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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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壹、依據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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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三、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課程實施規範。
五、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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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教育目標一、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教育目標

1.學習電腦輔助繪圖之專業技能，培養電腦繪圖相關行業之基層技術人員。學習電腦輔助繪圖之專業技能，培養電腦繪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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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敬業工作精神與安全正確之工作習慣。 3.以就業導以就業導
向之實用技能為主，輔以相關知識和人文素養之陶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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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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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繼續在職進修於職
涯發展的能力。涯發展的能力。 6.搭配契合式產業專門技術養成，提升學生專門技術學習能力，提供業界專業技術人才。搭配契合式產業專門技術養成，提升學生專門技術學習能力，提供業界專業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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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學生進路二、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學生進路

表表5-1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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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擔任電腦繪圖助理員、機械製圖助理員，線上作業員等可擔任電腦繪圖助理員、機械製圖助理員，線上作業員等 

2.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核心技能專長)：：
2D基礎圖學與基礎圖學與 3D建模繪圖初階能力。建模繪圖初階能力。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機械製造機械製造4學分學分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機械基礎實習機械基礎實習3學分學分
  基礎電學實習基礎電學實習3學分學分
  機械製圖實習機械製圖實習6學分學分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機械材料機械材料4學分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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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
習習8學分學分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
圖實習圖實習8學分學分
  車床實習車床實習3學分學分
  銑床實習銑床實習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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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擔任機械廠製圖助理員、品管人員、製造業、機械零件生產可擔任機械廠製圖助理員、品管人員、製造業、機械零件生產
製造維修等相關專門技術服務業等製造維修等相關專門技術服務業等

2.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核心技能專長)：：
機械專業知識養成及電腦輔助機械製圖進階能力機械專業知識養成及電腦輔助機械製圖進階能力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

1.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部定必修：
  機件原理機件原理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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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力學機械力學4學分學分
  1.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工模與夾具工模與夾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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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分學分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
習習8學分學分
  工程圖學實習工程圖學實習6學分學分
  實物測繪實習實物測繪實習3學分學分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
圖實習圖實習8學分學分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電腦輔助製造實習6學學
分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相關就業進路：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及機械加工相關行業人員電腦輔助機械製圖及機械加工相關行業人員

2.科專業能力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核心技能專長)：：
電腦輔助設計製圖能力、精密測量能力電腦輔助設計製圖能力、精密測量能力

3.檢定職類：檢定職類：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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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校訂必修：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8學分學分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2學分學分
  2.2 校訂選修：校訂選修：
  機械加工實習機械加工實習10學分學分
  精密量測實習精密量測實習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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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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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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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化學化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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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0 0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機械製造機械製造 4 2 2

機件原理機件原理 4 2 2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機械基礎實習機械基礎實習 3 3
基礎電學實習基礎電學實習 3 3
機械製圖實習機械製圖實習 6 3 3

小計小計 20 8 8 2 2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19 19 9 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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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6-1-1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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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學分
2.53%
應用數學應用數學 4 2 2

小計小計 4 0 0 2 2 0 0

專業專業
科目科目

8學分
5.06%

機械材料機械材料 4 2 2
機械力學機械力學 4 2 2

小計小計 8 2 2 2 2 0 0

實習實習
科目科目

15學分
9.49%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5 2 3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2 1 1 赴產業機構實習赴產業機構實習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 8 4 4 赴產業機構實習赴產業機構實習

小計小計 15 0 0 2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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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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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分

1.27%
工模與夾具工模與夾具 2 2 跨班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 0 0 0 2 0 0

實習實習
科目科目

73學分
46.20%

投影幾何實習投影幾何實習 16 4 4 4 4
跨班跨班
與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習二選與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習二選
一一

工程圖學實習工程圖學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習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習 16 4 4 4 4 跨班跨班
與投影幾何實習二選一與投影幾何實習二選一

實物測繪實習實物測繪實習 3 3 跨班跨班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實習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實習 16 4 4 4 4 跨班跨班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6 3 3 跨班跨班

車床實習車床實習 3 3 跨班跨班

銑床實習銑床實習 3 3 跨班跨班

機械加工實習機械加工實習 10 5 5 跨班跨班
赴產業機構實習赴產業機構實習

精密量測實習精密量測實習 10 5 5 跨班跨班
赴產業機構實習赴產業機構實習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73 11 11 17 14 10 10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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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11 11 17 16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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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13 13 23 23 15 15
學分上限總計學分上限總計 158 32 32 32 32 15 15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團體活動時間(節數節數) 12 3 3 3 3 0 0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170 35 35 35 3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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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表二、課程架構表

表表6-2-1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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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16-20學分學分

8 5.06%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12 7.59%
合合        計計 56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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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53%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8 5.06%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15 9.49%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0 0.00%
專業科目專業科目 2 1.27%
實習科目實習科目 73 46.20%
合合        計計 102 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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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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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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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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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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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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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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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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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機械群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科目開設一覽表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以科為單位，1科科1表表)

課課
程程
類類
別別

學學
年年

科科
目目
類類
別別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第一學第一學
期期

第二學第二學
期期

部部
定定
科科
目目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機械製造機械製造 →→ 機械製造機械製造 →→ →→ →→ →→

→→ →→ 機件原理機件原理 →→ 機件原理機件原理 →→ →→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機械基礎實習機械基礎實習 →→ →→ →→ →→ →→
→→ 基礎電學實習基礎電學實習 →→ →→ →→ →→

機械製圖實習機械製圖實習 →→ 機械製圖實習機械製圖實習 →→ →→ →→ →→

校校
訂訂
科科
目目

專專
業業
科科
目目

機械材料機械材料 →→ 機械材料機械材料 →→ →→ →→ →→
→→ →→ 機械力學機械力學 →→ 機械力學機械力學 →→ →→
→→ →→ →→ 工模與夾具工模與夾具 →→ →→

實實
習習
科科
目目

→→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 →→

→→ →→ →→ →→ 職涯體職涯體驗驗 →→
職涯體職涯體
驗驗

→→ →→ →→ →→ 職業技職業技能訓練能訓練→→
職業技職業技
能訓練能訓練

投影幾何實習投影幾何實習 →→ 投影幾何實習投影幾何實習 →→ 投影幾何實習投影幾何實習 →→ 投影幾何實習投影幾何實習→→ →→
→→ →→ 工程圖學實習工程圖學實習 →→ 工程圖學實習工程圖學實習→→ →→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實習實習 →→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實習實習 →→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實習實習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實習實習 →→ →→

→→ →→ 實物測繪實習實物測繪實習 →→ →→ →→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製圖實習製圖實習 →→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製圖實習製圖實習 →→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製圖實習製圖實習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製圖實習製圖實習 →→ →→

→→ →→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電腦輔助製造實習→→電腦輔助製造實習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
車床實習車床實習 →→ →→ →→ →→ →→

