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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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技術型

專業群科

1.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
2. 設計群：室內空間設計科
3. 農業群：園藝科
4. 食品群：食品加工科
5. 其他：綜合職能科
6. 機械群：機械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

1. 機械群：機械科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其他

實用技能學程
1. 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日間上課)
2. 機械群：電腦繪圖科(日間上課)

特殊教育及
特殊類型

1. 服務群：綜合職能科

聯絡人

處  室 教務處 電    話 037-992216#402

職  稱 教學組長 行動電話

姓  名 黃瓊慧 傳    真 037-990722

E-mail mgnbeqjsmp@thvs.m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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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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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 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四、 學校應依特殊教育法第45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立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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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現況貳、學校現況

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一、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表表2-12-1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前一學年度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類型 群別 科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小計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班級數 人數

技術型

機械群 機械科 2 59 2 61 2 58 6 178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2 60 2 50 2 63 6 173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1 23 1 36 1 37 3 96

農業群 園藝科 1 23 1 28 1 30 3 81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2 67 2 67 2 47 6 181

其他 綜合職能科 0 0 1 12 1 10 2 22

實用技
能學程

機械群 電腦繪圖科(日間上課) 0 0 1 18 0 0 1 18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日間上課) 0 0 0 0 1 30 1 30

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

服務群 綜合職能科 1 10 0 0 0 0 1 10

合計 9 242 10 272 10 275 29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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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科班一覽表二、核定科班一覽表
表表2-22-2  109109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學年度核定科班一覽表

學校類型 群別 科班別 班級數 每班人數

技術型

機械群 機械科 2 35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科 2 35

設計群 室內空間設計科 1 35

農業群 園藝科 1 35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2 35

實用技
能學程

電機與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日間上課) 1 35

集中式特
殊教育班

服務群 綜合職能科 1 15

合計 1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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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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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性學習

  
全方位教學與校本特色課程,培養學生優勢潛能，朝多元適性發展。以培養學生健康體適能，提倡正當休閒娛樂，展現新
時代青年之活力。爭取社會資源，鼓勵清寒學生奮發向上，提供獎助學金，使其專心向學。

人文素養

  
創造人文藝術科技安全校園空間。重視校園藝術教育養成，藉由講座、研習及策展等，營造校園人文氣息，提升學校藝文
水平。發展藝術教育，強化美術班課程，推動個別化輔導計畫，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表達溝通

  
開發學生的潛能，透過多元彈性課程與活動，使學生充分適性發展。培育現代化公民與社會優秀菁英。希望學生具有現代
公民意識，關注社會議題。

專業創新

  
提升行政服務效能，促進專業發展。以創意融入教學，結合師生校內外教學活動，鼓勵師生參加各項創意競賽，活化學生
心智思維，培育現代化公民與優秀菁英。

愛與關懷

  
建立人性關懷與友善之學輔機制。結合學校本位課程，將服務與關懷的精神融入課程，培養學生透過省思與實踐，提升自
我能力。培養學生關心周遭事物，進而啟發服務為善、關懷社會的胸襟與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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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國立大湖農工學生圖像在以本校校訓「誠信勤樸」為核心價值的教育理念下推動品格教育，期盼學生能在校訓的啟示下建立
本校的學生特質: 1.誠，乃待人處事真誠、正直、率真。待人誠懇,處事成熟穩重 。 2.信，乃堅守原則，若是允諾，必當做
到。 3.勤，乃身體力行，有毅力、恆心。任事負責也能勇於承擔。 4.樸，乃樸實無半點虛假，木訥卻剛直。質樸忠誠，建
立人際信任感。 透過技術型高中的三年教育，期盼能發展出學生畢業能力的五大領域。

學習力

  
學生於高中三年能落實適性學習及多元揚才，強化學科基本素養，培養創新思維及知能，拓展多元學習視野，增進時間管
理技巧，激勵生涯規劃及管理，進而能完成生涯展能之抱負。

品格力

  
期許學生於三年中能學習道德基本價值並將其內化成為具有道德責任、自我管理的公民。未來出社會後能展現團隊合作、
友愛關懷的精神及具備倫理道德之教養；於自我價值上能發展後設反思的能力，積極主動的態度及法律規範的闡述及認
同。

表達力

  
學生在高中三年期望都能具有在職場上基本的表達能力。因此在高中課程中提供給學生多元的表達力訓練是本校期望帶給
學生的能力之一。另外基礎的外語能力及人文素養也是本校教育的重點內涵。期許透過英文教育的輔導，能讓本校學生具
有簡單的英文會話知能，同時也透過老師的指導讓有心為升學與就業鋪路的學生得以通過外語能力檢定的門檻。

專業力

  
大湖農工是純粹以日校編制的技術型高中，近年來學生在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方面皆能學到兼顧質與量的能力。每位學生
在學校專業類科的指導下都有機會考取二張丙級證照，高三也有機會報名參加乙級證照檢定。同時各專業類科皆有培訓選
手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與全國技能競賽，因此，專業實力的養成是本校學生具備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分享力

  
在教育的程中歷程中，我們期許學生透過學校舉辦各項感恩活動、公民訓練、校內外志工服務或參與社會救濟活動提升學
生的正向善念。進而建立具有分享與行善的人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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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課程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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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伍、課程規劃與學生進路

  

一、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教育目標一、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教育目標

1.培養微電腦相關產業之基層技術人才。 2.培養文書處理實務之技術人才。 3.培養電腦硬體裝修專業之技術人才。 4.培養

微電腦控制之基層技術人才。 5.培養微電腦相關專業領域職業道德及終身學習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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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學生進路二、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學生進路

表5-1  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以科為單位，1科1表)

年段別年段別 進路、專長、檢定進路、專長、檢定
對應專業及實習科目對應專業及實習科目

部定科目部定科目 校訂科目校訂科目

第一年段第一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基本電腦修護領域人才。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電腦裝修

3.檢定職類：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基本電學3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基本電學實習6學分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直流迴路分析3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基礎電子實習8學分
  硬體裝修實習6學分
  網頁設計實習6學分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文書處理領域人才。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基本電腦暨文書處理專長

3.檢定職類：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電子學3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電子學實習6學分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實用電子學3學分
  數位邏輯6學分
  網路概論4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職涯體驗2學分
  2.2 校訂選修：
  程式設計實習6學分
  文書處理實習6學分
  數位邏輯實習6學分
  微電腦實習4學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微電腦控制領域人才。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程式設計電腦週邊控制設計 套裝軟體應用能力 

3.檢定職類：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數位電子學6學分
  電子電路4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專題實作6學分
  2.2 校訂選修：
  資訊技術4學分
  電腦裝修實習8學分
  套裝軟體應用實
習8學分
  網路應用實習4學分
  電子電路實習4學分
  VB程式設計實習4學
分
  單晶片實習4學分
  數位邏輯實習4學分
  基本電子實習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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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群科課程表陸、群科課程表

  

一、教學科目與學分一、教學科目與學分 ((節節 ))數表數表

表6-1-1  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3 3

英語文 4 2 2

數學 數學 4 2 2

社會

歷史

4

2

地理

公民與社會 2

自然科學

物理

4

2

化學 2

生物

藝術

音樂

4美術 2

藝術生活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1 1

家政

法律與生活

環境科學概論

科技
生活科技

資訊科技 2

健康與體育
體育 2 2

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6 16 12 2 2 2 2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 3 3

電子學 3 3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6 3 3

電子學實習 6 3 3

小計小計 18 6 3 3 6 0 0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4 22 15 5 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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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續)

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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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備註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般
科目

10學分
5.43%

健康休閒管理 10 2 2 2 2 2

小計小計 10 0 2 2 2 2 2

專業
科目

0學分
0.00%

         

小計小計 0 0 0 0 0 0 0

實習
科目

8學分
4.35%

專題實作 6 3 3

職涯體驗 2 1 1

小計小計 8 0 0 1 1 3 3

必修學分數合計必修學分數合計 18 0 2 3 3 5 5

校
訂
選
修

一般
科目

14學分
7.61%

計算機應用 2 2 跨班

健康生活 2 1 1 跨班

實用國文 6 2 2 1 1 跨班

生活英語會話 2 1 1 跨班

實用數學 2 1 1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14 0 2 3 3 3 3

專業
科目

26學分
14.13%

數位電子學 6 3 3 跨班

電子電路 4 2 2 跨班

網路概論 4 2 2 跨班

直流迴路分析 3 3 跨班

實用電子學 3 3 跨班

數位邏輯 6 3 3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6 0 3 8 5 5 5

實習
科目

72學分
39.13%

基礎電子實習 8 4 4 跨班

網頁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

硬體裝修實習 6 3 3 跨班

文書處理實習 6 3 3 跨班

數位邏輯實習 10 3 3 2 2 跨班

微電腦實習 4 2 2 跨班

基本電子實習 6 3 3 跨班

資訊技術 4 2 2 跨班

程式設計實習 6 3 3
跨班

與圖控程式設計實習2選1

圖控程式實習 6 3 3
跨班

與程式設計實習2選1

電腦裝修實習 8 4 4
跨班

與套裝軟體應用實習2選1

套裝軟體應用實習 8 4 4
跨班

與電腦裝修實習2選1

網路應用實習 4 2 2
跨班

與電子電路實習2選1

電子電路實習 4 2 2
跨班

與網路應用實習2選1

VB程式設計實習 4 2 2
跨班

與單晶片實習2選1

單晶片實習 4 2 2
跨班

與VB程式設計實習2選1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72 10 10 11 11 15 15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94學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選修學分數合計 112 10 15 22 19 23 23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130 10 17 25 22 28 28

