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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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普通型 1. 學術群：普通班

技術型

專業群科
1.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
2. 家政群：照顧服務科、流行服飾科、時尚造型科
3.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其他

實用技能學程

1.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日間上課)
2. 商業群：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3. 家政群：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4.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5.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聯絡人

處  室 教務處 電    話 (02)26012644-1206

職  稱 教學組長 行動電話

姓  名 張佩筠 傳    真

E-mail pyjhang@sw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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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一、 102年7月10日總統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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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1月28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 107年2月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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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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2 64 2 49 3 108 7 221

技術型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1 42 1 43 2 68 4 15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27 1 43 2 72 4 14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 17 1 16 0 0 2 33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1 10 1 19 1 22 3 51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1 40 1 36 2 66 4 14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2 69 2 88 3 113 7 270

實用技
能學程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日間上課) 0 0 0 0 0 0 0 0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1 41 1 14 2 7 4 62

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12 1 3 1 4 3 19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1 12 1 6 1 5 3 23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12 1 3 1 4 3 19

合計 13 346 13 320 18 469 44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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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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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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3 47

技術型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2 50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3 50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 50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1 50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2 50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3 50

實用技能學程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3 54

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54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2 54

合計 21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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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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化：優質全人教育、重視弱勢扶助、注重品格教育、培養學習思考。 惜福情：建立惜福觀念、培養自律精神、注重有效
溝通、建構溫馨校園。 進取心：重視執行實踐、培養自發精神、提昇學習效能。 國際觀：強化多元社團、開拓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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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說明： 1.品格力:人文關懷、感恩回饋、尊重自愛、道德修養。 2.學思力:大量閱讀、提問能力、問題解決、創新
思辨。 3.執行力:運用新知、組織規劃、應變能力、專業精進。 4.溝通力:國際視野、團隊合作、語文表達、人際關係。

品格力

學思力

執行力

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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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89年8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
96年8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月18日配合新課綱重新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
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28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 召集人：校長。
(二) 學校行政人員：由各處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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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主任、教
學組長、註冊組長、訓育組長)擔任之，共計8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實習主任和進修部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
(三) 領域/科目教師：由各領域/科目召集人（含語文(國語文和英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及藝術群與綜
合領域及科技領域）擔任之，每領域/科目1人，共計9人。
(四) 專業群科(學程)教師：由各專業群科(學程)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擔任之，每專業群科(學程)1人，共計5人。
(五) 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1人擔任之。
(六) 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1人擔任之。
(七) 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1人擔任之。(設有專業群科學程者應設置之)
(八)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1人擔任之。
(九) 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1人擔任之。

三、 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 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 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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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二) 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 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
得議決。
(五)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 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 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由領域/科目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 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由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科(學程)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 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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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得)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 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 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 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 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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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領域/科目/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群課程研究會每年定期舉行
二次會議。
(二) 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領域/科目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 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 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
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 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領域/科目/專業群科(學程)/各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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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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教育目標一、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教育目標

1.傳授美容美髮之實用技能及基本知識及正確的服務態度。 2.培養美容美髮經營與管理知能。 3.涵養誠實、勤奮及熱忱之工

作態度。 4.培養良好之工作習慣，要求基本的專業技術，建立正確之職業道德觀。 5.培養學生欣賞、創作之能力，使其能自

主思考判斷呈現個人的作品。 6.教授專業技能，培育美容、美髮所需的基層技術人才。 7.加強繼續進修及升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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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學生進路二、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學生進路

表5-1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以科為單位，1科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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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定科目部定科目 校訂科目校訂科目

第一年段第一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美容二手操作員、美髮二手操作員、美髮助理員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了解頭髮組織及美化修飾技術，熟悉頭髮整護、剪髮、冷燙
的知識與技術，了解編髮知識與技術，及美容護膚等專業技
能

3.檢定職類：
美髮丙級證照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女子美髮設計4學分
  髮型梳理6學分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美容美髮助理員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認識皮膚的基本構造原理，熟練臉部的美化與修飾技巧與步
驟，熟練專業護膚的技能流程，了解基本美髮技巧與操作，
指甲彩繪學習

3.檢定職類：
美容丙級證照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美容職業安全與衛
生2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美顏實務6學分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美容與衛生4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美膚實務4學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攝影公司彩妝助理、整體造型設計助手、化妝品專櫃銷售人
員、化妝品代理商技導助理、沙龍護膚行業美容師、專櫃美
容師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特殊化妝，日、夜晚宴學習，了解美容者專業之特質及具備
要素，熟悉整體造型設計技巧。了解美體保養基本原理及按
摩、指壓操作。

3.檢定職類：
美容乙檢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美髮實務6學分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特殊妝化8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整體造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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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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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2

藝術

音樂

4

2

美術

藝術生活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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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6 12 12 4 4 2 2

專
業
科
目

美容造型概論 4 2 2

色彩概論 2 2

美容職業安全與衛生 2 2

實
習
科
目

美髮實務 6 3 3

美顏實務 6 3 3

小計小計 20 4 2 5 3 3 3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16 14 9 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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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續)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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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備註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般
科目

8學分
5.80%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4 2 2

應用文 4 2 2

小計小計 8 0 0 2 2 2 2

專業
科目

4學分
2.90%

美容概論 4 2 2

小計小計 4 2 2 0 0 0 0

實習
科目

8學分
5.80%

專題實作 6 3 3

職涯體驗 2 1 1

小計小計 8 0 0 1 1 3 3

必修學分數合計必修學分數合計 20 2 2 3 3 5 5

校
訂
選
修

一般
科目

8學分
5.80%

當代軍事科技 2 1 1 跨班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2 1 1 跨班

體育 4 1 1 1 1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8 0 0 2 2 2 2

專業
科目

18學分
13.04%

美容與衛生 4 2 2 跨班

家政行業美學 6 2 2 2 跨班

特殊妝化 8 4 4 跨班

行銷與服務 6 3 3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18 0 0 5 5 4 4

實習
科目

36學分
26.09%

美膚實務 4 2 2 跨班

指壓術 4 2 2 跨班

指甲彩繪實習 4 2 2 跨班

多媒體時尚造型設計 6 3 3 跨班

整體造型 6 3 3 跨班

化妝設計圖 4 2 2 跨班

女子美髮設計 4 2 2 跨班

應用美術 4 2 2 跨班

髮型梳理 6 3 3 跨班

新娘秘書實務 6 3 3 跨班

舞台彩妝設計 6 3 3 跨班

舞台肢體訓練 6 3 3 跨班

多媒材創作實務 2 1 1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36 5 7 4 6 7 7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62學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選修學分數合計 62 5 7 11 13 13 13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82 7 9 14 16 18 18

學分上限總計學分上限總計 138 23 23 23 23 23 23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 1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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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2-1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  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6.09%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8 5.80%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8.70%

合        計 56 40.58%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修

一般科目

82-86學分

8 5.80%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4 2.90%

實習科目 8 5.80%

選修

一般科目 8 5.80%

專業科目 18 13.04%

實習科目 36 26.09%

合        計 82 59.42%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40學分 44 31.88% 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 138學分 138學分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節 12節 系統設計

上課總節數 150節 150節 系統設計

 

課
程
實
施
規
範
畢
業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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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百分比計算以「應修習學分數」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 = 應修習學分數 +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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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目開設一覽表三、科目開設一覽表

((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表6-3-1-1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年

課程
領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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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生物

藝術
音樂 → → → → →

→ 藝術生活 → → → →

綜合活動

科技

→ → 生涯規劃 → → →

→ → → 資訊科技 → →

健康與體育
體育 → 體育 → → → →

健康與護理 → 健康與護理 → → → →

全民國防教
育

全民國防教
育

→
全民國防教

育
→ → → →

校
訂
科
目

語文
→ →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

→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
→ →

→ → → → 應用文 → 應用文

綜合活動

科技
→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全民國防教
育

→ → 當代軍事科技 → 當代軍事科技 → →

→ → → →
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
→

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

14



((二二 ))專業及實習科目專業及實習科目
表6-3-1-2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課
程
類
別

學
年

科
目
類
別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部
定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美容造型概
論

→
美容造型概

論
→ → → →

色彩概論 → → → → →

→ →
美容職業安全與衛

生
→ → →

實
習
科
目

→ → → → 美髮實務 → 美髮實務

→ → 美顏實務 → 美顏實務 → →

校
訂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美容概論 → 美容概論 → → → →

→ → 美容與衛生 → 美容與衛生 → →

→
家政行業美

學
→ → → 家政行業美學 → 家政行業美學

→ → → → 特殊妝化 → 特殊妝化

→ → 行銷與服務 → 行銷與服務 → →

實
習
科
目

→ → → → 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

→ → 職涯體驗 → 職涯體驗 → →

→ → 美膚實務 → 美膚實務 → →

→ → 指壓術 → 指壓術 → →

→
指甲彩繪實

習
→ →

指甲彩繪實
習

→ →

→ → → →
多媒體時尚造型設

計
→

多媒體時尚造型設
計

→ → → → 整體造型 → 整體造型

→ → 化妝設計圖 → 化妝設計圖 → →

女子美髮設
計

→
女子美髮設

計
→ → → →

→ → 應用美術 → 應用美術 → →

髮型梳理 → 髮型梳理 → → → →

→ → 新娘秘書實務 →
新娘秘書實

務
→ →

→ → → → 舞台彩妝設計 → 舞台彩妝設計

→ → 舞台肢體訓練 →
舞台肢體訓

練
→ →

→ → → → 多媒材創作實務 → 多媒材創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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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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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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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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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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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合計 36 36 36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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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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文應用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al writingspractical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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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0/0/0/0/2/2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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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應用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會使用到的文書，寫作時，必須根據事件的內容、對象、時間、應用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會使用到的文書，寫作時，必須根據事件的內容、對象、時間、
空間的不同而妥慎選用，並遵守現行格式，以期達到切合實用的目的。所以不論是社交文書，如書信、空間的不同而妥慎選用，並遵守現行格式，以期達到切合實用的目的。所以不論是社交文書，如書信、
便條、柬帖，甚至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公文、契約、規章等，所使用的術語與格式，都必須符合時代的需便條、柬帖，甚至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公文、契約、規章等，所使用的術語與格式，都必須符合時代的需
求。更由於應用文除了與日常行為息息相關，有時還牽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以及事務上的施行運作，不求。更由於應用文除了與日常行為息息相關，有時還牽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以及事務上的施行運作，不
能等閒視之，「課程綱要」將應用文納入國文教科書使之成為必修內容，可說是極為務實的考量。能等閒視之，「課程綱要」將應用文納入國文教科書使之成為必修內容，可說是極為務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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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一)名片
1兩面運用1兩面運用
2側書2側書

99

(二)柬帖(二)柬帖
1兩面運用1兩面運用
2側書2側書

99

(三)啟事(三)啟事 1對象1對象
2作法2作法

99

(四)規章(四)規章
1章程1章程
2注意事項2注意事項

99

(五)契約(五)契約
1種類1種類
2買賣契約2買賣契約

99

(六)對聯(六)對聯
1平仄對仗1平仄對仗
2上款下款2上款下款 99

(七)單據及題辭(七)單據及題辭
1借據收據1借據收據
2喜慶哀輓2喜慶哀輓 99

(八)喜慶文(八)喜慶文
1頌辭壽序1頌辭壽序
2注意事項2注意事項 99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中文應用文、實用應用文、自編講義中文應用文、實用應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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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授課、自編講義課堂授課、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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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1-02 9-2-1-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inese Reading & WritingChinese Reading &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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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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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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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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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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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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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0/0/2/2/0/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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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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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字形、字音與字義能有基本理解。一、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字形、字音與字義能有基本理解。
二、學習運用恰當的文字與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二、學習運用恰當的文字與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
三、能自行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欣賞、評析的能力，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三、能自行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欣賞、評析的能力，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四、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四、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
五、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五、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
六、培養語文興趣，善用學習方法，厚植思辨根基，發展自學能力。六、培養語文興趣，善用學習方法，厚植思辨根基，發展自學能力。
七、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擴展學習空間，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七、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擴展學習空間，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八、運用語言文字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事務。八、運用語言文字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事務。
九、經由語文學習，體會群己關係，關切社會重大議題，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九、經由語文學習，體會群己關係，關切社會重大議題，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
十、經由語文學習，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野。十、經由語文學習，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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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古典詩(一)文選古典詩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題解說明。題解說明。
課文講解暨賞析。課文講解暨賞析。
課後評量活動進行。課後評量活動進行。

2424

(二)文選現代詩(二)文選現代詩
選選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題解說明。題解說明。
課文講解暨賞析。課文講解暨賞析。
課後評量活動進行。課後評量活動進行。

2424

(三)論語選讀(三)論語選讀

孔子生平及思想簡介。孔子生平及思想簡介。
論語之現代意義與價值解析。論語之現代意義與價值解析。
論語內容之講解*。論語內容之講解*。
相關人物介紹。相關人物介紹。

242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期末考期中考、期末考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參考工具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百科全書、叢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及電子工具書。參考工具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百科全書、叢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及電子工具書。
一般用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典籍及古今中外文學名著。一般用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典籍及古今中外文學名著。
期刊雜誌：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期刊雜誌：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
網路資源：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網路資源：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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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之價值。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之價值。
編選教材時，宜把握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通盤規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以及內容性質，作有編選教材時，宜把握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通盤規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以及內容性質，作有
系統之編排。系統之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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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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軍事科技當代軍事科技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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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0/0/1/1/0/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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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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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搭配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學習單，運用參考書籍、影片、網路、新聞時事等資料，講授國防科技的基搭配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學習單，運用參考書籍、影片、網路、新聞時事等資料，講授國防科技的基
本內涵與新型態的軍事科技，增加教學的豐富性，以達到教學目標本內涵與新型態的軍事科技，增加教學的豐富性，以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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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一)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
一、發展背景一、發展背景
二、六大特色二、六大特色 66

(二)探索明日軍務――軍事(二)探索明日軍務――軍事
事務革新事務革新

一、源起一、源起
二、意義二、意義
三、驅動因素三、驅動因素

66

(三)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三)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
一、美國發展趨勢一、美國發展趨勢
二、歐洲國家發展重點二、歐洲國家發展重點
三、中國大陸發展方向三、中國大陸發展方向

66

(四)我國的軍事革新作為(四)我國的軍事革新作為

一、重要課題一、重要課題
二、具體施政二、具體施政
三、國防及軍事戰略三、國防及軍事戰略
四、建軍發展方向四、建軍發展方向

66

(五)未來軍武巡禮――先進(五)未來軍武巡禮――先進
武器簡介-資訊作戰武器簡介-資訊作戰

一、時代趨勢一、時代趨勢
二、型態與意義二、型態與意義
三、我國現況三、我國現況

66

(六)與科技共舞――未來軍(六)與科技共舞――未來軍
事科技發展趨勢事科技發展趨勢

（一）廣義（一）廣義
（二）狹義（二）狹義
二、軍事應用二、軍事應用
（一）效應與影響（一）效應與影響
（二）類別（二）類別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末考、平時成績期末考、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全民國防教育當代軍事科技、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全民國防教育當代軍事科技、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
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頁、youtube網站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頁、youtub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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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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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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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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10/0/0/0/1/1 0/0/0/0/1/1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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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了解恐怖分子的攻擊行為具有擴散性與致命性，配合新聞時事案例解說恐怖分子的發展概況與攻擊方了解恐怖分子的攻擊行為具有擴散性與致命性，配合新聞時事案例解說恐怖分子的發展概況與攻擊方
式，且受害者多為平民與婦孺，造成重大傷亡。使學生了解如果台灣發生恐怖攻擊，後果將有多麼嚴式，且受害者多為平民與婦孺，造成重大傷亡。使學生了解如果台灣發生恐怖攻擊，後果將有多麼嚴
重，藉此激發學生的愛國意識及反恐意願。重，藉此激發學生的愛國意識及反恐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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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概述(一)恐怖主義概述
恐怖主義的定義、起因、類型、特性。恐怖主義的定義、起因、類型、特性。
面對新的國際局勢，恐怖主義將有新的面貌。面對新的國際局勢，恐怖主義將有新的面貌。

99

(二)恐怖主義的威脅與(二)恐怖主義的威脅與
危害危害

說明恐怖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與科技方面的影響。說明恐怖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與科技方面的影響。
介紹恐怖組織組織、份子以及其活動。介紹恐怖組織組織、份子以及其活動。
911事件。911事件。

99

(三)國際反恐作為(三)國際反恐作為
說明國際間的反恐政策與組織運作。說明國際間的反恐政策與組織運作。
說明國際間反恐部隊及行動。說明國際間反恐部隊及行動。

99

(四)我國際反恐作為(四)我國際反恐作為

說明我國反恐政策與機制運作。說明我國反恐政策與機制運作。
說明我國反恐組織與其行動。說明我國反恐組織與其行動。
說明我國反恐作為應有的體認。說明我國反恐作為應有的體認。
說明國軍在反恐上的角色。說明國軍在反恐上的角色。

99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末考、平時成績期末考、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
頁、youtube網站頁、youtube網站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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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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體育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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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1/10/0/1/1/1/1 0/0/1/1/1/10/0/1/1/1/1 0/0/1/1/1/1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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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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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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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藉以鍛鍊健全身心，促進均衡發展，培養運動道德，發揚團隊精神，增進體育新知，養成運動習慣，瞭藉以鍛鍊健全身心，促進均衡發展，培養運動道德，發揚團隊精神，增進體育新知，養成運動習慣，瞭
解運動方法，提昇運動水準，培養運動興趣，充實休閒生活，建立終身運動習慣，欣賞運動美感，促進解運動方法，提昇運動水準，培養運動興趣，充實休閒生活，建立終身運動習慣，欣賞運動美感，促進
身心均衡發展。主要內容-各式球類、體育知識身心均衡發展。主要內容-各式球類、體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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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一)桌球 桌球基本動作桌球基本動作 1212

(二)桌球(二)桌球 桌球推擋練習桌球推擋練習 1212

(三)排球(三)排球 排球基本動作排球基本動作 1212

(四)羽球(四)羽球 羽球基本動作羽球基本動作 1212

(五)籃球(五)籃球 籃球基本動作籃球基本動作 1212

(六)籃球(六)籃球 籃球比賽籃球比賽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出席率、期中基本體能測試、期末基本體能測試出席率、期中基本體能測試、期末基本體能測試
13 排球 13 排球 
16 體適能四項測驗 16 體適能四項測驗 
7 羽球 17 擲遠 7 羽球 17 擲遠 
10 籃球投籃賽10 籃球投籃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各式球類、運動傷害介紹各式球類、運動傷害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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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介紹、解脫、動作示範動作介紹、解脫、動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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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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概論美容概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CosmetologyIntroduction of Cosme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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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瞭解美容美髮的基本概念，奠定美容美髮的理論基礎1.瞭解美容美髮的基本概念，奠定美容美髮的理論基礎
2.培養學生的美感及美的鑑賞力2.培養學生的美感及美的鑑賞力
3.培養其職業道德及敬業精神3.培養其職業道德及敬業精神
4.對整體造型有基本概念4.對整體造型有基本概念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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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容概論第一章(一)美容概論第一章 緒論緒論 66

(二)美容概論第二章(二)美容概論第二章 認識化妝品認識化妝品 66

(三)美容概論第三章(三)美容概論第三章 美膚美膚 66

(四)美容概論第四章(四)美容概論第四章 美顏美顏 66

(五)美容概論第五章(五)美容概論第五章 美髮美髮 66

(六)美容概論第六章(六)美容概論第六章 商業禮儀商業禮儀 66

(七)美容概論第七章(七)美容概論第七章 人際關係與溝通人際關係與溝通 66

(八)美容概論第八章(八)美容概論第八章 服飾與色彩服飾與色彩 66

(九)美容概論第九章(九)美容概論第九章 化妝造型化妝造型 66

(十)美容概論第十章(十)美容概論第十章 美容院經營與行銷美容院經營與行銷 66

(十一)美容概論第十一章(十一)美容概論第十一章 職業道德規範職業道德規範 66

(十二)美容概論第十二章(十二)美容概論第十二章 美容業未來的趨勢與發展美容業未來的趨勢與發展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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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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與衛生美容與衛生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edical Beauty CareMedical Beaut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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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了解美容業相關基本衛生知識一、了解美容業相關基本衛生知識
二、熟悉美容業相關職類技能檢定的衛生技能。二、熟悉美容業相關職類技能檢定的衛生技能。
三、培養正確的衛生態度。三、培養正確的衛生態度。
四、養成良好的衛生行為習慣。四、養成良好的衛生行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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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美容與衛生(一)認識美容與衛生

認識衛生學認識衛生學
1. 個人衛生1. 個人衛生
2. 公共衛生2. 公共衛生
3. 一般衛生法則3. 一般衛生法則

44

(二)認識美容與衛生(二)認識美容與衛生
美容與衛生美容與衛生
1. 衛生與美容的關係1. 衛生與美容的關係
2. 成功的美容師應有的衛生行為2. 成功的美容師應有的衛生行為

44

(三)個人衛生(三)個人衛生
個人衛生的重要性與要則個人衛生的重要性與要則
1. 正確的洗手1. 正確的洗手
2. 良好的個人基本衛生習慣2. 良好的個人基本衛生習慣

44

(四)公共衛生(四)公共衛生

環境衛生環境衛生
1. 清潔的飲用水1. 清潔的飲用水
2. 污物的衛生處理2. 污物的衛生處理
3. 病煤的防除3. 病煤的防除
4. 房屋的衛生4. 房屋的衛生

44

(五)公共衛生(五)公共衛生
美容業營業衛生美容業營業衛生
1.一般營業場所的衛生準則1.一般營業場所的衛生準則
2.美容業營業場所的衛生準則2.美容業營業場所的衛生準則

44

(六)公共衛生(六)公共衛生
環保與美容環保與美容
1.個人與環保1.個人與環保
2.美容業與環保2.美容業與環保

44

(七)傳染病的防患(七)傳染病的防患

傳染病傳染病
1.常見的傳染病1.常見的傳染病
2.罹患傳染病的原因2.罹患傳染病的原因
3.傳染病之傳染途徑3.傳染病之傳染途徑
4.傳染病的預防方法4.傳染病的預防方法
5.良好的衛生行為5.良好的衛生行為

44

(八)傳染病的防患(八)傳染病的防患
美容業如何防治傳染病美容業如何防治傳染病
1.美容業場所常見的傳染病及其傳染途徑1.美容業場所常見的傳染病及其傳染途徑
2.正確的美容從業衛生行為2.正確的美容從業衛生行為

44

(九)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九)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

美容業機具的認識美容業機具的認識
1.塑膠類機具1.塑膠類機具
2.金屬類機具2.金屬類機具
3.其它材質機具3.其它材質機具

44

(十)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十)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
美容業機具的消毒法美容業機具的消毒法
1. 物理消毒法1. 物理消毒法
2. 化學消毒法2. 化學消毒法

44

消毒水泡製的注意事項消毒水泡製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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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十一)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
1. 消毒水泡製的劑量計算1. 消毒水泡製的劑量計算
2. 消毒水泡製的注意事項2. 消毒水泡製的注意事項
3. 消毒水泡製的練習3. 消毒水泡製的練習

44

(十二)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十二)美容業機具洗滌與消毒
消毒之實際應用消毒之實際應用
1. 物理消毒法實際演練1. 物理消毒法實際演練
2. 化學消毒法實際演練2. 化學消毒法實際演練

44

(十三)化粧品衛生(十三)化粧品衛生
化粧品的認識化粧品的認識
1.化粧品的定義、種類及功能1.化粧品的定義、種類及功能
2. 化粧品對人體健康的影響2. 化粧品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44

(十四)化粧品衛生(十四)化粧品衛生

化粧品的安全辨認化粧品的安全辨認
1. 化粧品許可字號的意義1. 化粧品許可字號的意義
2. 化粧品標籤的辨識2. 化粧品標籤的辨識
3. 化粧品品質的判辨3. 化粧品品質的判辨

44

(十五)化粧品衛生(十五)化粧品衛生
化粧品的衛生管理化粧品的衛生管理
1. 化粧品的衛生主管機構1. 化粧品的衛生主管機構
2. 化粧品的衛生管理法規2. 化粧品的衛生管理法規

44

(十六)美容衛生技能實作(十六)美容衛生技能實作

正確洗手正確洗手
1. 何時該洗手1. 何時該洗手
2. 正確洗手的實際演練2. 正確洗手的實際演練
物理消毒法物理消毒法
1. 適用物理消毒法美容機具的辨識1. 適用物理消毒法美容機具的辨識
2. 物理消毒法的實際演練2. 物理消毒法的實際演練

44

(十七)美容衛生技能實作(十七)美容衛生技能實作

化學消毒法化學消毒法
1. 適用化學消毒法美容機的辨識具1. 適用化學消毒法美容機的辨識具
2. 化學藥劑之判別與劑量計算練習2. 化學藥劑之判別與劑量計算練習
3. 化學消毒法的實際演練3. 化學消毒法的實際演練

44

(十八)美容衛生技能實作(十八)美容衛生技能實作

化粧品安全衛生之辨識化粧品安全衛生之辨識
1. 化粧品安全衛生辨識之實際演練1. 化粧品安全衛生辨識之實際演練
衛生行為衛生行為
1.美容美髮衛生技能實作過程應注意之衛生行為1.美容美髮衛生技能實作過程應注意之衛生行為

4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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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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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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行業美學家政行業美學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esthetics in  Home Economics RelatedAesthetics in  Home Economics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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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2/0/0/2/20/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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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了解美學的基本意涵。(一)了解美學的基本意涵。
(二)具備美的覺知、賞析能力。(二)具備美的覺知、賞析能力。
(三)具備生活美學素養。(三)具備生活美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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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一)緒論
1.家政行業介紹1.家政行業介紹
2.美學的定義2.美學的定義

1212

(二)緒論(二)緒論
1.美學的特質1.美學的特質
2.美學與生活之關係2.美學與生活之關係

1212

(三)美學的內涵(三)美學的內涵
1.比例之美1.比例之美
2.秩序之美2.秩序之美
3.構成之美3.構成之美

1212

(四)美學的內涵(四)美學的內涵
1.質感之美1.質感之美
2.色彩之美2.色彩之美

1212

(五)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五)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
生活美學賞析生活美學賞析
杯與盤美的賞析杯與盤美的賞析
桌與擺飾美的賞析桌與擺飾美的賞析

