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

名稱 
調飲點心 實施年級 八年級慈輝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課程目標 認識業界茶飲及點心製作技巧，訓練學生熟悉器具的操作，增進果汁、茶、水果、菓子點心方面的專業知識，並結合對
其他國家飲食文化認識與實際生活情境應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奠定日後升學或從事餐飲工作之基礎。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08/30-09/05 

8/31開學 
1 夏季和菓子 黑糖蕨餅 

認識食材並掌握日本餅菓

子基本操作方式 
操作測驗  

09/06-09/12 
1 夏季和菓子 若鮎 

認識食材並掌握日本餅菓

子基本操作方式 
操作測驗  

09/13-09/19 
1 夏季和菓子 金魚錦玉 

認識食材並掌握寒天菓子

操作方式 
操作測驗  

09/20-09/26 
1 飲料調製基本複習 

六大調製法與相關器

具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紙筆測驗  

09/27-10/03 
1 飲料調製基本複習 

六大調製法與相關器

具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紙筆測驗  

10/04-10/10 
1 水果裝飾物複習 刀工注意事項 季節水果選購與處理 操作測驗  

10/11-10/17 
10/15-10/16 

第一次定期評量 
1 期中測驗 期中測驗 

能完成一項和菓子點心與

飲料的搭配製作 
操作測驗  

10/18-10/24 
1 東南亞風情 越南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10/25-10/31 
1 東南亞風情 蝶豆花漸層飲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11/01-11/07 
1 東南亞風情 泰式奶茶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11/08-11/14 
1 東南亞風情 香蘭粉條摩摩喳喳 

認識食材並掌握點心基本

製作方式 
操作測驗  

11/15-11/21 
1 東南亞風情 芒果糯米 

認識食材並掌握點心基本

製作方式 
操作測驗  

11/22-11/28 
1 東南亞風情 香蕉煎餅 

認識食材並掌握點心基本

製作方式 
操作測驗  

11/29-12/05 
10/01-02/02 

第二次定期評量 
1 期中測驗 期中測驗 

能完成一項東南亞風情的

點心或飲料的製作 
操作測驗  

12/06-12/12 
1 日本茶道 工具介紹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紙筆測驗  

12/13-12/19 
1 日本茶道 刷茶實作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紙筆測驗  

12/20-12/26 
1 冬季和菓子 草莓大福 

認識食材並掌握日本餅菓

子基本操作方式 
操作測驗  

12/27-01/02 
1 冬季和菓子 練切金團 

認識食材並掌握日本上生

菓子基本操作方式 
操作測驗  

01/03-01/09 
1 冬季和菓子 紅豆糰子 

認識食材並掌握日本餅菓

子基本操作方式 
操作測驗  

01/10-01/16 
1 期末測驗一 調飲選考 

能完成調飲考題前置、調

製、善後流程 
操作測驗  

01/17-01/23 
1/18-1/19 

第三次定期評量 

1/20修業式 

1 期末測驗二 點心選考 

能完成點心考題前置、調

製、善後流程 操作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國中部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

名稱 
調飲點心 實施年級 八年級慈輝班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0  )節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課程目標 認識業界茶飲及點心製作技巧，訓練學生熟悉器具的操作，增進果汁、茶、水果、菓子點心方面的專業知識，並結合
對其他國家飲食文化認識與實際生活情境應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奠定日後升學或從事餐飲工作之基礎。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02/14-02/20 

2/17開學 
1 紅茶特色及調製 直接注入法紅茶飲品 

認識茶類飲料食材及正確

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2/21-02/27 
1 紅茶特色及調製  搖盪法紅茶飲品 

認識茶類飲料食材及正確

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2/28-03/06 
1 綠茶特色及調製 直接注入法綠茶飲品 

認識茶類飲料食材及正確

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3/07-03/13 
1 綠茶特色及調製  搖盪法綠茶飲品 

認識茶類飲料食材及正確

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3/14-03/20 
1 術科檢測 

直接注入法、搖盪法

抽題測驗 

學生能完成前置、調製、善

後流程 
操作測驗  

03/21-03/27 
3/24-3/26 

第一次定期評量 
1 術科檢測 

直接注入法、搖盪法

抽題測驗 

學生能完成前置、調製、善

後流程 
操作測驗  

03/28-04/03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世界咖啡地圖 認識咖啡品種及產地 紙筆測驗  

04/04-04/10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手沖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04/11-04/17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虹吸式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紙筆測驗  

04/18-04/24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美式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紙筆測驗  

04/25-05/01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義式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5/02-05/08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奶泡製作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5/09-05/15 
05/11-05/12 

第二次定期評量 

5/15-5/16會考 

1 期中評量 風味咖啡抽題測驗 能完成一項風味咖啡調製 操作測驗  

05/16-05/22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可樂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5/23-05/29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西西里氣泡冰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5/30-06/05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那不勒斯熱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6/06-06/12 
1 咖啡特色及調製 諾曼第咖啡 

正確飲料操作觀念與習慣 
操作測驗  

06/13-06/19 
6/15畢業典禮 1 我的咖啡店 菜單設計 能完成規劃與介紹 學習單  

06/20-06/26 
1 我的茶屋 菜單設計 能完成規劃與介紹 學習單  

06/27-07/03 
6/28-6/29 

第三次定期評量 

06/30修業式 

1 期末評量 菜單作品發表 能公開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