。。培養識圖及繪製圖說之能力。。
((二二) ) 引導如何正確使用製圖工具之能力。引導如何正確使用製圖工具之能力。
((三三) ) 熟悉各項裝潢之標準製圖規範熟悉各項裝潢之標準製圖規範
((四四) ) 培養良好的工作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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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識圖與製圖識圖與製圖 裝潢製圖之圖例解析裝潢製圖之圖例解析 18

((二二))圖紙圖紙
1.1 .圖紙之尺度圖紙之尺度
2.2 .圖紙之圖框尺度圖紙之圖框尺度
3.3 .圖紙之裝訂圖紙之裝訂

3

((三三))尺寸單位與比例尺寸單位與比例常用尺寸單位與比例常用尺寸單位與比例 6
((四四))室內設計裝修圖室內設計裝修圖裝修圖之編排內容、順序與比例裝修圖之編排內容、順序與比例 3

((五五))文字文字
1.1 .字體規格原則字體規格原則
2.2 .中文中文
3.3 .英文英文
4.4 .數字數字

6

((六六))標題欄及修改標題欄及修改
欄、附註欄欄、附註欄

1.1 .標題欄標題欄
2.2 .修改及修改欄修改及修改欄
3.3 .附註欄附註欄

6

((七七))圖號及圖樣編號圖號及圖樣編號
準則準則

1.1 .圖號之英文代號原則圖號之英文代號原則
2.2 .圖樣編號形式圖樣編號形式
3.3 .立面索引符號立面索引符號
4.4 .室內材料標示符號室內材料標示符號

12

((八八) ) 線條、圖樣及圖線條、圖樣及圖
示準則上示準則上

1.1 .線條之種類、粗細與用途線條之種類、粗細與用途
2.2 .指標線之原則指標線之原則
3.3 .截斷線之原則截斷線之原則

18

((九九))線條、圖樣及圖線條、圖樣及圖
示準則下示準則下

1.1 .平面圖之尺寸標示平面圖之尺寸標示
2.2 .指標線之形式指標線之形式
3.3 .高程符號高程符號
4.4 .基準線之原則基準線之原則
5.5 .剖面標記之編號剖面標記之編號

18

((十十))常用室內設計裝常用室內設計裝
修圖例修圖例

1.1 .門、窗、樓梯及昇降梯圖例門、窗、樓梯及昇降梯圖例
2.2 .家具圖例家具圖例
3.3 .景觀植栽圖例景觀植栽圖例
4.4 .室內建築材料、構造圖例室內建築材料、構造圖例

18

合計合計 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紙筆測驗。紙筆測驗。
2.2 .實作評量。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教學媒體。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教學媒體。
2.2 .坊間建築工程相關書籍。坊間建築工程相關書籍。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學除口授外，宜配合教學媒體做一、教學除口授外，宜配合教學媒體做3D3D動態模擬輔助教學。動態模擬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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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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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要求學生達到工作之正確、整潔、美觀等標準。課程為配合實作教學使從實習過程中體驗施工三、應要求學生達到工作之正確、整潔、美觀等標準。課程為配合實作教學使從實習過程中體驗施工
之原理及方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之原理及方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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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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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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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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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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緒論緒論 1. 1 . 木工機具介紹。木工機具介紹。
2. 2 . 工廠安全注意事項。工廠安全注意事項。 24

((二二))手工具介紹手工具介紹 1. 1 . 木工手工具操作技術。木工手工具操作技術。
2. 2 . 木工手工具整修與研磨技術。木工手工具整修與研磨技術。 24

((三三))木材榫接合木材榫接合 1. 1 . 木材榫接結構介紹。木材榫接結構介紹。
2. 2 . 榫接結構介紹。榫接結構介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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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五五))簡易木器設計構圖簡易木器設計構圖 簡易木桌椅設計構圖簡易木桌椅設計構圖 18
((六六))簡易木器製作簡易木器製作 簡易木桌椅製作簡易木桌椅製作 18

((七七))塗裝技術塗裝技術 1.1 .漆料介紹漆料介紹
2.2 .刷漆方法刷漆方法 8

((八八))期末成果展期末成果展 成果發表與檢討改進成果發表與檢討改進 4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 1 . 工廠職業道德考核工廠職業道德考核
2. 2 . 成品實作評量。成品實作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坊間相關書籍。坊間相關書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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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學生實習時應注意操作之正確與安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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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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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實習項目的教學時數，可依實際需要作彈性安排。實習項目的教學時數，可依實際需要作彈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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