1212

(六)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六)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
.生活美學賞析.生活美學賞析
花與花器美的賞析花與花器美的賞析
溫馨友善生活氛圍的美學溫馨友善生活氛圍的美學

1212

(七)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七)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
服飾美學服飾美學
包包與身體美學賞析包包與身體美學賞析
鞋子與身體美學賞析鞋子與身體美學賞析

1212

(八)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八)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
服飾美學服飾美學
胸花與身體美學賞析胸花與身體美學賞析
服飾整體造型賞析服飾整體造型賞析

1212

(九)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九)家政行業美 學賞析與應用

環境美學環境美學
庭(公)園與裝置藝術賞析庭(公)園與裝置藝術賞析
傢俱(飾)與空間美學賞析傢俱(飾)與空間美學賞析
溫馨友善環境美學賞析溫馨友善環境美學賞析

1212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作品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作品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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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教材的編選應顧及學生需要，使課程內容儘量與生活相結合，以引發學生興
趣，宜選擇生活化的教材趣，宜選擇生活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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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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妝化特殊妝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ound EngineerSound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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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4/40/0/0/0/4/4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特殊基礎化妝一、特殊基礎化妝
二、創傷二、創傷
三、特殊老妝三、特殊老妝
四、電影特效四、電影特效
五、整體創作五、整體創作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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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殊基礎化妝(一)特殊基礎化妝 奇特風格一奇特風格一 1212

(二)特殊基礎化妝(二)特殊基礎化妝 奇特風格二奇特風格二 1010

(三)特殊基礎化妝(三)特殊基礎化妝 創傷創造創傷創造 1212

(四)特殊基礎化妝(四)特殊基礎化妝 特殊老妝一特殊老妝一 1010

(五)特殊基礎化妝(五)特殊基礎化妝 特殊老妝二特殊老妝二 1212

(六)電影特效(六)電影特效 吸血鬼吸血鬼 1010

(七)電影特效(七)電影特效 吸血鬼吸血鬼 1010

(八)電影特效(八)電影特效 動物動物 1212

(九)電影特效(九)電影特效 動物動物 1212

(十)特殊基礎化妝(十)特殊基礎化妝 精靈精靈 1010

(十一)特殊基礎化妝(十一)特殊基礎化妝 精靈精靈 1212

(十二)特殊基礎化妝(十二)特殊基礎化妝 自由創作自由創作 1010

(十三)特殊基礎化妝(十三)特殊基礎化妝 自由創作自由創作 1212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示範、影片欣賞、化妝材料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示範、影片欣賞、化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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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老師示範與講解，學生馬上練習與實際操作透過老師示範與講解，學生馬上練習與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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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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與服務行銷與服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yllabus for Service MarketingSyllabus for Service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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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 瞭解服務產品的各種特質與其行銷上的挑戰。1. 瞭解服務產品的各種特質與其行銷上的挑戰。
2. 瞭解如何針對服務產品進行行銷工作的設計。2. 瞭解如何針對服務產品進行行銷工作的設計。
3. 瞭解服務品質的概念。3. 瞭解服務品質的概念。
4. 瞭解如何進行服務人員的挑選、激勵與管理。4. 瞭解如何進行服務人員的挑選、激勵與管理。
5. 對於服務行銷中，如何建立與管理顧客關係、顧客忠誠度有基本的理解。5. 對於服務行銷中，如何建立與管理顧客關係、顧客忠誠度有基本的理解。
6. 使學生具備分析、理解與改善服務流程的能力。6. 使學生具備分析、理解與改善服務流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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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一)課程簡介 何謂服務？服務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性何謂服務？服務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性 99

(二)服務產品(二)服務產品
服務接觸中的顧客行為服務接觸中的顧客行為
服務產品概念：服務花朵服務產品概念：服務花朵
個案探討個案探討

99

(三)服務產品(三)服務產品
服務的通路管理：實體與虛擬通路服務的通路管理：實體與虛擬通路
服務如何獲利：定價與收益管理服務如何獲利：定價與收益管理
個案探討：評估收益管理機會個案探討：評估收益管理機會

1010

(四)服務產品(四)服務產品
顧客教育與推廣策略顧客教育與推廣策略
服務產品的定位與品牌管理服務產品的定位與品牌管理

99

(五)服務流程(五)服務流程 服務流程的設計與管理服務流程的設計與管理 99

(六)服務流程(六)服務流程 平衡需求與供給平衡需求與供給 99

(七)服務流程(七)服務流程
建構有吸引力的服務環境建構有吸引力的服務環境
管理你的第一線員工管理你的第一線員工

1010

(八)服務策略(八)服務策略
顧客關係管理與顧客忠誠度顧客關係管理與顧客忠誠度
服務失敗與顧客回饋的管理服務失敗與顧客回饋的管理

1010

(九)服務策略(九)服務策略
瞭解與改善服務品質、服務生產力瞭解與改善服務品質、服務生產力
變革管理與服務領導變革管理與服務領導

99

(十)服務策略(十)服務策略 綜合問題討論與個案報告綜合問題討論與個案報告 1212

(十一)服務策略(十一)服務策略 綜合問題討論與個案報告綜合問題討論與個案報告 1212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表現成績平時表現成績
期末報告成績期末報告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師講述﹑參與討論﹑個案報告教師講述﹑參與討論﹑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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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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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ProjectsPractice of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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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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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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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研究、基礎研究能力之能力，應用設計的技巧解決問題。。本課程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研究、基礎研究能力之能力，應用設計的技巧解決問題。。
透過團隊合作方式，培養學生溝通與協調技巧，再藉由專業領域工具之應用，協助學生瞭解專題製作的透過團隊合作方式，培養學生溝通與協調技巧，再藉由專業領域工具之應用，協助學生瞭解專題製作的
基本概念。使學生學習理論與實作之整合運用。基本概念。使學生學習理論與實作之整合運用。
課程中同時安排學生報告，以訓練其口語表達技巧及簡報能力。課程中同時安排學生報告，以訓練其口語表達技巧及簡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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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的基本認知(一)專題製作的基本認知
(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
(2)題目設計要領。(2)題目設計要領。

1212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1)封面設計技巧。(1)封面設計技巧。
(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
(3)專題製作的動機及目的。(3)專題製作的動機及目的。

1212

(三)專題製作文獻蒐集(三)專題製作文獻蒐集
(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
(2)資料分類、統整及組織。(2)資料分類、統整及組織。

1212

(四)專題製作範圍對象(四)專題製作範圍對象
(1)專題製作範圍。(1)專題製作範圍。
(2)專題製作實作。(2)專題製作實作。

1212

(五)專題製作過程與方法(五)專題製作過程與方法
(1)研究方法的應用。(1)研究方法的應用。
(2)研究過程注意事項。(2)研究過程注意事項。
(3)專題製作步驟。(3)專題製作步驟。

1212

(六)專題製作結果與討論(六)專題製作結果與討論
(1)專題製作內容撰寫格式。(1)專題製作內容撰寫格式。
(2)專題製作結論撰寫要領。(2)專題製作結論撰寫要領。
(3)問題與討論。(3)問題與討論。

1212

(七)參考書目撰寫方法(七)參考書目撰寫方法 (1)專題製作參考文獻撰寫注意事項。(1)專題製作參考文獻撰寫注意事項。 1212

(八)專題製作實作(八)專題製作實作
(1)專題製作實作進度報告。(1)專題製作實作進度報告。
(2)專題製作成果發表。(2)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1212

(九)專題製作成果發表(九)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1)問題與討論。(1)問題與討論。 1212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專題報告與成果平時成績、專題報告與成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學時運用創意並利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教學時運用創意並利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材內容及次序安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1)教材內容及次序安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
(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避免陳義過高，影響學習興趣。(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避免陳義過高，影響學習興趣。
(3)教材應參照一般專題製作原則。(3)教材應參照一般專題製作原則。
(4)教材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4)教材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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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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時尚造型設計多媒體時尚造型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ultimedia Fashion Imaging Multimedia Fashion Imaging Desig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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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 培養探索多媒體時尚造型設計之素養與興趣。1. 培養探索多媒體時尚造型設計之素養與興趣。
2. 瞭解多媒體時尚造型的趨勢與內涵。2. 瞭解多媒體時尚造型的趨勢與內涵。
3. 培育學生俱備多媒體技術、數位軟體應用於時尚造型之能力。3. 培育學生俱備多媒體技術、數位軟體應用於時尚造型之能力。
4. 培育學生俱備團隊精神、合作學習及創新之態度，以利日後就職、就業所需。4. 培育學生俱備團隊精神、合作學習及創新之態度，以利日後就職、就業所需。
5. 培育時尚造型設計與科技結合初級實務人才。5. 培育時尚造型設計與科技結合初級實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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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基本概念(一)多媒體基本概念
何謂多媒體何謂多媒體
為什麼需要多媒體 為什麼需要多媒體 

1010

(二)多媒體基本概念(二)多媒體基本概念
多媒體與人際溝通和資訊傳遞的關係 多媒體與人際溝通和資訊傳遞的關係 
多媒體軟體的編輯多媒體軟體的編輯

1111

(三)認識多媒體時尚造型的互動(三)認識多媒體時尚造型的互動
性性

1.互動性的威力1.互動性的威力
2.互動性對多媒體時尚造型的重要性2.互動性對多媒體時尚造型的重要性
3.互動性與思考和推理3.互動性與思考和推理

1010

(四)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四)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
如何在個人電腦建構編輯多媒體的環境如何在個人電腦建構編輯多媒體的環境
多媒體時尚造型製作相關資訊網站介紹多媒體時尚造型製作相關資訊網站介紹

1111

(五)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五)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
多媒體產品的成功要件多媒體產品的成功要件
運作容易的製作環境運作容易的製作環境

1010

(六)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六)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
有效的製作後行銷與服務有效的製作後行銷與服務
介紹多媒體編輯軟體介紹多媒體編輯軟體

1212

(七)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七)多媒體時尚造型的應用
1.多媒體編輯軟體實作技巧介紹1.多媒體編輯軟體實作技巧介紹
2.素材運用設計2.素材運用設計
3.示範教學3.示範教學

1010

(八)範例與實作技巧(八)範例與實作技巧

1.時尚造型表現的應用及實作技巧介紹1.時尚造型表現的應用及實作技巧介紹
2.素材運用設計2.素材運用設計
3.示範教學3.示範教學

1212

(九)學生作品創作(九)學生作品創作
1.訂定主題分組討論1.訂定主題分組討論
2.設定構圖2.設定構圖
3.造型雛形製作3.造型雛形製作

1010

(十)學生創作發表(十)學生創作發表
1.分組發表創作成果1.分組發表創作成果
2.指導講評各組成果2.指導講評各組成果

1212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末成果成績、實務操作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末成果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實習設備、廣播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實習設備、廣播
設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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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示範教學操作、結合現代多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示範教學操作、結合現代多
媒體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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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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造型整體造型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Overal Modelling and DesignOveral Modelling and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    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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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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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整體造型為從頭到腳搭配裝飾到視覺呈現的一種整合性設計，其中必須包含髮型、彩妝、服裝以及飾品整體造型為從頭到腳搭配裝飾到視覺呈現的一種整合性設計，其中必須包含髮型、彩妝、服裝以及飾品
等四大部分。最終目的將是髮型、彩妝、服裝及飾品配件，透過設計觀念的整合，呈現出完美的視覺效等四大部分。最終目的將是髮型、彩妝、服裝及飾品配件，透過設計觀念的整合，呈現出完美的視覺效
果及獨特的形象風格；並用來表達創作者的內在思想及獨特風格...等思維與概念。果及獨特的形象風格；並用來表達創作者的內在思想及獨特風格...等思維與概念。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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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體造型-實作(一)整體造型-實作 整體造型設計實作整體造型設計實作 88

(二)整體造型-實作(二)整體造型-實作 整體造型設計實作整體造型設計實作 88

(三)整體造型(三)整體造型 整體造型風格與材料實驗整體造型風格與材料實驗 88

(四)整體造型(四)整體造型 整體造型風格與材料實驗整體造型風格與材料實驗 88

(五)整體造型-實作(五)整體造型-實作 特殊造型流行技術-彩妝實作特殊造型流行技術-彩妝實作 88

(六)整體造型-實作(六)整體造型-實作 特殊造型流行技術-彩妝實作特殊造型流行技術-彩妝實作 88

(七)整體造型-實作(七)整體造型-實作 特殊造型流行技術-髮型實作特殊造型流行技術-髮型實作 88

(八)整體造型-實作(八)整體造型-實作 特殊造型流行技術-髮型實作特殊造型流行技術-髮型實作 88

(九)整體造型(九)整體造型 飾品製作與造型搭配飾品製作與造型搭配 88

(十)整體造型(十)整體造型 飾品製作與造型搭配飾品製作與造型搭配 88

(十一)整體造型(十一)整體造型 服裝設計製作與造型搭配服裝設計製作與造型搭配 88

(十二)整體造型(十二)整體造型 服裝設計製作與造型搭配服裝設計製作與造型搭配 88

(十三)整體造型(十三)整體造型 展演與走秀設計展演與走秀設計 44

(十四)整體造型-練習(十四)整體造型-練習 展演與走秀練習展演與走秀練習 44

(十五)整體造型-驗收(十五)整體造型-驗收 整體造型設計作業整體造型設計作業 44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舞台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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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講解、示範、影片輔助講解、示範、影片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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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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壓術指壓術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fessional AcupressureProfessional Acu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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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身體按摩保健,藉由不同按摩手法促進頭部,肩頸,背部以及手足的血液循環,放鬆緊張肌肉群,紓解壓力,身體按摩保健,藉由不同按摩手法促進頭部,肩頸,背部以及手足的血液循環,放鬆緊張肌肉群,紓解壓力,
增進睡眠品質,提升自體免疫功能增進睡眠品質,提升自體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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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壓術的定義和發展史(一)指壓術的定義和發展史
指壓的定義指壓的定義

指壓術發展的歷程指壓術發展的歷程
66

(二)指壓的一般生理作用(二)指壓的一般生理作用
指壓對皮膚的作用指壓對皮膚的作用
指壓對肌肉的作用指壓對肌肉的作用
指壓對循環系統的作用指壓對循環系統的作用

44

(三)指壓的一般生理作用(三)指壓的一般生理作用
指壓對神經系統的作用指壓對神經系統的作用
指壓對關節的作用指壓對關節的作用
指壓對內臟的作用指壓對內臟的作用

66

(四)指壓的操作術(四)指壓的操作術
指壓的要領指壓的要領
指壓的操作手法指壓的操作手法
指壓的輔助手法指壓的輔助手法

44

(五)關於施術的手(五)關於施術的手
手的觸感手的觸感
手的靈活度手的靈活度
手的力度手的力度

66

(六)指壓的注意事項(六)指壓的注意事項

指壓的環境指壓的環境
指壓師本身應注意的事項指壓師本身應注意的事項
施術上應注意的事項施術上應注意的事項
不適宜指壓的狀況不適宜指壓的狀況

66

(七)指壓的注意事項(七)指壓的注意事項
施術上應注意的事項施術上應注意的事項
不適宜指壓的狀況不適宜指壓的狀況

44

(八)指壓的生理基礎(八)指壓的生理基礎
骨骼系統骨骼系統
肌肉系統肌肉系統
經絡和穴位經絡和穴位

44

(九)俯臥的指壓(一)肩、背、腰部(九)俯臥的指壓(一)肩、背、腰部

肩背腰部指壓的功能肩背腰部指壓的功能
指壓的準備指壓的準備
指壓的順序指壓的順序
指壓的重點指壓的重點

44

(十)俯臥的指壓(二)下肢後側(十)俯臥的指壓(二)下肢後側
下肢指壓的功能下肢指壓的功能
指壓的順序指壓的順序
指壓的重點指壓的重點

44

(十一)俯臥的指壓(三)頭頸後側(十一)俯臥的指壓(三)頭頸後側

指壓的功能指壓的功能
指壓的順序指壓的順序
指壓的重點指壓的重點

44

(十二)頭面部指壓(仰臥)(十二)頭面部指壓(仰臥)
頭面部指壓的功能頭面部指壓的功能
頭面部的指壓的順序頭面部的指壓的順序

44

(十三)胸腹部的指壓(十三)胸腹部的指壓

胸腹部指壓的功能胸腹部指壓的功能
胸腹部指壓的順序胸腹部指壓的順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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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壓的重點指壓的重點

(十四)上肢的指壓(十四)上肢的指壓
上肢的指壓的功能上肢的指壓的功能
上肢的指壓順序—仰臥上肢的指壓順序—仰臥

44

(十五)上肢的指壓(十五)上肢的指壓
上肢的指壓順序—側臥上肢的指壓順序—側臥
指壓的重點指壓的重點

44

(十六)下肢前(內)側的指壓(十六)下肢前(內)側的指壓
下肢前(內)側指壓的功能下肢前(內)側指壓的功能
下肢的指壓順序下肢的指壓順序
下肢前(內)側的指壓重點下肢前(內)側的指壓重點

4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考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考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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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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甲彩繪實習指甲彩繪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Nail colored drawing or patternNail colored drawing or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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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2/0/2/0/00/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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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能瞭解手足疾病護理及基本手足保養，並加以應用之。1.能瞭解手足疾病護理及基本手足保養，並加以應用之。
2.能熟悉正確操作指甲油及彩繪筆刷，並運用於各種甲面設計上。2.能熟悉正確操作指甲油及彩繪筆刷，並運用於各種甲面設計上。
3.能正確運用基本線條構圖及延伸，完成各項指甲彩繪實習。3.能正確運用基本線條構圖及延伸，完成各項指甲彩繪實習。
4.能了解手型配甲型概念並加以應用之。4.能了解手型配甲型概念並加以應用之。
5.具備銜接業界實務進階課程之能力。5.具備銜接業界實務進階課程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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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節分配節

數數
備備
註註

(一)導論(一)導論
介紹指甲彩繪基本設計之定義及範疇。介紹指甲彩繪基本設計之定義及範疇。
手足疾病護理及基本手足保養。手足疾病護理及基本手足保養。
瞭解手足保養及認識指甲專業知能。瞭解手足保養及認識指甲專業知能。

66

(二)指甲彩繪基本設計要素(二)指甲彩繪基本設計要素

利用點、線、面、體的構成原理。利用點、線、面、體的構成原理。
運用上述構成原理，傳達各項構成知覺，並完成各項指甲彩繪操作之運用上述構成原理，傳達各項構成知覺，並完成各項指甲彩繪操作之
練習。練習。
指甲彩繪基本型態的探討與繪製。指甲彩繪基本型態的探討與繪製。

66

(三)指甲彩繪實際操作及技巧(三)指甲彩繪實際操作及技巧
運用運用

指甲基本組織結構認識指甲基本組織結構認識
修甲用具的認識。修甲用具的認識。
指甲油的選擇及配色。指甲油的選擇及配色。

66

(四)指甲彩繪實際操作及技巧(四)指甲彩繪實際操作及技巧
運用運用

指甲彩繪基本技巧。指甲彩繪基本技巧。
熟悉指甲彩繪技巧。熟悉指甲彩繪技巧。
指甲斷裂處理指甲斷裂處理
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及消毒衛生習慣。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及消毒衛生習慣。

66

(五)甲面上色及貼鑽(五)甲面上色及貼鑽

1. 塗擦指甲油技巧1. 塗擦指甲油技巧
2. 如何修改指甲油不均處2. 如何修改指甲油不均處
3. 指甲油乾燥如何稀釋處理方法3. 指甲油乾燥如何稀釋處理方法
4. 貼鑽及鑽飾技巧4. 貼鑽及鑽飾技巧

66

(六)線條及紋路指甲彩繪(六)線條及紋路指甲彩繪
1.使用彩繪筆及顏料1.使用彩繪筆及顏料
2.以線條構圖2.以線條構圖
3.斑馬紋延伸至塊狀紋路3.斑馬紋延伸至塊狀紋路

66

(七)圓點指甲彩繪(七)圓點指甲彩繪
1.使用彩繪筆及顏料1.使用彩繪筆及顏料
2.以圓點構圖2.以圓點構圖
3.圓點延伸實心空心點3.圓點延伸實心空心點

66

(八)水滴指甲彩繪(八)水滴指甲彩繪
1. 使用彩繪筆及顏料1. 使用彩繪筆及顏料
2. 以水滴構圖2. 以水滴構圖
3. 以水滴延伸愛心及小花3. 以水滴延伸愛心及小花

66

(九)水染指甲彩繪(九)水染指甲彩繪
1.勾勒指甲油線條1.勾勒指甲油線條
2.鑽孔2.鑽孔

88

(十)法式指甲彩繪(十)法式指甲彩繪
1.使用彩繪筆及顏料1.使用彩繪筆及顏料
2.以線條構圖延伸至幾何2.以線條構圖延伸至幾何
3.幾何構圖運用3.幾何構圖運用

88

(十一)拓印(十一)拓印
1.使用眼影棒或海綿沾取彩繪顏料1.使用眼影棒或海綿沾取彩繪顏料
2.以甲面構圖並沾於甲面上2.以甲面構圖並沾於甲面上
3.以拓印延伸構圖運用3.以拓印延伸構圖運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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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實習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實習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宜運用分組進行教學實習。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宜運用分組進行教學實習。
課程內容練習使用之材料，可多樣性選擇課程內容練習使用之材料，可多樣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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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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膚實務美膚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kin Care ParacticeSkin Care Pa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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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暸解皮膚與美顏的知識1﹑暸解皮膚與美顏的知識
2﹑熟悉個人與專業護膚的技能2﹑熟悉個人與專業護膚的技能
3﹑暸解保養品優劣的鑑別方法3﹑暸解保養品優劣的鑑別方法
4﹑養成正確的皮膚保養及美顏觀念4﹑養成正確的皮膚保養及美顏觀念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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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論(一)緒論 皮膚的認識皮膚的認識 66

(二)皮膚的種類(二)皮膚的種類
一般皮膚。一般皮膚。
異常皮膚。異常皮膚。

66

(三)化妝製品的認識與保存(三)化妝製品的認識與保存
1.化妝製品的認識。1.化妝製品的認識。
2.化妝製品的保存方式。2.化妝製品的保存方式。

66

(四)皮膚類型與化妝製品的選擇(四)皮膚類型與化妝製品的選擇
1.一般皮膚的保養重點及化妝製品的選擇。1.一般皮膚的保養重點及化妝製品的選擇。
2.異常皮膚的保養重點及化妝製品的選擇。2.異常皮膚的保養重點及化妝製品的選擇。

66

(五)皮膚的保養(五)皮膚的保養
1.皮膚保養的準備工作。1.皮膚保養的準備工作。
2.皮膚保養的方法。2.皮膚保養的方法。

66

(六)臉部按摩Ⅰ(六)臉部按摩Ⅰ
1.按摩的歷史。1.按摩的歷史。
2.簡易按摩的方式。2.簡易按摩的方式。

66

(七)臉部按摩Ⅱ(七)臉部按摩Ⅱ
1.手技按摩的效果。1.手技按摩的效果。
2.手技按摩的方法。2.手技按摩的方法。

44

(八)蒸臉(八)蒸臉
1.蒸臉的認識。1.蒸臉的認識。
2.蒸臉的程序及方法。2.蒸臉的程序及方法。

44

(九)敷臉及溼布美容法(九)敷臉及溼布美容法

1.敷面美容法。1.敷面美容法。
2.面膜功能。2.面膜功能。
3.面膜種類。3.面膜種類。
4.使用技巧。4.使用技巧。
5.溼布美容法。5.溼布美容法。
6.熱毛巾與海綿的使用方法。6.熱毛巾與海綿的使用方法。

44

(十)眼睛、唇部、睡眠、情緒與美容(十)眼睛、唇部、睡眠、情緒與美容

1.眼睛的保養。1.眼睛的保養。
2.唇部的保養。2.唇部的保養。
3.睡眠與美容。3.睡眠與美容。
4.情緒與美容。4.情緒與美容。

44

(十一)手部的保養(十一)手部的保養
1.手部的保養。1.手部的保養。
2.手部的美化。2.手部的美化。

44

(十二)足部的保養(十二)足部的保養
1.足部的保養。1.足部的保養。
2.足部的美化。2.足部的美化。

44

(十三)去角質(十三)去角質
1.去角質的認識。1.去角質的認識。
2.去角質產品的認識。2.去角質產品的認識。
3.去角質的方法。3.去角質的方法。

44

(十四)脫毛法(十四)脫毛法
1.脫毛的種類。1.脫毛的種類。
2.脫毛的方法。2.脫毛的方法。

44

(十五)身體保養(十五)身體保養

1.身體保養種類與方法。1.身體保養種類與方法。
2.認識美體產品。2.認識美體產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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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體技巧。3.美體技巧。
4.纖體。4.纖體。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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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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設計圖化妝設計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smetic Design ChartCosmetic Desig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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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學習化妝設計圖繪製理論和實作。(1)學習化妝設計圖繪製理論和實作。
(2)學習各種臉型設計圖繪圖的方法與表現。(2)學習各種臉型設計圖繪圖的方法與表現。
(3)認識各種繪圖材料與工具的應用。(3)認識各種繪圖材料與工具的應用。
(4)學習各種繪圖技巧與激發創造力。(4)學習各種繪圖技巧與激發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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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妝概論(一)彩妝概論 學科理論學科理論 44

(二)彩妝分析(二)彩妝分析 學科理論學科理論 44

(三)彩妝示範(三)彩妝示範 實際操作實際操作 88

(四)工具材料運用(四)工具材料運用 彩繪顏料彩繪顏料 88

(五)線條設計創作(五)線條設計創作 彩繪顏料實際操作彩繪顏料實際操作 88

(六)眼妝色彩學,運用與配色(六)眼妝色彩學,運用與配色 彩妝用品實際操作彩妝用品實際操作 88

(七)創意整體設計圖(七)創意整體設計圖 彩妝用品實際操作彩妝用品實際操作 88

(八)身體彩繪創意連結(八)身體彩繪創意連結 彩妝用品彩繪顏料實際操作彩妝用品彩繪顏料實際操作 88

(九)眼部創意彩繪(九)眼部創意彩繪 實際操作實際操作 88

(十)創作彩妝整體設計(十)創作彩妝整體設計 彩妝用品彩繪顏料實際操作彩妝用品彩繪顏料實際操作 8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作業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作業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課堂示範教學、繪畫練習課堂示範教學、繪畫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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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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美髮設計女子美髮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Lady Hair DesignLady Hair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    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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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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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培養學生需具備之女子美髮行銷、瞭解女子美髮等專業知能，達到整體造型設計之專業技能，培養具有培養學生需具備之女子美髮行銷、瞭解女子美髮等專業知能，達到整體造型設計之專業技能，培養具有
敬業樂群之服務精神與職業道德、養成勤儉樂觀及積極敬業的工作態度，創新及應變的能力，培養其具敬業樂群之服務精神與職業道德、養成勤儉樂觀及積極敬業的工作態度，創新及應變的能力，培養其具
有終身學習之態度與意願。有終身學習之態度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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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剪法(一)水平剪法 無層次水平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無層次水平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 88