學分上限總計學分上限總計 184 32 32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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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 12-18 3 3 3 3 3 3

每週彈性學習時間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節數) 6-12 0 0 2 2 2 2

每週總上課節數每週總上課節數 210 35 35 35 35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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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架構表二、課程架構表

表6-2-1  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  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9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日間上課)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19.57%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6 3.26%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6.52%

合        計 54 29.35%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修

一般科目

124-140學分

10 5.43%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0 0.00%

實習科目 8 4.35%

選修

一般科目 14 7.61%

專業科目 26 14.13%

實習科目 72 39.13%

合        計 130 70.65%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60學分 80 43.48% 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 180-192學分 184學分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18節 18節 系統設計

六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合計 6-12節 8節 系統設計

上課總節數 210節 210節 系統設計

 

課
程
實
施
規
範
畢
業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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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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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表6-3-1-1  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課程
領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 國語文 → → → →

英語文 → 英語文 → → → →

數學 數學 → 數學 → → → →

社會
→ → → → 歷史 →

→ → → → → 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
物理 → → → → →

→ 化學 → → → →

藝術
→ → 美術 → → →

→ → → 藝術生活 → →

綜合活動

科技

生涯規劃 → 生涯規劃 → → → →

資訊科技 → → → → →

健康與體育
體育 → → → → →

健康與護理 → 健康與護理 → → → →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 全民國防教育 → → → →

校
訂
科
目

語文
→ → 生活英語會話 → 生活英語會話 → →

→ → 實用國文 → 實用國文 → 實用國文 → 實用國文

數學 → → → → 實用數學 → 實用數學

綜合活動

科技
→ 計算機應用 → → → →

健康與體育
→ 健康休閒管理 → 健康休閒管理 → 健康休閒管理 → 健康休閒管理 → 健康休閒管理

→ → → → 健康生活 → 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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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專業及實習科目專業及實習科目
表6-3-1-2  電機與電子群微電腦修護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科目
類別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基本電學 → → → → →

→ → → 電子學 → →

實
習
科
目

基本電學實習 → 基本電學實習 → → → →

→ → 電子學實習 → 電子學實習 → →

校
訂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 → → → 數位電子學 → 數位電子學

→ → → → 電子電路 → 電子電路

→ → 網路概論 → 網路概論 → →

→ 直流迴路分析 → → → →

→ → 實用電子學 → → →

→ → 數位邏輯 → 數位邏輯 → →

實
習
科
目

→ → → → 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

→ → 職涯體驗 → 職涯體驗 → →

基礎電子實習 → 基礎電子實習 → → → →

網頁設計實習 → 網頁設計實習 → → → →

硬體裝修實習 → 硬體裝修實習 → → → →

→ → 文書處理實習 → 文書處理實習 → →

→ → 數位邏輯實習 → 數位邏輯實習 → 數位邏輯實習 → 數位邏輯實習

→ → 微電腦實習 → 微電腦實習 → →

→ → → → 基本電子實習 → 基本電子實習

→ → → → 資訊技術 → 資訊技術

→ → 程式設計實習 → 程式設計實習 → →

→ → 圖控程式實習 → 圖控程式實習 → →

→ → → → 電腦裝修實習 → 電腦裝修實習

→ → → → 套裝軟體應用實習 → 套裝軟體應用實習

→ → → → 網路應用實習 → 網路應用實習

→ → → → 電子電路實習 → 電子電路實習

→ → → → VB程式設計實習 → VB程式設計實習

→ → → → 單晶片實習 → 單晶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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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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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夜間上課團體活動時間：每週應安排2節，其中1節為班級活動，班級活動列為導師基本授課節數。

3. 學校宜以三年整體規劃、逐年實施為原則，一學年或一學期之總節數配合實際教學需要，彈性安排各項活動，不受
每週1節或每週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各1節之限制。

表表7-17-1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團體活動時間規劃表 ((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6 6 6 6 6 6

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社團活動節數 30 30 30 30 30 30

合計 54 54 54 54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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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一、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6月12日106學年度第三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湖農工教字第1070004579號

中華民國108年6月18日107學年度第4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7月8日湖農工教字第1080005003號公告

一、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及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以落實總綱「自發」、「互動」、「共好」之核心理念，實踐總綱藉由多元學習活動、補救
教學、增廣教學等方式，拓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進學生適性發展為目的。

三、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規劃原則如下： 
（一）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在二年級第一及第二學期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 節中，開設每週二節；在三年級第一及第

二學期時，各於學生在校上課每週35 節中，開設每週二節。
（二） 以各年級分別實施為原則；各年級均安排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

（三） 為能兼顧各群科特性，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必要時，得採班群方式（每一班群需達8班以上）分別實施；選手培
訓部分，必要時，得於彈性學習時間之共同時段，以跨年級方式實施。
（四） 各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得依實務需求，於教務處規定時間內，主動提出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之開

設申請；其中充實（增廣）教學，並得以跨領域/群科方式為之。
（五） 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地點以本校校內為原則，於校外實施者，應向教務處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實施。

（六） 採全學期授課規劃者，應於授課之前一學期完成課程規劃，並由學生自由選讀，該選讀機制比照本校校訂選修科目之
選修機制；另授予學分之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其課程開設應完成課程計畫書所定課程教學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

員會討論通過列入課程計畫書，或經課程計畫書變更申請通過後，始得實施。
四、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內容如下：
（一） 學生自主學習：由學生依自行規劃之自主學習計畫，實施自主學習；有關學生自主學習相關規定，應依本校學生自主

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實施。
（二） 選手培訓：由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容，實施培訓指導；培訓期程以

該項競賽辦理前一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得由指導教師經主責該項競賽之校內主管單位同意後，向教務處申請再增加3週。相
關申請表件如附件一。

（三） 充實（增廣）教學：由教師規劃與各領域課程綱要或各群科專業能力相關之課程，其課程內涵可包括單一領域探究型
或實作型之充實教學，或跨領域統整型之增廣教學；其教學課程之規劃與實施，應以全學期授課為原則。
（四） 補強性教學：教師應依學生學習落差情形，及擇其須補強科目或單元，規劃教學活動或課程；其中教學活動為短期授

課，得由教師依據學生學習落差較大之單元，於各次期中考後二週內，向教務處提出開設申請及參與學生名單，並於申請通過
後實施，其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二；另補強性教學課程為全學期授課，教師得開設各該學期之前已開設科目之補強性教學課

程。
（五） 學校特色活動：由學校辦理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其活動名稱、辦理方式、時間期程、預期效益及其他相

關規定，應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另得由教師就實踐本校學生圖像所需之內涵，開設相關單元（主題）組合之全學期特色活動，
其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三。
前項各款實施內容，除選手培訓外，其規劃修讀學生人數應達12人以上；另除學校運動代表隊培訓外，選手培訓得與學生自主

學習合併實施。
五、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規劃之各項規劃，均由學生依個人意願自由參加，其實施方式如下：

（一） 學生自主學習：採學生申請制；學生應依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實施。
（二） 選手培訓：採教師指定制；教師在獲悉學生代表學校參賽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他證明文件），

由教師填妥附件一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參與選手培訓之學生，於原彈性學習時間之時段，則由學務處登記為公假。
（三） 充實（增廣）教學：採學生選讀制；採學生選讀制；其選讀方式適用本校學生選課要點，但與本校校訂選修之科目不
同、上課時段不同。

（四） 補強性教學：
1. 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採教師申請制；由教師填妥附件二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核准後實施。

2. 全學期授課之課程：採採學生選讀制；採學生選讀制；其選讀方式適用本校學生選課要點，但與本校校訂選修之科目不
同、上課時段不同。

（五） 學校特色活動：採學生選讀制；採學生選讀制；其選讀方式適用本校學生選課要點，但與本校校訂選修之科目不同、
上課時段不同。
六、 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檢討，應就實施內涵、場地規劃、設施與設備以及學生參與情形，定期於每學年之課程發展委員會

內為之。
七、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授予規範如下：

（一） 修讀全學期授課之充實（增廣）教學或補強性教學課程者。
（二） 修讀期間學生缺課節數未超過該教學課程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

（三） 修讀後，經任課教師評量後，學生學習成果達及格基準者。
（四） 學生不得就彈性學習時間未授予學分之教學課程申請重修。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採計規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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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彈性學習時間之學分，得採計為學生畢業總學分。

（二） 彈性學習時間之成績，不得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計算，亦不得為彈性學習時間學年學業成
績之計算。

八、 本校彈性學習時間教師教學節數，計列為每週教學節數或核發授課及指導鐘點費之規範如下：
（一）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學生學生自主學習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但教師指導節數，不得超過學生
學生自主學習總節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 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三） 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

1. 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教學與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者，得計列為其每週教學節數。
2. 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各該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計列教

學節數；授課比例未滿足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3. 個別教師擔任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四） 學校特色活動：

1. 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不另行核發鐘點費。
2. 單元（主題）組合之全學期特色活動：依各該教師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九、 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二、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須註明Ｏ年Ｏ月Ｏ日第Ｏ次課發會通過)

    本項目得併入第一項「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但應獨立條目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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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三、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表

((日間上課日間上課 ))
表8-1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說明：

1. 若開設類型授予學分數者，請於備註欄位加註說明。

2. 課程類型為「充實(增廣)性教學」或「補強性教學」，且為全學期授課時，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容等。若同
時採計學分時，其課程名稱應為：ＯＯＯＯ(彈性)

