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 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七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2 )節 

課程目標 

【生活科技】 
1.認識科技的起源與發展過程。 
2.了解科技對於日常生活有哪些實際的用處與幫助。 
3.認識科技的六大分類，並了解科技本身為綜合性的成果展現。 
4.認識人類世代向前推進的同時，科技亦有怎樣的發展。 
5.了解製造科技產品時所需的元素有哪些。 
6.認識四大製造時會使用的工具類型。 
7.認識思考模式的種類與了解其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 
8.認識創意發想技法。 
9.學習問題解決模式個階段的執行內容，並思考如何將此模式套入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 
10.認識產品製作時需考慮哪些因素及設計要點。 
11.了解在設計一項產品時需考慮其安全性、使用對象、多功姓、顏色、形狀、質感、舒適 
  度等。 
12.了解準備開始實作前亦須考慮所選用的材料、加工方式與工具。 
13.認識工作的制定與規劃安排。 
14.認識繪圖所需工具。 
15.實際進行徒手繪圖之練習。 
16.實際進行實體物品繪製與實際練習。 
17.認識常用的手工具之類形(鋸切、木工鋸、曲線鋸、刀具、夾具、穿孔空)與使用的時機。 
18.了解工具的發展歷程亦是人類科技的演進過程。 
19.了解畫圖是為想法上的傳遞與溝通。 
20.認識進行手繪圖或電腦繪製時須留意是否符合「CNS 3 B1001 工業製圖」的相關規定。 
21.認識工程圖，且需有耐心看完，以便減少亙多的汙染源。 
22.了解培養識圖的能力的重要性。 
23.認識創意思考技法能幫助人們運用在設計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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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認識奔馳法的 7 項重點思考方向。 
25.認識展開圖的應用。 
26.學會繪製展開圖，了解此圖系為將立體物品轉化為平面圖的功能。 
27.了解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各式包裝盒要設計得當，與展開圖的繪製技巧息息相關。 
【資訊科技】 
1.了解甚麼是資訊安全及其風險，並建立資訊防護之觀念。 
2.認識訊科技輔助學習或是休閒娛樂所可能遇到資訊安全問題。 
3.認識數位金融、行動網路與智慧型手機背後隱藏的資訊安全隱憂，並了解如何防範。 
4.認識監視設備對於生活的正、負影響，特別針對個人隱私等問題。 
5.了解人工智慧背後有哪些資訊安全上的問題，而應如何防護。 
6.學會對生活中的科技產品有適度使用且小心警慎的態度，以免因自身過於輕率的處事態度而使自己的個資暴露在危險之中。22. 
判斷資料是否重複。 
7.學會利用數位軟體 Google Maps 進行路徑規劃。 
8.認識什麼是心智圖，並運用 5W1H 模式結合心智圖做活動練習。 
9.學會利用 XMind 工具軟體進行練習運用數位科技輔助的方式繪製心智圖。 
10.認識須先把企劃案分類及釐清脈絡順序，此為從蒐集資料→提出構想→執行製作的過程。 
11.了解問題解決以及呈現的意義。 
12.學會運用數位軟體規劃地圖路徑。 
13.了解當需處理問題之前，必須先針對問題進行解析，並依據各項條件確認如何解決。 
14.了解從問題解析到設計出的問題解決的步驟，其實所設計出的步驟就是演算法。 
15.認識在運用演算法時，需符合哪些特性。 
16.認識演算法的流程控制有哪些，包含：循序結構、選擇結構以及重複結構。 
17.了解如何設計運用流程圖，並且運用流程圖做為表示的方式。 
18.認識程式語言是什麼，及其中所包含的低階程式語言、高階程式語言。 
19.認識視覺化程式語言有哪些特點與使用的方式。 
20.學會透過 Scratch 進行演算法的流程控制的練習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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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科-J-A1: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C1:理解科技與人文議題，培養科技發展衍生之守法觀念與公民意識。 

科-J-A2: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9/01～
9/03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的起源與問題解決 
第 1 節 科技是什麼 
• 1-1 科技的開始 

• 1-2 科技的應用 
1-3 科技的內涵 

1 

1. 瞭解為什麼會有科技的產生，

科技的產生是為了讓人們的生

活更加便利。 

2. 科技雖然為人們帶來許多便

利，但科技的便利有時會為人

們帶來新的問題，常常為了解

決新的問題，會再以另外的科

技解決問題，最終形成一個循

環。 

依照應用的類型將科技進行分類介

紹，從不同的應用範疇，發現生活

中有許多地方都有科技的協助及如

何協助。 

設 k-IV-1 
能瞭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設計製

作的基本概念。 
設 k-IV-2 
能瞭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科技、社會、環境