(二)逆斜線剪法(二)逆斜線剪法 無層次逆斜線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無層次逆斜線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 88

(三)正斜線剪法(三)正斜線剪法 無層次正斜線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無層次正斜線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 88

(四)變化剪法(四)變化剪法 45°逆斜髮型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45°逆斜髮型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 88

(五)變化剪法(五)變化剪法 90°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90°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 88

(六)女子時尚剪法(六)女子時尚剪法 90°以上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90°以上剪法－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七)女子時尚剪法(七)女子時尚剪法 等長高層次與低層次的綜合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等長高層次與低層次的綜合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八)高層次水平剪法(八)高層次水平剪法 高層次水平外輪廓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高層次水平外輪廓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九)長髮高層次剪法(九)長髮高層次剪法 長髮高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長髮高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十)均等長層次剪法(十)均等長層次剪法 均等長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均等長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十一)中層次剪法(十一)中層次剪法 中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中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十二)低層次剪法(十二)低層次剪法 低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低層次髮型－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十三)時尚染燙髮設計(十三)時尚染燙髮設計 女時尚染燙髮－操作示範及實作女時尚染燙髮－操作示範及實作 4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美髮用具及材料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美髮用具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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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教師操作示範及實作教師操作示範及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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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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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美術應用美術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ed ArtsApplied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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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的基本概念，增進學生審美的意識。1.涵養並陶育學生美術的基本概念，增進學生審美的意識。
2.引導學生認識美術的各種創作媒材與技法。2.引導學生認識美術的各種創作媒材與技法。
3.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趣，以提高生活品質。3.培養學生對美術的興趣，以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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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與人生(一)美術與人生
1.美術的意義與範疇。1.美術的意義與範疇。
2.美術與生活(環境、社會、文化、科技等)2.美術與生活(環境、社會、文化、科技等)

1212

(二)視覺藝術的原(二)視覺藝術的原
理理

1.認識各種美術表現(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等)之相關媒材之認識。1.認識各種美術表現(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等)之相關媒材之認識。
2.各類美術基本表現技法之運用與創作。2.各類美術基本表現技法之運用與創作。
3.鑑賞各主題(含台灣、東西方)之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美術作品鑑賞。3.鑑賞各主題(含台灣、東西方)之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美術作品鑑賞。

1212

(三)美術的表現(三)美術的表現

1.認識各種美術表現(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等)之相關媒材之認識。1.認識各種美術表現(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等)之相關媒材之認識。
2.各類美術基本表現技法之運用與創作。2.各類美術基本表現技法之運用與創作。
3.鑑賞各主題(含台灣、東西方)之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美術作品鑑賞。3.鑑賞各主題(含台灣、東西方)之含平面、立體、綜合科技美術作品鑑賞。

1212

(四)設計中的美術(四)設計中的美術
應用應用

1.設計中的美術應用之特質與意義。1.設計中的美術應用之特質與意義。
2.設計中的美術與表現範圍。2.設計中的美術與表現範圍。
3.設計中科技媒體的運用(含電腦繪圖等)。3.設計中科技媒體的運用(含電腦繪圖等)。

1212

(五)美術與多媒體(五)美術與多媒體
創作創作

1.多媒體創作的特質與意義。1.多媒體創作的特質與意義。
2.多媒體創作的表現與應用。2.多媒體創作的表現與應用。
3.多媒體與影像、音樂。3.多媒體與影像、音樂。

88

(六)6.美術館與美(六)6.美術館與美
術展覽術展覽

1.美術展覽的形式。1.美術展覽的形式。
2.美術館的功能。2.美術館的功能。
3.如何參觀美術館。3.如何參觀美術館。

88

(七)實踐領域(七)實踐領域
應用美術的知識與經驗，了解藝術應用美術的知識與經驗，了解藝術
和生活環境、文化發展的關係，提升生活品和生活環境、文化發展的關係，提升生活品
質，涵養美的情操。質，涵養美的情操。

8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教材編選以生活化為中心，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選取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教材編選以生活化為中心，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選取適
當之教材，激發學生學習之興趣。當之教材，激發學生學習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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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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型梳理髮型梳理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Hair DressingHair 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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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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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麗的髮型對於整體造型有畫龍點睛之效，本書收錄了髮型梳理的各種基礎技巧，豐富的圖片與完整步美麗的髮型對於整體造型有畫龍點睛之效，本書收錄了髮型梳理的各種基礎技巧，豐富的圖片與完整步
驟說明幫助學生快速學習，附有教學影片帶領學生一步步演練，並有真人造型示範讓學生練習，同時激驟說明幫助學生快速學習，附有教學影片帶領學生一步步演練，並有真人造型示範讓學生練習，同時激
發更多創意。發更多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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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型梳理的定義與常用工具介紹(一)髮型梳理的定義與常用工具介紹
髮型梳理的定義髮型梳理的定義
髮型梳理的目的髮型梳理的目的

88

(二)髮型梳理的定義與常用工具介紹(二)髮型梳理的定義與常用工具介紹
髮型梳理的構思髮型梳理的構思
髮型梳理的分類髮型梳理的分類
髮型設計的基本要素髮型設計的基本要素

88

(三)髮型梳理的定義與常用工具介紹(三)髮型梳理的定義與常用工具介紹
美的形式原理美的形式原理
常用梳髮工具介紹常用梳髮工具介紹

88

(四)髮型梳理手法(四)髮型梳理手法
髮夾的夾法髮夾的夾法
橡皮筋束髮橡皮筋束髮
髮型的基座髮型的基座

88

(五)髮型梳理手法(五)髮型梳理手法
逆梳的方法逆梳的方法
捲髮的操作捲髮的操作

88

(六)髮型梳理手法(六)髮型梳理手法
髮棉的製作髮棉的製作
吹風的操作吹風的操作

88

(七)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七)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

加髮片編髮加髮片編髮
一股編法一股編法
二股編法二股編法
三股編法三股編法

88

(八)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八)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
四股編法四股編法
五股編法五股編法
六股編法六股編法

88

(九)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九)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

多股編原理多股編原理
七股編法七股編法
八股編法八股編法
九股編法九股編法

88

(十)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十)基礎編髮的手法與應用
百股編法百股編法
十字編法十字編法
異材質編法與造型異材質編法與造型

88

(十一)髮型梳法(十一)髮型梳法
分線髮型分線髮型
不分線髮型不分線髮型

88

(十二)髮型梳法(十二)髮型梳法
下梳髮型下梳髮型
上梳髮型上梳髮型
曲線髮型曲線髮型

44

(十三)風格髮型(十三)風格髮型
青春蝴蝶手卷少女髮型青春蝴蝶手卷少女髮型
俏麗甜美手卷少女髮型俏麗甜美手卷少女髮型

44

(十四)髮型梳法(十四)髮型梳法
小的髮束扭轉宴會髮型小的髮束扭轉宴會髮型
個別髮束扭轉宴會髮型個別髮束扭轉宴會髮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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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髮型梳法(十五)髮型梳法 髮辮交叉扭轉宴會髮型髮辮交叉扭轉宴會髮型
復古扭轉馬尾宴會髮型復古扭轉馬尾宴會髮型

44

(十六)髮型梳法(十六)髮型梳法
花朵編結低髻新娘髮型花朵編結低髻新娘髮型
柔美波浪曲線新娘髮型柔美波浪曲線新娘髮型

44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師示範、操作教學教師示範、操作教學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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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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秘書實務新娘秘書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ridal fashion and beautybridal fashion and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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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擁有美麗的新娘造型，更是每一位準新娘內心最迫切的渴望。 關於新娘的造型設計，雖然不是長篇大論擁有美麗的新娘造型，更是每一位準新娘內心最迫切的渴望。 關於新娘的造型設計，雖然不是長篇大論
的學術思想，亦不是高不可攀的艱難技能，但卻是一門結合了美學理念、皮膚保養、化妝造型、髮型設的學術思想，亦不是高不可攀的艱難技能，但卻是一門結合了美學理念、皮膚保養、化妝造型、髮型設
計、禮服挑選、搭配飾品配件、了解相關習俗等等的廣泛知識。 本書的目的，即是希望能為許多在業界計、禮服挑選、搭配飾品配件、了解相關習俗等等的廣泛知識。 本書的目的，即是希望能為許多在業界
任職的新娘祕書和造型師，整合出一套有系統且實用的參考書。。也希望準新娘們在了解新祕這個行業任職的新娘祕書和造型師，整合出一套有系統且實用的參考書。。也希望準新娘們在了解新祕這個行業
生態後，對於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新娘祕書，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生態後，對於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新娘祕書，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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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開娘秘書的神秘面紗(一)解開娘秘書的神秘面紗
一、預約流程一、預約流程
二、確認流程二、確認流程

1212

(二)解開娘秘書的神秘面紗(二)解開娘秘書的神秘面紗
三、溝通流程三、溝通流程
四、婚宴流程四、婚宴流程

1212

(三)臉型與造型之關係(三)臉型與造型之關係
一、臉型與造型間的關係一、臉型與造型間的關係
二、眼型與眼線的修飾技巧二、眼型與眼線的修飾技巧
三、眉毛的介紹與修飾技巧三、眉毛的介紹與修飾技巧

1212

(四)臉型與造型之關係(四)臉型與造型之關係
四、唇型的介紹與修飾技巧四、唇型的介紹與修飾技巧
五、新娘身型與禮服的選擇五、新娘身型與禮服的選擇

1212

(五)彩妝理論與示範(五)彩妝理論與示範
一、新娘彩妝常用的色彩搭配與應用一、新娘彩妝常用的色彩搭配與應用
二、皮膚色彩與調整技讓二、皮膚色彩與調整技讓

1212

(六)彩妝理論與示範(六)彩妝理論與示範
三、腮紅的修飾技巧三、腮紅的修飾技巧
四、眼線的描繪技巧四、眼線的描繪技巧

1212

(七)彩妝理論與示範(七)彩妝理論與示範
五、睫毛的刷法技巧五、睫毛的刷法技巧
六、唇部的描繪技巧六、唇部的描繪技巧

1212

(八)工具介紹與完美造型示範(八)工具介紹與完美造型示範
一、完美動人的眼妝技巧一、完美動人的眼妝技巧
二、髮型技巧介二、髮型技巧介
三、使用工具與介紹三、使用工具與介紹

1212

(九)工具介紹與完美造型示範(九)工具介紹與完美造型示範
四、完美造型示範四、完美造型示範
五、鮮花造型示範單元五、鮮花造型示範單元

1212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美容美髮工具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美容美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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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教師示範操作、講解教師示範操作、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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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2 9-2-3-1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舞台彩妝設計舞台彩妝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tage makeup designStage makeup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    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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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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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根據舞台情境的不同，選擇適合場景的舞台妝。舞台妝如同服裝道具一樣重要，沒有神采的彩妝再多的根據舞台情境的不同，選擇適合場景的舞台妝。舞台妝如同服裝道具一樣重要，沒有神采的彩妝再多的
舞台表情也是沒有用，所以在必須的場合一個完美的舞台妝是很重要,舞台表情也是沒有用，所以在必須的場合一個完美的舞台妝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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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妝必備基本技巧(一)舞台妝必備基本技巧 舞台妝必備基本技巧舞台妝必備基本技巧 1010

(二)舞台妝的底妝(二)舞台妝的底妝 常見的底妝.粉底液、粉底膏、粉餅、蜜粉餅常見的底妝.粉底液、粉底膏、粉餅、蜜粉餅 1010

(三)正確選擇舞台妝的化妝色彩(三)正確選擇舞台妝的化妝色彩 色彩分析色彩分析 1010

(四)臉型分析(四)臉型分析 舞台臉型妝畫技巧舞台臉型妝畫技巧 1212

(五)舞台妝額頭的美化(五)舞台妝額頭的美化 舞台妝額頭的美化舞台妝額頭的美化 1212

(六)舞台妝圓寬眼睛的修正(六)舞台妝圓寬眼睛的修正 舞台妝圓寬眼睛的修正舞台妝圓寬眼睛的修正 1212

(七)舞台妝鼻子的美化(七)舞台妝鼻子的美化 舞台妝鼻子的美化舞台妝鼻子的美化 1212

(八)舞台妝嘴巴的美化(八)舞台妝嘴巴的美化 舞台妝嘴巴的美化舞台妝嘴巴的美化 1010

(九)舞台妝面頰的美化(九)舞台妝面頰的美化 舞台妝面頰的美化舞台妝面頰的美化 1010

(十)^舞台妝顎線的美化(十)^舞台妝顎線的美化 ^舞台妝顎線的美化^舞台妝顎線的美化 1010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1.紙圖妝畫1.紙圖妝畫
2.學生亙畫2.學生亙畫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美容教室實習1.美容教室實習
2.投影片教學2.投影片教學
3.影片教學3.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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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教材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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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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材創作實務多媒材創作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Multi-Material CreationPractice of Multi-Materia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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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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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多媒材創作實務課綱重點，精進多媒材創作技法一、認識多媒材創作實務課綱重點，精進多媒材創作技法
二、運用多媒材創作實務融入教學，提昇學生多媒材創作之實務操作技能二、運用多媒材創作實務融入教學，提昇學生多媒材創作之實務操作技能
三、藉由多媒材創作實務研習，提升多媒材創作實務教學品質及創意美感三、藉由多媒材創作實務研習，提升多媒材創作實務教學品質及創意美感
四、讓學生了解複合媒材創作理念，著重原創性及執行力，以期掌握材質特色並發揮個人創意四、讓學生了解複合媒材創作理念，著重原創性及執行力，以期掌握材質特色並發揮個人創意
五、對相關設計之應用與作品賞析之能力五、對相關設計之應用與作品賞析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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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多媒材的基本概念(一)第一章 多媒材的基本概念 1-1 多媒材的定義與種類1-1 多媒材的定義與種類 11

(二)第一章 多媒材的基本概念(二)第一章 多媒材的基本概念 1-2多媒材組合與應用1-2多媒材組合與應用 22

(三)第一章 多媒材的基本概念(三)第一章 多媒材的基本概念 1-3 多媒材創作實例探討1-3 多媒材創作實例探討 33

(四)第二章 創作構思與原理(四)第二章 創作構思與原理 2-1 創作靈感來源2-1 創作靈感來源 22

(五)第二章 創作構思與原理(五)第二章 創作構思與原理 2-2 創作理念傳達2-2 創作理念傳達 22

(六)第二章 創作構思與原理(六)第二章 創作構思與原理 2-3 創作形式與原理2-3 創作形式與原理 11

(七)第三章 平面設計與立體結構(七)第三章 平面設計與立體結構 3-1 平面設計與構圖3-1 平面設計與構圖 22

(八)多媒材創作實第三章 平面設計與立體結構務(八)多媒材創作實第三章 平面設計與立體結構務 3-2 立體設計與結構3-2 立體設計與結構 22

(九)第四章 平面創作(九)第四章 平面創作 4-1 多媒材平面創作理念4-1 多媒材平面創作理念 22

(十)第四章 平面創作(十)第四章 平面創作 4-2 平面創作構思與設計4-2 平面創作構思與設計 22

(十一)第四章 平面創作(十一)第四章 平面創作 4-3 多媒材平面實務應用4-3 多媒材平面實務應用 33

(十二)第四章 平面創作(十二)第四章 平面創作 4-4 多媒材平面實務創作展現4-4 多媒材平面實務創作展現 22

(十三)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十三)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 5-1 多媒材拼貼組合創作理念5-1 多媒材拼貼組合創作理念 22

(十四)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十四)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 5-2 拼貼組合創作構思與設計5-2 拼貼組合創作構思與設計 22

(十五)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十五)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 5-3 多媒材拼貼組合實務應用5-3 多媒材拼貼組合實務應用 44

(十六)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十六)第五章 拼貼組合創作 5-4 多媒材拼貼組合實務創作展現5-4 多媒材拼貼組合實務創作展現 44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作業成績平時作業成績
期中作業成績期中作業成績
期末作業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學習表現學習表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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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宜運用分組進行教學實習。本科目為實習科目，宜運用分組進行教學實習。
課程內容練習使用之材料，可多樣性選擇課程內容練習使用之材料，可多樣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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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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肢體訓練舞台肢體訓練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Stage of Physical TrainingStage of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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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3/3/0/00/0/3/3/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訓練肢體語言1.訓練肢體語言
2.調整自我肢體與美感之認知2.調整自我肢體與美感之認知
3.訓練舞台實務經驗3.訓練舞台實務經驗
4.培養進取、自信、向上、積極熱心的精神。4.培養進取、自信、向上、積極熱心的精神。
5.為專業模特兒舞台訓練課程打下扎實的肢體運用及律動的基礎。5.為專業模特兒舞台訓練課程打下扎實的肢體運用及律動的基礎。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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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流行時尚及舞台表演概 說(一)(一)流行時尚及舞台表演概 說
1.時尚造型服裝秀欣賞1.時尚造型服裝秀欣賞
2.舞台展演種類概說2.舞台展演種類概說
3.演出危機處理要點3.演出危機處理要點

1818

(二)(二)舞台基本概念(二)(二)舞台基本概念
1.舞台的基礎概念1.舞台的基礎概念
2.舞台上的動線2.舞台上的動線

1818

(三)(二)舞台基本概念(三)(二)舞台基本概念
3.舞台上相互配合要領3.舞台上相互配合要領
4.舞台走位演練4.舞台走位演練

1818

(四)(三)肢體開發(四)(三)肢體開發
1.節奏感訓練1.節奏感訓練
2.柔軟度訓練2.柔軟度訓練

1818

(五)(四)舞台情境訓練(五)(四)舞台情境訓練

1.表情訓練1.表情訓練
2.Pose 訓練2.Pose 訓練
3.眼神訓練3.眼神訓練
4.舞台情境訓練4.舞台情境訓練

1818

(六)(五)舞台表演演練(六)(五)舞台表演演練 舞台表演內容訓練 20舞台表演內容訓練 20 181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演練成績演練成績
期末演練期末演練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專業教室、實習設備、專業教室、實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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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應備齊上課所需之用具及材料學生應備齊上課所需之用具及材料
實務操作演練,並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實務操作演練,並瞭解學生學習狀況
多觀摩校內、外舞台服裝及造型秀多觀摩校內、外舞台服裝及造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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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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reer ExperiencingCareer Experi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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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融入當前產業需求，教導同學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並介紹就業市場的趨勢與就業力的分析,提供求職融入當前產業需求，教導同學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並介紹就業市場的趨勢與就業力的分析,提供求職
的工具與方法，俾於同學設定職涯目標並採取行動計劃。的工具與方法，俾於同學設定職涯目標並採取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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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外
職場參觀職場參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
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

66 SD髮藝造型 沐漾店SD髮藝造型 沐漾店

(二)校外(二)校外
職場參觀職場參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
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

66 克麗緹娜 (林口文化店)克麗緹娜 (林口文化店)

(三)校外(三)校外
職場參觀職場參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
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

66 U2 髮藝-林口店U2 髮藝-林口店

(四)校外(四)校外
職場參觀職場參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
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得報告

66 佐妍時尚美甲美睫佐妍時尚美甲美睫

(五)業界(五)業界
專家授課專家授課

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
1. 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1. 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
2. 進行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2. 進行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
自我肯定的重要性自我肯定的重要性
自我瞭解的方法自我瞭解的方法
進行自我探索:我能做什麼?我喜歡做什麼?進行自我探索:我能做什麼?我喜歡做什麼?

66
韓丰時尚美學館-張靜芝經理 主題:21世韓丰時尚美學館-張靜芝經理 主題:21世
紀美容業管理彩妝案例講解紀美容業管理彩妝案例講解

(六)業界(六)業界
專家授課專家授課

三、培養就業競爭力三、培養就業競爭力
1. 如何成為未來的一軍1. 如何成為未來的一軍
2. 如培養職場競爭力2. 如培養職場競爭力
3. 設定職涯目標3. 設定職涯目標
4. 開始你的行動計劃4. 開始你的行動計劃

66
韓丰時尚美學館-張靜芝經理 主題:21世韓丰時尚美學館-張靜芝經理 主題:21世
紀美容業管理彩妝案例講解紀美容業管理彩妝案例講解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出席表現、心得報告、課堂參與出席表現、心得報告、課堂參與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自編講義或教材自編講義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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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講義或教材自編講義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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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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普通型 1. 學術群：普通班

技術型

專業群科
1.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
2. 家政群：照顧服務科、流行服飾科、時尚造型科
3.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其他

實用技能學程

1.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日間上課)
2. 商業群：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3. 家政群：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4.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5.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聯絡人

處  室 教務處 電    話 (02)26012644-1206

職  稱 教學組長 行動電話

姓  名 張佩筠 傳    真

E-mail pyjhang@sw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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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一、 102年7月10日總統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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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1月28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 107年2月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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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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2 64 2 49 3 108 7 221

技術型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1 42 1 43 2 68 4 15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27 1 43 2 72 4 14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 17 1 16 0 0 2 33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1 10 1 19 1 22 3 51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1 40 1 36 2 66 4 14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2 69 2 88 3 113 7 270

實用技
能學程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日間上課) 0 0 0 0 0 0 0 0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1 41 1 14 2 7 4 62

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12 1 3 1 4 3 19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1 12 1 6 1 5 3 23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12 1 3 1 4 3 19

合計 13 346 13 320 18 469 44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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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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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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3 47

技術型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2 50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3 50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 50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1 50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2 50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3 50

實用技能學程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3 54

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54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2 54

合計 21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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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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化：優質全人教育、重視弱勢扶助、注重品格教育、培養學習思考。 惜福情：建立惜福觀念、培養自律精神、注重有效
溝通、建構溫馨校園。 進取心：重視執行實踐、培養自發精神、提昇學習效能。 國際觀：強化多元社團、開拓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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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說明： 1.品格力:人文關懷、感恩回饋、尊重自愛、道德修養。 2.學思力:大量閱讀、提問能力、問題解決、創新
思辨。 3.執行力:運用新知、組織規劃、應變能力、專業精進。 4.溝通力:國際視野、團隊合作、語文表達、人際關係。

品格力

學思力

執行力

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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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89年8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
96年8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月18日配合新課綱重新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
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28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 召集人：校長。
(二) 學校行政人員：由各處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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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主任、教
學組長、註冊組長、訓育組長)擔任之，共計8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實習主任和進修部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
(三) 領域/科目教師：由各領域/科目召集人（含語文(國語文和英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及藝術群與綜
合領域及科技領域）擔任之，每領域/科目1人，共計9人。
(四) 專業群科(學程)教師：由各專業群科(學程)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擔任之，每專業群科(學程)1人，共計5人。
(五) 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1人擔任之。
(六) 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1人擔任之。
(七) 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1人擔任之。(設有專業群科學程者應設置之)
(八)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1人擔任之。
(九) 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1人擔任之。

三、 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 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 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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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二) 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 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
得議決。
(五)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 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 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由領域/科目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 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由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科(學程)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 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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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得)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 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 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 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 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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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領域/科目/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群課程研究會每年定期舉行
二次會議。
(二) 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領域/科目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 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 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
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 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領域/科目/專業群科(學程)/各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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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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群旅遊事務科教育目標一、餐旅群旅遊事務科教育目標

（一）習得觀光、餐飲基本專業知識及技能。 （二）熟悉職場安全衛生的工作習慣。 （三）養成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與職場

倫理。 （四）讓學生「主動」學習事物，奠定永續學習的基礎。 （五）養成負責、合作、敬業的服務精神及誠信之職業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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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餐旅群旅遊事務科學生進路二、餐旅群旅遊事務科學生進路

表5-1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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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服務業外場執行人員、飯店房務部整理人員、旅行社助
理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基礎旅遊事務認知、床物鋪設、餐具擺設、門市服務操作

3.檢定職類：
門市丙級證照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觀光餐旅業導論4學
分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門市服務4學分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飲料調製、床物鋪設、旅館事務認知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咖啡店調製人員助手、飯店房務部整理人員、旅行社助理

3.檢定職類：
飲料調製丙級證照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咖啡實務4學分
  雞尾酒實務4學分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國內、外旅遊規劃說明人員，旅行社內外勤服務人員，國家
風景區、國家公園及各地旅遊處導覽解說人員、外語翻譯人
員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領隊實務、解說實務及操作、專案規畫及報告、觀光導覽解
說技巧

3.檢定職類：
餐旅服務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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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餐旅英語會
話2學分
  1.2 校訂選修：
  觀光行政與法規4學
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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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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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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2

藝術

音樂

4

2

美術

藝術生活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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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6 12 12 4 4 2 2

專
業
科
目

觀光餐旅業導論 4 2 2

實
習
科
目

餐飲服務技術 6 3 3

飲料實務 6 3 3

小計小計 16 2 2 3 3 3 3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2 14 14 7 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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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續)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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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備註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般
科目

8學分
5.80%

應用文 4 2 2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4 2 2

小計小計 8 0 0 2 2 2 2

專業
科目

8學分
5.80%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6 2 2 2

生態教育 2 2

小計小計 8 2 0 2 2 2 0

實習
科目

6學分
4.35%

專題實作 4 2 2

職涯體驗 2 1 1

小計小計 6 0 0 2 2 1 1

必修學分數合計必修學分數合計 22 2 0 6 6 5 3

校
訂
選
修

一般
科目

8學分
5.80%

當代軍事科技 2 1 1 跨班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2 1 1 跨班

體育 4 1 1 1 1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8 0 0 2 2 2 2

專業
科目

20學分
14.49%

觀光概要 4 2 2 跨班

領隊導覽解說 4 2 2 跨班

觀光行政與法規 4 2 2 跨班

導遊英語會話 6 2 2 2 跨班

緊急事件處理 2 2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20 2 4 2 2 4 6

實習
科目

36學分
26.09%

城市導覽實務 6 3 3 跨班

旅遊實務 6 3 3 跨班

房務實作 8 4 4 跨班

咖啡實務 4 2 2 跨班

雞尾酒實務 4 2 2 跨班

領團實務 8 4 4 跨班

世界遺產 8 4 4 跨班

世界觀光資源 6 3 3 跨班

台灣的古蹟 6 3 3 跨班

簡報製作 2 2 跨班

門市服務 4 2 2 跨班

葡萄酒實務 4 2 2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36 5 5 6 6 7 7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66學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選修學分數合計 64 7 9 10 10 13 15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86 9 9 16 16 18 18