3. 實施對象請填入科別、班級...等

4. 本表以校為單位，1校1表。

開設
年段

開設
名稱

每週
節數

開設
週數

實施
對象

開設類型(可勾選) 師資
規劃
(勾選
是否

內外聘)

備註
(勾選
是否

授學分)

自主
學習

選手
培訓

充實性
(增廣性)
教學

補強性
教學

學校
特色
活動

第
一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第
二
學
期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自主學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選手培訓 2 4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居家綠化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旅遊英文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機械人GOGOGO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新聞放大鏡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cel與生活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單晶片控制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模擬飛機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例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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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團結就是力量 2 9 微電腦修護科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影與文學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花樹旅行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淺談加工食品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英語閱讀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大學生了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123木頭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子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一筆一紙禪繞畫 2 8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一字千金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食品健康一點靈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初階肌力訓練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法律達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談情說愛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影音編輯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自主學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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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學
期

123木頭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居家綠化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旅遊英文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新聞放大鏡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cel與生活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單晶片控制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模擬飛機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團結就是力量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影與文學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花樹旅行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淺談加工食品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英語閱讀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大學生了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123木頭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子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一筆一紙禪繞畫 2 8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41



食品健康一點靈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初階肌力訓練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影音編輯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法律達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談情說愛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機械人GOGOGO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選手培訓 2 4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一字千金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自主學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選手培訓 2 4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居家綠化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旅遊英文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機械人GOGOGO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新聞放大鏡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單晶片控制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模擬飛機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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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團結就是力量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影與文學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花樹旅行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淺談加工食品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英語閱讀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大學生了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123木頭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子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一筆一紙禪繞畫 2 8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食品健康一點靈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初階肌力訓練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影音編輯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法律達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談情說愛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cel與生活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自主學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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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學
期

選手培訓 2 4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居家綠化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旅遊英文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機械人GOGOGO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新聞放大鏡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cel與生活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單晶片控制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模擬飛機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團結就是力量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影與文學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花樹旅行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淺談加工食品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英語閱讀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大學生了沒?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123木頭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電子好好玩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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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一筆一紙禪繞畫 2 8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一字千金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食品健康一點靈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初階肌力訓練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數位影音編輯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法律達人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談情說愛 2 9 微電腦修護科

例行性  
獨創性  
服務學習
其它    

內聘
外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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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學校課程評鑑玖、學校課程評鑑

學校課程評鑑計畫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8年12月3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8年12月5日湖農工教字第1080008806號公告發布
一、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機制辦理參考原則。

（三）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每學年定期蒐集、運用或分析課程規劃、教學實施與學生學習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課程實施與相關推動措施成效，並作

為調整課程計畫與改善整體教學及環境設施之依據。
（二）定期檢視學生學習歷程、學習成效及多元表現之質性分析與量化成果，並擷取教育部建置之各類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

成就等相關資料庫統計分析資料，以掌握學校課程實施之具體成效。

三、課程評鑑組織及分工：

課程評鑑組織包括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評鑑小組、各科主任/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全校教師，其分工如下：

組織 分工

課程發展委員會 1. 推動課程評鑑相關規劃與實施工作。

2. 審議課程評鑑計畫、課程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與規準及歷程。
3. 審議課程自我評鑑報告，並依據報告結果，提出各項建議與改進方案，並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課程評鑑小組 1. 由校長就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聘請7至11人組成課程評鑑小組。

2. 課程評鑑小組得邀請包括家長、產業專家及學者專家等外聘委員。

3. 擬定課程評鑑計畫草案、擬定發展課程自我評鑑實施內容之檢核工具與規準及歷程草案。

4. 彙整實施課程自我評鑑後之質性分析與量化結果，並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報告草案。

各科主任/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 1. 自我檢視一般科目領域/專業群科課程發展與規劃﹙一般科目教學重點、科教育目標及科

專業能力﹚。
2. 進行檢視課程實施空間、課程實施設備、學生選課說明與輔導、多元選修課程開設、彈性學習時間開設、教師教學專業社

群運作以及協助進行教師公開授課等教學實施事宜。

3. 組織科內教師進行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與分析，並協助統整學校提供之學生學習歷程、學習成效以及多元表現的質性分析與

量化成果，再依據各群科課程架構，討論後續課程計畫建議修正方案。

全校教師 1. 參與社群專業對話回饋並實施公開授課。

2.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針對學生學習歷程之觀察分析及學生回饋，進行教材開發、教學實施與教學省思及教學方法調整之歷程

資料彙整與自我檢核。
四、課程評鑑實施內容及方式，分三大類如下：

（一）課程規劃：依課程計畫的訂定與執行、課程組織與結構、教學計畫、行政支援與學生選課意願等歷程及成果進行評鑑。

（二）教學實施：依課程設計、教材與教學、教學策略及教學方式進行評鑑。

（三）學生學習：依學生學習過程、成效及多元表現成果進行評鑑。

課程評鑑實施項目如下：

實施內容(類別) 實施項目

課程規劃 (1) 學校願景。
(2) 學生圖像。

(3) 課程發展與規劃（一般科目教學重點、群科教育目標及科專業能力以及群科課程規劃）。

(4) 科目教學節數及學分數。

(5) 國英數適性分組規劃或實施。

(6) 探究型、統整型及實作型科目規劃或實施。

(7) 多元選修科目規劃或實施。

(8) 團體活動時間規劃或實施。
(9)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或實施。

(10)學生選課規劃與輔導規劃或實施。

教學實施 (1) 教師教學準備程度。

(2) 學校教學支援程度。

(3) 教師參與社群運作情形。

(4) 公開觀課實施情形。

(5)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
(6) 教師素養及議題融入教學實施情形。

(7) 師生教學回饋實施情形。

(8) 教師教學省思實施情形。

(9) 教師多元教學實施情形。

(10)提升教學成效之策略實施情形。

學生學習 (1) 學生學習歷程之呈現方式。

(2) 學生學習成效之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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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多元表現之呈現方式。

五、課程評鑑流程及時程規劃：

六、課程評鑑結果運用：

學校在完成課程自我評鑑後，依據結果進行學校實施新課綱之規劃與實施的修正或改善措施，以利於確實發揮學校課程自我評

鑑的意義與價值。

學校課程自我評鑑結果之運用範疇如下：

（一）進行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健全學校課程發展，以完備學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改善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規劃學校整體教學環境。 

（三）深化教師專業社群活動，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以發揮教師專業自主精神。

（四）建立教師公開觀課，調整教材教法、回饋教師專業成長規劃，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五）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以翻轉課室之學習氛圍，激發學生學習動能。

（六）藉由教師課程理解和知能，增進教師對課程品質之重視，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特色。

（七）結合學校親職座談和新生始業輔導等活動，提升家長及學生對課程發展之參與及理解，以落實學生的適性發展。

七、本計畫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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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科目(以校為單位)

表表9-2-1-01 9-2-1-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實用國文實用國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ed ChineseApplied Chines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領域：領域：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科技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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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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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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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1/10/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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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高中國文課本，擴大國文教學效果。一、配合高中國文課本，擴大國文教學效果。
二、提昇閱讀、欣賞、寫作能力。二、提昇閱讀、欣賞、寫作能力。
三、了解本國語文之組織及應用。三、了解本國語文之組織及應用。
四、了解各種文體之寫作技巧及文法之運用。五、培養思辨的能力。四、了解各種文體之寫作技巧及文法之運用。五、培養思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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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文字
的構的構
造與造與
演變演變

1.文字符號的意義與形成1.文字符號的意義與形成
2.文字的構造2.文字的構造

3030

(二)(二)
文字文字
的構的構
造與造與
演變演變

1.中國文字的特質1.中國文字的特質
2.文字的演變2.文字的演變 3030

(三)(三)
文學文學
概說1概說1

1.文學的內涵1.文學的內涵
2.文學的分類2.文學的分類

2424

(四)(四)
文學文學
概說2概說2

1.韻文的流變1.韻文的流變
2.無韻文的流變2.無韻文的流變

2424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學習
評量評量
((評量評量
方式方式 ))

1.本課程成績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輔以課堂問題討論與主題探究學生發問與回答參與情形及指定作業之考1.本課程成績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輔以課堂問題討論與主題探究學生發問與回答參與情形及指定作業之考
核。 2.視教學情境需要，評量得酌採學生分組報告、口頭報告、書面報告之表現。 3.現場教學應綜合考核核。 2.視教學情境需要，評量得酌採學生分組報告、口頭報告、書面報告之表現。 3.現場教學應綜合考核
學生問答、辯駁、議題主導等各方面學習態度、表達及思考能力。 4.評量成績計算方式：紙筆測驗40％、指學生問答、辯駁、議題主導等各方面學習態度、表達及思考能力。 4.評量成績計算方式：紙筆測驗40％、指
定作業30％、綜合表現30％。定作業30％、綜合表現30％。

教學教學
資源資源

經由曾任教本科目或對本科目具有專長與興趣之教師建議，再由教學研究會討論選用(教育部審定本優先選經由曾任教本科目或對本科目具有專長與興趣之教師建議，再由教學研究會討論選用(教育部審定本優先選
用)，任課教師再評估教學是否需要自編教材。用)，任課教師再評估教學是否需要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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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掌握範文之特色，詳加解析。一、掌握範文之特色，詳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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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事項 二、深究鑑賞，研討範文之形式美與內容美。二、深究鑑賞，研討範文之形式美與內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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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1-02 9-2-1-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健康休閒管理健康休閒管理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Recreation and Sport Management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領域：領域：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科技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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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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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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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2/2/2/2/20/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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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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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在休閒運動與經營管理領域中之各項活動的更深一層了解。一、協助學生在休閒運動與經營管理領域中之各項活動的更深一層了解。
二、熟悉我國休閒運動現況與經營型態。二、熟悉我國休閒運動現況與經營型態。
三、以培養運動休閒指導、運動設施、運動俱樂部、職業運動、運動觀光、 運動賽會籌辦、運動行銷、三、以培養運動休閒指導、運動設施、運動俱樂部、職業運動、運動觀光、 運動賽會籌辦、運動行銷、
健康促進等事業組織經營管理人才為主。健康促進等事業組織經營管理人才為主。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主要單
元元 ((進進
度度 ))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節數分配節數 備註備註