→→ 銑床實習銑床實習 →→ →→ →→ →→

→→ →→ →→ →→ 機械加機械加工實習工實習→→
機械加機械加
工實習工實習

→→ →→ →→ →→ 精密量精密量測實習測實習→→
精密量精密量
測實習測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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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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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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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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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模與夾具工模與夾具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Jig and F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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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使學生瞭解各種工作機械所用的工使學生瞭解各種工作機械所用的工((鑽鑽))模與夾具之設計。模與夾具之設計。
((二二))培養正確的機械加工方法。培養正確的機械加工方法。
((三三))瞭解工模與夾具之構造及其應用。瞭解工模與夾具之構造及其應用。
((四四))精度裝配後其功能及精度能符合工作需求。精度裝配後其功能及精度能符合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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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鑽鑽))模與模與  夾具簡介夾具簡介
1.1 .工工((鑽鑽))模與夾具的定義。模與夾具的定義。
2.2 .工工((鑽鑽))模與夾具對產業的重要性。模與夾具對產業的重要性。
3.3 .工工((鑽鑽))模與夾具的介紹。模與夾具的介紹。

6

((二二))鑽模與夾具的設計原鑽模與夾具的設計原
則則

1.1 .鑽模與夾具的設計原則介紹。鑽模與夾具的設計原則介紹。
2.2 .鑽模與夾具的設計實例說明。鑽模與夾具的設計實例說明。
3.3 .鑽模與夾具的設計注意事項。鑽模與夾具的設計注意事項。

6

((三三))鑽模與夾具的基本結鑽模與夾具的基本結
構與固定方法構與固定方法

1.1 .鑽模基本結構與固定方法。鑽模基本結構與固定方法。
2.2 .夾具的基本結構與固定方法。夾具的基本結構與固定方法。
3.3 .鑽模與夾具基本結構與固定方法注意事項。鑽模與夾具基本結構與固定方法注意事項。

6

((四四))鑽床用工模之種類與鑽床用工模之種類與
設計要領設計要領

1.1 .鑽床用工模之種類。鑽床用工模之種類。
2.2 .鑽床用工模之設計要領。鑽床用工模之設計要領。
3.3 .鑽床用工模之設計注意事項。鑽床用工模之設計注意事項。

6

((五五))工具機工作夾具設計工具機工作夾具設計
要領與夾具種類。要領與夾具種類。

1.1 .工模之種類。工模之種類。
2.2 .工模之設計要領。工模之設計要領。
3.3 .工模之設計注意事項。工模之設計注意事項。

6

((六六))裝配與檢驗用夾具裝配與檢驗用夾具
1.1 .裝配與檢驗用夾具介紹。裝配與檢驗用夾具介紹。
2.2 .裝配與檢驗用夾具案例說明裝配與檢驗用夾具案例說明
3.3 .裝配與檢驗用夾具注意事項。裝配與檢驗用夾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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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
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補救教學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行為、習慣、態度、理
想、興趣、職業道德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評量的方法有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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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演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4 .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因應學生學習能力不同，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學
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5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
進行學習輔導。進行學習輔導。
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
家長，以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家長，以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
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學習能力強的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學習能力強的
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2 .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教學、建教式合作教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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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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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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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及早作就業之準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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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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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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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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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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材料機械材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echan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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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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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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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機械材料的內部組織、性質與詴驗等。瞭解機械材料的內部組織、性質與詴驗等。 ( (二二))瞭解各種鋼鐵材料的製作、性質、熱處理、規格及應用瞭解各種鋼鐵材料的製作、性質、熱處理、規格及應用
等。等。 ( (三三))瞭解各種工程材料和機械相關性。瞭解各種工程材料和機械相關性。 ( (四四))具備選用機械材料的基礎能力。具備選用機械材料的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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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分配節

數數
備備
註註

((一一))緒論緒論1.1 .金屬及合金的通性。金屬及合金的通性。 2 . 2 .金屬的結晶構造與組織。金屬的結晶構造與組織。 3 . 3 .金屬的金屬的??性變形。性變形。 4 . 4 .金屬的凝固與變態。金屬的凝固與變態。 6
((二二))金屬金屬
材料的材料的
性質及性質及
試驗試驗

1.1 .物理性質。物理性質。 2 . 2 .機械性質。機械性質。 3 . 3 .材料試驗。材料試驗。 8

((三三))鋼鐵鋼鐵
概說概說 1.1 .鋼鐵的製造。鋼鐵的製造。 2 . 2 .鋼鐵的分類。鋼鐵的分類。 3 . 3 .鋼錠的種類與加工。鋼錠的種類與加工。 4

((四四))碳鋼碳鋼1.1 .純鐵。純鐵。 2 . 2 .鋼之組織。鋼之組織。 3 . 3 .鋼之性質及其用途。鋼之性質及其用途。 4 . 4 .五大元素對碳鋼之影響。五大元素對碳鋼之影響。 4
((五五))碳鋼碳鋼
之熱處之熱處
理理

1.1 .鐵碳平衡圖。鐵碳平衡圖。 2 . 2 .恒溫變態曲線圖與冷卻曲線圖。恒溫變態曲線圖與冷卻曲線圖。 3 . 3 .碳鋼之熱處理方法。碳鋼之熱處理方法。 4 . 4 .熱處理爐及其週邊設備。熱處理爐及其週邊設備。 8

((六六))鋼之鋼之
表面硬表面硬
化處理化處理

1.1 .火焰加熱及感應電熱硬化法。火焰加熱及感應電熱硬化法。 2 . 2 .滲碳硬化法。滲碳硬化法。 3 . 3 .氮化法。氮化法。 4 . 4 .鍍層硬化法。鍍層硬化法。 5 . 5 .其他表面硬化法。其他表面硬化法。 6

((七七))合金合金
鋼及特鋼及特
殊鋼殊鋼

1.1 .構造用合金鋼。構造用合金鋼。 2 . 2 .合金工具鋼。合金工具鋼。 3 . 3 .耐蝕鋼。耐蝕鋼。 4 . 4 .其他特殊鋼。其他特殊鋼。 6

((八八))鑄鐵鑄鐵1.1 .鑄鐵之成份及組織。鑄鐵之成份及組織。 2 . 2 .影響鑄鐵組織及性質之因素。影響鑄鐵組織及性質之因素。 3 . 3 .普通鑄鐵之性質及用途。普通鑄鐵之性質及用途。 4 . 4 .特殊鑄鐵之種類特殊鑄鐵之種類
及用途。及用途。 5 . 5 .鑄鐵之熱處理。鑄鐵之熱處理。 6

((九九))常用常用
之非鐵之非鐵
金屬材金屬材
料料

1.1 .銅及銅合金。銅及銅合金。 2 . 2 .鋁及鋁合金。鋁及鋁合金。 3 . 3 .鉛、錫、鋅及其合金。鉛、錫、鋅及其合金。 4 . 4 .其他。其他。 6

((十十))金屬金屬
之腐蝕之腐蝕 1.1 .腐蝕的意義。腐蝕的意義。 2 . 2 .影響金屬腐蝕的因素。影響金屬腐蝕的因素。 3 . 3 .鋼鐵之腐蝕。鋼鐵之腐蝕。 4 . 4 .防蝕的方法防蝕的方法 4

