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 特殊需求領域(職業教育) 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 1）節  本學期共（ 21）節 

課程目標 

1培養良好工作觀念，學習正確且實用的工作知識，能事先瞭解產業的相關資訊，與所需的求職技巧，提早做好就業的準備。 

2累積就業所需之基本能力，增進個人工作表現，並學習遵守工作守則與安全規定，提高意外事故和危機狀況處理能力。 

3培養良好的工作的習慣，養成合群、負責的工作情操，並提昇工作的調適能力與團隊合作，增進職業生活的社會適應。 

相關領域 綜合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3-1-2 能列舉常見職業應具備的工作條件(如：工作項目、時間、工作地點等) 
1-3-1-6 能查詢適合自己培養工作能力的進修管道（如：就讀學校科系、職業訓練機構等） 
1-3-2-1 能查詢不同類型工作的基本條件（如：學歷、經歷、證照等） 
2-3-1-2 能依據步驟說明組合拼裝物品(如：DIY 書架、拼裝腳踏車等)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5 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2-3-2-3 能使用安全防護配備（如：護目鏡、防護衣、手套、安全帽等） 
3-3-1-1 能妥善保管工作場域中工作器具 
3-1-2-2能接受指正重新完成工作(如：依照師長提示下確認自己工作錯誤處、工作做錯重做時不發脾氣等) 

3-3-2-2 能接受他人指令修正工作程序 

3-3-3-3能表現良好的職場禮儀（如：遵守工作規範、尊重他人、與人分享工作成果等）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家政教育】 

3-4-4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生活問題。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性別平等教育】 

1-4-5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1-4-7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3-3-5發展規劃生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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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8/25~8/31 

至 

第二週 

9/1~9/7 

1-3-1-2 能列舉常見職業應具備的工作條件
(如：工作項目、時間、工作地點等) 
1-3-2-1 能查詢不同類型工作的基本條件
（如：學歷、經歷、證照等） 

職業教育的內涵(課程說

明、工作基本條件、工作地

點、時間、內容、薪資、福

利與基本道德…等) 

2 

 

1.作業、學習單 

2.實作評量 

3.紙筆測驗 

4.小組討論 

5.發表與課堂問答 

6.學習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 

1-4-5 接納自己的性別

特質。 

【生涯發展教育】 

1-3-1 探索自己的興

趣、性向、價值觀及人

格特質。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

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3-3-5 發展規劃生涯的

能力。 

第三週 

9/8~9/14 

至 

第四週 

9/15~9/21 

1-3-1-6 能查詢適合自己培養工作能力的進
修管道（如：就讀學校科系、職業訓練機構
等） 

升學管道介紹(升學管道、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

安置」簡章、綜合職能科。) 

2 

第五週 

9/22~9/28 

至 

第六週 

9/29~10/5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6 能參照標準（如：品質、產能等)檢

視個人工作正確性 

精細動作訓練～分類與裝

袋 
2 

【家政教育】 

3-4-4運用資源分析、研

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

訊，以解決生活問題。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

人。 

【性別平等教育】 

1-4-5 接納自己的性別

特質。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

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第七週 

10/6~10/12 

至 

第八週 

10/13~10/19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6 能參

照標準（如：品質、產能等)檢視個人工作正

確性 

精細動作訓練～結繩與綁

帶 
2 

第九週 

10/20~10/26 

至 

第十週 

10/27~11/2 

2-3-1-4 能依據工作要求維持作業速度 

2-3-1-5 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2-3-1-6 能參照標準（如：品質、產能等)檢

視個人工作正確性 

3-3-2-2能接受他人指令修正工作程序 

100-101學年考古題術科

內容練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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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11/3~11/9 

至 

第十四週 

11/24~11/30 

2-3-1-2 能依據步驟說明組合拼裝物品

(如：DIY 書架、拼裝腳踏車等)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4 能依據工作要求維持作業速度 

2-3-1-5 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精細動作訓練～綑綁、包裝

與打包 
4 

【家政教育】 

3-4-4運用資源分析、研

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

訊，以解決生活問題。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

人。 

【性別平等教育】 

1-4-5 接納自己的性別

特質。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

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第十五週 

12/1~12/7 

至 

第十六週 

12/8~12/14 

2-3-1-4 能依據工作要求維持作業速度 

2-3-1-5 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2-3-1-6 能參照標準（如：品質、產能等)檢

視個人工作正確性 

3-3-2-2 能接受他人指令修正工作程序 

102-103學年考古題術科

內容練習 
  2 

第十七週 

12/15~12/21 

至 

第十八週 

12/22~12/28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6 能參照標準（如：品質、產能等)檢

視個人工作正確性 

精細動作訓練～秤重與裝

袋 
2 

第十九週 

12/29~1/4 

至 

第二十一週 

1/12~1/18 

2-3-1-2 能依據步驟說明組合拼裝物品

(如：DIY 書架、拼裝腳踏車等)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2-3 能使用安全防護配備（如：護目鏡、

防護衣、手套、安全帽等） 

精細動作練習~拼豆或積木

的運用 
3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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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 特殊需求領域(職業教育) 課程計畫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節數 每週（ 1）節  本學期共（ 18）節 