(一)休(一)休
閒概論閒概論

1.休閒是什麼? 1.休閒是什麼? 
2.休閒的特徵。 2.休閒的特徵。 
3.休閒組成的要素。3.休閒組成的要素。
4.休閒效益。4.休閒效益。
5.休閒發展趨勢。5.休閒發展趨勢。

1818

(二)休(二)休
閒理論閒理論

1.休閒學說起源。1.休閒學說起源。
2.休閒理論發展種類。2.休閒理論發展種類。
3.休閒新觀念。3.休閒新觀念。

1818

(三)休(三)休
閒方式閒方式

1.休閒方式的發展。1.休閒方式的發展。
2.休閒方式的主要特徵。2.休閒方式的主要特徵。
3.休閒方式的分類。3.休閒方式的分類。

2020

(四)休(四)休
閒運動閒運動
概述概述

1.現代休閒方式主流。1.現代休閒方式主流。
2.休閒運動是什麼。2.休閒運動是什麼。
3.休閒運動的特性。3.休閒運動的特性。
4.休閒運動的分類。4.休閒運動的分類。

2020

(五)休(五)休
閒運動閒運動
的價值的價值

1.休閒運動的健康價值。1.休閒運動的健康價值。
2.休閒運動的經濟價值。2.休閒運動的經濟價值。
3.休閒運動的文化價值。3.休閒運動的文化價值。

2424

(六)我(六)我
國休閒國休閒
運動的運動的
發展發展

1.古代休閒運動。1.古代休閒運動。
2.近代沒落凋零的休閒運動。2.近代沒落凋零的休閒運動。
3.現代休閒運動。3.現代休閒運動。

2424

(七)國(七)國
外休閒外休閒
運動的運動的
發展發展

1.國外休閒運動概述。1.國外休閒運動概述。
2.各國休閒運動概況。2.各國休閒運動概況。
3.國外新興休閒運動方式。3.國外新興休閒運動方式。
4.國外休閒運動之趨勢。4.國外休閒運動之趨勢。

3636

(八)休(八)休
閒運動閒運動
的實踐的實踐

1.休閒運動實踐原則。1.休閒運動實踐原則。
2.休閒運動計畫。2.休閒運動計畫。
3.休閒運動實例。3.休閒運動實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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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合計 180180節節

學習評學習評
量量

((評量評量
方式方式 ))

1.本課程成績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輔以課堂問題討論與主題探究學生發問與回答參與情形及指定作業之考1.本課程成績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輔以課堂問題討論與主題探究學生發問與回答參與情形及指定作業之考
核。 2.視教學情境需要，評量得酌採學生分組報告、口頭報告、書面報告之表現。 3.現場教學應綜合考核核。 2.視教學情境需要，評量得酌採學生分組報告、口頭報告、書面報告之表現。 3.現場教學應綜合考核
學生問答、辯駁、議題主導等各方面學習態度、表達及思考能力。 4.評量成績計算方式：紙筆測驗40％、指學生問答、辯駁、議題主導等各方面學習態度、表達及思考能力。 4.評量成績計算方式：紙筆測驗40％、指
定作業30％、綜合表現30％。定作業30％、綜合表現30％。

教學資教學資
源源

一、學校選用教科書材。一、學校選用教科書材。
二、教師自編材。二、教師自編材。

教學注教學注
意事項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教材內容與次序安排須符合課程目標。一、教材內容與次序安排須符合課程目標。
二、教學上應多舉時事與案例，配合實務、生活提高學習興趣。二、教學上應多舉時事與案例，配合實務、生活提高學習興趣。
三、適時適量給予學生發表意見與參與課程進行的機會。三、適時適量給予學生發表意見與參與課程進行的機會。
四、教學評量方面，配合教學進度進行單元綜合評量，作為改進教學參考。四、教學評量方面，配合教學進度進行單元綜合評量，作為改進教學參考。
五、評量方式宜採記憶、理解與應用，並有綜合分析比較能力之建立為佳五、評量方式宜採記憶、理解與應用，並有綜合分析比較能力之建立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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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1-03 9-2-1-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計算機應用計算機應用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cation of ComputerApplication of Computer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領域：領域：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科技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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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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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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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2/0/0/0/00/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瞭解電腦軟硬體的安裝與維護知識。一、瞭解電腦軟硬體的安裝與維護知識。
二、深入認識網路系統的建置原理及架構方法。二、深入認識網路系統的建置原理及架構方法。
三、學習網路管理的與安全防護的知識。三、學習網路管理的與安全防護的知識。
四、學習網頁製作與網頁站架設及管理的技術。四、學習網頁製作與網頁站架設及管理的技術。
五、學習資料庫應用軟體在生活及工作領域的應用實務。五、學習資料庫應用軟體在生活及工作領域的應用實務。
六、學習數位影像軟體結合多媒體應用軟體的實務技術。六、學習數位影像軟體結合多媒體應用軟體的實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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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緒論
1.現代化資訊社會1.現代化資訊社會
2.電腦科技在生活上的應用2.電腦科技在生活上的應用

22

(二)(二) 電腦軟、硬體的組(二)(二) 電腦軟、硬體的組
裝與維修裝與維修

1.電腦硬體架構與功能1.電腦硬體架構與功能
2.電腦周邊設備2.電腦周邊設備
3.各類軟體的介紹3.各類軟體的介紹
4.作業系統的介紹及操作4.作業系統的介紹及操作

66

(三)(三) 網路與通訊原理(三)(三) 網路與通訊原理
1.電腦網路的基本概念1.電腦網路的基本概念
2.網路資料搜尋應用2.網路資料搜尋應用

44

(四)(四) 區域網路系統的架(四)(四) 區域網路系統的架
構原理與基本實務構原理與基本實務

網路實例應用網路實例應用 44

(五)(五) 網頁設計實務(五)(五) 網頁設計實務
(FrontPage 、Dreamweaver(FrontPage 、Dreamweaver
與Flash)與Flash)

1.網頁設計的原則與應用1.網頁設計的原則與應用
2.網頁設計實作2.網頁設計實作
3.網頁設計的趨勢3.網頁設計的趨勢

66

(六)(六) 網站架構原理(六)(六) 網站架構原理
（Server架構）（Server架構）

1.免費網頁空間1.免費網頁空間
2.網站網址2.網站網址

44

(七)(七) 資料庫系統之應用(七)(七) 資料庫系統之應用
實務實務

1.主從式資料庫平台建構1.主從式資料庫平台建構
2.資料庫系統管理與應用2.資料庫系統管理與應用

44

(八)(八) 高階影像處理與多(八)(八) 高階影像處理與多
媒體(Photo Shop)媒體(Photo Shop)

1.Photoshop基礎影像處理含亮度調整與色彩調整等1.Photoshop基礎影像處理含亮度調整與色彩調整等
2.Photoshop進階影像處理含筆刷工具與液化工具等2.Photoshop進階影像處理含筆刷工具與液化工具等
3.Photoshop高階影像處理含物件去背、圖層使用與影像合成等3.Photoshop高階影像處理含物件去背、圖層使用與影像合成等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定期評量60％(含實作共三次)定期評量60％(含實作共三次)
平時評量40％(含實作)平時評量40％(含實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選定坊間出版之書籍選定坊間出版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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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宜重視引發學生自主學習之動機，培養學生批判性與創造性的思考能力，以及1.教師宜重視引發學生自主學習之動機，培養學生批判性與創造性的思考能力，以及
終生學習的能力終生學習的能力
2.教學應多利用各種教學媒體與社區資源輔助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如各種圖片、2.教學應多利用各種教學媒體與社區資源輔助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如各種圖片、
模型、實物、幻燈片、投影片、影片、錄音帶、錄影帶、報刊資料、網際網路或多媒模型、實物、幻燈片、投影片、影片、錄音帶、錄影帶、報刊資料、網際網路或多媒
體視聽器材等體視聽器材等
3.教學之實施應與學生社團、社區或社會適度互動，課外教學宜配合主管教育行政機3.教學之實施應與學生社團、社區或社會適度互動，課外教學宜配合主管教育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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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政策，培養學生的參與感關之政策，培養學生的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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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1-04 9-2-1-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Health LifeHealth  Life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領域：領域：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科技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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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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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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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10/0/0/0/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具備主動採取建構健康環境行動的能力。一、具備主動採取建構健康環境行動的能力。
二、具備促進健康和疾病防治所需的生活技能與自我照護能力。二、具備促進健康和疾病防治所需的生活技能與自我照護能力。
三、具備預防和處理危險情境與事故傷害的能力。三、具備預防和處理危險情境與事故傷害的能力。
四、指導學生經探討生命現象的奧秘，概念性瞭解植物與生活的關係，培養現代國民應具備的基本植物四、指導學生經探討生命現象的奧秘，概念性瞭解植物與生活的關係，培養現代國民應具備的基本植物
生理學素養。生理學素養。
五、指導學生經由認識生物圈中生命的共同性與多樣性，培養學生鑑賞生命與自然和諧之美，以及尊重五、指導學生經由認識生物圈中生命的共同性與多樣性，培養學生鑑賞生命與自然和諧之美，以及尊重
生命、愛護生態環境和維持永續發展的情操。生命、愛護生態環境和維持永續發展的情操。
六、以生活化及具應用性的內容，培養學生觀察、推理、理性思辨及創造等能力，以解決日常生活中所六、以生活化及具應用性的內容，培養學生觀察、推理、理性思辨及創造等能力，以解決日常生活中所
遭遇到的生物領域問題。遭遇到的生物領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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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健康自我(一)(一)促進健康自我
管理管理