((十一十一))機機
械材料械材料
的規格的規格
及選用及選用

1.1 .材料的規格。材料的規格。 2 . 2 .常用的材料編號。常用的材料編號。 3 . 3 .材料的選用。材料的選用。 4

((十二十二))機機
械應用械應用
之特殊之特殊
材料材料

1.1 .陶瓷材料。陶瓷材料。 2 . 2 .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 3 . 3 .複合材料。複合材料。 4 . 4 .電子材料。電子材料。 5 . 5 .磁性材料。磁性材料。 6 . 6 .光電材料。光電材料。 7 . 7 .其他材料。其他材料。 10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學習評
量量

(評量方評量方
式式)
紙本測驗紙本測驗

教學資教學資
源源

1.1 .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 . 2 .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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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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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注教學注
意事項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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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導學生及早作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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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備。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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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和效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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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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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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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能。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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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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力學機械力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echanical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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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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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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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瞭解機械材料的內部組織、性質與試驗等。瞭解機械材料的內部組織、性質與試驗等。 ( (二二))瞭解各種鋼鐵材料的製作、性質、熱處理、規格及應用瞭解各種鋼鐵材料的製作、性質、熱處理、規格及應用
等。等。 ( (三三))瞭解各種工程材料和機械相關性。瞭解各種工程材料和機械相關性。 ( (四四))具備選用機械材料的基礎能力。具備選用機械材料的基礎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主要單
元元(進進
度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分配節
數數 備註備註

((一一))緒緒
論論

1.1 .力學的種類。力學的種類。 2 . 2 .力的觀念。力的觀念。 3 . 3 .向量與純量。向量與純量。 4 . 4 .力的單位。力的單位。 5 . 5 .力系。力系。 6 . 6 .力的可傳性。力的可傳性。 7 . 7 .力學與生力學與生
活。活。 8

((二二))帄帄
面力系面力系1.1 .力的分解與合成。力的分解與合成。 2 . 2 .自由體圖。自由體圖。 3 . 3 .力矩與力矩原理。力矩與力矩原理。 4 . 4 .力偶。力偶。 5 . 5 .同帄面各種力系之合成及帄衡。同帄面各種力系之合成及帄衡。 16

((三三))重重
心心 1.1 .重心、形心與質量中心。重心、形心與質量中心。 2 . 2 .線的重心之求法。線的重心之求法。 3 . 3 .面的重心之求法。面的重心之求法。 8

((四四))摩摩
擦擦 1.1 .摩擦的種類。摩擦的種類。 2 . 2 .摩擦定律。摩擦定律。 3 . 3 .摩擦角與靜止角。摩擦角與靜止角。 8

((五五))直直
線運動線運動1.1 .運動的種類。運動的種類。 2 . 2 .速度與加速度。速度與加速度。 3 . 3 .自由落體。自由落體。 8

((六六))曲曲
線運動線運動1.1 .角位移與角速度。角位移與角速度。 2 . 2 .角加速度。角加速度。 3 . 3 .切線加速度與法線加速度。切線加速度與法線加速度。 4 . 4 .拋物體運動。拋物體運動。 8

((七七))動動
力學基力學基
本定律本定律
及應用及應用

1.1 .牛頓運動定律。牛頓運動定律。 2 . 2 .滑輪。滑輪。 3 . 3 .向心力與離心力。向心力與離心力。 8

((八八))功功
與能與能 1.1 .功及其單位。功及其單位。 2 . 2 .功率及其單位。功率及其單位。 3 . 3 .動能與位能。動能與位能。 4 . 4 .能量不滅定律。能量不滅定律。 5 . 5 .能損失與機械效率。能損失與機械效率。 8

合計合計 72節節
學習評學習評
量量

(評量方評量方
式式)
紙本測驗紙本測驗

教學資教學資
源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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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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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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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注教學注
意事項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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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備。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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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和效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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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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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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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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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床實習車床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L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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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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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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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機械基礎實習機械基礎實習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了解各種機械加工之相關知識。了解各種機械加工之相關知識。
((二二))了解各種加工的基本方法與過程。了解各種加工的基本方法與過程。
((三三))了解機械加工之技能與操作技巧。了解機械加工之技能與操作技巧。
((四四))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安全與衛生習慣。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安全與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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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刀研磨車刀研磨1.1 .砂輪的種類與規格砂輪的種類與規格
2.2 .外徑車刀研磨與注意事項外徑車刀研磨與注意事項 4

((二二))切槽與切切槽與切
斷斷

1.1 .切槽刀切槽刀((切斷刀切斷刀))各刃角的功用各刃角的功用
2.2 .切槽刀研磨切槽刀研磨
3.3 .切槽刀切槽刀((切斷刀切斷刀))的安裝的安裝
4.4 .切槽與切斷注意事項切槽與切斷注意事項

6

((三三))錐度車削錐度車削
1.1 .錐度的種類與用途錐度的種類與用途
2.2 .錐度的計算方法錐度的計算方法
3.3 .錐度車削錐度車削

6

((四四))壓花與鑽壓花與鑽
孔孔

1.1 .壓花的種類與用途壓花的種類與用途
2.2 .壓花的方法壓花的方法
3.3 .尾座鑽孔注意事項尾座鑽孔注意事項

4

((五五))偏心車削偏心車削
1.1 .偏心的用途偏心的用途
2.2 .偏心的校正與車削偏心的校正與車削
3.3 .偏心的量測偏心的量測

6

((六六))外三角螺外三角螺
紋車削紋車削

1.1 .螺距與搭配齒輪的計算螺距與搭配齒輪的計算
2.2 .螺紋指示器的原理螺紋指示器的原理
3.3 .螺紋車削法螺紋車削法
4.4 .螺紋檢驗法螺紋檢驗法
5.5 .三角螺紋車刀研磨三角螺紋車刀研磨
6.6 .三角螺紋車刀夾持三角螺紋車刀夾持
7.7 .三角螺紋車削與檢驗三角螺紋車削與檢驗

6

((七七))內孔車削內孔車削
與配合與配合

1.1 .內孔車刀各刃角的功用內孔車刀各刃角的功用
2.2 .直通孔與階級孔車削法直通孔與階級孔車削法
3.3 .切削速度與進給的選擇切削速度與進給的選擇
4.4 .內孔車刀研磨內孔車刀研磨
5.5 .工作物量測工作物量測

6

((八八))內錐度車內錐度車
削與配合削與配合

1.1 .內錐度車削法內錐度車削法
2.2 .內錐度檢驗法內錐度檢驗法
3.3 .錐度公差錐度公差
4.4 .複式刀座調整複式刀座調整

6

((九九))內偏心車內偏心車
削與配合削與配合

1.1 .內偏心車削法內偏心車削法
2.2 .內偏心車削與配合內偏心車削與配合 6

((十十))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1.1 .品質管制品質管制
2.2 .公差與工件配合公差與工件配合
3.3 .加工程序與加工方法加工程序與加工方法

4

合計合計 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
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職
業道德業道德))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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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4 .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
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32