學分上限總計學分上限總計 138 23 23 23 23 23 23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 1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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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2-1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  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6.09%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4 2.90%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8.70%

合        計 52 37.68%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修

一般科目

82-86學分

8 5.80%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8 5.80%

實習科目 6 4.35%

選修

一般科目 8 5.80%

專業科目 20 14.49%

實習科目 36 26.09%

合        計 86 62.32%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40學分 42 30.43% 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 138學分 138學分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節 12節 系統設計

上課總節數 150節 150節 系統設計

 

課
程
實
施
規
範
畢
業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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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百分比計算以「應修習學分數」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 = 應修習學分數 +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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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目開設一覽表三、科目開設一覽表

((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表6-3-1-1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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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生物

藝術
音樂 → → → → →

→ 藝術生活 → → → →

綜合活動

科技

→ → 生涯規劃 → → →

→ → → 資訊科技 → →

健康與體育
體育 → 體育 → → → →

健康與護理 → 健康與護理 → → → →

全民國防教
育

全民國防教
育

→
全民國防教

育
→ → → →

校
訂
科
目

語文

→ → → → 應用文 → 應用文

→ →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
→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

→ →

綜合活動

科技
→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全民國防教
育

→ → 當代軍事科技 → 當代軍事科技 → →

→ → → →
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
→

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

14



((二二 ))專業及實習科目專業及實習科目
表6-3-1-2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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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餐旅業導論 →
觀光餐旅業導

論
→ → → →

實
習
科
目

→ → 餐飲服務技術 →
餐飲服務技

術
→ →

→ → → → 飲料實務 → 飲料實務

校
訂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觀光餐旅英語會
話

→ →
觀光餐旅英語會

話
→ →

觀光餐旅英語會
話

→

→ → → 生態教育 → →

觀光概要 → 觀光概要 → → → →

→ → → → 領隊導覽解說 → 領隊導覽解說

→ → → → 觀光行政與法規 →
觀光行政與法

規

→ 導遊英語會話 → →
導遊英語會

話
→ → 導遊英語會話

→ → 緊急事件處理 → → →

實
習
科
目

→ → 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 → →

→ → → → 職涯體驗 → 職涯體驗

城市導覽實務 → 城市導覽實務 → → → →

旅遊實務 → 旅遊實務 → → → →

→ → 房務實作 → 房務實作 → →

→ → 咖啡實務 → 咖啡實務 → →

→ → 雞尾酒實務 → 雞尾酒實務 → →

→ → → → 領團實務 → 領團實務

→ → → → 世界遺產 → 世界遺產

→ → → → 世界觀光資源 → 世界觀光資源

→ → → → 台灣的古蹟 → 台灣的古蹟

→ → → → 簡報製作 →

門市服務 → 門市服務 → → → →

葡萄酒實務 → 葡萄酒實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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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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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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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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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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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合計 36 36 36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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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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文應用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al writingspractical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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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0/0/0/0/2/2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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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應用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會使用到的文書，寫作時，必須根據事件的內容、對象、時間、應用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會使用到的文書，寫作時，必須根據事件的內容、對象、時間、
空間的不同而妥慎選用，並遵守現行格式，以期達到切合實用的目的。所以不論是社交文書，如書信、空間的不同而妥慎選用，並遵守現行格式，以期達到切合實用的目的。所以不論是社交文書，如書信、
便條、柬帖，甚至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公文、契約、規章等，所使用的術語與格式，都必須符合時代的需便條、柬帖，甚至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公文、契約、規章等，所使用的術語與格式，都必須符合時代的需
求。更由於應用文除了與日常行為息息相關，有時還牽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以及事務上的施行運作，不求。更由於應用文除了與日常行為息息相關，有時還牽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以及事務上的施行運作，不
能等閒視之，「課程綱要」將應用文納入國文教科書使之成為必修內容，可說是極為務實的考量。能等閒視之，「課程綱要」將應用文納入國文教科書使之成為必修內容，可說是極為務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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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一)名片
1兩面運用1兩面運用
2側書2側書

99

(二)柬帖(二)柬帖
1兩面運用1兩面運用
2側書2側書

99

(三)啟事(三)啟事 1對象1對象
2作法2作法

99

(四)規章(四)規章
1章程1章程
2注意事項2注意事項

99

(五)契約(五)契約
1種類1種類
2買賣契約2買賣契約

99

(六)對聯(六)對聯
1平仄對仗1平仄對仗
2上款下款2上款下款 99

(七)單據及題辭(七)單據及題辭
1借據收據1借據收據
2喜慶哀輓2喜慶哀輓 99

(八)喜慶文(八)喜慶文
1頌辭壽序1頌辭壽序
2注意事項2注意事項 99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中文應用文、實用應用文、自編講義中文應用文、實用應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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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授課、自編講義課堂授課、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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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1-02 9-2-1-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inese Reading & WritingChinese Reading &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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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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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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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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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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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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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0/0/2/2/0/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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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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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字形、字音與字義能有基本理解。一、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字形、字音與字義能有基本理解。
二、學習運用恰當的文字與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二、學習運用恰當的文字與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
三、能自行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欣賞、評析的能力，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三、能自行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欣賞、評析的能力，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四、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四、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
五、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五、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
六、培養語文興趣，善用學習方法，厚植思辨根基，發展自學能力。六、培養語文興趣，善用學習方法，厚植思辨根基，發展自學能力。
七、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擴展學習空間，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七、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擴展學習空間，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八、運用語言文字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事務。八、運用語言文字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事務。
九、經由語文學習，體會群己關係，關切社會重大議題，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九、經由語文學習，體會群己關係，關切社會重大議題，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
十、經由語文學習，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野。十、經由語文學習，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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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古典詩(一)文選古典詩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題解說明。題解說明。
課文講解暨賞析。課文講解暨賞析。
課後評量活動進行。課後評量活動進行。

2424

(二)文選現代詩(二)文選現代詩
選選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題解說明。題解說明。
課文講解暨賞析。課文講解暨賞析。
課後評量活動進行。課後評量活動進行。

2424

(三)論語選讀(三)論語選讀

孔子生平及思想簡介。孔子生平及思想簡介。
論語之現代意義與價值解析。論語之現代意義與價值解析。
論語內容之講解*。論語內容之講解*。
相關人物介紹。相關人物介紹。

242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期末考期中考、期末考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參考工具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百科全書、叢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及電子工具書。參考工具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百科全書、叢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及電子工具書。
一般用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典籍及古今中外文學名著。一般用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典籍及古今中外文學名著。
期刊雜誌：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期刊雜誌：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
網路資源：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網路資源：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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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之價值。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之價值。
編選教材時，宜把握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通盤規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以及內容性質，作有編選教材時，宜把握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通盤規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以及內容性質，作有
系統之編排。系統之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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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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軍事科技當代軍事科技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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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0/0/1/1/0/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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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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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搭配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學習單，運用參考書籍、影片、網路、新聞時事等資料，講授國防科技的基搭配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學習單，運用參考書籍、影片、網路、新聞時事等資料，講授國防科技的基
本內涵與新型態的軍事科技，增加教學的豐富性，以達到教學目標本內涵與新型態的軍事科技，增加教學的豐富性，以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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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一)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
一、發展背景一、發展背景
二、六大特色二、六大特色 66

(二)探索明日軍務――軍事(二)探索明日軍務――軍事
事務革新事務革新

一、源起一、源起
二、意義二、意義
三、驅動因素三、驅動因素

66

(三)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三)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
一、美國發展趨勢一、美國發展趨勢
二、歐洲國家發展重點二、歐洲國家發展重點
三、中國大陸發展方向三、中國大陸發展方向

66

(四)我國的軍事革新作為(四)我國的軍事革新作為

一、重要課題一、重要課題
二、具體施政二、具體施政
三、國防及軍事戰略三、國防及軍事戰略
四、建軍發展方向四、建軍發展方向

66

(五)未來軍武巡禮――先進(五)未來軍武巡禮――先進
武器簡介-資訊作戰武器簡介-資訊作戰

一、時代趨勢一、時代趨勢
二、型態與意義二、型態與意義
三、我國現況三、我國現況

66

(六)與科技共舞――未來軍(六)與科技共舞――未來軍
事科技發展趨勢事科技發展趨勢

（一）廣義（一）廣義
（二）狹義（二）狹義
二、軍事應用二、軍事應用
（一）效應與影響（一）效應與影響
（二）類別（二）類別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末考、平時成績期末考、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全民國防教育當代軍事科技、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全民國防教育當代軍事科技、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
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頁、youtube網站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頁、youtub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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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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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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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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10/0/0/0/1/1 0/0/0/0/1/1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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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了解恐怖分子的攻擊行為具有擴散性與致命性，配合新聞時事案例解說恐怖分子的發展概況與攻擊方了解恐怖分子的攻擊行為具有擴散性與致命性，配合新聞時事案例解說恐怖分子的發展概況與攻擊方
式，且受害者多為平民與婦孺，造成重大傷亡。使學生了解如果台灣發生恐怖攻擊，後果將有多麼嚴式，且受害者多為平民與婦孺，造成重大傷亡。使學生了解如果台灣發生恐怖攻擊，後果將有多麼嚴
重，藉此激發學生的愛國意識及反恐意願。重，藉此激發學生的愛國意識及反恐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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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概述(一)恐怖主義概述
恐怖主義的定義、起因、類型、特性。恐怖主義的定義、起因、類型、特性。
面對新的國際局勢，恐怖主義將有新的面貌。面對新的國際局勢，恐怖主義將有新的面貌。

99

(二)恐怖主義的威脅與(二)恐怖主義的威脅與
危害危害

說明恐怖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與科技方面的影響。說明恐怖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與科技方面的影響。
介紹恐怖組織組織、份子以及其活動。介紹恐怖組織組織、份子以及其活動。
911事件。911事件。

99

(三)國際反恐作為(三)國際反恐作為
說明國際間的反恐政策與組織運作。說明國際間的反恐政策與組織運作。
說明國際間反恐部隊及行動。說明國際間反恐部隊及行動。

99

(四)我國際反恐作為(四)我國際反恐作為

說明我國反恐政策與機制運作。說明我國反恐政策與機制運作。
說明我國反恐組織與其行動。說明我國反恐組織與其行動。
說明我國反恐作為應有的體認。說明我國反恐作為應有的體認。
說明國軍在反恐上的角色。說明國軍在反恐上的角色。

99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末考、平時成績期末考、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
頁、youtube網站頁、youtube網站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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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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體育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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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1/10/0/1/1/1/1 0/0/1/1/1/10/0/1/1/1/1 0/0/1/1/1/1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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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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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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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藉以鍛鍊健全身心，促進均衡發展，培養運動道德，發揚團隊精神，增進體育新知，養成運動習慣，瞭藉以鍛鍊健全身心，促進均衡發展，培養運動道德，發揚團隊精神，增進體育新知，養成運動習慣，瞭
解運動方法，提昇運動水準，培養運動興趣，充實休閒生活，建立終身運動習慣，欣賞運動美感，促進解運動方法，提昇運動水準，培養運動興趣，充實休閒生活，建立終身運動習慣，欣賞運動美感，促進
身心均衡發展。主要內容-各式球類、體育知識身心均衡發展。主要內容-各式球類、體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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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一)桌球 桌球基本動作桌球基本動作 1212

(二)桌球(二)桌球 桌球推擋練習桌球推擋練習 1212

(三)排球(三)排球 排球基本動作排球基本動作 1212

(四)羽球(四)羽球 羽球基本動作羽球基本動作 1212

(五)籃球(五)籃球 籃球基本動作籃球基本動作 1212

(六)籃球(六)籃球 籃球比賽籃球比賽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出席率、期中基本體能測試、期末基本體能測試出席率、期中基本體能測試、期末基本體能測試
13 排球 13 排球 
16 體適能四項測驗 16 體適能四項測驗 
7 羽球 17 擲遠 7 羽球 17 擲遠 
10 籃球投籃賽10 籃球投籃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各式球類、運動傷害介紹各式球類、運動傷害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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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介紹、解脫、動作示範動作介紹、解脫、動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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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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Hospitality  English and ConversationHospitality  English and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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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2/0/2/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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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課程包含「飯店」與「餐飲」，依服務流程做主題安排課程包含「飯店」與「餐飲」，依服務流程做主題安排
1. 餐飲美「食」必備英語 1. 餐飲美「食」必備英語 
2.「住」宿英語沒問題 透過本課程介紹，使學生理解餐旅產業常用的英文單字、片語與對話，並應用於2.「住」宿英語沒問題 透過本課程介紹，使學生理解餐旅產業常用的英文單字、片語與對話，並應用於
日後從事旅館及餐飲產業的從業生涯。旅館及餐廳重要英文單字與對話，培育學生具備旅館及餐飲產業日後從事旅館及餐飲產業的從業生涯。旅館及餐廳重要英文單字與對話，培育學生具備旅館及餐飲產業
英語專業知識能力 培育學生英語句型及短文寫作能力 使學生具備：餐旅產業知識、實務操作能力、問英語專業知識能力 培育學生英語句型及短文寫作能力 使學生具備：餐旅產業知識、實務操作能力、問
題解決能力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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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篇(一)餐飲篇 Waiting for a Table 等候帶位Waiting for a Table 等候帶位 99

(二)餐飲篇(二)餐飲篇 Ordering 點菜Ordering 點菜 1010

(三)餐飲篇(三)餐飲篇 House Specialty 招牌菜House Specialty 招牌菜 1010

(四)餐飲篇(四)餐飲篇 Waiting to Be Served 等候上菜Waiting to Be Served 等候上菜 99

(五)餐飲篇(五)餐飲篇 Check, please. 買單Check, please. 買單 99

(六)餐飲篇(六)餐飲篇
Paying 付錢Paying 付錢
My Treat! 請客My Treat! 請客

99

(七)飯店篇(七)飯店篇 Hotel Reservations 訂房Hotel Reservations 訂房 1212

(八)飯店篇(八)飯店篇
Wake-up Call 喚醒服務 Wake-up Call 喚醒服務 
Room Service 客房服務Room Service 客房服務

1010

(九)飯店篇(九)飯店篇 Laundry 洗衣服Laundry 洗衣服 1111

(十)飯店篇(十)飯店篇 Asking for Help 請求協助Asking for Help 請求協助 1010

(十一)飯店篇(十一)飯店篇 Check-out 退房Check-out 退房 99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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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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教育生態教育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nvironment EducationEnvironm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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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2/0/00/0/0/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促進學生了解個人、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賴關係，增進學生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促進學生了解個人、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賴關係，增進學生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
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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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生態教育(一)環境生態教育

1.認識樹的構造。1.認識樹的構造。
2.了解樹的防禦能力。2.了解樹的防禦能力。
3.探討自然界食物鍊的平衡。3.探討自然界食物鍊的平衡。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44

(二)保育與復育(二)保育與復育

1.瞭解保育與復育的差別。1.瞭解保育與復育的差別。
2.介紹台灣保育類動物。2.介紹台灣保育類動物。
3.培養學生愛護地球生物的態度。3.培養學生愛護地球生物的態度。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55

(三)植物的型態(三)植物的型態

1.了解有毒植物因生存演化而產生毒性自我保護。1.了解有毒植物因生存演化而產生毒性自我保護。
2.了解有毒植物的功用及存在的必要性並知道如何與有毒植物和平共處。2.了解有毒植物的功用及存在的必要性並知道如何與有毒植物和平共處。
3.能認識有毒植物，觀察他們的葉子、花或果的型態。3.能認識有毒植物，觀察他們的葉子、花或果的型態。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55

(四)外來種的影響(四)外來種的影響
1.認識外來種的定義及物種。1.認識外來種的定義及物種。
2.明瞭外來種對本土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而能對環境更為尊重。2.明瞭外來種對本土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而能對環境更為尊重。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44

(五)環境生態教育(五)環境生態教育

1.了解生態系統的環境因子。1.了解生態系統的環境因子。
2.認識水域生態系。2.認識水域生態系。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55

(六)大地中的資源(六)大地中的資源
1.認識大地中有許多資源。1.認識大地中有許多資源。
2.認識三類岩石。2.認識三類岩石。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44

(七)國際保育組織(七)國際保育組織

1.認識國際間重要的保育組織。1.認識國際間重要的保育組織。
2.建立保育觀念及態度的養成。2.建立保育觀念及態度的養成。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44

(八)生態的平衡(八)生態的平衡

.知道生態系中生產者、消費者及分解者的關係。.知道生態系中生產者、消費者及分解者的關係。
2.知道食物塔的能量流動概念。2.知道食物塔的能量流動概念。
3.瞭解自然界生態平衡的重要。3.瞭解自然界生態平衡的重要。
評量心得評量心得

55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評量心得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評量心得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網路資料及影片、結合新聞時事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網路資料及影片、結合新聞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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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網路資料及影片、結合新聞時事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網路資料及影片、結合新聞時事
讓學生學習了解自然環境生態保育的重要性讓學生學習了解自然環境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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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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概要觀光概要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TourismIntroduction to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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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瞭解觀光資源的規劃與管理。(一)瞭解觀光資源的規劃與管理。
(二)清楚導遊與領隊的分別。(二)清楚導遊與領隊的分別。
(三)學習導遊與領隊之接待作業流程。(三)學習導遊與領隊之接待作業流程。
(四)瞭解觀光人力資源的應用。(四)瞭解觀光人力資源的應用。
(五)培養學生環境保護的觀念並重視觀光所帶來的衝擊與因應措施。(五)培養學生環境保護的觀念並重視觀光所帶來的衝擊與因應措施。
(六)了解觀光未來發展趨勢。(六)了解觀光未來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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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產業的概念(一)觀光產業的概念

1.觀光產業的意義1.觀光產業的意義
2.觀光產業的起源與發展2.觀光產業的起源與發展
3.觀光產業的範疇3.觀光產業的範疇

88

(二)觀光產業的概念(二)觀光產業的概念
4.觀光客的意義4.觀光客的意義
5.觀光產業相關名詞5.觀光產業相關名詞

88

(三)觀光發展政策與觀光組織(三)觀光發展政策與觀光組織
1.我國與國際觀光產業發展概況1.我國與國際觀光產業發展概況
2.觀光組織2.觀光組織
3.國際性主要觀光組織3.國際性主要觀光組織

88

(四)觀光服務業(四)觀光服務業

1.服務業的涵義1.服務業的涵義
2.服務業的特性2.服務業的特性
3.觀光服務的內容3.觀光服務的內容
4.觀光服務業的經營管理4.觀光服務業的經營管理

88

(五)觀光市場與行銷(五)觀光市場與行銷
1.觀光市場的概念1.觀光市場的概念
2.觀光需求與供應2.觀光需求與供應
3.觀光行銷的概念3.觀光行銷的概念

88

(六)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六)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
1.觀光資源的概念。1.觀光資源的概念。
2.觀光資源規劃。2.觀光資源規劃。
3.觀光資源開發與管理。3.觀光資源開發與管理。

88

(七)導遊與領隊(七)導遊與領隊
1.導遊與領隊的概念。1.導遊與領隊的概念。
2. 導遊接待業務。2. 導遊接待業務。
3. 領隊作業。3. 領隊作業。

88

(八)觀光人力資源運用(八)觀光人力資源運用

1. 觀光人力資源發展。1. 觀光人力資源發展。
2. 觀光人力資源管理。2. 觀光人力資源管理。
3. 觀光人力資源培訓。3. 觀光人力資源培訓。
4. 觀光人力規劃。4. 觀光人力規劃。

88

(九)觀光衝擊與觀光未來發展方向(九)觀光衝擊與觀光未來發展方向
1.觀光衝擊。1.觀光衝擊。
2.我國觀光產業發展重點。2.我國觀光產業發展重點。
3.觀光產業未來發展趨勢。3.觀光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8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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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資源規劃與解說技巧，達到領隊導遊人員訓練之成效。注重資源規劃與解說技巧，達到領隊導遊人員訓練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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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運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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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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行政與法規觀光行政與法規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ourism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Tourism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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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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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觀光行政與法規課程教學目標，在闡釋我國觀光政策及法規演變、國際與世界主要觀光行政組織、我國觀光行政與法規課程教學目標，在闡釋我國觀光政策及法規演變、國際與世界主要觀光行政組織、我國
觀光行政組織及我國觀光相關法規，在使學生達學以致用的目的，培養觀光觀光從業人員的正確觀念與觀光行政組織及我國觀光相關法規，在使學生達學以致用的目的，培養觀光觀光從業人員的正確觀念與
態度。態度。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主要單元主要單元 ((進度進度 )) 內容細項內容細項
分配分配
節數節數

備備
註註

(一)觀光行政(一)觀光行政
Chapter 1 觀光行政概念之界定Chapter 1 觀光行政概念之界定
Chapter 2 國家觀光組織Chapter 2 國家觀光組織
Chapter 3 我國觀光行政發展的沿革Chapter 3 我國觀光行政發展的沿革

88

(二)觀光行政(二)觀光行政
Chapter 4 我國觀光政策的發展Chapter 4 我國觀光政策的發展
Chapter 5 觀光行政與法規之關聯Chapter 5 觀光行政與法規之關聯

88

(三)發展觀光條例及相(三)發展觀光條例及相
關法規關法規

Chapter 6 發展觀光條例概說Chapter 6 發展觀光條例概說
Chapter 7 旅行業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Chapter 7 旅行業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
Chapter 8 專業人員輔導管理（旅行業管理規則、導遊人員管理規則及領隊人Chapter 8 專業人員輔導管理（旅行業管理規則、導遊人員管理規則及領隊人
員管理規則）員管理規則）

88

(四) 發展觀光條例及相(四) 發展觀光條例及相
關法規關法規

Chapter 9 兩岸觀光交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大陸地區人民Chapter 9 兩岸觀光交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大陸地區人民
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Chapter 10 觀光旅館業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觀Chapter 10 觀光旅館業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觀
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
Chapter 11 旅館業之輔導與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旅館業管理規則）Chapter 11 旅館業之輔導與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旅館業管理規則）

88

(五) 發展觀光條例及相(五) 發展觀光條例及相
關法規關法規

Chapter 12 民宿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民宿管理辦法）Chapter 12 民宿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民宿管理辦法）
Chapter 13 星級旅館評鑑及旅宿業管理制度探討Chapter 13 星級旅館評鑑及旅宿業管理制度探討

88

(六) 發展觀光條例及相(六) 發展觀光條例及相
關法規關法規

Chapter 14 觀光遊樂業之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Chapter 14 觀光遊樂業之輔導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
Chapter 15 風景特定區規劃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Chapter 15 風景特定區規劃管理（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Chapter 16 國際宣傳推廣Chapter 16 國際宣傳推廣

88

(七)消費者服務及保護(七)消費者服務及保護
Chapter 17 旅遊契約Chapter 17 旅遊契約
Chapter 18 個別旅客訂房契約Chapter 18 個別旅客訂房契約

88

(八)消費者服務及保護(八)消費者服務及保護
Chapter 19 訂席外燴（辦桌）契約Chapter 19 訂席外燴（辦桌）契約
Chapter 20 商品禮券之履約保證Chapter 20 商品禮券之履約保證

88

(九)世界貿易組織與世(九)世界貿易組織與世
界觀光組織界觀光組織

Chapter 21 世界貿易組織Chapter 21 世界貿易組織
Chapter 22 世界觀光組織Chapter 22 世界觀光組織

8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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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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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導覽解說領隊導覽解說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Tour Guiding and Attrations InterpretingPractice of Tour Guiding and Attrations Interpr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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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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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說導覽概要、解說導覽媒介、解說導覽原則與方法、解說導覽設施與器材、解說導覽內容、非人員解解說導覽概要、解說導覽媒介、解說導覽原則與方法、解說導覽設施與器材、解說導覽內容、非人員解
說導覽媒體設計、室內與戶外解說導覽、解說導覽員、特殊團體解說、解說導覽企劃書撰寫、解說導覽說導覽媒體設計、室內與戶外解說導覽、解說導覽員、特殊團體解說、解說導覽企劃書撰寫、解說導覽
實作實作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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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概述(一)工作概述 領隊人員解說工作概述領隊人員解說工作概述 66

(二)導覽解說(二)導覽解說 台灣旅行社組織架構與經營業務介紹；領隊與導遊的資格與管理規則台灣旅行社組織架構與經營業務介紹；領隊與導遊的資格與管理規則 77

(三)導覽解說(三)導覽解說 領隊應具備特質與條件領隊應具備特質與條件 66

(四)導覽解說(四)導覽解說 領隊帶團實務作業流程(一)領隊帶團實務作業流程(一) 66

(五)解說概論(五)解說概論
解說概論（意義、功能、目標)解說概論（意義、功能、目標)
解說概論（對象、要素）解說概論（對象、要素）

77

(六)解說概論(六)解說概論
解說規劃解說規劃
導覽解說導覽解說

77

(七)解說概論(七)解說概論
領隊技巧領隊技巧
旅客心理與行為旅客心理與行為

77

(八)規劃與製作討論(八)規劃與製作討論 解說媒體規劃與製作討論解說媒體規劃與製作討論 77

(九)規劃與製作討論(九)規劃與製作討論 解說媒體規劃與製作討論解說媒體規劃與製作討論 66

(十)演練(十)演練 解說演練解說演練 77

(十一)演練(十一)演練 解說演練解說演練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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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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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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英語會話導遊英語會話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our Manager and Tour Guide EnglishTour Manager and Tour Guid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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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2/0/2/0/2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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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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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或出國時，能使用英語在各種情境下做適當有效的溝通，讓生活享有更美好愉快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或出國時，能使用英語在各種情境下做適當有效的溝通，讓生活享有更美好愉快
的經的經
驗。課程涵蓋機場、搭機、飯店、餐廳、問路、電話、交通、天氣、購物、銀行、郵局、就醫、美髮沙驗。課程涵蓋機場、搭機、飯店、餐廳、問路、電話、交通、天氣、購物、銀行、郵局、就醫、美髮沙
龍、龍、
休閒、運動等生活主題。休閒、運動等生活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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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會話(一)英文會話 Tourism 觀光業概論Tourism 觀光業概論 1111