1.常見事故傷害的緊急處理1.常見事故傷害的緊急處理
2.正確認識健康檢查2.正確認識健康檢查
3.如何在生活中關照老人3.如何在生活中關照老人
4.面對死亡的正向關懷與健康態度4.面對死亡的正向關懷與健康態度

1111

(二)(二)促進健康支持(二)(二)促進健康支持
環境環境

1.愛健康、愛地球1.愛健康、愛地球
2.實踐樂活人生2.實踐樂活人生
3.媒體識讀3.媒體識讀

77

(三)(三)舒活身心靈(三)(三)舒活身心靈

1.活出生命的色彩1.活出生命的色彩
2.促進健身心靈2.促進健身心靈
3.讓身心靈都快樂3.讓身心靈都快樂
4.另一種祝福-認識生命的失落與悲傷4.另一種祝福-認識生命的失落與悲傷
5.走過幽谷，重新得力5.走過幽谷，重新得力
6.無生的吶喊-自我傷害6.無生的吶喊-自我傷害

1111

(四)(四)健康的親密關(四)(四)健康的親密關
係係

1.愛的真諦1.愛的真諦
2.親密關係2.親密關係
3.愛情另一章-未婚懷孕與小父母的世界3.愛情另一章-未婚懷孕與小父母的世界
4.情慾自主-真愛!非常自在4.情慾自主-真愛!非常自在

77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1.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
分。分。
2.讓學生能有CPR急救流程技能的驗收。2.讓學生能有CPR急救流程技能的驗收。
3.學生實際關懷老人的行動與證明。3.學生實際關懷老人的行動與證明。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
成績。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 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健康與護理課本（泰宇等版本）、課堂學習手冊、相關影片學習單、投影片、自編教材健康與護理課本（泰宇等版本）、課堂學習手冊、相關影片學習單、投影片、自編教材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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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1. 有效利用各種教學輔助資源及媒體，如投影片、影片、動畫等，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先1. 有效利用各種教學輔助資源及媒體，如投影片、影片、動畫等，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先
瀏覽課程內容。瀏覽課程內容。
2. 除演講試教學外，多採問與答方式的教學方式，並使用牌卡教具讓學生探索與討論。2. 除演講試教學外，多採問與答方式的教學方式，並使用牌卡教具讓學生探索與討論。
3. 使用情境式議題，讓學生容易引起共鳴，並學以致用。3. 使用情境式議題，讓學生容易引起共鳴，並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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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1-05 9-2-1-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生活英語會話生活英語會話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nglish ConversationEnglish Conversatio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領域：領域：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科技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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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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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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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訓練學生正確之英語發音及語調能力。一、訓練學生正確之英語發音及語調能力。
二、發展學生基礎之英語聽力能力。二、發展學生基礎之英語聽力能力。
三、培養學生簡易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三、培養學生簡易英語口語表達能力。
四、訓練學生簡易英語配音能力。四、訓練學生簡易英語配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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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音標(一)(一)KK音標 介紹及訓練英文KK音標發音方法介紹及訓練英文KK音標發音方法 44

(二)(二)自然發音法(二)(二)自然發音法 介紹及訓練英文自然發音法介紹及訓練英文自然發音法 44

(三)(三)聽力練習(三)(三)聽力練習 初級聽力訓練初級聽力訓練 44

(四)(四)簡短對話(四)(四)簡短對話 初級對話訓練初級對話訓練 44

(五)(五)成果評量(五)(五)成果評量 角色扮演或口試角色扮演或口試 22

(六)(六)聲調(六)(六)聲調 介紹及訓練英文句子之聲調變化介紹及訓練英文句子之聲調變化 44

(七)(七)配音(七)(七)配音 介紹及訓練英文配音知能及技巧介紹及訓練英文配音知能及技巧 44

(八)(八)聽力練習(八)(八)聽力練習 初、中級聽力訓練初、中級聽力訓練 44

(九)(九)簡短對話(九)(九)簡短對話 初、中級對話訓練初、中級對話訓練 44

(十)(十)成果評量(十)(十)成果評量 成果發表:上台報告、演示…等成果發表:上台報告、演示…等 22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一、課堂對話或發音練習一、課堂對話或發音練習
二、測驗及口試二、測驗及口試
三、成果發表三、成果發表
四、role play四、role play
五、背誦對話，搭配競賽或集點活動(e.g.英語認證卡核章活動)五、背誦對話，搭配競賽或集點活動(e.g.英語認證卡核章活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一、依教育部頒訂之課程綱要選定坊間出版之教科書一、依教育部頒訂之課程綱要選定坊間出版之教科書
二、針對課程需求，適時邀請校外講師至本校授課二、針對課程需求，適時邀請校外講師至本校授課
三、任課教師依學生程度需求自製講義及教材三、任課教師依學生程度需求自製講義及教材
四、電影、歌曲、漫畫、及網路多媒體教學資源四、電影、歌曲、漫畫、及網路多媒體教學資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宜配合各種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類教具及媒體。一、宜配合各種主題營造適當情境，設計各類活動，並利用各類教具及媒體。
二、兼重教師課堂訓練及學生口說練習。二、兼重教師課堂訓練及學生口說練習。
三、加強語言之實際生活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三、加強語言之實際生活應用，實施生活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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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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6 9-2-1-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實用數學實用數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ed MathematicsApplied Mathematics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大專院校)  外聘(其他)外聘(其他)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領域：領域： 語文  語文  數學  數學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科技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  育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 ))

非跨領域非跨領域
跨領域：  跨領域：  統整型課程  統整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探究型課程  實作型課程實作型課程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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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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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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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10/0/0/0/1/1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培養學生邏輯、數量分析之能力，引導同學自我思考能力之啟發。一、培養學生邏輯、數量分析之能力，引導同學自我思考能力之啟發。
二、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結合理論與實際生活體驗以激發學習興趣。二、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結合理論與實際生活體驗以激發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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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次聯立方次聯立方
程式與矩程式與矩
陣陣

1.矩陣與行列式的關係與運用1.矩陣與行列式的關係與運用
2.矩陣與聯立方程式的關係與運用2.矩陣與聯立方程式的關係與運用

1212

(二)指(二)指
數與對數數與對數

1.指數與微積分1.指數與微積分
2.常用對數的運用2.常用對數的運用

1212

(三)微(三)微
積分積分

1.微分與運動學的關係1.微分與運動學的關係
2.積分與面積的關係2.積分與面積的關係

1212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評量方

式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
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
式 → 定期評量 各20％ (共3次) → 平時評量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式 → 定期評量 各20％ (共3次) → 平時評量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
現)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經由曾任教本科目或對本科目具有專長與興趣之教師建議，再由教學研究會討論選用(教育部審定本優先選經由曾任教本科目或對本科目具有專長與興趣之教師建議，再由教學研究會討論選用(教育部審定本優先選
用)，任課教師再評估教學是否需要自編教材。用)，任課教師再評估教學是否需要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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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既有的知識或經驗為基礎，多以生活上的實例以引起學習動機。1.以學生既有的知識或經驗為基礎，多以生活上的實例以引起學習動機。
2.每2~3週上完一章節課程寫一次作業以增加學生印象。2.每2~3週上完一章節課程寫一次作業以增加學生印象。
3.課前或課後施以紙筆檢驗學習成效。3.課前或課後施以紙筆檢驗學習成效。
4.有效利用各種教學輔助資源及媒體，如投影片、影片、動畫等，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先瀏覽課程內容4.有效利用各種教學輔助資源及媒體，如投影片、影片、動畫等，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先瀏覽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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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2-01 9-2-2-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數位邏輯數位邏輯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igiaal Digiaal logic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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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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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論(一)概論

數量的表示法數量的表示法
數位系統羽類比系統數位系統羽類比系統
邏輯準位邏輯準位
積體電路積體電路

99

(二)基本邏輯閘(二)基本邏輯閘

真值表真值表
反閘及閘反閘及閘
或閘反及閘或閘反及閘
反或閘互斥或閘反或閘互斥或閘
傳遞延遲時間傳遞延遲時間

1515

(三)布林代數(三)布林代數
布林代數特質布林代數特質
布林代數基本運算布林代數基本運算
卡諾圖化簡卡諾圖化簡

99

(四)數目系統(四)數目系統

10進位10進位
8進位8進位
16進位16進位
各進制轉換各進制轉換

1515

(五)組合邏輯電路設計(五)組合邏輯電路設計
與應用1與應用1

加法器加法器
減法器減法器
解碼器解碼器

1818

(六)組合邏輯電路設計(六)組合邏輯電路設計
與應用2與應用2

編碼器編碼器
多工器多工器
解多工器解多工器

1818

(七)正反器(七)正反器

RS正反器RS正反器
JK正反器JK正反器
D型正反器D型正反器
T型正反器T型正反器

2424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
分。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
時成績。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
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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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
業。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
援教學。援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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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2-02 9-2-2-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直流迴路分析直流迴路分析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C loop analysisDC loop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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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3/0/0/0/00/3/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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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電阻串、並聯電路(一)電阻串、並聯電路
應用應用