5.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
導。導。
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
共同的瞭解與合作。共同的瞭解與合作。
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廣
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2 .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注意事教學注意事
項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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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之準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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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和效果。
3.3 .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
業教育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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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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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銑床實習銑床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ill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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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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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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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基礎實習機械基礎實習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培養正確的銑床操作技能與加工方法。培養正確的銑床操作技能與加工方法。
((二二))熟練手工具、量具操作技能。熟練手工具、量具操作技能。
((三三))具備工廠管理、銑床基本維護的認識。具備工廠管理、銑床基本維護的認識。
((四四))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工業安全與衛生習慣。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工業安全與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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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銑床基本銑床基本
操作操作

1.1 .銑床的種類與規格銑床的種類與規格
2.2 .銑床各部位構造銑床各部位構造
3.3 .銑床的操作方法銑床的操作方法
4.4 .銑床的保養及維護方法銑床的保養及維護方法
5.5 .銑削速度與進給率銑削速度與進給率
6.6 .銑床工作之安全注意事項銑床工作之安全注意事項

3

((二二))銑刀安裝銑刀安裝
與夾持與夾持

1.1 .銑刀軸種類與規格銑刀軸種類與規格
2.2 .銑刀種類與用途銑刀種類與用途
3.3 .銑刀各刃角的功用銑刀各刃角的功用
4.4 .銑刀選擇與裝卸銑刀選擇與裝卸
5.5 .刀軸、銑刀與夾具的保養維護刀軸、銑刀與夾具的保養維護

6

((三三))虎鉗校正虎鉗校正
與工件夾持與工件夾持

1.1 .夾具種類與功用夾具種類與功用
2.2 .工件夾持的方法工件夾持的方法
3.3 .夾持注意事項夾持注意事項
4.4 .工件夾持要點工件夾持要點
5.5 .虎鉗校正虎鉗校正

3

((四四))面銑削面銑削

1.1 .面銑的銑削速度與進給的選擇面銑的銑削速度與進給的選擇
2.2 .銑削法與背隙的消除銑削法與背隙的消除
3.3 .工件的銑削順序工件的銑削順序
4.4 .切削劑的使用切削劑的使用
5.5 .面銑削注意事項面銑削注意事項
6.6 .六面體銑削六面體銑削

9

((五五))端銑削端銑削(1)(1)

1 .1 .銑削速度與進給的選擇銑削速度與進給的選擇
2.2 .端銑刀的種類與規格端銑刀的種類與規格
3.3 .端銑削的注意事項與相關銑削加工知識端銑削的注意事項與相關銑削加工知識
4.4 .加工孔位的對準方法加工孔位的對準方法

9

((六六))端銑削端銑削(2)(2)
1 .1 .階級平面銑削階級平面銑削
2.2 .直槽銑削直槽銑削
3.3 .斜溝槽銑削斜溝槽銑削

9

((七七))端銑削端銑削(3)(3)
1 .1 .角度角度VV形槽銑削形槽銑削
2.T2.T槽銑削槽銑削
3.3 .鳩尾銑削鳩尾銑削

9

((八八))量測與組量測與組
裝裝 配合件量測及尺寸修整配合件量測及尺寸修整 6

合計合計 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
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趣、
職業道德職業道德))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評量的方法有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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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4 .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
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
輔導。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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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
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
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
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2 .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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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業之準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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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興趣和效果。
3.3 .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
職業教育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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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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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加工實習機械加工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echanical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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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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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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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基礎實習機械基礎實習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了解機械行業、機械的操作技能以適應就業之需求。了解機械行業、機械的操作技能以適應就業之需求。
((二二))培養依工作需要，選擇、運用各種工作母機完成綜合加工工作。培養依工作需要，選擇、運用各種工作母機完成綜合加工工作。
((三三))培養具有創造思考、應用行業知能，適應變遷的能力。培養具有創造思考、應用行業知能，適應變遷的能力。
((四四))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安全與衛生習慣。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安全與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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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車床上攻、車床上攻、
鉸螺紋鉸螺紋

1.1 .車床上攻螺紋車床上攻螺紋
2.2 .車床上鉸螺紋車床上鉸螺紋 10

((二二))方桿工件的方桿工件的
夾持與車削夾持與車削

1.1 .內孔車刀各刃角的功用內孔車刀各刃角的功用
2.2 .內孔車刀的研磨內孔車刀的研磨
3.3 .內孔車刀的安裝內孔車刀的安裝
4.4 .內孔車削注意事項內孔車削注意事項

10

((三三))內孔車削內孔車削

1.1 .內孔車刀各刃角的功用內孔車刀各刃角的功用
2.2 .內孔車刀的研磨內孔車刀的研磨
3.3 .內孔車刀的安裝內孔車刀的安裝
4.4 .內孔車削注意事項內孔車削注意事項

20

((四四))外三角螺紋外三角螺紋
車削車削

1.1 .螺紋種類與用途螺紋種類與用途
2.2 .三角螺紋各部位名稱與規格三角螺紋各部位名稱與規格
3.3 .三角螺紋車刀的研磨與夾持三角螺紋車刀的研磨與夾持
4.4 .螺紋指示器的原理螺紋指示器的原理
5.5 .三角螺紋的車削與檢驗三角螺紋的車削與檢驗

20

((五五))成型銑削與成型銑削與
角度銑削角度銑削

1.1 .成型銑刀與倒角銑刀介紹成型銑刀與倒角銑刀介紹
2.2 .圓角銑削圓角銑削
3.3 .倒角銑削倒角銑削

20

((六六)V)V形槽銑削形槽銑削 1.V1.V形槽的加工方式形槽的加工方式
2.V2.V形槽量測形槽量測 20

((七七))孔的加工孔的加工
1.1 .工件安裝與定位工件安裝與定位
2.2 .尋邊器的種類與使用尋邊器的種類與使用
3.3 .銑床上鑽孔、鉸孔、攻螺紋、柱坑孔、錐形孔加工與組合銑床上鑽孔、鉸孔、攻螺紋、柱坑孔、錐形孔加工與組合

20

((八八)T)T形槽銑削與形槽銑削與
鳩尾槽銑削鳩尾槽銑削

1.T1.T形槽銑削與量測形槽銑削與量測
2.2 .鳩尾槽、鳩尾座銑削與量測鳩尾槽、鳩尾座銑削與量測 20

((九九))平面磨削平面磨削
1.1 .砂輪平衡與安裝砂輪平衡與安裝
2.2 .砂輪的修整砂輪的修整
3.3 .平行面、垂直面磨削與量測平行面、垂直面磨削與量測

20

((十十))組立與裝配組立與裝配
1.1 .機械組立基本概念機械組立基本概念
2.2 .定位與鎖固定位與鎖固
3.3 .量測與調整量測與調整

20

合計合計 180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
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評量的方法有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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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4 .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
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
習輔導。習輔導。
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
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
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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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2 .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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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作就業之準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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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和效果。
3.3 .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
及職業教育的功能。及職業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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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表表9-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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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量測實習精密量測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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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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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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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各種量具的原理及運用。瞭解各種量具的原理及運用。
二、二、  瞭解各種量具的操作及維護。瞭解各種量具的操作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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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量測概精密量測概
說說