(二)英文會話(二)英文會話 Travel Agency, Tour Leader & Tour Guide 旅行社與領隊導遊Travel Agency, Tour Leader & Tour Guide 旅行社與領隊導遊 1111

(三)英文會話交通(三)英文會話交通 Transportation 航空交通Transportation 航空交通 1010

(四)英文會話旅遊(四)英文會話旅遊 Sightseeing 假期與景點導覽Sightseeing 假期與景點導覽 1111

(五)英文會話住宿(五)英文會話住宿 Accommodation 飯店住宿Accommodation 飯店住宿 1010

(六)英文會話餐廳(六)英文會話餐廳 Cuisine 餐廳美食Cuisine 餐廳美食 1010

(七)英文會話(七)英文會話 Money 金錢買賣Money 金錢買賣 1010

(八)英文會話(八)英文會話 Etiquette 社交禮儀Etiquette 社交禮儀 1111

(九)對話練習(九)對話練習 如何正確有效地學習英語如何正確有效地學習英語 1212

(十)對話練習(十)對話練習 如何正確有效地學習英語如何正確有效地學習英語 1212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老師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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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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07 9-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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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事件處理緊急事件處理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Emergency handlingEmergency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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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0/0/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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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了解「緊急事件」是指突然、意外發生須立刻處理的事件，職場中會遇到的緊急事件可能包括天然教學了解「緊急事件」是指突然、意外發生須立刻處理的事件，職場中會遇到的緊急事件可能包括天然
災害等事故或災害造成災害，面對緊急事件第一優先永遠是考量救災人員的生命安全，依災情來評估與災害等事故或災害造成災害，面對緊急事件第一優先永遠是考量救災人員的生命安全，依災情來評估與
建立應變策略而後開始人員之搶救與送醫、災害控制與圍堵，最後進行災後清理，而事故後的檢討與改建立應變策略而後開始人員之搶救與送醫、災害控制與圍堵，最後進行災後清理，而事故後的檢討與改
善，以及相關教育訓練是預防下一次危害時造成更多人員傷亡重要之一環。善，以及相關教育訓練是預防下一次危害時造成更多人員傷亡重要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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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件分類(一)緊急事件分類 緊急事件分類原則緊急事件分類原則 44

(二)緊急事件現場應確保原則(二)緊急事件現場應確保原則 緊急事件現場應確保原則緊急事件現場應確保原則 44

(三)指揮及評估的建立(三)指揮及評估的建立 指揮及評估的建立指揮及評估的建立 44

(四)災害搶救應注意事項(四)災害搶救應注意事項 災害搶救應注意事項災害搶救應注意事項 44

(五)緊急事件災後處置考量(五)緊急事件災後處置考量 緊急事件災後處置考量緊急事件災後處置考量 44

(六)標準流程建立(六)標準流程建立 標準流程建立標準流程建立 44

(七)領隊責任內容(七)領隊責任內容 領隊責任內容領隊責任內容 44

(八)旅行業責任內容(八)旅行業責任內容 旅行業責任內容旅行業責任內容 44

(九)設立危機處理小組(九)設立危機處理小組 設立危機處理小組設立危機處理小組 22

(十)提供支援(十)提供支援 提供支援提供支援 22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筆試筆試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相關事項影片,資料提供討論相關事項影片,資料提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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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事項影片,資料提供討論相關事項影片,資料提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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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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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ProjectsPractice of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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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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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研究、基礎研究能力之能力，應用設計的技巧解決問題。。本課程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研究、基礎研究能力之能力，應用設計的技巧解決問題。。
透過團隊合作方式，培養學生溝通與協調技巧，再藉由專業領域工具之應用，協助學生瞭解專題製作的透過團隊合作方式，培養學生溝通與協調技巧，再藉由專業領域工具之應用，協助學生瞭解專題製作的
基本概念。使學生學習理論與實作之整合運用。基本概念。使學生學習理論與實作之整合運用。
課程中同時安排學生報告，以訓練其口語表達技巧及簡報能力。課程中同時安排學生報告，以訓練其口語表達技巧及簡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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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的基本認知(一)專題製作的基本認知
(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
(2)題目設計要領。(2)題目設計要領。

88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1)封面設計技巧。(1)封面設計技巧。
(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
(3)專題製作的動機及目的。(3)專題製作的動機及目的。

88

(三)專題製作文獻蒐集(三)專題製作文獻蒐集
(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
(2)資料分類、統整及組織。(2)資料分類、統整及組織。

88

(四)專題製作範圍對象(四)專題製作範圍對象
(1)專題製作範圍。(1)專題製作範圍。
(2)專題製作實作。(2)專題製作實作。

88

(五)專題製作過程與方法(五)專題製作過程與方法
(1)研究方法的應用。(1)研究方法的應用。
(2)研究過程注意事項。(2)研究過程注意事項。
(3)專題製作步驟。(3)專題製作步驟。

88

(六)專題製作結果與討論(六)專題製作結果與討論
(1)專題製作內容撰寫格式。(1)專題製作內容撰寫格式。
(2)專題製作結論撰寫要領。(2)專題製作結論撰寫要領。
(3)問題與討論。(3)問題與討論。

88

(七)參考書目撰寫方法(七)參考書目撰寫方法 (1)專題製作參考文獻撰寫注意事項。(1)專題製作參考文獻撰寫注意事項。 88

(八)專題製作實作(八)專題製作實作
(1)專題製作實作進度報告。(1)專題製作實作進度報告。
(2)專題製作成果發表。(2)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88

(九)專題製作成果發表(九)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1)問題與討論。(1)問題與討論。 88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專題報告與成果平時成績、專題報告與成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學時運用創意並利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教學時運用創意並利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材內容及次序安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1)教材內容及次序安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
(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避免陳義過高，影響學習興趣。(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避免陳義過高，影響學習興趣。
(3)教材應參照一般專題製作原則。(3)教材應參照一般專題製作原則。
(4)教材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4)教材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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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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導覽實務城市導覽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lease enter here the translationPlease enter here th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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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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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導覽解說提高觀光旅遊的知性意義與價值(知識) 二、讓學生具備相關旅遊導覽解說的能力來豐一、藉由導覽解說提高觀光旅遊的知性意義與價值(知識) 二、讓學生具備相關旅遊導覽解說的能力來豐
富觀光遊程(技能) 三、經由導覽解說讓遊客學習到觀光旅遊的正確理念.(認知)四、行大多認識外地，富觀光遊程(技能) 三、經由導覽解說讓遊客學習到觀光旅遊的正確理念.(認知)四、行大多認識外地，
卻很少旅行我們最熟悉的生活社區。我們將換個角度來深度走訪，並培訓導覽能力，把在地故事分享傳卻很少旅行我們最熟悉的生活社區。我們將換個角度來深度走訪，並培訓導覽能力，把在地故事分享傳
遞，實踐在地生活導覽旅行。遞，實踐在地生活導覽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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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理論(一)解說理論
1.課程簡介及導覽解說概論 1.課程簡介及導覽解說概論 
2.導覽解說與行程設計2.導覽解說與行程設計

1212

(二)解說理論(二)解說理論 導覽解說理論導覽解說理論 1212

(三)解說理論(三)解說理論
1.解說語言運用1.解說語言運用
2.解說技巧方法2.解說技巧方法

1212

(四)實務演練(四)實務演練 淡水文化資產導覽－漢人遺跡淡水文化資產導覽－漢人遺跡 1010

(五)實務演練(五)實務演練 滬尾湖南勇古墓、鄞山寺、程氏古厝導覽滬尾湖南勇古墓、鄞山寺、程氏古厝導覽 1010

(六)實務演練(六)實務演練 解說實務演練/廟宇古蹟/美食小吃解說實務演練/廟宇古蹟/美食小吃 1010

(七)實務演練(七)實務演練 導覽解說實務演練導覽解說實務演練 1212

(八)解說體驗(八)解說體驗 戶外教學專業解說體驗戶外教學專業解說體驗 1010

(九)分組報告(九)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分組報告 1010

(十)分組報告(十)分組報告 分享與回饋分享與回饋 1010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期末作業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實務操作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專業教室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老師講授老師講授
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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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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實務旅遊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ourism practice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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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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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旅行業的起源、意義及特質。(一)瞭解旅行業的起源、意義及特質。
(二)瞭解旅行業在觀光事業中之地位、發展及分類。(二)瞭解旅行業在觀光事業中之地位、發展及分類。
(三)培養辦理出國手續、團體作業能力與知識。(三)培養辦理出國手續、團體作業能力與知識。
(四)提升航空票務相關知識、團體帶領能力。(四)提升航空票務相關知識、團體帶領能力。
(五)加強對旅行業未來發展之正確認知，以掌握旅行業經營趨勢。(五)加強對旅行業未來發展之正確認知，以掌握旅行業經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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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概論(一).旅行業概論 旅遊之興起與旅行業沿革旅遊之興起與旅行業沿革 1212

(二)旅行業概論(二)旅行業概論 旅行業的定義與特質。旅行業的定義與特質。 1212

(三)旅行業設立、組織 與分類(三)旅行業設立、組織 與分類 旅行業之分類與組織結構旅行業之分類與組織結構 1212

(四)旅行業設立、組織 與分類(四)旅行業設立、組織 與分類 旅行業之從業人員旅行業之從業人員 1111

(五).旅遊產品組合(五).旅遊產品組合
團體旅遊團體旅遊
個別旅遊個別旅遊
產品通路產品通路

1111

(六)旅行業從業人員之 專長分類與條(六)旅行業從業人員之 專長分類與條
件件

導遊。導遊。
領隊。領隊。

1010

(七)旅行業從業人員之 專長分類與條(七)旅行業從業人員之 專長分類與條
件件

旅遊諮詢師。旅遊諮詢師。
票務作業票務作業

1010

(八)旅行業從業人員之 專長分類與條(八)旅行業從業人員之 專長分類與條
件件

旅遊銷售旅遊銷售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1010

(九)我國旅行業未來發 展之趨勢(九)我國旅行業未來發 展之趨勢 數位化與電子商務數位化與電子商務 1010

(十)我國旅行業未來發 展之趨勢(十)我國旅行業未來發 展之趨勢 作業標準化與產品多元化作業標準化與產品多元化 1010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中考成績、
期末考成績、期末考成績、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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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重旅遊實務，藉由觀光相關產業參觀，由操作中學習，理論與實務並2.注重旅遊實務，藉由觀光相關產業參觀，由操作中學習，理論與實務並
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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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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古蹟台灣的古蹟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aiwan monumentsTaiwan mon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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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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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旨在引導一般國內外大學生對臺灣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正確瞭解，同時藉著校本課程旨在引導一般國內外大學生對臺灣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正確瞭解，同時藉著校
外教學，參觀臺灣文化資產中的古蹟活動，讓同學深刻體驗臺灣社會文化的特色，進而外教學，參觀臺灣文化資產中的古蹟活動，讓同學深刻體驗臺灣社會文化的特色，進而
作為未來從事台灣研究的基礎入門課程。作為未來從事台灣研究的基礎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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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歡(一)相見歡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1010

(二)分組討論(二)分組討論 古蹟概論古蹟概論 1111

(三)分組討論(三)分組討論 戰後台灣古蹟保存的回顧戰後台灣古蹟保存的回顧 1111

(四)繳交古蹟新聞大解讀心得(四)繳交古蹟新聞大解讀心得 古蹟保存維護與再利用古蹟保存維護與再利用 1111

(五) 繳交講座心得(五) 繳交講座心得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1111

(六)分組討論(六)分組討論 古蹟的導覽與解說：以參觀寺廟為例古蹟的導覽與解說：以參觀寺廟為例 1111

(七)分組討論(七)分組討論 台灣歷史文化台灣歷史文化 1111

(八)分組討論(八)分組討論 從赤崁到五條港—清代台灣府城的歷史與文化從赤崁到五條港—清代台灣府城的歷史與文化 1111

(九)分組報告(九)分組報告 繳交書面報告繳交書面報告 1111

(十) 分組討論(十) 分組討論
宗教古蹟宗教古蹟
綜合座談綜合座談

1010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期末作業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實務操作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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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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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遺產世界遺產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atrimonio mundialpatrimonio mun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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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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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2年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制定並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1972年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制定並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瞭解7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保護環境和遺產的新觀點與新認識。瞭解7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對保護環境和遺產的新觀點與新認識。
瞭解世界上最主要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 瞭解世界上最主要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 
使學生認識到保護遺產的重要性，世界遺產的命運和前途掌握在青年一代手中。 使學生認識到保護遺產的重要性，世界遺產的命運和前途掌握在青年一代手中。 
啟發、引導和組織學生積極倡議和參加保護遺產的各項社會活動。啟發、引導和組織學生積極倡議和參加保護遺產的各項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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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與討論(一)講授與討論 世界遺產的定義世界遺產的定義 1212

(二)講授與討論(二)講授與討論 世界遺產的登錄與管理世界遺產的登錄與管理 1212

(三)講授與討論(三)講授與討論 世界遺產與旅遊的關係世界遺產與旅遊的關係 1212

(四)講授與討論(四)講授與討論
世界遺產賞析(一)世界文化遺產世界遺產賞析(一)世界文化遺產
1.城市文明1.城市文明
2.歷史古城與名城2.歷史古城與名城

1212

(五)講授與討論(五)講授與討論
一、城市文明 一、城市文明 
2.歷史中心與街區2.歷史中心與街區

1212

(六)講授與討論(六)講授與討論
二、建築景觀二、建築景觀
1.宗教建築1.宗教建築
2.王室建築2.王室建築

1212

(七)講授與討論(七)講授與討論
二、建築景觀二、建築景觀
3.軍事建築3.軍事建築
4.特殊建築4.特殊建築

1212

(八)講授與討論(八)講授與討論
世界自然遺產世界自然遺產
1.地質1.地質
2.生物2.生物

1212

(九)講授與討論(九)講授與討論 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 1212

(十)講授與討論(十)講授與討論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1212

(十一)報告與討論(十一)報告與討論 分組報告分組報告 1212

(十二)報告與討論(十二)報告與討論 分組報告分組報告 1212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期末作業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實務操作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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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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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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尾酒實務雞尾酒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cktail PracticeCock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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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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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概述介紹各種飲料之分類、特性、雞尾酒、葡萄酒、香檳、茶、咖啡、果汁之特性及調製方法及吧?課程概述介紹各種飲料之分類、特性、雞尾酒、葡萄酒、香檳、茶、咖啡、果汁之特性及調製方法及吧?
設備，器具之介紹及吧?銷售、管理控制之方法。設備，器具之介紹及吧?銷售、管理控制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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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飲料(一)酒精性飲料
酒精性飲料酒精性飲料
第一節 酒的概論第一節 酒的概論
第二節 釀造酒第二節 釀造酒

55

(二)酒精性飲料(二)酒精性飲料
第三節 蒸餾酒第三節 蒸餾酒
第四節 再製酒第四節 再製酒

55

(三)基礎篇酒吧介紹與吧檯認識(三)基礎篇酒吧介紹與吧檯認識

第一節 酒吧類型第一節 酒吧類型
第二節 酒吧裝潢與吧檯建構第二節 酒吧裝潢與吧檯建構
第三節 吧檯設備與杯具第三節 吧檯設備與杯具
第四節 認識酒瓶及其大小第四節 認識酒瓶及其大小

55

(四)蒸餾酒――六大基酒(四)蒸餾酒――六大基酒
第一節 威士忌第一節 威士忌
第二節 伏特加第二節 伏特加
第三節 白蘭地第三節 白蘭地

55

(五)蒸餾酒――六大基酒(五)蒸餾酒――六大基酒
第四節 蘭姆酒第四節 蘭姆酒
第五節 特吉拉酒第五節 特吉拉酒
第六節 琴酒第六節 琴酒

55

(六)混合飲料的調製(六)混合飲料的調製

第一節 混合飲料的定義與起源第一節 混合飲料的定義與起源
第二節 混合飲料的架構與組成要素第二節 混合飲料的架構與組成要素
第三節 調配混合飲料的計量方法與器具第三節 調配混合飲料的計量方法與器具

66

(七)混合飲料的調製(七)混合飲料的調製
第四節 混合飲料的調製方法第四節 混合飲料的調製方法
第五節 吧檯常用的裝飾物與調味料第五節 吧檯常用的裝飾物與調味料

66

(八)混合飲料的調製(八)混合飲料的調製
第六節 混合飲料類型第六節 混合飲料類型
第七節 常見的混合飲料酒譜第七節 常見的混合飲料酒譜

66

(九)釀造酒――啤酒(九)釀造酒――啤酒

第一節 啤酒的由來與發展第一節 啤酒的由來與發展
第二節 德國啤酒的影響力第二節 德國啤酒的影響力
第三節 啤酒的酒精濃度與啤酒度數第三節 啤酒的酒精濃度與啤酒度數
第四節 啤酒釀造的主要元素第四節 啤酒釀造的主要元素

55

(十)釀造酒――啤酒(十)釀造酒――啤酒

第五節 啤酒的發酵方法第五節 啤酒的發酵方法
第六節 啤酒的釀造過程第六節 啤酒的釀造過程
第七節 啤酒的分類第七節 啤酒的分類
第八節 啤酒的品質與儲存第八節 啤酒的品質與儲存
第九節 啤酒的服侍與飲用第九節 啤酒的服侍與飲用

66

(十一)釀造酒――葡萄酒(十一)釀造酒――葡萄酒

第一節 葡萄的生長條件第一節 葡萄的生長條件
第二節 釀酒的葡萄品種第二節 釀酒的葡萄品種
第三節 葡萄酒的分類第三節 葡萄酒的分類
第四節 葡萄酒的釀造第四節 葡萄酒的釀造

66

(十二)釀造酒――葡萄酒(十二)釀造酒――葡萄酒

第五節 加烈葡萄酒的釀造第五節 加烈葡萄酒的釀造
第六節 其他特殊的釀造第六節 其他特殊的釀造
第七節 新舊世界的葡萄酒第七節 新舊世界的葡萄酒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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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酒標與葡萄酒的命名第八節 酒標與葡萄酒的命名

(十三) 葡萄酒的服侍(十三) 葡萄酒的服侍

第一節 葡萄酒理想的儲存環境第一節 葡萄酒理想的儲存環境
第二節 如何享用葡萄酒第二節 如何享用葡萄酒
第三節 葡萄酒服侍的重點第三節 葡萄酒服侍的重點
第四節 飲用葡萄酒的順序與原則第四節 飲用葡萄酒的順序與原則
第五節 品嚐葡萄酒的步驟與技巧第五節 品嚐葡萄酒的步驟與技巧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老師講授、示範操作講解老師講授、示範操作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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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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觀光資源世界觀光資源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ourism ResourceTourism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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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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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認識台灣的觀光資源類型與分布。1. 認識台灣的觀光資源類型與分布。
2. 認識台灣的分區地理環境特性與觀光資源屬性。2. 認識台灣的分區地理環境特性與觀光資源屬性。
3. 了解台灣觀光旅遊特性與景點特色。3. 了解台灣觀光旅遊特性與景點特色。
4. 學習旅遊景點資料收集，規劃特色旅遊行程。4. 學習旅遊景點資料收集，規劃特色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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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理論(一)解說理論 觀光資源概述觀光資源概述 99

(二)解說理論(二)解說理論 世界遺產與生態旅遊世界遺產與生態旅遊 99

(三)解說理論(三)解說理論 台灣的自然觀光資源（地質、地形、生物、天象、水景）台灣的自然觀光資源（地質、地形、生物、天象、水景） 99

(四)解說理論(四)解說理論 台灣的傳統文化觀光資源（宗教、古蹟、文化、族群）台灣的傳統文化觀光資源（宗教、古蹟、文化、族群） 99

(五)解說理論(五)解說理論 台灣的現代人文觀光資源（產業、遊憩、都市、交通）台灣的現代人文觀光資源（產業、遊憩、都市、交通） 99

(六) 分組討論(六) 分組討論 書面報告書面報告 99

(七) 分組討論(七) 分組討論 書面報告書面報告 99

(八)講授與討論(八)講授與討論 北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北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 99

(九)講授與討論(九)講授與討論 中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中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 99

(十)講授與討論(十)講授與討論 南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南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 99

(十一)講授與討論(十一)講授與討論 東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東台灣的觀光資源特色 99

(十二)講授與討論(十二)講授與討論 台灣離島的觀光資源特色台灣離島的觀光資源特色 99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期末作業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實務操作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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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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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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務實作房務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Hotel Housekeeping Practice(Hotel House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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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4/4/0/00/0/4/4/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瞭解旅館業房務管理所需的基礎專業知識。(一)瞭解旅館業房務管理所需的基礎專業知識。
(二)認識房務管理之作業及維護。(二)認識房務管理之作業及維護。
(三)具備房務員基本的操作技術。(三)具備房務員基本的操作技術。
(四)具備正確的旅館業從業觀念、服務態度及職場倫理(四)具備正確的旅館業從業觀念、服務態度及職場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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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務部組 織與功能(一)房務部組 織與功能
房務部組織架構房務部組織架構
從業人員的職責、規範與從業人員的職責、規範與
工作安全工作安全

1212

(二)客房設施 及備品(二)客房設施 及備品
客房設施、器具客房設施、器具
清潔用品之特性清潔用品之特性

1212

(三)客房設施 及備品(三)客房設施 及備品
客房布巾、備品客房布巾、備品
客房清潔的前置作業客房清潔的前置作業
客房清潔作業流程客房清潔作業流程

1212

(四)客房清潔 作業(四)客房清潔 作業
臥室清潔作業臥室清潔作業
浴室清潔作業浴室清潔作業

1212

(五)客房安全(五)客房安全
1.災害預防與處理1.災害預防與處理
2.竊盜預防與顧客隱私2.竊盜預防與顧客隱私

1212

(六)房務基本 技能(六)房務基本 技能 應對禮儀及儀態訓練應對禮儀及儀態訓練 1212

(七)房務基本 技能(七)房務基本 技能 房務車的準備作業房務車的準備作業 1212

(八)房務基本 技能(八)房務基本 技能
鋪床技能基本技巧實作鋪床技能基本技巧實作
洗衣房作業洗衣房作業

1212

(九)鋪床作業(九)鋪床作業
1.單人床鋪設作業1.單人床鋪設作業
2.雙人床鋪設作業2.雙人床鋪設作業
3.加床鋪設、開夜床作業3.加床鋪設、開夜床作業

1212

(十)客房清潔 後的檢查 標準(十)客房清潔 後的檢查 標準
1.客房檢查作業1.客房檢查作業
2.臥室設備的檢查2.臥室設備的檢查
3.浴室設備的檢查3.浴室設備的檢查

1212

(十一)住客服務(十一)住客服務
1.住客服務1.住客服務
2.管家服務2.管家服務
3.夜間服務3.夜間服務

1212

(十二)清潔及維護(十二)清潔及維護
1.客房的保養維護計畫1.客房的保養維護計畫
2.公共區域的清潔維護2.公共區域的清潔維護

1212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中考成績、
期末考成績、期末考成績、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專業教室專業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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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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製作簡報製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esentation ProducePresentation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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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00/0/0/0/2/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了解商業簡報的意義一、了解商業簡報的意義
二、認識商業套裝軟體的涵蓋領域及應用範疇二、認識商業套裝軟體的涵蓋領域及應用範疇
三、熟悉常用之商業簡報軟體之應用三、熟悉常用之商業簡報軟體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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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point教學第一單元(一)Power point教學第一單元 商業簡報入門介紹商業簡報入門介紹 44

(二)Power point教學第二單元(二)Power point教學第二單元 商業簡報製作流程商業簡報製作流程 44

(三)Power point教學第三單元(三)Power point教學第三單元
簡報的字型使用簡報的字型使用
強調文字重點與項目符號的運用方式強調文字重點與項目符號的運用方式

55

(四)Power point教學第四單元(四)Power point教學第四單元 母片大綱與文字版面編輯母片大綱與文字版面編輯 44

(五)Power point教學第五單元(五)Power point教學第五單元 圖表與圖形製作圖表與圖形製作 44

(六)Power point教學第六單元(六)Power point教學第六單元 動作按鈕與動畫製作動作按鈕與動畫製作 44

(七)Power point教學第七單元(七)Power point教學第七單元
表格製作的規範表格製作的規範
圖表製作的規範圖表製作的規範
圖片使用的規範圖片使用的規範

55

(八)Power point教學第八單元(八)Power point教學第八單元 商業簡報實作與報告商業簡報實作與報告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或編寫合適用書
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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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內容及編輯，應參照教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教材內容及編輯，應參照教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
教材之例題及習題，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教材之例題及習題，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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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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實務咖啡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ffee making roast ManagementCoffee making roa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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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 瞭解咖啡的分類與特性之能力 2.熟悉各式各樣咖啡產區與調製要領之能力 3.培養咖啡專業知能之基1. 瞭解咖啡的分類與特性之能力 2.熟悉各式各樣咖啡產區與調製要領之能力 3.培養咖啡專業知能之基
礎能力4.熟悉飲料的服務方式及如何品茗之能力 5.熟悉義式咖啡機操作和拉花礎能力4.熟悉飲料的服務方式及如何品茗之能力 5.熟悉義式咖啡機操作和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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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與討論(一)講授與討論 課程簡介及說明課程簡介及說明 99

(二)解說理論(二)解說理論 認識咖啡豆　原生種咖啡分類，咖啡豆的處理認識咖啡豆　原生種咖啡分類，咖啡豆的處理 99

(三)解說理論(三)解說理論 咖啡豆烘培與操作　生豆與熟豆的分別，熟豆的烘培度與操作介紹咖啡豆烘培與操作　生豆與熟豆的分別，熟豆的烘培度與操作介紹 99

(四)解說理論(四)解說理論 咖啡豆等級與命名，如何判定好壞與保存咖啡豆等級與命名，如何判定好壞與保存 99

(五)認識與操作(五)認識與操作 咖啡煮器認識與操作　虹吸式，濾滴式咖啡煮器認識與操作　虹吸式，濾滴式 99

(六)咖啡飲料介紹與調製(六)咖啡飲料介紹與調製
各式咖啡飲料調製　各式咖啡飲料調製　
常用咖啡飲料介紹與調製常用咖啡飲料介紹與調製

99

(七)咖啡飲料介紹與調製(七)咖啡飲料介紹與調製
咖啡煮器認識與操作　咖啡豆的研磨與義大利咖啡機咖啡煮器認識與操作　咖啡豆的研磨與義大利咖啡機
咖啡煮器認識與操作　義式咖啡介紹與奶泡調製操作咖啡煮器認識與操作　義式咖啡介紹與奶泡調製操作