1. 電阻認識。1. 電阻認識。
2. 電阻串聯電路。2. 電阻串聯電路。
3．電阻並聯電路。3．電阻並聯電路。
4．電阻串、並聯電路應用。4．電阻串、並聯電路應用。

1212

(二)電容串、並聯電路(二)電容串、並聯電路
與應用與應用

1. 電容認識。1. 電容認識。
2. 電容串聯電路。2. 電容串聯電路。
3．電容並聯電路。3．電容並聯電路。
4．電容串、並聯電路應用。4．電容串、並聯電路應用。

1212

(三)電感串、並電路與(三)電感串、並電路與
應用應用

1. 電感認識。1. 電感認識。
2. 電感串聯電路。2. 電感串聯電路。
3．電感並聯電路。3．電感並聯電路。
4．電感串、並聯電路應用。4．電感串、並聯電路應用。

1212

(四)直流迴路分析(四)直流迴路分析

1. 重疊定理。1. 重疊定理。
2. 迴路電流分析。2. 迴路電流分析。
3．諾頓定理。3．諾頓定理。
4．戴維寧定理。4．戴維寧定理。

1818

合計合計 54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
分。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
時成績。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
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
業。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
援教學。援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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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2-03 9-2-2-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實用電子學實用電子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al ElectronicsPractical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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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0/0/0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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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子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子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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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論(一)概論
電子學發展史及未來趨勢電子學發展史及未來趨勢
基本波形認識基本波形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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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極體(二)二極體

本質半導體本質半導體
P型及N型半導體P型及N型半導體
二極體偏壓二極體偏壓
二極體特性曲線二極體特性曲線
稽納二極體稽納二極體
發光二極體發光二極體

2424

(三)二極體應用(三)二極體應用
電路電路

整流電路整流電路
濾波電路濾波電路
倍壓電路倍壓電路
截波電路截波電路

2424

合計合計 545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
績。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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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2-04 9-2-2-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數位電子學數位電子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igital ElectronicsDigital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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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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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論(一)概論 數位與類別之差異數位與類別之差異 33

(二)數字系統(二)數字系統

2進位2進位
8進位8進位
16進位16進位
互換互換

2121

(三)基本邏輯閘與真(三)基本邏輯閘與真
值表值表

反閘 反閘 及閘及閘
或閘 或閘 反及閘反及閘
反或閘 反或閘 互斥或閘互斥或閘
傳遞延遲時間傳遞延遲時間

2424

(四)布林代數(四)布林代數

加法器加法器
減法器減法器
解碼器解碼器
編碼器編碼器

2424

(五)組合邏輯(五)組合邏輯
多工器多工器
解多工器解多工器

1212

(六)正反器(六)正反器

RS正反器RS正反器
JK正反器JK正反器
D型正反器D型正反器
T型正反器T型正反器

2424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
績。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
學生瞭解課程內容。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
教學。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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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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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2-05 9-2-2-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網路概論網路概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Network IntroductionNetwork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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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 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原理及應用。一、 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原理及應用。
二、 能熟悉電子電路的基本技能。二、 能熟悉電子電路的基本技能。
三、 具操作、維護、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三、 具操作、維護、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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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基(一)網路基
礎礎

HttpHttp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即時傳訊即時傳訊

1616

(二)區域網(二)區域網
路路

連結媒介連結媒介
連結上網連結上網
網路佈局網路佈局

1212

(三)網際網(三)網際網
路路

基本運作原理基本運作原理
架構架構
傳輸服務傳輸服務
封包封包

1616

(四)網頁設(四)網頁設
計計

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
Html語言Html語言
編輯編輯
實例實例

282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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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瞭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瞭
解課程內容。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電子電路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電子電路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電子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電子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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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各科專業科目各科專業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2-06 9-2-2-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電子電路電子電路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ircuitryElectronic Circui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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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原理及應用。1.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原理及應用。
2.能熟悉電子電路的基本技能。2.能熟悉電子電路的基本技能。
3.具操作、維護、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3.具操作、維護、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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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電子(一)基本電子
元件元件

1. 基本電子元件。1. 基本電子元件。
2. 基本電子元件應用。2. 基本電子元件應用。

1212

(二)波形產生(二)波形產生
電路電路

1.正弦波。1.正弦波。
2.方波。2.方波。
3.三角波及其他。3.三角波及其他。

1818

(三)場效電晶(三)場效電晶
體體

1. 構造特性。1. 構造特性。
2. 特性曲線。2. 特性曲線。
3．直流偏壓。3．直流偏壓。

1818

(四)放大電路(四)放大電路
1. 共源極。1. 共源極。
2. 共汲極。2. 共汲極。
3．共閘極。3．共閘極。

242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電子電路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電子電路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電子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電子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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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1 9-2-3-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程式設計實習程式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gramming ApplicationProgramm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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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程式設計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程式設計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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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99

(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66

(三)程式開發(三)程式開發
工具工具

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 66

(四)基本語法(四)基本語法
資料的表示及資料型別資料的表示及資料型別
變數與常數的宣告變數與常數的宣告
運算子運算子

1818

(五)決策敘述(五)決策敘述
兩個條件的If-Then-Else兩個條件的If-Then-Else
If-ThenIf-Then
Select Case敘述Select Case敘述

2727

(六)迴圈結構(六)迴圈結構
ForFor
巢狀迴圈巢狀迴圈

2424

(七)陣列(七)陣列
一維陣列一維陣列
二維與多維陣列二維與多維陣列
實例探討實例探討

181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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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2 9-2-3-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圖控程式實習圖控程式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Graphic control design PracticeGraphic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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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圖形控制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圖形控制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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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99

(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66

(三)程式開發(三)程式開發
工具工具

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 1212

(四)基本操作1(四)基本操作1 認識SCRATCH認識SCRATCH 66

(五)基本操作2(五)基本操作2 視窗環境視窗環境 1212

(六)基本操作3(六)基本操作3 機構轉換機構轉換 1212

(七)感測元件(七)感測元件
超音波超音波
光感測器光感測器
光線感測器光線感測器

1818

(八)基本控制(八)基本控制

LED控制（RGB）LED控制（RGB）
喇叭控制音階喇叭控制音階
巡跡控制巡跡控制
光線控制光線控制

2424

(九)應用(九)應用
警報警報
實例實例

99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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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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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3 9-2-3-0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電子電路實習電子電路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lectronic CircuitryElectronic Circui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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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原理及應用。一、瞭解電子電路的基本原理及應用。
二、能熟悉電子電路的基本技能。二、能熟悉電子電路的基本技能。
三、具操作、維護、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三、具操作、維護、檢修電子設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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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電子(一)基本電子
元件元件

1. 基本電子元件。1. 基本電子元件。
2. 基本電子元件應用。2. 基本電子元件應用。

1212

(二)波形產生(二)波形產生
電路電路

1.正弦波。1.正弦波。
2.方波。2.方波。
3.三角波及其他。3.三角波及其他。

1818

(三)場效電晶(三)場效電晶
體體

1. 構造特性。1. 構造特性。
2. 特性曲線。2. 特性曲線。
3．直流偏壓。3．直流偏壓。

1818

(四)放大電路(四)放大電路
1. 共源極。1. 共源極。
2. 共汲極。2. 共汲極。
3．共閘極。3．共閘極。

242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電子電路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電子電路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電子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電子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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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4 9-2-3-0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基礎電子實習基礎電子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asis Electronic PracticeBasis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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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4/4/0/0/0/04/4/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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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88

(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88

(三)電子工作(三)電子工作
法法

工具使用方式工具使用方式
銲接銲接

1212

(四)電子儀表(四)電子儀表

三用電表使用三用電表使用
直流電源供應器直流電源供應器
示波器示波器
函數產生器函數產生器

2828

(五)電源電路(五)電源電路
二極體二極體
整流電路整流電路
濾波電路濾波電路

2828

(六)放大電路1(六)放大電路1 電晶體測試電晶體測試 2020

(七)放大電路2(七)放大電路2 電晶體放大電路電晶體放大電路 2020

(八)放大電路3(八)放大電路3 實例電路實例電路 2020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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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5 9-2-3-0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網頁設計實習網頁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eb Design Practic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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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3/3/0/0/0/0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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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網頁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網頁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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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99

(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66

(三)軟體安裝(三)軟體安裝 軟體安裝應用軟體安裝應用 1212

(四)語法(四)語法
視窗編輯視窗編輯
讀取與存入讀取與存入

1212

(五)設定1(五)設定1
IIS設定IIS設定
防火牆防火牆
文字文字

1818

(六)設定2(六)設定2

圖形圖形
選單選單
表格表格
跑馬燈跑馬燈

2424

(七)應用(七)應用 丙級設計題目演練丙級設計題目演練 2727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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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6 9-2-3-0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reer PlanCaree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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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職涯的基礎並具有分析、應用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職涯的基礎並具有分析、應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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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註備註

(一)校外職(一)校外職
場參觀場參觀

活動內容：現場實務講解及操作觀摩活動內容：現場實務講解及操作觀摩
1.與大學合作、參與大學舉辦之電機電子專業研習課程(就1.與大學合作、參與大學舉辦之電機電子專業研習課程(就
業導向) (3小時)業導向) (3小時)
2.電機電子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 (2小時)2.電機電子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 (2小時)
3.電機電子產業之研發、設計、製造、測試，設備材料製程3.電機電子產業之研發、設計、製造、測試，設備材料製程
講解及實務操作觀摩。(2小時)講解及實務操作觀摩。(2小時)