1.1 .精密量測的定義。精密量測的定義。
2.2 .精密量測對產業的重要性。精密量測對產業的重要性。
3.3 .精密量測的介紹。精密量測的介紹。

5

((二二))粗糙度與表粗糙度與表
面織構概說面織構概說

1.1 .粗糙度與表面織構的定義。粗糙度與表面織構的定義。
2.2 .粗糙度與表面織構對產業的重要性。粗糙度與表面織構對產業的重要性。
3.3 .粗糙度與表面織構的介紹。粗糙度與表面織構的介紹。

25

((三三))長度與角度長度與角度
量測量測

1.1 .長度量測原則介紹。長度量測原則介紹。
2.2 .角度量測原則介紹。角度量測原則介紹。
3.3 .長度與角度量測注意事項。長度與角度量測注意事項。

30

((四四))形狀量測形狀量測
1.1 .形狀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形狀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
2.2 .形狀量測種類量測方法。形狀量測種類量測方法。
3.3 .形狀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形狀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

30

((五五))表面量測表面量測
1.1 .表面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表面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
2.2 .表面量測種類量測方法。表面量測種類量測方法。
3.3 .表面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表面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

30

((六六))光學與量規光學與量規
量測量測

1.1 .光學與量規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光學與量規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
2.2 .光學與量規量測種類量測方法。光學與量規量測種類量測方法。
3.3 .光學與量規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光學與量規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

30

((七七))機械元件測機械元件測
量量

1.1 .機械元件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機械元件量測種類量測原則介紹。
2.2 .機械元件量測種類量測方法。機械元件量測種類量測方法。
3.3 .機械元件量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機械元件量量測種類量注意事項。

30

合計合計 180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
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評量的方法有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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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4 .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
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
輔導。輔導。
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
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
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
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2 .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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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業之準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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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興趣和效果。
3.3 .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
職業教育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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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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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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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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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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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製圖實習機械製圖實習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一一))瞭解電腦輔助製造流程，以培養電腦輔助繪圖瞭解電腦輔助製造流程，以培養電腦輔助繪圖(CAD)(CAD)、電腦輔助製造、電腦輔助製造(CAM)(CAM)及數值控制機械及數值控制機械(CNC)(CNC)工作能工作能
力。力。
((二二))瞭解各種型式的刀具幾何形狀及刀具參數，以養成正確的切削觀念。瞭解各種型式的刀具幾何形狀及刀具參數，以養成正確的切削觀念。
((三三))瞭解各項切削指令及指令本身的適用性，以培養精密加工的關念，並能避免過切、撞機等問題。瞭解各項切削指令及指令本身的適用性，以培養精密加工的關念，並能避免過切、撞機等問題。
((四四))瞭解後置處理瞭解後置處理(post)(post)工作，以培養刀具路徑轉成工作，以培養刀具路徑轉成NCNC碼的工作能力，並期望能養成研究的精神。碼的工作能力，並期望能養成研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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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陷入
(Plunge)(Plunge)

1.1 .指定起始軸的陷入加工指定起始軸的陷入加工
2.2 .未指定起始軸的陷入加工未指定起始軸的陷入加工 10

((二二))表面加工表面加工
(Face)(Face)

1.1 .局部銑削類型局部銑削類型
2.2 .使用先前使用先前NCNC序列序列
3.3 .轉角邊銑削轉角邊銑削
4.4 .根據先前刀具銑削根據先前刀具銑削
5.5 .轉鉛筆描繪銑削轉鉛筆描繪銑削

10

((三三))局部銑削局部銑削
(Local Mill)(Local Mill)

1 .1 .局部銑削類型局部銑削類型
2.2 .使用先前使用先前NCNC序列序列
3.3 .轉角邊銑削轉角邊銑削
4.4 .根據先前刀具銑削根據先前刀具銑削
5.5 .轉鉛筆描繪銑削轉鉛筆描繪銑削

16

((四四))曲面銑削曲面銑削
(Surface Mill)(Surface Mill)

1 .1 .關於曲面銑削關於曲面銑削
2.2 .使用直切使用直切(Straight Cut)(Straight Cut)定義切削定義切削
3.3 .使用來自曲面等高線使用來自曲面等高線(From Surface Isolines)(From Surface Isolines)定義切削定義切削
4.4 .使用切削線使用切削線(Cut Line)(Cut Line)定義切削定義切削
5.5 .使用投影切削使用投影切削(Projected Cuts)(Projected Cuts)定義切削定義切削

18

((五五))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1.1 .綜合練習一綜合練習一((體積塊銑削、輪廓加工與槽穴加工體積塊銑削、輪廓加工與槽穴加工))
2 .2 .綜合練習二綜合練習二((體積塊銑削、槽穴加工與表面加工體積塊銑削、槽穴加工與表面加工))
3 .3 .綜合練習三綜合練習三((體積塊銑削、槽穴加工與局部銑削體積塊銑削、槽穴加工與局部銑削))
4 .4 .綜合練習四綜合練習四((粗加工與曲面銑削粗加工與曲面銑削))

18

((六六))車床加工車床加工
1.1 .區域車削區域車削
2.2 .螺紋車削螺紋車削
3.3 .輪廓車削輪廓車削
4.4 .綜合練習綜合練習((區域車削與螺紋車削區域車削與螺紋車削))

18

((七七))綜合實作綜合實作
1.1 .綜合練習一綜合練習一((區域車削與螺紋車削區域車削與螺紋車削))
2 .2 .綜合練習二綜合練習二((輪廓車削輪廓車削))
3 .3 .綜合練習三綜合練習三((組合件車削組合件車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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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
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之依據，並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
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行為、習慣、態度、理想、興
趣、職業道德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
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筆試、測驗等，教師可按單元內容和性質，針對學生的作業、演評量的方法有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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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心得報告、實際操作、作品和其他表現配合使用。
4.4 .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
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較，力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
5.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
習輔導。習輔導。
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
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
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
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1 .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2 .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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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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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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作就業之準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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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和效果。
3.3 .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
及職業教育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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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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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物測繪實習實物測繪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urvey and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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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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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1.1 .學習具備實物測繪的能力學習具備實物測繪的能力
2.2 .學習量測用具與測繪方法學習量測用具與測繪方法
3.3 .學習材質、表面符號、公差配合判定等能力學習材質、表面符號、公差配合判定等能力
4.4 .實物測繪要領介紹實物測繪要領介紹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主要
單單
元元(進進
度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
測繪測繪
用具用具