99

(八)調製與拉花(八)調製與拉花 義式咖啡調製與拉花義式咖啡調製與拉花 99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期末作業成績期末作業成績
實務操作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專業教室、實習設備、專業教室、實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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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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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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團實務領團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nducting ToursConducting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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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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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領團人員之職責。(一)瞭解領團人員之職責。
(二)訓練學生帶團及解說之技巧。(二)訓練學生帶團及解說之技巧。
(三)開擴學生視野、愛護本土文化精神及培養學生國際觀。(三)開擴學生視野、愛護本土文化精神及培養學生國際觀。
(四)培養學生規劃未來發展之能力。(四)培養學生規劃未來發展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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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一)導論
1. 領團之緣起與定義。1. 領團之緣起與定義。
2. 領團之任務與職責。2. 領團之任務與職責。
3. 領團人員應具備之素養。3. 領團人員應具備之素養。

1818

(二)導論(二)導論
4. 領團人力供需狀況與相關問題。4. 領團人力供需狀況與相關問題。
5. 領團人員生涯規劃。5. 領團人員生涯規劃。

1818

(三)領團之解說技巧(三)領團之解說技巧
1. 解說概論。1. 解說概論。
2. 解說方法。2. 解說方法。
3. 解說技巧。3. 解說技巧。

1818

(四)遊客心理之認識(四)遊客心理之認識
1. 遊客消費心理。1. 遊客消費心理。
2. 服務的心理過程。2. 服務的心理過程。
3. 團員心理的經營。3. 團員心理的經營。

1818

(五)旅遊安全與急救常識(五)旅遊安全與急救常識
1. 旅遊示警系統。1. 旅遊示警系統。
2. 食衣住行之安全。2. 食衣住行之安全。
3. 常見症狀之急救。3. 常見症狀之急救。

1818

(六)領團工作流程（國民旅遊）(六)領團工作流程（國民旅遊）
1. 出團前作業。1. 出團前作業。
2. 帶團作業。2. 帶團作業。
3. 旅遊結束後作業。3. 旅遊結束後作業。

1818

(七)接待禮儀(七)接待禮儀
1. 基本接待禮節。1. 基本接待禮節。
2. 台灣各地風俗民情與禁忌之認識。2. 台灣各地風俗民情與禁忌之認識。

1818

(八)領團人員未來發展(八)領團人員未來發展
1. 校園導覽實務。1. 校園導覽實務。
2. 社區導覽實務。2. 社區導覽實務。
3. 名勝古蹟導覽實務。3. 名勝古蹟導覽實務。

1818

合計合計 144144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1)運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1)運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
(2)利用網際網路電腦教學，隨時更新旅遊資訊及教學資源。(2)利用網際網路電腦教學，隨時更新旅遊資訊及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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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學內容及次序安排，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1)教學內容及次序安排，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
(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淺顯易懂，引發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意願。(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淺顯易懂，引發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意願。
(3)教材應參照領團之工作內容，傳授最新旅遊知識。(3)教材應參照領團之工作內容，傳授最新旅遊知識。
(4)教材範例及習題應與實務相結合，使學生得學以致用。(4)教材範例及習題應與實務相結合，使學生得學以致用。
(5)藉由觀光相關產業參觀，由操作中學習，理論與實務並重。(5)藉由觀光相關產業參觀，由操作中學習，理論與實務並重。
(6)加強學生職業道德與倫理觀念，使學生樂於從事領團工作。(6)加強學生職業道德與倫理觀念，使學生樂於從事領團工作。
(7)培養學生機動、應變之能力。(7)培養學生機動、應變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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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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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市服務門市服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ain Store ServiceChain Sto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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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本課程希望透過從認識茶葉開始，茶具的認識及泡茶示範、事茶演練，使學習者藉此瞭解中國茶文化，本課程希望透過從認識茶葉開始，茶具的認識及泡茶示範、事茶演練，使學習者藉此瞭解中國茶文化，
達到人人泡茶，人人喝茶的目標。透過茶器賞析、茶的品賞與事茶活動，來增進生活樂趣，提升生活品達到人人泡茶，人人喝茶的目標。透過茶器賞析、茶的品賞與事茶活動，來增進生活樂趣，提升生活品
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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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備
註註

(一)顧客服務作業(一)顧客服務作業

(一)合宜的職場服儀(一)合宜的職場服儀
(二)客戶的應對禮儀(二)客戶的應對禮儀
(三)客訴的處理原則(三)客訴的處理原則
(四)營造良好消費環境(四)營造良好消費環境

66

(二)門市行政(二)門市行政
(一)門市工作內容作息與職責(一)門市工作內容作息與職責
(二)教育訓練與出缺勤管理(二)教育訓練與出缺勤管理

66

(三)門市清潔(三)門市清潔
(一)環境清潔項目及步驟 (一)環境清潔項目及步驟 
(二)門市清潔維護處理(二)門市清潔維護處理

66

(四)清潔作業實作(四)清潔作業實作
(一)地板清潔作業(一)地板清潔作業
(二)掃拖地作業(二)掃拖地作業
(三)玻璃清潔作業(三)玻璃清潔作業

66

(五)櫃檯作業(五)櫃檯作業

(一)櫃檯服務禮貌用語 (一)櫃檯服務禮貌用語 
(二)櫃檯收銀作業重點(二)櫃檯收銀作業重點
(三)櫃檯標準配置(三)櫃檯標準配置
(四)收銀流程正確執行(四)收銀流程正確執行
(五)交接排班表之瞭解(五)交接排班表之瞭解

66

(六)餐飲服務基礎禮儀(六)餐飲服務基礎禮儀

(一)服務人員的適當儀態(一)服務人員的適當儀態
(二)迎賓帶位、入座禮節(二)迎賓帶位、入座禮節
(三)稱呼問候、談話禮節(三)稱呼問候、談話禮節
(四)傳達客人的需要方式(四)傳達客人的需要方式
(五)實務演練(五)實務演練

66

(七)餐廳準備工作(七)餐廳準備工作

(一)舖設與更換檯布(一)舖設與更換檯布
(二)餐桌裝飾的擺設(二)餐桌裝飾的擺設
(三)餐廳環境之清潔工作(三)餐廳環境之清潔工作
(四)菜單訂單等文宣廣告發送(四)菜單訂單等文宣廣告發送

66

(八)基本飲料製作(八)基本飲料製作

(一)認識飲料製作的工具及材料 (一)認識飲料製作的工具及材料 
(二)認識各類飲料 (二)認識各類飲料 
(三)製作簡單飲品 (三)製作簡單飲品 
(四)實作練習(四)實作練習

66

(九)餐飲服務技能(九)餐飲服務技能

(一)使用托盤技巧(一)使用托盤技巧
(二)倒茶水技巧(二)倒茶水技巧
(三)介紹餐點練習(三)介紹餐點練習
(四)點餐練習(四)點餐練習
(五)送餐點、上菜技巧(五)送餐點、上菜技巧
(六)清理餐桌、垃圾分類練習(六)清理餐桌、垃圾分類練習

66

(一)簡易設備操作(一)簡易設備操作
(二)點餐作業(二)點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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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櫃檯與收銀機操作(十)櫃檯與收銀機操作 (三)結帳作業(三)結帳作業
(四)投庫作業 (四)投庫作業 
(五)離櫃作業(五)離櫃作業

66

(十一)吧檯設備與器具操(十一)吧檯設備與器具操
作作

吧檯設備及器具的認識與操作(咖啡機、封口機、烤箱、鬆餅機、烘碗機…吧檯設備及器具的認識與操作(咖啡機、封口機、烤箱、鬆餅機、烘碗機…
等)等)

66

(十二)廚房清潔(十二)廚房清潔

(一)常用清潔劑的認識及安全原則(一)常用清潔劑的認識及安全原則
(二)廚台、烤箱、置物架、櫥櫃等清理技巧(二)廚台、烤箱、置物架、櫥櫃等清理技巧
(三)垃圾與殘渣的處理(三)垃圾與殘渣的處理
(四)地面除油濕拖(四)地面除油濕拖
(五)徒手清洗餐具器具之方式(五)徒手清洗餐具器具之方式
(六)餐具器具烘乾與消毒(六)餐具器具烘乾與消毒
(七)餐具器具分類及歸位(七)餐具器具分類及歸位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表現平時表現
課堂操作表現課堂操作表現
期末演練期末演練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適合用書、教師自製講義、實習教室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適合用書、教師自製講義、實習教室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師示範、操作說明由教師示範、操作說明
運用分組進行較學實習運用分組進行較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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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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酒實務葡萄酒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ine Practice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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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了解及認識葡萄酒的特性及歷史一、了解及認識葡萄酒的特性及歷史
二、懂得分別不同品種的屬性二、懂得分別不同品種的屬性
三、透過分組活動讓學生更加明白，酒與人體的關係三、透過分組活動讓學生更加明白，酒與人體的關係
四、透過上述之演練，能讓學生將來到職場上，更加能快速上手四、透過上述之演練，能讓學生將來到職場上，更加能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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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實務(一)葡萄酒實務 1.了解及認識葡萄酒的特性及歷史 2.懂得分別不同品種的屬性1.了解及認識葡萄酒的特性及歷史 2.懂得分別不同品種的屬性 88

(二)葡萄酒實務(二)葡萄酒實務 氣泡酒及香檳介紹氣泡酒及香檳介紹 66

(三)葡萄酒實務(三)葡萄酒實務 介紹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智利等氣泡酒介紹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智利等氣泡酒 77

(四)葡萄酒實務(四)葡萄酒實務 1.葡萄酒開瓶技巧 2.葡萄酒服務技巧 3.如何品嚐葡萄酒1.葡萄酒開瓶技巧 2.葡萄酒服務技巧 3.如何品嚐葡萄酒 88

(五)葡萄酒實務(五)葡萄酒實務 介紹品嚐、開瓶、服務介紹品嚐、開瓶、服務 77

(六)葡萄酒實務(六)葡萄酒實務 白葡萄酒介紹、釀造方式及特色白葡萄酒介紹、釀造方式及特色 66

(七)葡萄酒實務(七)葡萄酒實務 介紹新世界及舊世界白葡萄酒之特色介紹新世界及舊世界白葡萄酒之特色 66

(八)葡萄酒實務(八)葡萄酒實務 甜白葡萄酒介紹甜白葡萄酒介紹 66

(九)葡萄酒實務(九)葡萄酒實務 介紹世界三大甜白酒介紹世界三大甜白酒 66

(十)葡萄酒實務(十)葡萄酒實務 紅葡萄酒介紹紅葡萄酒介紹 66

(十一)葡萄酒實務(十一)葡萄酒實務 介紹新世界及舊世界紅葡萄酒之特性介紹新世界及舊世界紅葡萄酒之特性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演練成績演練成績
期末演練期末演練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專業教室、實習設備、專業教室、實習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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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老師講授、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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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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reer ExperiencingCareer Experi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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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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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融入當前產業需求，教導同學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並介紹就業市場的趨勢與就業力的分析,提供求職融入當前產業需求，教導同學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並介紹就業市場的趨勢與就業力的分析,提供求職
的工具與方法，俾於同學設定職涯目標並採取行動計劃。的工具與方法，俾於同學設定職涯目標並採取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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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備
註註

(一)校外職場參(一)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二)校外職場參(二)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三)校外職場參(三)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四)校外職場參(四)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五)校外職場參(五)校外職場參
觀觀

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
1. 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1. 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
2. 進行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2. 進行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
自我肯定的重要性自我肯定的重要性
自我瞭解的方法自我瞭解的方法
進行自我探索:我能做什麼?我喜歡做什麼?進行自我探索:我能做什麼?我喜歡做什麼?

66

(六)校外職場參(六)校外職場參
觀觀

三、培養就業競爭力三、培養就業競爭力
1. 如何成為未來的一軍1. 如何成為未來的一軍
2. 如培養職場競爭力2. 如培養職場競爭力
3. 設定職涯目標3. 設定職涯目標
4. 開始你的行動計劃4. 開始你的行動計劃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出席表現、心得報告、課堂參與出席表現、心得報告、課堂參與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自編講義或教材自編講義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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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講義或教材自編講義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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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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普通型 1. 學術群：普通班

技術型

專業群科
1. 商業與管理群：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
2. 家政群：照顧服務科、流行服飾科、時尚造型科
3. 餐旅群：觀光事業科

建教合作班

重
點
產
業
專
班

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

產學訓專班

就業導向
課程專班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其他

實用技能學程

1.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日間上課)
2. 商業群：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3. 家政群：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4. 餐旅群：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5. 美容造型群：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聯絡人

處  室 教務處 電    話 (02)26012644-1206

職  稱 教學組長 行動電話

姓  名 張佩筠 傳    真

E-mail pyjhang@sw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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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壹、依據

一、 102年7月10日總統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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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1月28日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 107年2月21日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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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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2 64 2 49 3 108 7 221

技術型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1 42 1 43 2 68 4 153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1 27 1 43 2 72 4 142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 17 1 16 0 0 2 33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1 10 1 19 1 22 3 51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1 40 1 36 2 66 4 142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2 69 2 88 3 113 7 270

實用技
能學程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日間上課) 0 0 0 0 0 0 0 0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1 41 1 14 2 7 4 62

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12 1 3 1 4 3 19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1 12 1 6 1 5 3 23

美容造型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12 1 3 1 4 3 19

合計 13 346 13 320 18 469 44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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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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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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 學術群 普通班 3 47

技術型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2 50

商業與管理群 資料處理科 3 50

家政群 照顧服務科 1 50

家政群 流行服飾科 1 50

家政群 時尚造型科 2 50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3 50

實用技能學程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夜間上課) 3 54

家政群 美顏技術科(夜間上課) 1 54

餐旅群 旅遊事務科(夜間上課) 2 54

合計 21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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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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化：優質全人教育、重視弱勢扶助、注重品格教育、培養學習思考。 惜福情：建立惜福觀念、培養自律精神、注重有效
溝通、建構溫馨校園。 進取心：重視執行實踐、培養自發精神、提昇學習效能。 國際觀：強化多元社團、開拓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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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圖像二、學生圖像

學生圖像說明： 1.品格力:人文關懷、感恩回饋、尊重自愛、道德修養。 2.學思力:大量閱讀、提問能力、問題解決、創新
思辨。 3.執行力:運用新知、組織規劃、應變能力、專業精進。 4.溝通力:國際視野、團隊合作、語文表達、人際關係。

品格力

學思力

執行力

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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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89年8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
96年8月3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9月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月18日配合新課綱重新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
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28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 召集人：校長。
(二) 學校行政人員：由各處室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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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主任、教
學組長、註冊組長、訓育組長)擔任之，共計8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實習主任和進修部主任兼任副執行秘書。
(三) 領域/科目教師：由各領域/科目召集人（含語文(國語文和英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及藝術群與綜
合領域及科技領域）擔任之，每領域/科目1人，共計9人。
(四) 專業群科(學程)教師：由各專業群科(學程)之科主任或學程召集人擔任之，每專業群科(學程)1人，共計5人。
(五) 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1人擔任之。
(六) 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1人擔任之。
(七) 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1人擔任之。(設有專業群科學程者應設置之)
(八)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1人擔任之。
(九) 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1人擔任之。

三、 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 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 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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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四、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月前及六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二) 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 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
得議決。
(五)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 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實習處和進修部協辦。

五、 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由領域/科目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二) 各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由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科(學程)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
(三) 各群課程研究會：由該群各科(學程)教師組成之，由該群之科(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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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得)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六、 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 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 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 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七、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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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領域/科目/專業群科(學程)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各群課程研究會每年定期舉行
二次會議。
(二) 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領域/科目和專業群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三) 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 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
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 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群)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領域/科目/專業群科(學程)/各群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和實習處協助之。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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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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教育目標一、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教育目標

1.培養資訊軟體、多媒體及管理所需之技術人才。 2.教學與應用並重，採用多元評量，以達適性化學習之目標。 3.培養學生

具備學習新技術，了解目前資訊科技的發展。 4.培養學生樂觀、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與注重團隊分工合作精神，強化學生人際

關係與溝通能力。 5.讓學生「主動」學習事物，奠定永續學習的基礎。 6.養成負責、合作、敬業的服務精神及誠信之職業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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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學生進路二、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學生進路

表5-1  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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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業收銀員、便利商店收銀員、超市等收銀員、代客打字
員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基本記帳及熟悉會計基礎，中、英打字，文書處理系統操作

3.檢定職類：
會計丙級證照

1. 專業科目：
  1.1 部定必修：

2. 實習科目：
  2.1 部定必修：
  會計實務6學分

1. 專業科目：
  1.1 校訂必修：

  1.2 校訂選修：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第二年段第二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會計事務所實習人員、業務助理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建立完整行銷觀念，會計記帳能力，中文輸入25字以
上，OFFICE軟體應用(WORD、EXCEL、POWER POINT)

3.檢定職類：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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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處理4學分
  1.2 校訂選修：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第三年段第三年段

1.相關就業進路：
網頁設計師、資料庫設計師、電腦銷收人員、公司總務助
理、會計助理

2.科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專長)：
製作網頁、製作電腦動畫、專題製作及分析、清楚商業領域
知識，明白一班會計原則，具有處理帳務之能力

3.檢定職類：
網頁製作丙級證照、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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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設計6學分

2. 實習科目：
  2.1 校訂必修：

  2.2 校訂選修：
  數位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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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及學分數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
定
必
修

一
般
科
目

語文
國語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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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2

藝術

音樂

4

2

美術

藝術生活 2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4

生涯規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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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健康與護理 2 1 1

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小計小計 36 12 12 4 4 2 2

專
業
科
目

商業概論 4 2 2

經濟學概要 4 2 2

實
習
科
目

會計實務 6 3 3

數位科技應用 4 2 2

商業溝通 2 2

小計小計 20 5 5 4 4 0 2

部定必修學分合計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56 17 17 8 8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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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續)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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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備註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名稱名稱 學分學分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二二

校
訂
科
目

校
訂
必
修

一般
科目

8學分
5.80%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4 2 2

應用文 4 2 2

小計小計 8 0 0 2 2 2 2

專業
科目

6學分
4.35%

數位科技概論 2 1 1

文書處理 4 2 2

小計小計 6 1 1 2 2 0 0

實習
科目

8學分
5.80%

專題實作 6 3 3

職涯體驗 2 1 1

小計小計 8 0 0 1 1 3 3

必修學分數合計必修學分數合計 22 1 1 5 5 5 5

校
訂
選
修

一般
科目

8學分
5.80%

當代軍事科技 2 1 1 跨班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2 1 1 跨班

體育 4 1 1 1 1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8 0 0 2 2 2 2

專業
科目

18學分
13.04%

商業禮儀 2 2 跨班

網頁設計 6 3 3 跨班

程式語言與設計 6 3 3 跨班

商業刊物導讀 4 2 2 跨班

財務報表分析 4 2 2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18 0 0 2 2 8 6

實習
科目

34學分
24.64%

商業簡報實務 4 2 2 跨班

商用軟體應用 6 3 3 跨班

商業經營實務 6 3 3 跨班

網際網路應用 4 2 2 跨班

會計實習 4 2 2 跨班

電腦繪圖 4 2 2 跨班

數位設計 6 3 3 跨班

資料庫管理 6 3 3 跨班

行銷實務 4 2 2 跨班

應選修學分數小計應選修學分數小計 34 5 5 6 6 6 6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開設44學分

選修學分數合計選修學分數合計 60 5 5 10 10 16 14

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82 6 6 15 15 21 19

學分上限總計學分上限總計 138 23 23 23 23 23 23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團體活動時間 (節數) 1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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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2-1  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  課程架構表(以科為單位，1科1表)

108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夜間上課)

項目 相關規定
學校規劃情形

說明
學分數 百分比

部
定

一般科目 36學分 36 26.09%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16-20學分

8 5.80%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 12 8.70%

合        計 56 40.58% 系統設計

校
訂

必修

一般科目

82-86學分

8 5.80%

系統設計

專業科目 6 4.35%

實習科目 8 5.80%

選修

一般科目 8 5.80%

專業科目 18 13.04%

實習科目 34 24.64%

合        計 82 59.42% 系統設計

實習科目學分數 至少40學分 42 30.43% 系統設計

應修習學分數 138學分 138學分 系統設計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12節 12節 系統設計

上課總節數 150節 150節 系統設計

 

課
程
實
施
規
範
畢
業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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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1.百分比計算以「應修習學分數」為分母。

            2.上課總節數 = 應修習學分數 + 六學期團體活動時間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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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目開設一覽表三、科目開設一覽表

((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表6-3-1-1  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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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生物

藝術
音樂 → → → → →

→ 藝術生活 → → → →

綜合活動

科技

→ → 生涯規劃 → → →

→ → → 資訊科技 → →

健康與體育
體育 → 體育 → → → →

健康與護理 → 健康與護理 → → → →

全民國防教
育

全民國防教
育

→
全民國防教

育
→ → → →

校
訂
科
目

語文

→ → → → 應用文 → 應用文

→ →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
→

國語文閱讀與
寫作

→ →

綜合活動

科技
→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 體育

全民國防教
育

→ → 當代軍事科技 → 當代軍事科技 → →

→ → → →
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
→

恐怖主義與反恐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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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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與管理群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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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概論 → 商業概論 → → → →

→ → 經濟學概要 → 經濟學概要 → →

實
習
科
目

會計實務 → 會計實務 → → → →

→ → 數位科技應用 → 數位科技應用 → →

→ → → → → 商業溝通

校
訂
科
目

專
業
科
目

數位科技概論 → 數位科技概論 → → → →

→ → 文書處理 → 文書處理 → →

→ → → → 商業禮儀 →

→ → → → 網頁設計 → 網頁設計

→ → → → 程式語言與設計 → 程式語言與設計

→ → 商業刊物導讀 → 商業刊物導讀 → →

→ → 財務報表分析 → 財務報表分析 → →

實
習
科
目

→ → → → 專題實作 → 專題實作

→ → 職涯體驗 → 職涯體驗 → →

商業簡報實務 → 商業簡報實務 → → → →

商用軟體應用 → 商用軟體應用 → → → →

→ → → → 商業經營實務 → 商業經營實務

→ → 網際網路應用 → 網際網路應用 → →

→ → 會計實習 → 會計實習 → →

→ → 電腦繪圖 → 電腦繪圖 → →

→ → → → 數位設計 → 數位設計

→ → → → 資料庫管理 → 資料庫管理

→ → 行銷實務 → 行銷實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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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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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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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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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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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班級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週會或講座活動節數 18 18 18 18 18 18

合計 36 36 36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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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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文應用文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al writingspractical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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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20/0/0/0/2/2 0/0/0/0/2/20/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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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應用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會使用到的文書，寫作時，必須根據事件的內容、對象、時間、應用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會使用到的文書，寫作時，必須根據事件的內容、對象、時間、
空間的不同而妥慎選用，並遵守現行格式，以期達到切合實用的目的。所以不論是社交文書，如書信、空間的不同而妥慎選用，並遵守現行格式，以期達到切合實用的目的。所以不論是社交文書，如書信、
便條、柬帖，甚至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公文、契約、規章等，所使用的術語與格式，都必須符合時代的需便條、柬帖，甚至是具有法律性質的公文、契約、規章等，所使用的術語與格式，都必須符合時代的需
求。更由於應用文除了與日常行為息息相關，有時還牽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以及事務上的施行運作，不求。更由於應用文除了與日常行為息息相關，有時還牽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以及事務上的施行運作，不
能等閒視之，「課程綱要」將應用文納入國文教科書使之成為必修內容，可說是極為務實的考量。能等閒視之，「課程綱要」將應用文納入國文教科書使之成為必修內容，可說是極為務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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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一)名片
1兩面運用1兩面運用
2側書2側書

99

(二)柬帖(二)柬帖
1兩面運用1兩面運用
2側書2側書

99

(三)啟事(三)啟事 1對象1對象
2作法2作法

99

(四)規章(四)規章
1章程1章程
2注意事項2注意事項

99

(五)契約(五)契約
1種類1種類
2買賣契約2買賣契約

99

(六)對聯(六)對聯
1平仄對仗1平仄對仗
2上款下款2上款下款 99

(七)單據及題辭(七)單據及題辭
1借據收據1借據收據
2喜慶哀輓2喜慶哀輓 99

(八)喜慶文(八)喜慶文
1頌辭壽序1頌辭壽序
2注意事項2注意事項 99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中文應用文、實用應用文、自編講義中文應用文、實用應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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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授課、自編講義課堂授課、自編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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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般科目一般科目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1-02 9-2-1-02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國語文閱讀與寫作國語文閱讀與寫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hinese Reading & WritingChinese Reading &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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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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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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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綱課綱
核心素養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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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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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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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0/0/2/2/0/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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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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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字形、字音與字義能有基本理解。一、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字形、字音與字義能有基本理解。
二、學習運用恰當的文字與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二、學習運用恰當的文字與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
三、能自行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欣賞、評析的能力，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三、能自行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欣賞、評析的能力，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四、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四、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
五、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五、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
六、培養語文興趣，善用學習方法，厚植思辨根基，發展自學能力。六、培養語文興趣，善用學習方法，厚植思辨根基，發展自學能力。
七、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擴展學習空間，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七、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擴展學習空間，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八、運用語言文字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事務。八、運用語言文字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事務。
九、經由語文學習，體會群己關係，關切社會重大議題，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九、經由語文學習，體會群己關係，關切社會重大議題，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能力。
十、經由語文學習，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野。十、經由語文學習，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體認多元文化價值，開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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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古典詩(一)文選古典詩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題解說明。題解說明。
課文講解暨賞析。課文講解暨賞析。
課後評量活動進行。課後評量活動進行。

2424

(二)文選現代詩(二)文選現代詩
選選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題解說明。題解說明。
課文講解暨賞析。課文講解暨賞析。
課後評量活動進行。課後評量活動進行。

2424

(三)論語選讀(三)論語選讀

孔子生平及思想簡介。孔子生平及思想簡介。
論語之現代意義與價值解析。論語之現代意義與價值解析。
論語內容之講解*。論語內容之講解*。
相關人物介紹。相關人物介紹。