的關係。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環境教育】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 發 

展 ）與原則。 

 
資訊科技 
第一章：資訊科技對我們的影響 
第 1 節 資訊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資安防

護 
• 1-1 認識資訊安全 

1-2 使用電腦與網路的資安防護 

1 

1. 先說明什麼是資訊安全，讓學

生瞭解資訊科技會可能會帶來

風險，因此必須要有資訊防護

的概念，本章共兩節，第 1 節

的內容說明個人與資訊安全的

關係，第 2 節的內容說明個人

與資訊安全的關係，其中第 1

節的資訊科技內容為電腦、個

人數位金融以及智慧型裝置。 

現今的生活中，在許多層面都很仰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

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律、倫理

及社會議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

人。 

資 H-IV-1    
個人資料保護。 
資 H-IV-3    
資訊安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教育】 
資 E10: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性。 
資 E12: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

技的相關規範。 
資 E13:具備學習資訊

科技的興趣。 
【安全教育】安 J1: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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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資訊科技中電腦與網路的使用，

本節以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或是

休閒娛樂所可能遇到資訊安全問題

進行介紹。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解安全教育的意義。 

第二週 
9/6～9/10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的起源與問題解決 
第 1 節 科技是什麼 
• 1-1 科技的開始 

• 1-2 科技的應用 

1-3 科技的內涵 

1 

1)瞭解為什麼會有科技的產生，科技

的產生是為了讓人們的生活更加便

利。 
2)科技雖然為人們帶來許多便利，但

科技的便利有時會為人們帶來新的

問題，常常為了解決新的問題，會

再以另外的科技解決問題，最終形

成一個循環。 
(3)依照應用的類型將科技進行分類

介紹，從不同的應用範疇，發現生

活中有許多地方都有科技的協助及

如何協助。 

設 k-IV-1 
能瞭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設計製

作的基本概念。 
設 k-IV-2 
能瞭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科技、社會、環境

的關係。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環境教育】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 發 

展 ）與原則。 

第二週 
9/6～9/10 

 
資訊科技 
第一章：資訊科技對我們的影響 
第 1 節 資訊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資安防

護 
• 1-1 認識資訊安全 

1-2 使用電腦與網路的資安防護 

1 

1)先說明什麼是資訊安全，讓學生瞭

解資訊科技會可能會帶來風險，因

此必須要有資訊防護的概念，本章

共兩節，第 1 節的內容說明個人與

資訊安全的關係，第 2 節的內容說

明個人與資訊安全的關係，其中第 1

節的資訊科技內容為電腦、個人數

位金融以及智慧型裝置。 
(2)現今的生活中，在許多層面都很

仰賴資訊科技中電腦與網路的使

用，本節以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

或是休閒娛樂所可能遇到資訊安全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

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律、倫理

及社會議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

人。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資 H-IV-1    
個人資料保護。 
資 H-IV-3    
資訊安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教育】 
資 E10: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性。 
資 E12: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

技的相關規範。 
資 E13:具備學習資訊

科技的興趣。 
【安全教育】安 J1:理

解安全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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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進行介紹。 性別限制。 

第三週 
9/13～
9/17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的起源與問題解決 
第 1 節 科技是什麼 
• 1-4 人類與科技相處 

第 2 節 製造的進行 
2-1 製造需要的元素 

1 

人們與科技的互動關係持續在改變

與成長，科技會改變人們的生活，

常常為了因應人們的需求而產生新

的科技。介紹製造產品前所需要的

元素，其中包含材料、加工工具及

加工技術等等。 

設 k-IV-1 
能瞭解科技日常的意涵與設計製

作的基本概念。 
設 k-IV-2 
能瞭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瞭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環境教育】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 發 

展 ）與原則。 

第三週 
9/13～
9/17 

資訊科技 
第一章：資訊科技對我們的影響 
第 1 節 資訊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資安防

護 
• 1-3 個人數位金融安全防護 

1-4 智慧型裝置的資安防護 

1 

1) 說明數位金融的改善了人們的生

活方式，帶來了許多便利性，但也

帶來相對的風險與隱憂。 
(2) 行動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普

及，我們已經習慣透過下載安裝各

種行動應用程式提升生活便利，但

背後亦隱藏了許多資訊安全上的隱

憂。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

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律、倫理

及社會議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

人。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H-IV-1    
個人資料保護。 
資 H-IV-3    
資訊安全。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

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教育】 
資 E10: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性。 
資 E12: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