1.1 .測繪用具介紹測繪用具介紹
2.2 .形狀測繪方法介紹形狀測繪方法介紹
3.3 .尺寸測量方法介紹尺寸測量方法介紹

3

((二二))
材質材質
的判的判
定定

1.1 .材質的判定材質的判定
2.2 .實物測繪的用途實物測繪的用途 3

((三三))
表面表面
符號符號
的判的判
定定

1.1 .表面符號判定表面符號判定
2.2 .表面符號繪製練習表面符號繪製練習 3

((四四))
公差公差
配合配合
之判之判
定定

1.1 .公差配合判定公差配合判定
2.2 .公差配合練習公差配合練習 5

((五五))
零件零件
的測的測
繪一繪一

1.1 .描形法練習描形法練習 8

((六六))
零件零件
的測的測
繪二繪二

1.1 .拓印法練習拓印法練習 8

((七七))
零件零件
的測的測
繪三繪三

1.1 .取型法練習取型法練習 8

((八八))
綜合綜合
練習練習
實物測繪練習一實物測繪練習一((虎鉗虎鉗))
實物測繪練習二實物測繪練習二((鍊條擊迫器鍊條擊迫器)) 16

合計合計 54節節
學習學習
評量評量
(評量評量
方式方式)
實作測驗實作測驗

教學教學
資源資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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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 .教學應充分使用圖書館教學應充分使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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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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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教學
注意注意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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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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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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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事項興趣和效果。興趣和效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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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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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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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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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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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幾何實習投影幾何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jective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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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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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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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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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投影原理，探討如何在應用投影原理，探討如何在 2D  2D 平面圖上表平面圖上表  達空間物體的形狀、大小及其相互間的關達空間物體的形狀、大小及其相互間的關
係。係。
研習工程圖者須熟悉投影幾何學，以奠定工程圖學的基礎。研習工程圖者須熟悉投影幾何學，以奠定工程圖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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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基本
投影幾何投影幾何基本投影幾何。基本投影幾何。 24

((二二))投影投影
之基本觀之基本觀投影之基本觀投影之基本觀 24

((三三))投影投影
原理原理 投影原理投影原理 24

((四四))投影投影
的分類的分類 投影的分類投影的分類 24

((五五))平行平行
投影分為投影分為
斜投影與斜投影與
正正  投影投影

1.1 .平行投影分為斜投影與正投影平行投影分為斜投影與正投影
2.2 .正投影立體圖正投影立體圖
3.3 .斜投影立體圖斜投影立體圖
4.4 .手繪立體圖手繪立體圖

24

((六六))空間空間
象限之區象限之區
分分

空間象限之區分空間象限之區分 24

((七七))投影投影
面之旋轉面之旋轉投影面之旋轉投影面之旋轉 24

((八八))點投點投
影的性質影的性質點投影的性質點投影的性質 24

((九九))直線直線
與投影面與投影面
之關係之關係

直線與投影面之關係直線與投影面之關係 24

((十十))平面平面
與投影面與投影面
的關係的關係

平面與投影面的關係平面與投影面的關係 24

((十一十一))輔輔
助投影助投影

1.1 .輔助視圖的原理、正垂面、單斜面及複斜面輔助視圖的原理、正垂面、單斜面及複斜面
2.2 .單斜面輔助視圖的畫法單斜面輔助視圖的畫法 24

((十二十二))交交
線與展開線與展開

1.1 .交線繪製交線繪製
2.2 .展開圖繪製展開圖繪製
3.3 .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24

合計合計 28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評量方
式式)
實作與紙筆練習實作與紙筆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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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第一、二、學年，上、下學期各一、第一、二、學年，上、下學期各 4   4  學分。學分。  二、本科目應注重基本視圖觀念的建立。二、本科目應注重基本視圖觀念的建立。  三、本科目應與電腦輔助三、本科目應與電腦輔助
機械製圖實習搭配及整合授課。機械製圖實習搭配及整合授課。  四、本科以在實習教室由老師上課講解及學生實習操作為主。四、本科以在實習教室由老師上課講解及學生實習操作為主。  五、除教科書外，五、除教科書外，
善用各種實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善用各種實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六、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六、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
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
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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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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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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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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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習電腦輔助立體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Aided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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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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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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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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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正確的使用一、學習正確的使用3D3D模型繪圖軟體操作之基本能力。模型繪圖軟體操作之基本能力。  二、能繪製二、能繪製3D3D實體模型與實體模型與3D3D曲面。曲面。  三、能轉換三、能轉換3D3D模模
型製作平面圖、等角圖。型製作平面圖、等角圖。  四、養成繪製各種四、養成繪製各種3D3D幾何特徵、正投影視圖、標準機件、組合圖與立體系統圖的能幾何特徵、正投影視圖、標準機件、組合圖與立體系統圖的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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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能安
裝裝3D3D繪繪
圖軟體圖軟體
與繪圖與繪圖
環境設環境設
定定

1.1 .電腦輔助繪圖概念電腦輔助繪圖概念
2.2 .認識繪圖軟體環境認識繪圖軟體環境
3.3 .螢幕顯示控制與繪螢幕顯示控制與繪  圖環境設定圖環境設定

24

((二二))能繪能繪
製實物製實物
測繪與測繪與
產品設產品設
計立體計立體
圖圖

1.2D 1.2D 綜合應用實例綜合應用實例
2.2D 2.2D 的進階應用的進階應用
3.3D 3.3D 模型架構模型架構
4.3D 4.3D 實體及編實體及編  輯輯

24

((三三))能繪能繪
製產品製產品
設計立設計立
體圖體圖

1.2D1.2D綜合應用實例綜合應用實例
2.2D2.2D的進階應用的進階應用
3.3D3.3D模型架構模型架構
4.3D4.3D實體及編輯實體及編輯

24

((四四))平面平面
視圖繪視圖繪
製立體製立體
圖訓練圖訓練

1.1 .基本底稿建立基本底稿建立
2.2 .繪圖與修改指令繪圖與修改指令
3.3 .出圖列印介紹出圖列印介紹
4.4 .尺寸標註尺寸標註
5.5 .剖面與查詢剖面與查詢

24

((五五))平面平面
組合視組合視
圖繪製圖繪製
立體圖立體圖
訓練訓練

1.1 .組合件配合原理組合件配合原理
2.2 .組合件拆解原理組合件拆解原理
3.3 .尺寸標註尺寸標註
4.4 .剖面與查詢剖面與查詢

24

((六六))平面平面
組合視組合視
圖繪製圖繪製
立體圖立體圖
訓練訓練

1.1 .平面組合視圖繪製立體圖練習平面組合視圖繪製立體圖練習
2.2 .平面組合視圖繪製立體系統圖練習平面組合視圖繪製立體系統圖練習 24

((七七))實物實物
測繪轉測繪轉
繪零件繪零件
圖圖

1.2D 1.2D 綜合應用實例綜合應用實例
2.2D 2.2D 的進階應用的進階應用
3.3D 3.3D 模型架構模型架構
4.3D 4.3D 實體及編輯實體及編輯

24

((八八))實物實物
測繪轉測繪轉
繪立體繪立體
系統圖系統圖

1.2D 1.2D 綜合應用實例綜合應用實例
2.2D 2.2D 的進階應用的進階應用
3.3D 3.3D 模型架構模型架構
4.3D 4.3D 實體及編輯實體及編輯

24

((九九))實物實物
測繪測繪

1.2D 1.2D 綜合應用實例綜合應用實例
2.2D 2.2D 的進階應用的進階應用
3.3D 3.3D 模型架構模型架構
4.3D 4.3D 實體及編輯實體及編輯

24

((十十)3D)3D
零件材零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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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表現質表現
與影像與影像
軟體編軟體編
修圖像修圖像