242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期末考期中考、期末考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參考工具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百科全書、叢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及電子工具書。參考工具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百科全書、叢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及電子工具書。
一般用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典籍及古今中外文學名著。一般用書：與語文教學有關之典籍及古今中外文學名著。
期刊雜誌：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期刊雜誌：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
網路資源：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網路資源：與語文教學有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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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之價值。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文藝欣賞、理性思辨及精神陶冶之價值。
編選教材時，宜把握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通盤規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以及內容性質，作有編選教材時，宜把握語文基本素養的要求，通盤規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以及內容性質，作有
系統之編排。系統之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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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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軍事科技當代軍事科技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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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0/00/0/1/1/0/0 0/0/1/1/0/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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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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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搭配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學習單，運用參考書籍、影片、網路、新聞時事等資料，講授國防科技的基搭配相關教學多媒體或活動學習單，運用參考書籍、影片、網路、新聞時事等資料，講授國防科技的基
本內涵與新型態的軍事科技，增加教學的豐富性，以達到教學目標本內涵與新型態的軍事科技，增加教學的豐富性，以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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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一)當代軍事科技的特色
一、發展背景一、發展背景
二、六大特色二、六大特色 66

(二)探索明日軍務――軍事(二)探索明日軍務――軍事
事務革新事務革新

一、源起一、源起
二、意義二、意義
三、驅動因素三、驅動因素

66

(三)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三)各主要國家發展方向
一、美國發展趨勢一、美國發展趨勢
二、歐洲國家發展重點二、歐洲國家發展重點
三、中國大陸發展方向三、中國大陸發展方向

66

(四)我國的軍事革新作為(四)我國的軍事革新作為

一、重要課題一、重要課題
二、具體施政二、具體施政
三、國防及軍事戰略三、國防及軍事戰略
四、建軍發展方向四、建軍發展方向

66

(五)未來軍武巡禮――先進(五)未來軍武巡禮――先進
武器簡介-資訊作戰武器簡介-資訊作戰

一、時代趨勢一、時代趨勢
二、型態與意義二、型態與意義
三、我國現況三、我國現況

66

(六)與科技共舞――未來軍(六)與科技共舞――未來軍
事科技發展趨勢事科技發展趨勢

（一）廣義（一）廣義
（二）狹義（二）狹義
二、軍事應用二、軍事應用
（一）效應與影響（一）效應與影響
（二）類別（二）類別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末考、平時成績期末考、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全民國防教育當代軍事科技、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全民國防教育當代軍事科技、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
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頁、youtube網站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頁、youtub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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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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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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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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1/10/0/0/0/1/1 0/0/0/0/1/1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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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了解恐怖分子的攻擊行為具有擴散性與致命性，配合新聞時事案例解說恐怖分子的發展概況與攻擊方了解恐怖分子的攻擊行為具有擴散性與致命性，配合新聞時事案例解說恐怖分子的發展概況與攻擊方
式，且受害者多為平民與婦孺，造成重大傷亡。使學生了解如果台灣發生恐怖攻擊，後果將有多麼嚴式，且受害者多為平民與婦孺，造成重大傷亡。使學生了解如果台灣發生恐怖攻擊，後果將有多麼嚴
重，藉此激發學生的愛國意識及反恐意願。重，藉此激發學生的愛國意識及反恐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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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概述(一)恐怖主義概述
恐怖主義的定義、起因、類型、特性。恐怖主義的定義、起因、類型、特性。
面對新的國際局勢，恐怖主義將有新的面貌。面對新的國際局勢，恐怖主義將有新的面貌。

99

(二)恐怖主義的威脅與(二)恐怖主義的威脅與
危害危害

說明恐怖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與科技方面的影響。說明恐怖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與科技方面的影響。
介紹恐怖組織組織、份子以及其活動。介紹恐怖組織組織、份子以及其活動。
911事件。911事件。

99

(三)國際反恐作為(三)國際反恐作為
說明國際間的反恐政策與組織運作。說明國際間的反恐政策與組織運作。
說明國際間反恐部隊及行動。說明國際間反恐部隊及行動。

99

(四)我國際反恐作為(四)我國際反恐作為

說明我國反恐政策與機制運作。說明我國反恐政策與機制運作。
說明我國反恐組織與其行動。說明我國反恐組織與其行動。
說明我國反恐作為應有的體認。說明我國反恐作為應有的體認。
說明國軍在反恐上的角色。說明國軍在反恐上的角色。

99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末考、平時成績期末考、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全民國防學科中心、中華民國國防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解讀國軍軍事新聞臉書專
頁、youtube網站頁、youtube網站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教學影片、輔教活動：教官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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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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體育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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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旅遊事務科旅遊事務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1/1/1/10/0/1/1/1/1 0/0/1/1/1/10/0/1/1/1/1 0/0/1/1/1/10/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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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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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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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藉以鍛鍊健全身心，促進均衡發展，培養運動道德，發揚團隊精神，增進體育新知，養成運動習慣，瞭藉以鍛鍊健全身心，促進均衡發展，培養運動道德，發揚團隊精神，增進體育新知，養成運動習慣，瞭
解運動方法，提昇運動水準，培養運動興趣，充實休閒生活，建立終身運動習慣，欣賞運動美感，促進解運動方法，提昇運動水準，培養運動興趣，充實休閒生活，建立終身運動習慣，欣賞運動美感，促進
身心均衡發展。主要內容-各式球類、體育知識身心均衡發展。主要內容-各式球類、體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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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一)桌球 桌球基本動作桌球基本動作 1212

(二)桌球(二)桌球 桌球推擋練習桌球推擋練習 1212

(三)排球(三)排球 排球基本動作排球基本動作 1212

(四)羽球(四)羽球 羽球基本動作羽球基本動作 1212

(五)籃球(五)籃球 籃球基本動作籃球基本動作 1212

(六)籃球(六)籃球 籃球比賽籃球比賽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出席率、期中基本體能測試、期末基本體能測試出席率、期中基本體能測試、期末基本體能測試
13 排球 13 排球 
16 體適能四項測驗 16 體適能四項測驗 
7 羽球 17 擲遠 7 羽球 17 擲遠 
10 籃球投籃賽10 籃球投籃賽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各式球類、運動傷害介紹各式球類、運動傷害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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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介紹、解脫、動作示範動作介紹、解脫、動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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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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科技概論數位科技概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igital technology conceptsDigital technology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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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1/1/0/0/0/0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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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識資訊時代中電腦與個人生活的關係。•認識資訊時代中電腦與個人生活的關係。
• 瞭解電腦軟、硬體相關知識。• 瞭解電腦軟、硬體相關知識。
• 學會電腦系統及檔案管理的知識及操作技能。• 學會電腦系統及檔案管理的知識及操作技能。
• 懂得利用電腦和網路來方便生活。• 懂得利用電腦和網路來方便生活。
• 熟悉生活及職場上常用的軟體套件，例如：文書處理軟體、簡報軟體、影像處理軟體。• 熟悉生活及職場上常用的軟體套件，例如：文書處理軟體、簡報軟體、影像處理軟體。
• 建立同學對智慧財產權及網路道德的尊重。• 建立同學對智慧財產權及網路道德的尊重。
• 培養同學產生學習使用電腦的興趣。• 培養同學產生學習使用電腦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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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與現代生活(一)數位科技與現代生活
了解現代化資訊社會。了解現代化資訊社會。
數位科技在生活上的應用。數位科技在生活上的應用。

55

(二)電腦硬體與軟體(二)電腦硬體與軟體
電腦硬體架構及功能電腦硬體架構及功能
電腦週邊設備電腦週邊設備
各類軟體的介紹各類軟體的介紹

44

(三)電腦硬體與軟體(三)電腦硬體與軟體
作業系統的介紹及操作作業系統的介紹及操作
程式語言簡介及實例應用程式語言簡介及實例應用

44

(四)套裝軟體整合應用(四)套裝軟體整合應用
文書處理軟體的使用文書處理軟體的使用
簡報軟體的使用簡報軟體的使用
影像處理軟體的使用影像處理軟體的使用

55

(五)電腦網路原理與應用(五)電腦網路原理與應用
電腦網路的基本概念電腦網路的基本概念
網路資料搜尋應用網路資料搜尋應用
網路實例應用網路實例應用

55

(六)資訊安全與倫理(六)資訊安全與倫理
資訊安全與倫理資訊安全與倫理
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責任介紹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責任介紹

55

(七)資訊安全與倫理(七)資訊安全與倫理 資訊與電子商務安全保護資訊與電子商務安全保護 44

(八)資訊安全與倫理(八)資訊安全與倫理
網路素義與網路倫理網路素義與網路倫理
正視網路危險正視網路危險

44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1)實習設備。(1)實習設備。
(2)相關的圖片、影片等。(2)相關的圖片、影片等。
(3)視聽教學設備。(3)視聽教學設備。
(4)廣播教學設備。(4)廣播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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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宜切合日常生活，以學生的經驗為中心，選取生活化教材，激發學生學應用宜切合日常生活，以學生的經驗為中心，選取生活化教材，激發學生學
習之興趣。習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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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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處理文書處理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ord processingWor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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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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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瞭解資料文件製作的意義與演進。瞭解資料文件製作的意義與演進。
瞭解檔案處理的內涵。瞭解檔案處理的內涵。
暸解資料文件在網際網路上的應用。暸解資料文件在網際網路上的應用。
暸解實務上資料文件處理。暸解實務上資料文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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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檔案及儲存檔 案(一)開啟檔案及儲存檔 案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44

(二)文章編輯(二)文章編輯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99

(三)格式設定(三)格式設定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1010

(四)表格設計(四)表格設計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1010

(五)檢視頁首/頁尾(五)檢視頁首/頁尾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1010

(六)圖片格式(六)圖片格式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99

(七)題組操作、練習(七)題組操作、練習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1010

(八)題組操作、練習(八)題組操作、練習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術科 1010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課後練習作業平時成績、課後練習作業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自編教材、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自編教材、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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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教材、上課講述與互動練習自編教材、上課講述與互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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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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刊物導讀商業刊物導讀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Publication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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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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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閱讀商業文章及注意國內外商業新聞的習慣，隨時掌握時代脈動。一、培養學生閱讀商業文章及注意國內外商業新聞的習慣，隨時掌握時代脈動。
二、熟悉蒐尋商業類相關資料之技能。二、熟悉蒐尋商業類相關資料之技能。
三、透過書面、口頭報告增加學生資料收集、分析與簡報能力。三、透過書面、口頭報告增加學生資料收集、分析與簡報能力。
四、增進分析商業研究之能力。四、增進分析商業研究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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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報紙之介紹。(一)財經報紙之介紹。 財經報紙之介紹。財經報紙之介紹。 1212

(二)商業類雜誌選讀。(二)商業類雜誌選讀。 商業類雜誌選讀。商業類雜誌選讀。 1212

(三)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使用。(三)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使用。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使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使用。 1212

(四)商業類碩博士論文選讀。(四)商業類碩博士論文選讀。 商業類碩博士論文選讀。商業類碩博士論文選讀。 1212

(五)商業議題資料蒐集與討論。(五)商業議題資料蒐集與討論。 商業議題資料蒐集與討論。商業議題資料蒐集與討論。 1212

(六)成果報告與討論。(六)成果報告與討論。 各組成果報告與討論。各組成果報告與討論。 1212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討論心得、各組成果報告平時成績、討論心得、各組成果報告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一、選列幾種目前的商業刊物，並引導學生如何選擇。一、選列幾種目前的商業刊物，並引導學生如何選擇。
二、教導學生如何透過網路尋找商業文獻及期刊資料。二、教導學生如何透過網路尋找商業文獻及期刊資料。
三、將期刊上的內容與上課的教材結合。三、將期刊上的內容與上課的教材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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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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分析財務報表分析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al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Practical Financial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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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 利用網路學術資源，訓練同學獨立搜尋資料與資料處理的能力。1. 利用網路學術資源，訓練同學獨立搜尋資料與資料處理的能力。
2. 具備搜尋最新資訊、基礎財務分析的能力。2. 具備搜尋最新資訊、基礎財務分析的能力。
3. 理解企業運作與經營管理的方針。3. 理解企業運作與經營管理的方針。
4. 具備基礎財務分析與分析企業經營績效的能力。4. 具備基礎財務分析與分析企業經營績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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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評量方式與財務報(一)課程介紹、評量方式與財務報
表分析導論表分析導論

課程介紹、評量方式與財務報表分析導論課程介紹、評量方式與財務報表分析導論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二)認識損益表(二)認識損益表
認識損益表認識損益表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三)認識資產負債表(三)認識資產負債表
認識資產負債表認識資產負債表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四)認識現金流量表(四)認識現金流量表
認識現金流量表認識現金流量表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五)股東權益變動表(五)股東權益變動表
股東權益變動表股東權益變動表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六)股本、盈餘與股利(六)股本、盈餘與股利
股本、盈餘與股利股本、盈餘與股利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七)長期負債(七)長期負債
長期負債長期負債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八)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八)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
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九)投資、存貨(九)投資、存貨
投資、存貨投資、存貨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十)帳款(十)帳款
帳款帳款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十一)財務報表的窗飾與舞弊(十一)財務報表的窗飾與舞弊
財務報表的窗飾與舞弊 財務報表的窗飾與舞弊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十二)財務報表綜合分析(十二)財務報表綜合分析
財務報表綜合分析財務報表綜合分析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學習評量成績、平時表現成績學習評量成績、平時表現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自編講義、選用適合學生程度之教科書自編講義、選用適合學生程度之教科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首先進行課程介紹與相關課程的導讀、自編講義、講授大綱及成績評量方式於上首先進行課程介紹與相關課程的導讀、自編講義、講授大綱及成績評量方式於上
課時向學生充分說明、課時向學生充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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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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禮儀商業禮儀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usiness EtiquetteBusiness Etiq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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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2/00/0/0/0/2/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瞭解商業禮儀與其基本知能。一、瞭解商業禮儀與其基本知能。
二、學習個人在衣、食、住、行、育、樂等方面及職場上所應具備的儀態及禮節。二、學習個人在衣、食、住、行、育、樂等方面及職場上所應具備的儀態及禮節。
三、介紹商業禮儀的重要性及其應用範圍，探討個人在衣、食、住、行、育、樂的基本禮儀及其應用，三、介紹商業禮儀的重要性及其應用範圍，探討個人在衣、食、住、行、育、樂的基本禮儀及其應用，
說明各國國際禮儀、出國旅遊禮儀及各國文化禮俗，認識電話、社交、生活、迎賓、接待、書信及職場說明各國國際禮儀、出國旅遊禮儀及各國文化禮俗，認識電話、社交、生活、迎賓、接待、書信及職場
應有的儀態及禮節。應有的儀態及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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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形象(一)商業形象
商業禮儀概論商業禮儀概論
個人形塑造 創造魅力的自我個人形塑造 創造魅力的自我

44

(二)商業形象(二)商業形象
職場穿衣禮儀職場穿衣禮儀
分組討論及實務演練分組討論及實務演練

66

(三)社交禮儀(三)社交禮儀
商務餐飲禮儀商務餐飲禮儀
商場社交禮儀(介紹、名片、握手)商場社交禮儀(介紹、名片、握手)

44

(四)社交禮儀(四)社交禮儀
說話禮儀說話禮儀
分組討論及實務演練分組討論及實務演練

44

(五)服務禮儀(五)服務禮儀
商場服務禮儀商場服務禮儀
客戶接待禮儀客戶接待禮儀

66

(六)服務禮儀(六)服務禮儀 接待服務禮儀實務演練接待服務禮儀實務演練 44

(七)職場禮儀(七)職場禮儀
職場溝通與人際關係職場溝通與人際關係
上司禮儀(向上管理)上司禮儀(向上管理)

44

(八)職場禮儀(八)職場禮儀
辦公室禮儀 辦公室禮儀 
分組討論及實務演練分組討論及實務演練

44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表現成績、分組課堂演練及平時作業、期末分組演練及測驗平時表現成績、分組課堂演練及平時作業、期末分組演練及測驗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教師教導示範、自訂講義與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教師教導示範、自訂講義與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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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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設計網頁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Web Page DesignWeb Page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    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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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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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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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主要目標在於培養學習者網站設計之技術： 本課程主要目標在於培養學習者網站設計之技術： 
1.網頁/站運作方式及原理。 1.網頁/站運作方式及原理。 
2.網頁設計軟體之操作及應用。 2.網頁設計軟體之操作及應用。 
3.基本網頁製作：多媒體工具應用(Video, Voice, image, animation)。 3.基本網頁製作：多媒體工具應用(Video, Voice, image, animation)。 
4.HTML、CSS基本語法及應用。 4.HTML、CSS基本語法及應用。 
5.Javascript基本語法及基礎互動網頁設計(測驗、simple game design)。 5.Javascript基本語法及基礎互動網頁設計(測驗、simple game design)。 
6. PHP、MySQL基本語法及互動式網站設計6. PHP、MySQL基本語法及互動式網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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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基本概念與架構(一)網頁基本概念與架構 網站運作方式及原理，DreamWeaver、 FTP之操作―上傳、下載網站運作方式及原理，DreamWeaver、 FTP之操作―上傳、下載 99

(二)多媒體物件之整合(二)多媒體物件之整合 資料夾概念，超連結概念與應用，Framset，Frame編製資料夾概念，超連結概念與應用，Framset，Frame編製 99

(三)HTML基本語法(三)HTML基本語法 HTML與script 整合―JavaScript語法HTML與script 整合―JavaScript語法 99

(四)CSS基本語法(四)CSS基本語法 CSS基本語法CSS基本語法 99

(五)網頁發展模式(五)網頁發展模式 ADDIE―網站規劃、分析、設計ADDIE―網站規劃、分析、設計 99

(六)多媒體素材製作(Video)(六)多媒體素材製作(Video) 工具應用(Video)―繪聲繪影工具應用(Video)―繪聲繪影 99

(七)多媒體素材製作(Voice)(七)多媒體素材製作(Voice) 工具應用(Voice)―Goldwave、CD轉MP3 工具應用(Voice)―Goldwave、CD轉MP3 99

(八)多媒體素材製作(image)(八)多媒體素材製作(image) 工具應用(image)―Photoshop、illustrator 工具應用(image)―Photoshop、illustrator 99

(九)多媒體素材製作(九)多媒體素材製作
(animation)(animation)

工具應用(animation)―GIF animator工具應用(animation)―GIF animator 99

(十)JavaScript基礎互動設計(十)JavaScript基礎互動設計
圖片播放器、線上測驗、闖關遊戲(cookie應用)、簡單puzzle遊圖片播放器、線上測驗、闖關遊戲(cookie應用)、簡單puzzle遊
戲戲

99

(十一)PHP簡介(十一)PHP簡介 語法、迴圈、陣列、表單處理、檔案處理語法、迴圈、陣列、表單處理、檔案處理 99

(十二)MySQL(十二)MySQL 系統操作、SQL語法系統操作、SQL語法 99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操作及作業評量操作及作業評量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實習與廣播設備、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實習與廣播設備、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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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07 9-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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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語言與設計程式語言與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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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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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教導學生藉C語言之應用，建立程式設計之基本觀念，並熟習程式設計之方法、要領，作為修習其本課程教導學生藉C語言之應用，建立程式設計之基本觀念，並熟習程式設計之方法、要領，作為修習其
他資訊專業課程如「資料結構」之基礎。他資訊專業課程如「資料結構」之基礎。

教學內容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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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C 語言的基礎與使用環境介紹(一)C 語言的基礎與使用環境介紹
1. C 語言的基本架構1. C 語言的基本架構
2. 基本資料型態 2. 基本資料型態 
3.Visual C++ 編譯環境介紹3.Visual C++ 編譯環境介紹

99

(二)程式流程控制(二)程式流程控制
1. 條件敘述句:if、if/else、switch1. 條件敘述句:if、if/else、switch
2. 重複敘述句:while、do/while、for2. 重複敘述句:while、do/while、for

99

(三)函式(三)函式
1. 函式的基本架構介紹1. 函式的基本架構介紹
2. 函式的呼叫方式:call by value and call by reference2. 函式的呼叫方式:call by value and call by reference

99

(四)函式(四)函式
1. 遞迴函式、inline 函式、函式重載1. 遞迴函式、inline 函式、函式重載
2. 變數的存在時間與有效範圍探討2. 變數的存在時間與有效範圍探討

99

(五)陣列(五)陣列 一維陣列及二維陣列的宣告與使用一維陣列及二維陣列的宣告與使用 99

(六)陣列(六)陣列
1.傳遞陣列至函式 1.傳遞陣列至函式 
2.陣列的排序法2.陣列的排序法

99

(七)指標(七)指標
1.指標變數的宣告與使用1.指標變數的宣告與使用
2.指標與陣列的關係2.指標與陣列的關係

99

(八)指標(八)指標
1.指向函式的指標1.指向函式的指標
2.動態記憶體配置2.動態記憶體配置

99

(九)檔案處理(九)檔案處理
1. 檔案資料的記錄方式1. 檔案資料的記錄方式
2.循序存取檔案資料2.循序存取檔案資料

99

(十)檔案處理(十)檔案處理 3. 隨機存取檔案資料 3. 隨機存取檔案資料 99

(十一)類別的基礎(十一)類別的基礎
1.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基礎觀念1.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基礎觀念
2.類別的宣告 2.類別的宣告 

99

(十二)類別的基礎(十二)類別的基礎 3.建構物件的方式 3.建構物件的方式 99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平時成績
操作與作業成績操作與作業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實習與廣播設備、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實習與廣播設備、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28



((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表表9-2-3-01 9-2-3-01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校訂科目教學大綱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職涯體驗職涯體驗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areer ExperiencingCareer Experi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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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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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融入當前產業需求，教導同學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並介紹就業市場的趨勢與就業力的分析,提供求職融入當前產業需求，教導同學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並介紹就業市場的趨勢與就業力的分析,提供求職
的工具與方法，俾於同學設定職涯目標並採取行動計劃。的工具與方法，俾於同學設定職涯目標並採取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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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備
註註

(一)校外職場參(一)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二)校外職場參(二)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三)校外職場參(三)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四)校外職場參(四)校外職場參
觀觀

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職涯體驗課程提供學生接觸產業界及展覽等最新產品技術，並現場了解產業議題。心
得報告得報告

66

(五)業界專家授(五)業界專家授
課課

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
1. 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1. 瞭解職涯規劃的重要性
2. 進行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2. 進行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
自我肯定的重要性自我肯定的重要性
自我瞭解的方法自我瞭解的方法
進行自我探索:我能做什麼?我喜歡做什麼?進行自我探索:我能做什麼?我喜歡做什麼?