技的相關規範。 
資 E13:具備學習資訊

科技的興趣。 
【安全教育】安 J1:理

解安全教育的意義。 
第四週 
9/20～
9/24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的起源與問題解決 
第 2 節 製造的進行 
• 2-2 產生想法的技巧 

2-3 問題解決模式 

1 

知道如何進行生產製造的方法後，

進一步瞭解在開始製作前，要如何

有製作產品的想法及方式，並從不

同的創意發想技巧得到協助。透過

問題解決模式，幫助人們從現有的

生活問題或是如何改善科技所產生

的問題，尋找解決方式，產生新的

科技產品。 

設 k-IV-1 
能瞭解科技日常的意涵與設計製

作的基本概念。 
設 k-IV-2 
能瞭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瞭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5 
材料的選用與加工處理。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環境教育】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 發 

展 ）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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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知識。 
第四週 
9/20～
9/24 

資訊科技 
第一章：資訊科技對我們的影響 
第 2 節 資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 2-1 數位金融與系統安全 

2-2 社會秩序與隱私安全  

1 

1)說明個人的數位金融上的安全問題

外，擴大到社會上的數位金融與資

訊安全，所帶來的便利以及可能造

成的安全風險。 
(2)隨著科技發展與網路普及，加上

基於社會秩序維護的需求，我們所

生活的環境裡越來越多可以窺探我

們一言一行的監視設備，除了打擊

犯罪行為，同時卻也有對個人隱私

的負面影響。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

度。 
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律、倫理

及社會議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

人。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H-IV-1    
個人資料保護。 
資 H-IV-3    
資訊安全。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

響。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教育】 
資 E10:了解資訊科技

於日常生活之重要

性。 
資 E12: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

技的相關規範。 
資 E13:具備學習資訊

科技的興趣。 
【安全教育】安 J1:理

解安全教育的意義。 
第五週 
8/30～9/3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的起源與問題解決 
終極任務 載水卡多車大賽 

1 

1. 活動說明：三人 1 組，利用生

活中容易取得的材料，運用問

題解決模式，設計並製作出一

台可以載著水，從斜坡滑下後

越過障礙物，並在撞到阻擋牆

後停下而不會讓水灑出來的車

子。 

2. 任務限制條件說明。 

3. 學生提出構想後與教師討論。 

繪製設計圖與規劃加工步驟。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能力。 

生 P-IV-1 
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第五週 
9/27～
10/1 

資訊科技 
第一章：資訊科技對我們的影響 
第 2 節 資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2-3 人工智慧與道德規範 

1 

(1)人工智慧是現今科技的發展趨

勢，但其背後亦有資訊安全上的問

題，因此進一步一一說明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產生，以及要如何防護。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

度。 

資 H-IV-1    
個人資料保護。 
資 H-IV-3    
資訊安全。 
資 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資訊教育】 
資 E6:認識與使用資

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 E12: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

技的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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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a-IV-2   
能了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律、倫理

及社會議題，以保護自己與尊重他

人。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響。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六週 
10/4～
10/8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的起源與問題解決 
終極任務 載水卡多車大賽 

1 

1. 材料及工具確認。 

2. 成品製作。 

3. 測試與修正。 

4. 問題與討論。 

活動統整說明。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適當

的選用科技產品。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

組裝。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

力。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1. 針對學生

加工的方

式與準確

度進行評

分，了解學

生對於工

具使用的

熟練度。 

2. 對於整體

作品的堅

固程度進

行評分，了

解學生對

於結構的

設計是否

可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

計與功能設計

上，考驗學生的

設計發想能力。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第六週 資訊科技 1 1)運用數位軟體規劃地圖路徑，重點 運 t-IV-1 資 T-IV-1 配合活動紀錄簿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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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8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1 節 科技化的路徑規劃 
• 1-1 地圖與路徑 

1-2 導航與定位系統 

為路徑的選擇與判斷。 
(2)了解常用的衛星導航及 GPS 系統

等數位科技是如何實際進行路徑規

劃的原理。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給學生作練習與

自我檢核。 
資 E6:認識與使用資

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 E12: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

技的相關規範。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七週 
10/11～
10/15 

生活科技 
第一章：科技的起源與問題解決 
終極任務 載水卡多車大賽 

1 

1. 材料及工具確認。 

2. 成品製作。 

3. 測試與修正。 

4. 問題與討論。 

活動統整說明。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適當

的選用科技產品。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

組裝。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

力。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1. 針對學生

加工的方

式與準確

度進行評

分，了解學

生對於工

具使用的

熟練度。 

2. 對於整體

作品的堅

固程度進

行評分，了

解學生對

於結構的

設計是否

可行。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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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造型設