1.1 .彩現彩現
2.2 .繪圖與修改指令繪圖與修改指令 24

((十一十一))繪繪
製標準製標準
零件圖零件圖

3D3D綜合應用實例綜合應用實例 24

((十二十二))綜綜
合練習合練習實物測繪綜合練習實物測繪綜合練習((零件圖、組合圖、立體系統圖零件圖、組合圖、立體系統圖)) 24

合計合計 288節節
學習評學習評
量量

(評量方評量方
式式)
實作測驗實作測驗

教學資教學資
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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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注教學注
意事項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第二、三學年，上、下學期各一、第二、三學年，上、下學期各44、、55學分。學分。  二、本科以老師工場示範教學為主。二、本科以老師工場示範教學為主。  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實三、除教科書外，善用各種實
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四、學校應經常與有關機構保持聯繫，以瞭解業界用人之趨勢，簡化企業界甄選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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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手續，並輔導學生及早作就業之準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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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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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機構設施，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  六、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六、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
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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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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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實習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Aided Mechanical Draw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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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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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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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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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瞭解各種機械設計之特性，設計簡易之機構。一、能瞭解各種機械設計之特性，設計簡易之機構。  二、能利用電腦繪圖軟體建構機構零件與組立。二、能利用電腦繪圖軟體建構機構零件與組立。
三、能操作機構模擬軟體，完成機構動作模擬。三、能操作機構模擬軟體，完成機構動作模擬。  四、能利用機構模擬軟體輸出動態檔案，並作最佳化設四、能利用機構模擬軟體輸出動態檔案，並作最佳化設
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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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電腦輔助
設計認識設計認識

1.1 .電腦輔助設計與應用電腦輔助設計與應用
2.3D2.3D參數式繪圖軟體參數式繪圖軟體
3.3D3.3D參數式繪圖軟體特色參數式繪圖軟體特色

12

((二二))參數式製參數式製
圖軟體認識與圖軟體認識與
環境設定環境設定

1.1 .工具列的配置方式及使用時機工具列的配置方式及使用時機
2.2 .製圖軟體環境設定基本需求製圖軟體環境設定基本需求 12

((三三))草圖繪製草圖繪製

1.1 .進出草圖模式進出草圖模式
2.2 .草圖繪製工具及步驟草圖繪製工具及步驟
3.3 .物件選取與刪除物件選取與刪除
4.4 .草圖限制條件與編輯工具草圖限制條件與編輯工具
5.5 .尺度標註尺度標註

12

((四四))實體建構實體建構--
基礎特徵基礎特徵

1.1 .機械元件的特徵機械元件的特徵
2.2 .特徵之擠出、迴轉及掃掠之建構特徵之擠出、迴轉及掃掠之建構
3.3 .實物特徵斷面混成實物特徵斷面混成
4.4 .補強肋及幅板之建構補強肋及幅板之建構

12

((五五))實體建構實體建構--
置入特徵置入特徵

1.1 .機械元件圓角的應用機械元件圓角的應用
2.2 .配合件倒角的配置配合件倒角的配置
3.3 .實體薄殼的特徵實體薄殼的特徵
4.4 .機械元件圓孔與螺紋之建構機械元件圓孔與螺紋之建構
5.5 .矩形與環形陣列矩形與環形陣列
6.6 .對稱性零件鏡射的應用對稱性零件鏡射的應用

24

((六六))講解各類講解各類
機械特性，並機械特性，並
設計機構設計機構

1.1 .機構設計程序機構設計程序
2.2 .工程材料與選用工程材料與選用
3.3 .應力分析與破壞理論應力分析與破壞理論

24

((七七))建立圖面建立圖面

1.1 .新建圖面及圖紙設定新建圖面及圖紙設定
2.2 .圖框及標題欄設定圖框及標題欄設定
3.3 .圖面樣範本圖面樣範本
4.4 .型式編輯器型式編輯器
5.5 .置入視圖置入視圖
6.6 .圖面註解工具圖面註解工具

24

((八八))組合圖繪組合圖繪
製製

1.1 .新建組合及置入元件新建組合及置入元件
2.2 .移動及旋轉元件移動及旋轉元件
3.3 .置入約束置入約束
4.4 .元件陣列及鏡射元件陣列及鏡射
5.5 .元件複製及置換元件複製及置換
6.6 .標準元件資料庫的應用標準元件資料庫的應用

24

((九九))電腦繪圖電腦繪圖
軟體建構機構軟體建構機構
零件並完成組零件並完成組
裝裝

1.1 .基本操作介紹基本操作介紹
2.2 .草圖、零件繪草圖、零件繪  製製
3.3 .零件組裝零件組裝
4.4 .機構設計機構設計

24

((十十))立體系統立體系統
圖繪製圖繪製

1.1 .立體系統圖的應用實例立體系統圖的應用實例
2.2 .組合件分解方式型態設定及建立組合件分解方式型態設定及建立
3.3 .元件轉折及群組順序分析應用元件轉折及群組順序分析應用
4.4 .從組合件產生新零件從組合件產生新零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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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立體系統圖分解動畫的設定及建立立體系統圖分解動畫的設定及建立
6.6 .立體系統圖的圖面配置及應用立體系統圖的圖面配置及應用

((十一十一))積層成積層成
型零件製作型零件製作

1.1 .積層成型環境認識與操作參數設定積層成型環境認識與操作參數設定
2.2 .積層成型零件列印積層成型零件列印
3.3 .簡易機構組裝與實物運動模擬簡易機構組裝與實物運動模擬

24

((十二十二))使用機使用機
構模擬軟體，構模擬軟體，
說明操作介說明操作介
面完成設定面完成設定

1.1 .軟體介面介紹軟體介面介紹
2.2 .模擬分析種類介紹模擬分析種類介紹 24

((十三十三))機構分機構分
析析

1.1 .機構分析機構分析--雙擺雙擺2D2D擺盪問題擺盪問題
2.2 .動力分析動力分析--四連桿機構問題四連桿機構問題
3.3 .落下測試落下測試--鋼棒衝擊問題鋼棒衝擊問題

24

((十四十四))輸出動輸出動
態檔，並分析態檔，並分析
結果結果

1.1 .自然振動與挫曲分析自然振動與挫曲分析
2.2 .動態分析動態分析
3.3 .機構分析機構分析

24

合計合計 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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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學年，上、下學期各一、第一、二學年，上、下學期各55學分。學分。  二、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二、學校應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
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三、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絡資源與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作學徒式三、教學應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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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建教式合作教學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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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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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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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圖學實習工程圖學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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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電腦繪圖科契合式專班 水電技術科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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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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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運用機械加工之實用技術，繪製各種機械工作圖（包括零件圖、組合圖、簡易元件設計圖）及正確標一、學習運用機械加工之實用技術，繪製各種機械工作圖（包括零件圖、組合圖、簡易元件設計圖）及正確標
註尺寸，公差與配合。註尺寸，公差與配合。  二、熟悉各類機件之製圖，瞭解其表示方法與符號規定，能輕易識圖與製圖，並可令加二、熟悉各類機件之製圖，瞭解其表示方法與符號規定，能輕易識圖與製圖，並可令加
工者依其圖面正確加工製作成機件。工者依其圖面正確加工製作成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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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投影正投影
視圖視圖