77
參觀地點：新竹、竹南科學園區之參觀地點：新竹、竹南科學園區之
電 子產業優良公司電 子產業優良公司

(二)業界專(二)業界專
家授課家授課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邀請新竹、竹南科學園區之電子產業優良公司資深相關人邀請新竹、竹南科學園區之電子產業優良公司資深相關人
員，至校授課。員，至校授課。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1.電子電路之結構設計與生產。(2小時)1.電子電路之結構設計與生產。(2小時)
2.電子成品之研發、設計、製造、測試，設備材料製程講2.電子成品之研發、設計、製造、測試，設備材料製程講
解及實務操作觀摩。(2小時)解及實務操作觀摩。(2小時)

44

參觀地點：京元電子參觀地點：京元電子
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
服務單位：京元電子服務單位：京元電子
職稱：經理職稱：經理

(三)業界專(三)業界專
家授課家授課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工業安全教育工業安全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44

參觀地點：京元電子參觀地點：京元電子
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
服務單位：京元電子服務單位：京元電子
職稱：經理職稱：經理

(四)業界專(四)業界專
家授課家授課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職涯概論職涯概論
簡介簡介
規劃重要性規劃重要性

44

參觀地點：京元電子參觀地點：京元電子
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
服務單位：京元電子服務單位：京元電子
職稱：經理職稱：經理

(五)校外職(五)校外職
場參觀場參觀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職場介紹職場介紹
職業類別職業類別
自行探索自行探索

77

參觀地點：京元電子參觀地點：京元電子
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
服務單位：京元電子服務單位：京元電子
職稱：經理職稱：經理

(六)校外職(六)校外職
場參觀場參觀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職場實例職場實例
專業介紹專業介紹
運用資源運用資源

77

參觀地點：京元電子參觀地點：京元電子
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
服務單位：京元電子服務單位：京元電子
職稱：經理職稱：經理

(七)校外職(七)校外職
場參觀場參觀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求職工具求職工具

33

參觀地點：京元電子參觀地點：京元電子
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授課師資：王肇禧 經理
服務單位：京元電子服務單位：京元電子
職稱：經理職稱：經理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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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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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瞭解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瞭解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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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7 9-2-3-0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文書處理實習文書處理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Document processing practiceComputer Documen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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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文書處理的基礎並具有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文書處理的基礎並具有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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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教育(一)工業安全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99

(二)電腦基本操作(二)電腦基本操作

電腦開機與關機。電腦開機與關機。
鍵盤及滑鼠使用。鍵盤及滑鼠使用。
週邊設備介紹。週邊設備介紹。
網路設定與使用。網路設定與使用。

1212

(三)作業系統基本操(三)作業系統基本操
作作

視窗作業系統介紹。視窗作業系統介紹。
視窗作業系統基本操作與設定。視窗作業系統基本操作與設定。

99

(四)文書處理軟體的(四)文書處理軟體的
使用1使用1

WORD簡介。WORD簡介。
文件格式設定與處理。文件格式設定與處理。

1212

(五)文書處理軟體的(五)文書處理軟體的
使用2使用2

圖文操作。圖文操作。
表格設計。表格設計。

1212

(六)文書處理軟體的(六)文書處理軟體的
使用3使用3

合併列印。合併列印。 66

(七)試算表軟體的使(七)試算表軟體的使
用用

EXCEL簡介。EXCEL簡介。
EXCEL資料與公式輸入技巧。EXCEL資料與公式輸入技巧。
儲存格格式設定。儲存格格式設定。
統計圖表。統計圖表。

2424

(八)簡報軟體的使用(八)簡報軟體的使用

POWERPOINT簡介POWERPOINT簡介
投影片編輯與管理。投影片編輯與管理。
投影片版面設定。投影片版面設定。
動畫與播放設定。動畫與播放設定。

2424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
分。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
成績。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
學生瞭解課程內容。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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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業。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
教學。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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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8 9-2-3-08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微電腦實習微電腦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icrocomputer PracticeMicro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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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微電腦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微電腦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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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教育(一)工業安全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88

(二)微電腦應用實習(二)微電腦應用實習
平台平台

微電腦演進及核心處理器微電腦演進及核心處理器
微電腦實習平台架構微電腦實習平台架構
微電腦應用實習平台的認識及實作微電腦應用實習平台的認識及實作

1212

(三)作業系統安裝(三)作業系統安裝
作業系統安裝作業系統安裝
設備驅動程式安裝設備驅動程式安裝

88

(四)微電腦基礎應用(四)微電腦基礎應用
並列輸出/輸入控制並列輸出/輸入控制
串列輸出/輸入控制串列輸出/輸入控制
感測與驅動應用感測與驅動應用

2424

(五)微電腦進階應用(五)微電腦進階應用

乙太網路乙太網路
觸控螢幕觸控螢幕
音訊輸出/輸入控制音訊輸出/輸入控制
視訊輸出/輸入控制視訊輸出/輸入控制

2020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
績。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
學生瞭解課程內容。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
教學。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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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9 9-2-3-09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基本電子實習基本電子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asic Electronic PracticeBasic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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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子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子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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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1111

(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33

(三)電子工作(三)電子工作
法法

工具使用方式工具使用方式
銲接銲接

1010

(四)電子儀表(四)電子儀表

三用電表使用三用電表使用
直流電源供應器直流電源供應器
示波器示波器
函數產生器函數產生器

2424

(五)電源電路(五)電源電路
二極體二極體
整流電路整流電路
濾波電路濾波電路

1818

(六)應用電路1(六)應用電路1 電晶體測試電晶體測試 66

(七)應用電路2(七)應用電路2 電晶體放大電路電晶體放大電路 1818

(八)應用電路3(八)應用電路3 實例電路實例電路 181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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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0 9-2-3-10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VB程式設計實習VB程式設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Visual Basic PracticeVisual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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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程式設計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程式設計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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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88

(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44

(三)程式開發(三)程式開發
工具工具

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 88

(四)基本語法(四)基本語法
資料的表示及資料型別資料的表示及資料型別
變數與常數的宣告變數與常數的宣告
運算子運算子

2424

(五)迴圈結構(五)迴圈結構

ForFor
巢狀迴圈巢狀迴圈
While與UntilWhile與Until
實例探討實例探討

282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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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1 9-2-3-1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套裝軟體應用實習套裝軟體應用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software applicationsComputer softwar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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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4/40/0/0/0/4/4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腦軟體應用的基礎並具有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腦軟體應用的基礎並具有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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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88

(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88

(三)軟體安裝(三)軟體安裝 Office Office 軟體軟體 44

(四)資料庫1(四)資料庫1

建立建立
搜尋搜尋
匯入匯入
表單表單

1616

(五)資料庫2(五)資料庫2 實例實例 2424

(六)EXCEL(1)(六)EXCEL(1)
編輯編輯
工作區工作區
格式設定格式設定

1212

(七)EXCEL(2)(七)EXCEL(2) 實例題目實例題目 2424

(八)Word(1)(八)Word(1)
匯入匯入
表頭表頭

88

(九)Word(2)(九)Word(2) 合併列印合併列印 1616

(十)Word(3)(十)Word(3) 實例題目實例題目 2424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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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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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資訊技術資訊技術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acti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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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資訊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資訊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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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教育(一)工業安全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99

(二)實驗器使用(二)實驗器使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33

(三)網路結構(三)網路結構
星型星型
匯流排匯流排
實例實例

1818

(四)網路架設佈線1(四)網路架設佈線1 RJ45結線RJ45結線 66

(五)網路架設佈線2(五)網路架設佈線2
佈線佈線
架設架設

2424

(六)網路元件及軟體安裝(六)網路元件及軟體安裝
與應用與應用

OSI七層介紹OSI七層介紹
區域網路區域網路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
分。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
時成績。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
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幫助學生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
業。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
支援教學。支援教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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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3 9-2-3-13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電腦裝修實習電腦裝修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Application PracticeComput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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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4/40/0/0/0/4/4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 能熟悉電腦之理論概念。一、 能熟悉電腦之理論概念。
二、 能熟悉電腦軟體之應用。二、 能熟悉電腦軟體之應用。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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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論(一)概論
1. 認識電腦。1. 認識電腦。
2. 資訊時代。2. 資訊時代。

1010

(二)系統安裝與(二)系統安裝與
設定1設定1

1. Win 7設定與安裝。1. Win 7設定與安裝。 1818

(三)系統安裝與(三)系統安裝與
設定2設定2

Win2008設定與安裝(1)Win2008設定與安裝(1) 2020

(四)系統安裝與(四)系統安裝與
設定3設定3

Win2008設定與安裝(2)Win2008設定與安裝(2) 2020

(五)系統安裝與(五)系統安裝與
設定4設定4

網路線製作網路線製作 1616

(六)系統安裝與(六)系統安裝與
設定5設定5

連線測試連線測試 1616

(七)電腦應用1(七)電腦應用1 應用軟體應用軟體 1616

(八)電腦應用(八)電腦應用 資訊管理資訊管理 1616

(九)電腦應用(九)電腦應用 著作權著作權 1212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
的目標。的目標。
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
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4. 評量計算方式4.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
供教學參考供教學參考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電腦軟體應用實習工場及微電腦控制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電腦軟體應用實習工場及微電腦控制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
達25人分二組授課。達25人分二組授課。
(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
的目標。的目標。
(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
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3.相關配合事項3.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教習計算機概論、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1)本課程須先教習計算機概論、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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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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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4 9-2-3-14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單晶片實習單晶片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ingle-chip PracticeSingle-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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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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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一)工業安全
教育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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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器使(二)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44