計與功能設計

上，考驗學生的

設計發想能力。 
第七週 
10/11～
10/15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1 節 科技化的路徑規劃 
• 1-1 地圖與路徑 

1-2 導航與定位系統 

1 

1)運用數位軟體規劃地圖路徑，重點

為路徑的選擇與判斷。 
(2)了解常用的衛星導航及 GPS 系統

等數位科技是如何實際進行路徑規

劃的原理。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配合活動紀錄簿

給學生作練習與

自我檢核。 

【資訊教育】 
資 E6:認識與使用資

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 E12:了解並遵守資

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

技的相關規範。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八週 
10/18～
10/22 

生活科技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第 1 節 設計製作的開始 
• 1-1 產品的設計要點 

• 1-2 實作時應該思考的事 

1-3 工作步驟的安排 

1 

1. 能了解產品在製作時需要考量

到哪些因素，並能透過觀察不

同產品以比較設計要點之差

異。 

了解不同設計要點的差異後，在實

作前，必須知道有那些限制與考

量，因此在實作前仍需選擇好適當

的工具及材料。在設計與材料準備

妥當後，開始加工前，須再安排工

作步驟，因有時步驟間是互相牽制

的，只有規劃好工作步驟，工作才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設計製

作的基本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3 
能瞭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的基本知識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性平教育】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

場中基於性別刻板 

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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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較順暢。 的基本知識。 

第八週 
10/18～
10/22 

資訊科技 
第五章: 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1 節 科技化的路徑規劃 
1-3 運用 Google Maps 規劃路徑 

1 

(1)利用數位軟體 Google Maps 進

行路徑規劃並了解及操作每一個動

作或指令時，電腦軟體是如何運作

及執行，一邊完成指定任務，一邊

了解科技的輔助可以幫助小組完成

各項最佳路徑規劃及判斷。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運 c-IV-3   
能應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進行

數位創作。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九週 
10/25～
10/29 

生活科技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第 2 節 設計想法的呈現 
• 2-1 認識繪圖工具 

2-2 基礎手繪圖練習 

1 

欲繪製一張完善的設計圖需要適當

的繪圖工具加以輔助，期望學生能

了解並知道繪圖時該如何選用適當

之工具。想具體呈現事物外貌，可

以透過圖形表現，徒手畫圖為最容

易呈現與紀錄構想的方法，因此，

透過徒手繪畫的練習，學生能繪製

設 k-IV-3 
能瞭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的基本知識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設 a-IV-2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性平教育】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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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較誤差較小之草圖。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觀，並適當

的選用科技產品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

面或立體設計圖。 

場中基於性別刻板 

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

視。  

第九週 
10/25～
10/29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2 節 活用心智圖軟體 
2-1 認識心智圖 

1 
(1)認識什麼是心智圖，並運用 

5W1H 模式結合心智圖練習在白紙

上完成「班遊」的心智圖規劃。 

科-J-A2   
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

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  
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

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週 
11/01～
11/5 

生活科技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第 2 節 設計想法的呈現 
• 2-3 進階手繪圖練習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第 3 節 常見手工具的操作使用 
• 3-1 鋸切工具 

3-2 刀具-修飾工件 

1 

1. 練習完基本的繪圖技巧後，接

著即練習徒手繪製實品，練習

繪製產品的立體圖與較複雜之

圖形。 

2. 人們在進行實作時常需要一些

工具輔助，接下來要介紹各式

手工具，方便未來加工產品。

首先要先介紹鋸切工具，主要

功能為將材料分割，並依據要

切割的材料與功能有不同的鋸

切工具。 

初步完成鋸切工作後，接著進行修

飾，介紹常見的修飾工件。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的基本知識。 
設 s-IV-1 
設 s-IV-2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性平教育】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

場中基於性別刻板 

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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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11/01～
11/5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2 節 活用心智圖軟體 
• 2-2 認識 XMind 心智圖軟體 

2-3 活用 XMind 心智圖軟體 

1 

1)把各組完成的是心智圖，利用 

XMind 工具軟體進行練習運用數位

科技輔助的方式繪製心智圖，並比

較利用紙本繪製心智圖的差異。 
(2)配合班遊任務的規劃，各組把企

劃案利用 XMind 心智圖軟體將企

劃構想用數位檔案呈現，可熟悉電

腦軟體運作模式，也可完成不同類

型的心智圖表現形式。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一週 
11/08～
11/12 

生活科技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第 3 節 設計製作的開始 
• 3-3 輔具-固定工件 