1.1 .正投影原理正投影原理
2.2 .第一角及第三角投影法第一角及第三角投影法
3.3 .投影箱展開的正投影六個視圖投影箱展開的正投影六個視圖
4.4 .正投影視圖中線條重疊時的畫法正投影視圖中線條重疊時的畫法
5.5 .中心線的用途及畫法中心線的用途及畫法
6.6 .視圖的選擇與排列視圖的選擇與排列
7.7 .正投影視圖的繪圖程式正投影視圖的繪圖程式
8.8 .習用畫法習用畫法
9.9 .識圖識圖
10.10.手繪立體圖手繪立體圖

12

((二二))尺度標尺度標
註與符號識註與符號識
別別

1.1 .尺度標註的重要性與要素尺度標註的重要性與要素
2.2 .長度的標註、角度、去角的標註長度的標註、角度、去角的標註
3.3 .直徑、半徑、弧擊球面的標註直徑、半徑、弧擊球面的標註
4.4 .方形、錐度、斜度、厚度的標註方形、錐度、斜度、厚度的標註
5.5 .不規則曲線的標註不規則曲線的標註
6.6 .指線與註解指線與註解
7.7 .比例比例
8.8 .大小尺度及位置尺度、尺度標註的選擇與安置、尺度標註順序大小尺度及位置尺度、尺度標註的選擇與安置、尺度標註順序

12

((三三))剖視圖剖視圖1.1 .剖視圖原理剖視圖原理
2.2 .剖視圖的種類剖視圖的種類 12

((四四))展開圖展開圖
1.1 .畫展開圖的原則與方法畫展開圖的原則與方法
2.2 .展開圖的應用展開圖的應用 12

((五五))電腦輔電腦輔
助製圖軟體助製圖軟體
快捷鍵介紹快捷鍵介紹
及操作及操作

1.1 .軟體快捷鍵介紹及操作軟體快捷鍵介紹及操作
2.2 .實際演練操作實際演練操作
3.3 .設計製圖基礎設計製圖基礎

12

((六六))電腦輔電腦輔
助製圖助製圖
AutoCADAutoCAD
設定設定

1.1 .物件繪製與應用物件繪製與應用
2.2 .三視圖介紹繪製三視圖介紹繪製
3.3 .測點應用測點應用

12

((七七))電腦輔電腦輔
助製圖設計助製圖設計
製圖基礎製圖基礎--
製圖標準製圖標準

1.1 .設計製圖基礎設計製圖基礎--製圖標準製圖標準
2.2 .範例介紹範例介紹 12

((八八))電腦輔電腦輔
助製圖助製圖3D3D
圖形繪製圖形繪製

1.1 .繪製圓弧及圓繪製圓弧及圓
2.2 .點線面及多邊形繪製點線面及多邊形繪製
3.3 .三角形內接圓形應用三角形內接圓形應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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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注意事教學注意事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第二學年上、下學期各一、第二學年上、下學期各33學分。學分。  二、本科目應注重基本視圖觀念的建立。二、本科目應注重基本視圖觀念的建立。  三、本科目應與電腦輔助機械製三、本科目應與電腦輔助機械製
圖實習搭配及整合授課。圖實習搭配及整合授課。  四、本科以在實習教室由老師上課講解及學生實習操作為主。四、本科以在實習教室由老師上課講解及學生實習操作為主。  五、除教科書外，善用五、除教科書外，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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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項 各種實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各種實物示範講解，以加強學習效果。  六、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六、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
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功能。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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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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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技能訓練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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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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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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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主要
單單
元元(進進
度度)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一))
職業職業
形象形象
與禮與禮
儀儀

1.1 .形象與禮儀的重要性形象與禮儀的重要性
2.2 .禮儀概述禮儀概述
3.3 .職業形象職業形象

10

((二二))
職業職業
溝通溝通
技巧技巧
與適與適
應應

1.沟1.沟通的重要性通的重要性
2.2 .瞭解溝通的定義瞭解溝通的定義
3.3 .掌握溝通的注意事項掌握溝通的注意事項

10

((三三))
組織組織
文化文化
與團與團
隊合隊合
作作

1.1 .團隊合作的重要團隊合作的重要
2.2 .團隊的概念定義團隊的概念定義
3.3 .團隊精神養成團隊精神養成
4.4 .職場對接職場對接

10

((四四))
工作工作
崗位崗位
基礎基礎
訓練訓練

1.1 .工業安全與職場衛生工業安全與職場衛生
2.2 .熟悉生產製程與作業標準熟悉生產製程與作業標準
3.3 .熟悉工具使用與操作熟悉工具使用與操作
4.4 .基本量測基本量測

36

((五五))
專業專業
能力能力
訓練訓練

1.1 .訓練內容規劃訓練內容規劃
2.2 .崗位專業技能訓練崗位專業技能訓練
3.3 .專業技能與知識專業技能與知識
4.4 .證照、認證與實務考核證照、認證與實務考核

72

((六六))
職涯職涯
路徑路徑

1.1 .職涯規劃職涯規劃
2.2 .部門輪調部門輪調
3.3 .職務輪調職務輪調
4.4 .進修與升遷進修與升遷

6

合計合計 144節節

學習學習
評量評量
(評量評量
方式方式)

1.1 .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教學須作客觀的評量，也可輔導學生作自我評量，以明瞭學習的成就與困難，作為繼續教學或補救教學之依據，並
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使學生從成績進步中獲得鼓勵。2.2 .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教育的方針在於五育並重，評量內容亦應兼顧認知((知識知識))、技能、情意、技能、情意((行為、習行為、習
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慣、態度、理想、興趣、職業道德))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等方面，不可偏廢，以利學生健全發展。3.3 .評量的方法有觀察、作業評定、口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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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4.4 .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學生資質有高低，學習速度有快慢，學習份量各不相同，因此評量應注意鼓勵學生與標準比較和自我比較，力
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求努力上進，避免因學生間的相互比較，產生妒忌或自卑心理。5.5 .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除實施總結性評量外，教學中更應注意診斷性評量
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及形成性評量，以便即時瞭解學生學習困難，進行學習輔導。6.6 .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學評量的結果須妥予運用，除作為教師改進教材、
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教法及輔導學生之依據外，應通知導師或家長，以獲得共同的瞭解與合作。7.7 .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未通過評量的學生，教師應分析、診斷
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其原因，實施補救教學；對於資賦優異或能力強的學生，應實施增廣教學，使其潛能獲致充分的發展。

教學教學
資源資源

1.1 .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學校宜力求充實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教師教學應充分利用教材、教具及其他教學資源。
2.2 .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學校宜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源與社區、社會資源，結合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教學教學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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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導學生及早作就業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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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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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事項事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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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3.3 .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學校應配合國家技能檢定政策，提高學生學習技能的興趣，提高技術及職業教育教學的成效，強化技術及職業教育
的功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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