66

(六)業界專家授(六)業界專家授
課課

三、培養就業競爭力三、培養就業競爭力
1. 如何成為未來的一軍1. 如何成為未來的一軍
2. 如培養職場競爭力2. 如培養職場競爭力
3. 設定職涯目標3. 設定職涯目標
4. 開始你的行動計劃4. 開始你的行動計劃

66

合計合計 3636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出席表現、心得報告、課堂參與出席表現、心得報告、課堂參與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自編講義或教材自編講義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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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講義或教材自編講義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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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各科實習科目各科實習科目 ((含職涯體驗含職涯體驗 )) ((以校為單位以校為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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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專題實作專題實作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Practice of ProjectsPractice of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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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技術科美顏技術科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0/0/3/30/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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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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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研究、基礎研究能力之能力，應用設計的技巧解決問題。。本課程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研究、基礎研究能力之能力，應用設計的技巧解決問題。。
透過團隊合作方式，培養學生溝通與協調技巧，再藉由專業領域工具之應用，協助學生瞭解專題製作的透過團隊合作方式，培養學生溝通與協調技巧，再藉由專業領域工具之應用，協助學生瞭解專題製作的
基本概念。使學生學習理論與實作之整合運用。基本概念。使學生學習理論與實作之整合運用。
課程中同時安排學生報告，以訓練其口語表達技巧及簡報能力。課程中同時安排學生報告，以訓練其口語表達技巧及簡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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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的基本認知(一)專題製作的基本認知
(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1)專題製作的重要性。
(2)題目設計要領。(2)題目設計要領。

1212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1)封面設計技巧。(1)封面設計技巧。
(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2)專題製作撰寫格式。
(3)專題製作的動機及目的。(3)專題製作的動機及目的。

1212

(三)專題製作文獻蒐集(三)專題製作文獻蒐集
(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1)專題製作資料蒐集。
(2)資料分類、統整及組織。(2)資料分類、統整及組織。

1212

(四)專題製作範圍對象(四)專題製作範圍對象
(1)專題製作範圍。(1)專題製作範圍。
(2)專題製作實作。(2)專題製作實作。

1212

(五)專題製作過程與方法(五)專題製作過程與方法
(1)研究方法的應用。(1)研究方法的應用。
(2)研究過程注意事項。(2)研究過程注意事項。
(3)專題製作步驟。(3)專題製作步驟。

1212

(六)專題製作結果與討論(六)專題製作結果與討論
(1)專題製作內容撰寫格式。(1)專題製作內容撰寫格式。
(2)專題製作結論撰寫要領。(2)專題製作結論撰寫要領。
(3)問題與討論。(3)問題與討論。

1212

(七)參考書目撰寫方法(七)參考書目撰寫方法 (1)專題製作參考文獻撰寫注意事項。(1)專題製作參考文獻撰寫注意事項。 1212

(八)專題製作實作(八)專題製作實作
(1)專題製作實作進度報告。(1)專題製作實作進度報告。
(2)專題製作成果發表。(2)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1212

(九)專題製作成果發表(九)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1)問題與討論。(1)問題與討論。 1212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專題報告與成果平時成績、專題報告與成果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教學時運用創意並利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教學時運用創意並利用各項教學設備及媒體，以提升學習興趣。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1)教材內容及次序安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1)教材內容及次序安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
(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避免陳義過高，影響學習興趣。(2)教材內容之難易，應適合學生程度，避免陳義過高，影響學習興趣。
(3)教材應參照一般專題製作原則。(3)教材應參照一般專題製作原則。
(4)教材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4)教材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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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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管理資料庫管理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atabase ManagementDatab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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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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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合資料庫理論與實務，在理論部份說明資料庫原理、關聯式資料庫以及正規化的分析。結合資料庫理論與實務，在理論部份說明資料庫原理、關聯式資料庫以及正規化的分析。
實務部份以Microsoft Access為主，將理論引導至實務，透過圖表讓學生學習建立資料庫的完整知識。實務部份以Microsoft Access為主，將理論引導至實務，透過圖表讓學生學習建立資料庫的完整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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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概論第一單元(一)資料庫概論第一單元 資料庫之發展與介紹資料庫之發展與介紹 77

(二)資料庫概論第二單元(二)資料庫概論第二單元 檔案處理與資料庫系統檔案處理與資料庫系統 77

(三)資料庫概論第三單元(三)資料庫概論第三單元 關聯式資料庫模型關聯式資料庫模型 77

(四)資料庫概論第四單元(四)資料庫概論第四單元 關聯式資料庫模型關聯式資料庫模型 77

(五)資料庫概論第五單元(五)資料庫概論第五單元 資料庫設計與實體關聯模型資料庫設計與實體關聯模型 77

(六)資料庫概論第六單元(六)資料庫概論第六單元 資料庫設計與實體關聯模型資料庫設計與實體關聯模型 77

(七)資料庫概論第七單元(七)資料庫概論第七單元 關聯表的正規化關聯表的正規化 77

(八)資料庫概論第八單元(八)資料庫概論第八單元 關聯表的正規化關聯表的正規化 77

(九)資料庫概論第九單元(九)資料庫概論第九單元 關聯式代數關聯式代數 88

(十)資料庫概論第十單元(十)資料庫概論第十單元 關聯式代數關聯式代數 88

(十一)資料庫概論第十一單元(十一)資料庫概論第十一單元 結構化查詢語言結構化查詢語言 77

(十二)資料庫概論第十二單元(十二)資料庫概論第十二單元 結構化查詢語言結構化查詢語言 77

(十三)資料庫概論第十三單元(十三)資料庫概論第十三單元 SQL合併查詢與子查詢SQL合併查詢與子查詢 77

(十四)資料庫概論第十四單元(十四)資料庫概論第十四單元 SQL合併查詢與子查詢SQL合併查詢與子查詢 77

(十五)資料庫概論第十五單元(十五)資料庫概論第十五單元 期末作業期末作業 8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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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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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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設計數位設計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Digital DesignDigital Design

師資來源師資來源 內聘    內聘    外聘外聘

科目屬性科目屬性
必必 //選修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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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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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科別適用科別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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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瞭解數位設計的軟體應用。 1.瞭解數位設計的軟體應用。 
2.激發創意發想與提昇美感。 2.激發創意發想與提昇美感。 
3.訓練文宣設計與編排。 3.訓練文宣設計與編排。 
4.培養未來職場專業。 4.培養未來職場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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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基本概念(一)設計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與Photoshop工作環境基本概念與Photoshop工作環境 1010

(二)單元作業(二)單元作業 Photoshop工作環境與影像編修技巧Photoshop工作環境與影像編修技巧 1010

(三)單元作業(三)單元作業 Photoshop的路徑、色版與圖層Photoshop的路徑、色版與圖層 1010

(四)單元作業(四)單元作業 Photoshop特效濾鏡、自動化幫手與圖檔輸出列印Photoshop特效濾鏡、自動化幫手與圖檔輸出列印 99

(五)單元作業(五)單元作業 實例應用與Photoshop CC應用實例應用與Photoshop CC應用 99

(六)單元作業(六)單元作業 Photoshop CC：背景篇Photoshop CC：背景篇 99

(七)單元作業(七)單元作業 Photoshop CC：文字篇Photoshop CC：文字篇 99

(八)單元作業(八)單元作業 Photoshop CC：質感篇Photoshop CC：質感篇 99

(九)單元作業(九)單元作業 Photoshop CC：插畫篇Photoshop CC：插畫篇 99

(十)期末創意設計(十)期末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討論創意設計討論 99

(十一)期末創意設計(十一)期末創意設計 創意設計討論創意設計討論 99

(十二)期末創意設計(十二)期末創意設計 期末創意設計期末創意設計 66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課堂討論與練習作業平時成績、期末作業、課堂討論與練習作業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講義。 實習設備、廣播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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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編講義。 自編講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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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實習會計實習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ccounting practice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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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0/0/2/2/0/00/0/2/2/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1.學習財務會計領域之專業知識與理論規範。 1.學習財務會計領域之專業知識與理論規範。 
2.瞭解相關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規範與應用。 2.瞭解相關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規範與應用。 
3.讓學生了解財務資訊在資本市場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 3.讓學生了解財務資訊在資本市場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 
4.能隨時掌握整個經濟環境之脈動，了解會計之發展趨勢。 4.能隨時掌握整個經濟環境之脈動，了解會計之發展趨勢。 
5.加強財務報告解讀及分析能力，以助於日後了解企業的經營成果及作出較佳決策的能力。5.加強財務報告解讀及分析能力，以助於日後了解企業的經營成果及作出較佳決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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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基本概念(一)會計基本概念
1.會計的定義 1.會計的定義 
2.會計資訊的使用者 2.會計資訊的使用者 
3.會計發展的相關機構3.會計發展的相關機構

44

(二)會計基本理論(二)會計基本理論
1.財務會計理論體系 1.財務會計理論體系 
2.會計資訊的品質特性2.會計資訊的品質特性
3.會計基本環境假設3.會計基本環境假設

44

(三)會計基本理論(三)會計基本理論
1.基本會計原則 1.基本會計原則 
2.會計的操作限制2.會計的操作限制

44

(四)會計科目與借貸法則(四)會計科目與借貸法則

1.交易的定義 1.交易的定義 
2.會計科目的意義及其分類 2.會計科目的意義及其分類 
3.會計基本方程式的意義 3.會計基本方程式的意義 
4.借貸法則及其運用4.借貸法則及其運用

55

(五)會計處理程序(五)會計處理程序

1.會計循環的定義 1.會計循環的定義 
2.分錄與普通日記簿 2.分錄與普通日記簿 
3.過帳與總分類帳 3.過帳與總分類帳 
4.試算與試算表4.試算與試算表

55

(六)會計處理程序(六)會計處理程序

1.調整與調整後試算表1.調整與調整後試算表
2.編製工作底稿 2.編製工作底稿 
3.結帳與結帳後試算表3.結帳與結帳後試算表
4.編製財務報表4.編製財務報表

55

(七)帳簿組織及傳票制度(七)帳簿組織及傳票制度

1.帳簿組織的概念 1.帳簿組織的概念 
2.特種日記簿 2.特種日記簿 
3.明細分類帳 3.明細分類帳 
4.傳票制度4.傳票制度

55

(八)買賣業會計(八)買賣業會計

1.銷貨收入的會計處理1.銷貨收入的會計處理
2.進貨的會計處理 2.進貨的會計處理 
3.銷貨成本的計算 3.銷貨成本的計算 
4.編製工作底稿 4.編製工作底稿 
5.編製財務報表5.編製財務報表

44

(九)存貨(九)存貨

1.存貨的意義 1.存貨的意義 
2.存貨數量的衡量 2.存貨數量的衡量 
3.存貨成本流動假設 3.存貨成本流動假設 
4.存貨的續後評價 4.存貨的續後評價 
5.存貨的估計方法5.存貨的估計方法

55

(十)現金與內部控制(十)現金與內部控制
1.現金及銀行存款的定義 1.現金及銀行存款的定義 
2.零用金制度 2.零用金制度 
3.內部控制3.內部控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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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應收款項(十一)應收款項
1.應收帳款的意義及其評價 1.應收帳款的意義及其評價 
2.應收票據的意義及其性質 2.應收票據的意義及其性質 
3.應收票據的評價及貼現3.應收票據的評價及貼現

55

(十二)投資(十二)投資

1.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金融資產 1.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金融資產 
2.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2.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長期股權投資－權益法4.長期股權投資－權益法

55

(十三)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十三)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

1.固定資產的意義 1.固定資產的意義 
2.折舊之計算 2.折舊之計算 
3.固定資產之處分 3.固定資產之處分 
4.無形資產的會計處理4.無形資產的會計處理

44

(十四)流動負債(十四)流動負債
1.流動負債的意義 1.流動負債的意義 
2.流動負債的估計 2.流動負債的估計 
3.或有負債的會計處理3.或有負債的會計處理

44

(十五)長期負債(十五)長期負債
1.長期負債的意義 1.長期負債的意義 
2.長期應付票據之折價2.長期應付票據之折價
3.應付抵押票據的會計處理3.應付抵押票據的會計處理

44

(十六)公司會計(十六)公司會計

1.公司組織的特性 1.公司組織的特性 
2.股票的發行 2.股票的發行 
3.庫藏股之會計處理 3.庫藏股之會計處理 
4.保留盈餘與股利 4.保留盈餘與股利 
5.股東權益變動表5.股東權益變動表

4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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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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經營實務商業經營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usiness Management Practice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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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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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熟悉各類型中小商店的經營實務。1.熟悉各類型中小商店的經營實務。
2.瞭解現代化的商業環境。2.瞭解現代化的商業環境。
3.學會使用簡易的商業自動設備。3.學會使用簡易的商業自動設備。
4.學習商業經營的內容及內涵。4.學習商業經營的內容及內涵。
5.熟悉現代商業實際運作之系統、程序及作業方法。5.熟悉現代商業實際運作之系統、程序及作業方法。
6.增加個案研討實例，以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6.增加個案研討實例，以求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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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相關行業(一)商業相關行業

1.一般營利事業的介紹1.一般營利事業的介紹
2.買賣業的介紹2.買賣業的介紹
3.服務業的介紹3.服務業的介紹
4.製造業的介紹4.製造業的介紹

99

(二)商品的買賣(二)商品的買賣

1. 1. 商品種類的介紹商品種類的介紹
2. 2. 商品的訂價、採購方式商品的訂價、採購方式
3. 3. 商品的銷售方式及技巧商品的銷售方式及技巧
4. 4. 商品的倉儲方式及技巧商品的倉儲方式及技巧

99

(三)商店的經營(三)商店的經營
1. 1. 商業的基本要素商業的基本要素
2. 2. 商業登記商業登記

88

(四)製作與佈置POP商業廣告(四)製作與佈置POP商業廣告
1.廣告的功能與效用1.廣告的功能與效用
2.廣告多媒體的介紹2.廣告多媒體的介紹
3.廣告活動實作3.廣告活動實作

88

(五)商品陳列的技能(五)商品陳列的技能
1.商品的歸類1.商品的歸類
2.商品陳列的技巧2.商品陳列的技巧
3.櫥窗的佈置3.櫥窗的佈置

88

(六)櫃台的工作(六)櫃台的工作
1.櫃台的工作介紹1.櫃台的工作介紹
2.介紹商品條碼2.介紹商品條碼
3.學習收銀的操作3.學習收銀的操作
4.學習開立發票或收據4.學習開立發票或收據

1010

(七)包裝技巧(七)包裝技巧
1.簡易包裝技能的介紹1.簡易包裝技能的介紹
2.包裝實作2.包裝實作

88

(八)商品的推銷(八)商品的推銷
1.了解消費者的需求1.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2.推銷過程的介紹2.推銷過程的介紹
3.推銷技巧的運用3.推銷技巧的運用

88

(九)商品的促銷(九)商品的促銷
1.促銷的功能1.促銷的功能
2.常見的促銷方式介紹2.常見的促銷方式介紹
3.促銷工具介紹及運用3.促銷工具介紹及運用

88

(十)服務台的禮儀(十)服務台的禮儀
1.瞭解服務的項目及要領1.瞭解服務的項目及要領
2.學習應有的儀態2.學習應有的儀態
3.接待客人的禮儀3.接待客人的禮儀

88

(十一)商業常用的禮儀(十一)商業常用的禮儀
1.學習應對的禮儀1.學習應對的禮儀
2.電話禮儀的練習2.電話禮儀的練習

88

(十二)商業現代化(十二)商業現代化
1.商業現代化的介紹1.商業現代化的介紹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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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業現代化的運用 （含物流、商流….）2.商業現代化的運用 （含物流、商流….）

(十三)商業的資訊(十三)商業的資訊
1.現代資訊的取得方式1.現代資訊的取得方式
2.常見的塑膠貨幣介紹（信用卡、IC卡….）2.常見的塑膠貨幣介紹（信用卡、IC卡….）

8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生活化的商業經營實務教材與相關資訊。選擇簡單扼要、深入淺出、生活化的商業經營實務教材與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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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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軟體應用商用軟體應用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Business Computer Software ApplicationsBusiness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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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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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教授MS Office套裝軟體，採電腦廣播系統教學示範，並隨後予實地上機演練，培養參加相關證照本課程教授MS Office套裝軟體，採電腦廣播系統教學示範，並隨後予實地上機演練，培養參加相關證照
考試能力，期使同學可以考試能力，期使同學可以
o 使用Word編輯文件、書面報告o 使用Word編輯文件、書面報告
o 使用Excel計算、統計並繪製統計圖表o 使用Excel計算、統計並繪製統計圖表
o 使用Power Point製作簡報o 使用Power Point製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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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一)Word Sharing and Maintaining DocumentsSharing and Maintaining Documents 88

(二)Word(二)Word
Formatting ContentFormatting Content
Applying Page Layout and Reusable ContentApplying Page Layout and Reusable Content

99

(三)Word(三)Word
Including Illustrations and Graphics in a DocumentIncluding Illustrations and Graphics in a Document
Proofreading documentsProofreading documents

99

(四)Word(四)Word
Applying References and HyperlinksApplying References and Hyperlinks
Performing Mail Merge OperationsPerforming Mail Merge Operations

99

(五)Excel(五)Excel Managing the Worksheet EnvironmentManaging the Worksheet Environment 88

(六)Excel(六)Excel
Creating Cell DataCreating Cell Data
Formatting Cells and WorksheetsFormatting Cells and Worksheets

88

(七)Excel(七)Excel
Managing Worksheets and WorkbooksManaging Worksheets and Workbooks
Applying Formulas and FunctionsApplying Formulas and Functions

99

(八)Excel(八)Excel
Presenting Data VisuallyPresenting Data Visually
Sharing worksheet data with other usersSharing worksheet data with other users

88

(九)Excel(九)Excel Analyzing and Organizing DataAnalyzing and Organizing Data 88

(十)Power Point(十)Power Point
Creating a Slide PresentationCreating a Slide Presentation

88

(十一)Power Point(十一)Power Point
Working with graphical and multimedia elementsWorking with graphical and multimedia elements

88

(十二)Power Point(十二)Power Point
Creating charts and tablesCreating charts and tables
Applying transitions and animationsApplying transitions and animations

88

(十三)Power Point(十三)Power Point Delivering a presentationDelivering a presentation 88

合計合計 108108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操作練習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操作練習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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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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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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簡報實務商業簡報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mercial bulletin  practiceCommercial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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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學分數學分數 2/2/0/0/0/02/2/0/0/0/0

開課開課
年級年級 //學期學期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建議先修建議先修
科目科目

無無
有，科目：有，科目：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一、瞭解商業簡報的意義。一、瞭解商業簡報的意義。
二、認識商業套裝軟體的涵蓋領域及其應用範疇。二、認識商業套裝軟體的涵蓋領域及其應用範疇。
三、熟悉常用之商業簡報軟體之應用。三、熟悉常用之商業簡報軟體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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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point第一單元(一)Power point第一單元 商業簡報入門介紹商業簡報入門介紹 99

(二)power point第二單元(二)power point第二單元 商業簡報製作流程。商業簡報製作流程。 99

(三)power point第三單元(三)power point第三單元
簡報的字型使用簡報的字型使用
強調文字重點與項目符號的運用方式強調文字重點與項目符號的運用方式

99

(四)power point第四單元(四)power point第四單元 母片大綱與文字版面編輯。母片大綱與文字版面編輯。 99

(五)power point第五單元(五)power point第五單元 圖表與圖形製作。圖表與圖形製作。 99

(六)power point第六單元(六)power point第六單元 動作按鈕與動畫製作。動作按鈕與動畫製作。 99

(七)power point第七單元(七)power point第七單元
表格製作的規範表格製作的規範
圖表製作的規範圖表製作的規範
圖片使用的規範圖片使用的規範

99

(八)power point第八單元(八)power point第八單元 商業簡報實作與報告。商業簡報實作與報告。 99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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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內容及編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教材內容及編排，應參照教材大綱之內涵，並符合教學目標。
教材之例題及習題，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教材之例題及習題，應與實務配合，使學生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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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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繪圖電腦繪圖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Computer GraphicsComputer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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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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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課程教授PhotoImpact繪圖軟體，採電腦廣播系統教學示範，並隨後給予上機演練，期使同學具有使用本課程教授PhotoImpact繪圖軟體，採電腦廣播系統教學示範，並隨後給予上機演練，期使同學具有使用
本軟體完成下列技術之能力本軟體完成下列技術之能力
相片基礎編修、海報設計、電子相簿、網頁設計相片基礎編修、海報設計、電子相簿、網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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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Impact第一單元(一)PhotoImpact第一單元 基本操作功能、百寶箱、創意影像範本基本操作功能、百寶箱、創意影像範本 55

(二)PhotoImpact第二單元(二)PhotoImpact第二單元
相片編修相片編修

55

(三)PhotoImpact第三單元(三)PhotoImpact第三單元
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55

(四)PhotoImpact第四單元(四)PhotoImpact第四單元
名片設計名片設計

55

(五)PhotoImpact第五單元(五)PhotoImpact第五單元
卡片設計卡片設計

55

(六)PhotoImpact第六單元(六)PhotoImpact第六單元
活動海報活動海報

55

(七)PhotoImpact第七單元(七)PhotoImpact第七單元
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55

(八)PhotoImpact第八單元(八)PhotoImpact第八單元
DM設計DM設計

66

(九)PhotoImpact第九單元(九)PhotoImpact第九單元
產品海報產品海報

66

(十)PhotoImpact第十單元(十)PhotoImpact第十單元 綜合練習綜合練習 66

(十一)PhotoImpact第十一單元(十一)PhotoImpact第十一單元
網頁元件製作網頁元件製作

66

(十二)PhotoImpact第十二單元(十二)PhotoImpact第十二單元
進階網頁設計技巧進階網頁設計技巧

77

(十三)PhotoImpact第十三單元(十三)PhotoImpact第十三單元 期未作作業期未作作業 66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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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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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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實務行銷實務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Marketing: Practice & ApplicationMarketing: 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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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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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行銷的整體觀念與策略運用。（一）建立行銷的整體觀念與策略運用。
（二）讓學生理解當前社會建立自我行銷之必要性。 （二）讓學生理解當前社會建立自我行銷之必要性。 
（三）介紹與分析網路行銷、政府政策行銷、運動行銷之成功要素與技巧。（三）介紹與分析網路行銷、政府政策行銷、運動行銷之成功要素與技巧。
（四）媒體宣導傳播與成功行銷個案之相關性分析。（四）媒體宣導傳播與成功行銷個案之相關性分析。
（五）培養學生認知行銷的重要與行銷之能力。（五）培養學生認知行銷的重要與行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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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緒論(一)行銷緒論

一、行銷（marketing）的概念一、行銷（marketing）的概念
二、行銷觀念的演進二、行銷觀念的演進
三、銷售導向與行銷導向的比較三、銷售導向與行銷導向的比較
四、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價值四、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價值
五、行銷創造的效用五、行銷創造的效用
六、行銷管理的內容六、行銷管理的內容
七、非營利組織行銷七、非營利組織行銷

55

(二)行銷環境分析(二)行銷環境分析
一、行銷環境的類別一、行銷環境的類別
二、企業的內外環境分析－SWOT 分析二、企業的內外環境分析－SWOT 分析

55

(三)組織策略與行銷策略(三)組織策略與行銷策略
一、組織策略的類型一、組織策略的類型
二、行銷策略二、行銷策略

55

(四)行銷研究(四)行銷研究

一、行銷資訊系統（marketing一、行銷資訊系統（marketing
information system）information system）
二、行銷研究二、行銷研究
三、行銷的道德準則三、行銷的道德準則

55

(五)消費者行為(五)消費者行為

一、消費者行為模式一、消費者行為模式
二、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二、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
三、消費者購買的程序三、消費者購買的程序
四、新產品的購買決策四、新產品的購買決策

55

(六)組織購買者行為(六)組織購買者行為

一、組織購買者的類型一、組織購買者的類型
二、組織市場的特性二、組織市場的特性
三、組織購買者的行為模式三、組織購買者的行為模式
四、影響組織市場購買行為的因素 四、影響組織市場購買行為的因素 
五、組織市場購買決策過程（business五、組織市場購買決策過程（business
buying process）buying process）

55

(七)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與產品定位(七)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與產品定位

一、STP 行銷分析―又稱目標行銷一、STP 行銷分析―又稱目標行銷
(Target Marketing)(Target Marketing)
二、市場區隔二、市場區隔
三、選擇目標市場三、選擇目標市場
四、產品定位四、產品定位
五、差異化五、差異化

55

(八)產品策略與管理(八)產品策略與管理

一、產品的定義一、產品的定義
二、產品的層次二、產品的層次
三、產品的分類三、產品的分類
四、產品組合與產品線管理四、產品組合與產品線管理
五、品牌(Brand)五、品牌(Brand)
六、包裝(Package)六、包裝(Package)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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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產品開發與產品生命週期(九)新產品開發與產品生命週期

一、新產品的來源一、新產品的來源
二、新產品開發過程二、新產品開發過程
三、新產品的採用三、新產品的採用
四、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四、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
PLC)PLC)
五、不同型態之產品生命週期五、不同型態之產品生命週期

55

(十)服務行銷(十)服務行銷

一、服務與有形產品的差別一、服務與有形產品的差別
二、服務系統二、服務系統
三、服務的行銷策略.三、服務的行銷策略.
四、服務的行銷組合四、服務的行銷組合
五、服務的品質五、服務的品質

55

(十一)訂價策略與管理(十一)訂價策略與管理

一、訂價策略的重要性一、訂價策略的重要性
二、訂價應考慮的內外部因素二、訂價應考慮的內外部因素
三、訂價方式三、訂價方式
四、新上市產品訂價方式四、新上市產品訂價方式
五、價格調整策略（牌價調整）五、價格調整策略（牌價調整）
六、產品組合的訂價方式六、產品組合的訂價方式
七、對競爭者價格變動的評估七、對競爭者價格變動的評估
八、訂價政策的道德性與合法性八、訂價政策的道德性與合法性

55

(十二)通路策略與管理(十二)通路策略與管理

一、通路的定義與功能一、通路的定義與功能
二、通路的結構二、通路的結構
三、通路的管理三、通路的管理
四、零售商(Retailer)四、零售商(Retailer)
五、批發商(Wholesaler)五、批發商(Wholesaler)
六、實體配送（physical distribution）六、實體配送（physical distribution）

55

(十三)推廣策略與管理(十三)推廣策略與管理

一、推廣的定義一、推廣的定義
二、廣告(advertising)二、廣告(advertising)
三、促銷(sales promotion, SP)三、促銷(sales promotion, SP)
四、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 PR)四、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 PR)
五、人員推銷(Personal Selling)五、人員推銷(Personal Selling)

44

(十四)網路行銷(十四)網路行銷

一、網路行銷的特色一、網路行銷的特色
二、電子商務（e-commerce, EC）經營二、電子商務（e-commerce, EC）經營
三、網路行銷的途徑三、網路行銷的途徑
四、網路溝通績效的衡量指標四、網路溝通績效的衡量指標
五、行動商務(Mobile Commerce)五、行動商務(Mobile Commerce)

44

(十五)國際行銷、行銷控制與行銷道德(十五)國際行銷、行銷控制與行銷道德

一、國際行銷的主要決策一、國際行銷的主要決策
二、進入國際市場的方式二、進入國際市場的方式
三、國際產品與溝通策略 三、國際產品與溝通策略 
四、行銷控制的方法四、行銷控制的方法
五、社會對行銷的批評五、社會對行銷的批評
六、企業行銷的社會責任六、企業行銷的社會責任

44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平時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教學注意事項教學注意事項
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包含教材編選、教學方法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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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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際網路應用網際網路應用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Application of InternetApplication of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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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資訊科商用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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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際網路應用於商業活動以來，新經濟現象帶來許多數位的衝擊與變革，本課程從國內、外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應用於商業活動以來，新經濟現象帶來許多數位的衝擊與變革，本課程從國內、外資訊科技與
創意的發展，進而到電子商務、網路行銷、雲端服務、行動商務等各面向進行深入探討，掌握知識經濟創意的發展，進而到電子商務、網路行銷、雲端服務、行動商務等各面向進行深入探討，掌握知識經濟
時代的新趨勢。時代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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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基本課程(一)網際網路基本課程 電腦網路基本知識電腦網路基本知識 44

(二)網際網路基本課程(二)網際網路基本課程 網際網路的基本介紹、全球資訊網。網際網路的基本介紹、全球資訊網。 44

(三)網際網路應用(三)網際網路應用 Google服務及創新模式Google服務及創新模式 55

(四)網際網路應用(四)網際網路應用 App程式開發--生命週期及模組介紹App程式開發--生命週期及模組介紹 66

(五)網際網路應用(五)網際網路應用 Facebook應用與粉絲專頁面面觀Facebook應用與粉絲專頁面面觀 55

(六)網際網路應用(六)網際網路應用 App程式開發--元件介紹及應用App程式開發--元件介紹及應用 55

(七)網際網路應用(七)網際網路應用 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國際競爭力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國際競爭力 55

(八)網際網路應用(八)網際網路應用 電子商務與個案電子商務與個案 55

(九)網際網路應用-開發(九)網際網路應用-開發 App程式開發--使用者介面介紹及應用App程式開發--使用者介面介紹及應用 66

(十)網際網路應用(十)網際網路應用 關鍵字行銷與病毒式行銷關鍵字行銷與病毒式行銷 55

(十一)網際網路應用-開發(十一)網際網路應用-開發 App程式開發--範例教學App程式開發--範例教學 66

(十二)網際網路應用(十二)網際網路應用 網路行銷成功案例解析網路行銷成功案例解析 66

(十三)網際網路應用(十三)網際網路應用 行動商務服務 & 網路多媒體與娛樂行動商務服務 & 網路多媒體與娛樂 55

(十四)網際網路應用(十四)網際網路應用 網際網路的未來網際網路的未來 55

合計合計 7272節節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平時成績、期末作業成績、實務操作成績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
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實習設備、廣播設備、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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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由教材審查會議選定或編寫合適用書、自編教材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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