(三)程式開發(三)程式開發
工具工具

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程式開發工具與基本輸入 44

(四)基本控制(四)基本控制

LED控制LED控制
鍵盤控制鍵盤控制
RGB控制RGB控制
PWMPWM

1616

(五)環境控制1(五)環境控制1
溫濕度控制溫濕度控制
氣體控制氣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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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控制2(六)環境控制2
行動裝置介紹與控制行動裝置介紹與控制
實例實例

323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生
瞭解課程內容。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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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5 9-2-3-15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網路應用實習網路應用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Network PracticeIntroduction to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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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認識電腦通訊之基本原理。一、認識電腦通訊之基本原理。
二、熟悉電腦網路之規格與使用。二、熟悉電腦網路之規格與使用。
三、培養電腦網路的基本知識。三、培養電腦網路的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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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一)概論
1. 認識電腦與網路。1. 認識電腦與網路。
2. 電腦網路之規格與使用。2. 電腦網路之規格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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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號處(二)訊號處
理理

1. 訊號調變與編碼。1. 訊號調變與編碼。
2. 電腦通信界面與數據機。2. 電腦通信界面與數據機。
3．電腦輔助電路設計軟體之應用。3．電腦輔助電路設計軟體之應用。

2424

(三)區域網(三)區域網
路1路1

1. 區域網路類別。1. 區域網路類別。
2. 區域網路之元件及連線。2. 區域網路之元件及連線。

2424

(四)區域網(四)區域網
路2路2

區域網路作業系統區域網路作業系統 161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
標。標。
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
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4. 評量計算方式4.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教
學參考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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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電腦軟體應用工場及單晶片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達25人分二組(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電腦軟體應用工場及單晶片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達25人分二組
授課。授課。
(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
標。標。
(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
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3.相關配合事項3.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教習計算機概、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1)本課程須先教習計算機概、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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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6 9-2-3-16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ject Practice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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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 使學生能認識專題製作的概念及技能。一、 使學生能認識專題製作的概念及技能。
二、 使學生能應用數位與微處理電路，並能設計低階程式語言。二、 使學生能應用數位與微處理電路，並能設計低階程式語言。
三、 使學生能應用電腦輔助電路設計軟體，以設計電路圖與電路板。三、 使學生能應用電腦輔助電路設計軟體，以設計電路圖與電路板。
四、 使學生能應用電腦輔助電路製造軟體與機具，以製作電路板。四、 使學生能應用電腦輔助電路製造軟體與機具，以製作電路板。
五、 使學生能應用電腦軟體撰寫報告，以及輔助產品介紹。五、 使學生能應用電腦軟體撰寫報告，以及輔助產品介紹。
六、 培養學生對於產品開發實務的興趣。六、 培養學生對於產品開發實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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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一)概論
1. 認識專題製作。1. 認識專題製作。
2. 主題與規格。2. 主題與規格。

1212

(二)工作原理(二)工作原理
11

硬體電路之工作原理。硬體電路之工作原理。 2424

(三)工作原理(三)工作原理
22

軟體程式之工作原理軟體程式之工作原理 2424

(四)工作原理(四)工作原理
33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軟體之應用電腦輔助電路設計軟體之應用 1212

(五)成品與報(五)成品與報
告1告1

實習作品完成實習作品完成 2020

(六)成品與報(六)成品與報
告2告2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1616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
標。標。
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
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4. 評量計算方式4.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供
教學參考教學參考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微電腦控制實習工場及可程式控制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達25人(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微電腦控制實習工場及可程式控制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達25人
分二組授課。分二組授課。
(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的目
標。標。
(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驟以
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3.相關配合事項3.相關配合事項

91



(1)本課程須先教習基本電學、電子學、程式控制、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1)本課程須先教習基本電學、電子學、程式控制、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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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7 9-2-3-17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數位邏輯實習數位邏輯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數位邏輯實習數位邏輯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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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2/20/0/3/3/2/2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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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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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一、因應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產業的中級技術人力之需求。
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二、培養學生應用電學的基礎並具有電路分析、設計的能力。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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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業安全教育(一)工業安全教育

實習工場設施介紹實習工場設施介紹
工業安全工業安全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法規簡介法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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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邏輯實驗器使(二)邏輯實驗器使
用用

常用儀器介紹常用儀器介紹 1010

(三)基本邏輯閘實(三)基本邏輯閘實
驗1驗1

反閘 反閘 及閘及閘
或閘 或閘 反及閘反及閘

2020

(四)基本邏輯閘實(四)基本邏輯閘實
驗2驗2

反或閘 反或閘 互斥或閘互斥或閘
傳遞延遲時間傳遞延遲時間

2020

(五)組合邏輯電路(五)組合邏輯電路
11

加法器加法器
減法器減法器

2020

(六)組合邏輯電路(六)組合邏輯電路
22

解碼器解碼器
編碼器編碼器

2020

(七)多工器與解多(七)多工器與解多
工器工器

多工器多工器
解多工器解多工器
實例實例

3030

(八)正反器1(八)正反器1
RS正反器RS正反器
JK正反器JK正反器

2020

(九)正反器2(九)正反器2
D型正反器D型正反器
T型正反器T型正反器

2222

(十)正反器3(十)正反器3 實例實例 1010

合計合計 180180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1. 學生的成績評量除筆試外，應重視學生發問、作業、討論及自我學習能力的表現給予加分。
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2. 在教學時應考核學生發問、作答、辯駁與討論等方面的表達及思考能力，作為重要的平時成
績。績。
3. 評量計算方式3.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以課堂講授為主，任課教師除講解相關之課程內容外，應於課堂上實際演算部份例題，以幫助學
生瞭解課程內容。生瞭解課程內容。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1)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並重；配合期中考、期末考實施測驗，搭配隨堂測驗、習題作業。
(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2)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學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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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3.教學資源3.教學資源
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為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基本電學的原理，宜多使用教具、投影片、多媒體或網路教材資源庫支援教
學。學。
4.相關配合事項4.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1).本課程須先具基本電學的基本觀念，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效果。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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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8 9-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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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裝修實習硬體裝修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tegory of Computer maintenance Practicecategory of Computer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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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電腦修護科微電腦修護科

學分數學分數 3/3/0/0/0/0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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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電腦硬體。一、何謂電腦硬體。
二、電腦硬體基本要素。二、電腦硬體基本要素。
三、電腦硬體的種類與特色。三、電腦硬體的種類與特色。
四、常見的電腦硬體規格。四、常見的電腦硬體規格。
五、電腦的整體概念。五、電腦的整體概念。
六、作業系統的功用。六、作業系統的功用。
七、使用硬體裝修所需工具。七、使用硬體裝修所需工具。
八、拆卸硬體零件。八、拆卸硬體零件。
九、組裝硬體零件。九、組裝硬體零件。
十、辨識硬體零件。十、辨識硬體零件。
十一、設定硬體零件。十一、設定硬體零件。
十二、設定作業系統。十二、設定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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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一)概論
1.硬體種類的介紹。1.硬體種類的介紹。
2.電腦內部架構。2.電腦內部架構。

1212

(二)電腦內部架(二)電腦內部架
構1構1

1.主機板介紹與選擇。1.主機板介紹與選擇。
2.顯示卡介紹與選擇。2.顯示卡介紹與選擇。
3.音效卡介紹與選擇。3.音效卡介紹與選擇。
4.硬碟機介紹與選擇4.硬碟機介紹與選擇

2424

(三)電腦內部架(三)電腦內部架
構2構2

1.軟碟機介紹與選擇。1.軟碟機介紹與選擇。
2.光碟機介紹與選擇。2.光碟機介紹與選擇。
3.記憶體介紹與選擇。3.記憶體介紹與選擇。
4.電源介紹與選擇。4.電源介紹與選擇。

2424

(四)拆卸、組裝(四)拆卸、組裝
電腦1電腦1

作業系統介紹與設定作業系統介紹與設定 1818

(五)拆卸、組裝(五)拆卸、組裝
電腦2電腦2

1.拆卸、組裝電腦。1.拆卸、組裝電腦。
2.故障檢修2.故障檢修

3030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1. 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
的目標。的目標。
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2. 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
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 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4. 評量計算方式4. 評量計算方式
→ 定期評量 → 定期評量 各20% 各20% (共3次)(共3次)
→ 平時評量 → 平時評量 40% 40% 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作業20%、測驗10%、表現10% (上課及其綜合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可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科書、自編教材，並隨機蒐集工作手冊、新產品型錄、電工法規等資料
供教學參考供教學參考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1.教學方法
(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電腦硬體裝修實習工場及單晶片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達25(1)本課程得分為兩大部份，分別在電腦硬體裝修實習工場及單晶片實習工場實施教學，每班達25
人分二組授課。人分二組授課。
(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2)每次教學以示範、觀摩、操作、評量為原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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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2.教學評量2.教學評量
(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1)採每次實習後即驗收實習成果之方式，以確實達到每位學生均能適當操作儀器，完成每次實習
的目標。的目標。
(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2)應要求學生於每次實習後繳交該次實習之實習報告。實習報告之內容應包括相關知識、實習步
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驟以及實驗結果與分析討論。
(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3)可於期中或期末實施實習操作測驗，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並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
3.相關配合事項3.相關配合事項
(1)本課程須先教習計算機概論、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1)本課程須先教習計算機概論、辯視等基礎，以提高學習成效。
(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2)可依學生之學習背景與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授課內容與授課進度。
(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3)實習工場宜配置螢幕、投影機或單槍投影機等輔助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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