課程目標 

1.培養良好工作觀念，學習正確且實用的工作知識，能事先瞭解產業的相關資訊，與所需的求職技巧，提早做好就業準備。 

2.累積就業所需之基本能力，增進個人工作表現，並學習遵守工作守則與安全規定，提高意外事故和危機狀況處理能力。 

3.培養良好的工作的習慣，養成合群、負責的工作情操，並提昇工作的調適能力與團隊合作，增進職業生活的社會適應。 

相關領域 綜合領域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1-3-1-2 能列舉常見職業應具備的工作條件(如：工作項目、時間、工作地點等) 
1-3-1-6 能查詢適合自己培養工作能力的進修管道（如：就讀學校科系、職業訓練機構等） 
1-3-2-1 能查詢不同類型工作的基本條件（如：學歷、經歷、證照等） 
2-3-1-2 能依據步驟說明組合拼裝物品(如：DIY 書架、拼裝腳踏車等)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5 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2-3-2-3 能使用安全防護配備（如：護目鏡、防護衣、手套、安全帽等） 

2-3-2-4 能依據指令遵守不同工作場域(如：正式職場、實習工場等)的安全規範重點 

3-3-1-1 能妥善保管工作場域中工作器具 

3-1-2-2能接受指正重新完成工作(如：依照師長提示下確認自己工作錯誤處、工作做錯重做時不發脾氣等) 
3-3-2-2 能接受他人指令修正工作程3-3-3-2 能因應不同對象的身份主動調整問候用話（如：稱呼職稱、微笑等） 

3-3-3-3能表現良好的職場禮儀（如：遵守工作規範、尊重他人、與人分享工作成果等）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家政教育】 

3-4-4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生活問題。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性別平等教育】 

1-4-5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1-4-7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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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發展規劃生涯的能力。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

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第一週 

2/9~2/15 
1-3-1-6 能查詢適合自己培養工作能力的進
修管道（如：就讀學校科系、職業訓練機構等） 

升學管道與 109適性

安置簡章說明與提醒 
1 

1.作業、學習單 

2.實作評量 

3.紙筆測驗 

4.小組討論 

5.發表與課堂

問答 

6.學習態度 

 

【性別平等教育】 

1-4-5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生涯發展教育】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第二週 

2/16~2/22 

至 

第三週 

2/23~2/29 

2-3-1-2 能依據步驟說明組合拼裝物品(如：

DIY 書架、拼裝腳踏車等)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精細動作練習~旋轉

螺絲、裝拆螺絲、解

鎖鑰匙與密碼鎖 

2 

 

【家政教育】 

3-4-4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生活

問題。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性別平等教育】 

1-4-5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生涯發展教育】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力。 

 

 

第四週 

3/1~3/7 

至 

第五週 

3/8~3/14 

2-3-1-4 能依據工作要求維持作業速度 

2-3-1-5 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2-3-1-6 能參照標準（如：品質、產能等)檢

視個人工作正確性 

3-3-2-2 能接受他人指令修正工作程序 

104-105學年考古題

術科內容練習 
2 

第六週 

3/15~3/21 

至 

第八週 

3/29~4/4 

106-107學年考古題

術科內容練習與考前

總練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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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4/5~4/11 

至 

第十週 

4/12~4/18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6 能參

照標準（如：品質、產能等)檢視個人工作正

確性 

精細動作訓練~摺紙

盒、塑膠袋整理 
2 

第十一週 

4/19~4/25 

至 

第十二週 

4/26~5/2 

2-3-1-1 能閱讀手冊進行操作工作(如：使用

影音設備、烘焙器具等) 

2-3-1-2 能依據步驟說明組合拼裝物品(如：

DIY 書架、拼裝腳踏車等) 

2-3-1-3 能依據工作流程與步驟完成成品

(如：製作西點、製作手工藝等) 

2-3-1-5 能依據工作要求在時限內完成工作 

2-3-2-4 能依據指令遵守不同工作場域(如：

正式職場、實習工場等)的安全 

規範重點（如：工地帶安全帽防掉落物擊中，

餐廳需注意瓦斯、火苗等） 

職業探索~園藝與栽

種 2 

【性別平等教育】 

1-4-5接納自己的性別特質。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

性別的限制。 

【生涯發展教育】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力。3-3-5發展規劃生

涯的能力 

第十三週 

5/3~5/9 

至 

第十四週 

5/10~5/16 

職業探索~門市服務 
2 

第十五週 

5/17~5/23 

至 

第十六週 

5/24~5/30 

職業探索~烘焙與調

飲 
2 

第十七週 

5/31~6/6 

至 

第十八週 

6/7~6/13 

3-3-2-3 能正向回饋他人的工作指導(如：表

達感謝、認真學習等) 

3-3-3-2 能因應不同對象的身份主動調整問

候用話（如：稱呼職稱、微笑等） 

感恩與回饋~製作畢

業卡片 
2 

【家政教育】 

3-4-4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生活

問題。 

4-4-1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第十九週 

6/14~6/20 

至 

第二十週 

【國三學生畢業】 【國三學生畢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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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6/27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