• 3-4 鑽孔工具 

3-5 砂磨工具 

1 

1. 在實作時，為了使加工的尺寸

更加準確，常需使用到固定工

件，透過認識與選用適當的固

定工具，以輔助未來的實作流

程。 

2. 加工有時也會需要鑽孔，接下

來的課程則介紹各式鑽孔工

具，其中鑽頭的設計與材質亦

會影響到欲鑽孔的材料。 

在材料加工大致完成後，材料的邊

緣與表面會較不平整，因此需要利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的基本知識。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

組裝。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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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砂磨工具進行修整，除了讓美觀

之外，也是為了要避免危險。 

第十一週 
11/08～
11/12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2 節 活用心智圖軟體 
2-3 活用 XMind 心智圖軟體 

1 

(1) 配合班遊任務的規劃，各組把企

劃案利用 XMind 心智圖軟體將企

劃構想用數位檔案呈現，可熟悉電

腦軟體運作模式，也可完成不同類

型的心智圖表現形式。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二週 
11/15～
11/19 

生活科技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終極任務 迴力車大賽 

1 

1. 活動說明：一個人一組，教師

發下木頭材料後，利用課堂中

所學習到之材料進行加工，並

可以自行添加額外裝飾材料，

設計出屬於自己的迴力車大

賽。 

2. 任務限制條件說明。 

3. 學生提出構想後與教師討論。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能力。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性平教育】 
性 J3 檢視家庭、學

校、職場中基於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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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設計圖與規劃加工步驟。 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刻板 印象產生的偏

見與歧視。  

第十二週 
11/15～
11/19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3 節 資訊科技讓簡報更精彩 
3-1 簡報內容規劃 

1 

(1)報告是所有努力的彙整，因此必

須先把企劃案分類及釐清脈絡順

序，從蒐集資料→提出構想→執行

製作的過程，都可以藉由數位科技

的輔助建立檔案資料，讓製作出來

的數位簡報更精彩。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三週 
11/22～
11/26 

生活科技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終極任務 迴力車大賽 

1 

1. 材料及工具確認。 

2. 成品製作。 

3. 測試與修正。 

4. 問題與討論。 

活動統整說明。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

力。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

組裝。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

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1. 針對學生

加工的方

式與準確

度進行評

分，了解學

生對於工

具使用的

熟練度。 

2. 對於整體

作品的堅

固程度進

行評分，了

解學生對

於結構的

設計是否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性平教育】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

場中基於性別刻板 

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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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

計與功能設計

上，考驗學生的

設計發想能力。 
第十三週 
11/22～
11/26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3 節 資訊科技讓簡報更精彩 
3-2 運用自由軟體製作簡報 

1 

(1)透過辦公室軟體來運用問題解決

的流程與呈現，並實際進行操作，

完成一個成品後，達到問題解決以

及呈現的意義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配合活動紀錄簿

給學生作練習與

自我檢核。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四週 
11/29～
12/03 
 生活科技 

第二章：產品的設計製作 
終極任務 迴力車大賽 

1 

1. 材料及工具確認。 

2. 成品製作。 

3. 測試與修正。 

4. 問題與討論。 

活動統整說明。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

力。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1. 針對學生

加工的方

式與準確

度進行評

分，了解學

生對於工

具使用的

熟練度。 

2. 對於整體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性平教育】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

場中基於性別刻板 

印象產生的偏見與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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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

組裝。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

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作品的堅

固程度進

行評分，了

解學生對

於結構的

設計是否

可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

計與功能設計

上，考驗學生的

設計發想能力。 

視。  

第十四週 
11/29～
12/03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3 節 資訊科技讓簡報更精彩 
3-2 運用自由軟體製作簡報 

1 

(1)透過辦公室軟體來運用問題解決

的流程與呈現，並實際進行操作，

完成一個成品後，達到問題解決以

及呈現的意義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配合活動紀錄簿

給學生作練習與

自我檢核。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五週 
12/06～
12/10 

生活科技 
第三章：設計圖的繪製 I 
第 1 節 為什麼要畫圖 

1 
在製作一樣產品之前，設計師會先

將產品以圖像方式呈現出來，而圖

像是一個可以讓不同語言文化同時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設計製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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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想法的傳達與溝通 

1-2 識圖與製圖 
理解，並用來傳遞訊息的工具。透

過介紹工程圖的製圖規範，讓學生

能看懂設計圖中不同線條所表示的

意思。有了上節的基礎，實際讓學

生看工程圖，讓學生能夠理解辨識

工程圖中各線條所表達的意思。 

作的基本概念。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

面或立體設計圖。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五週 
12/06～
12/10 

資訊科技 
第二章：善用資訊科技組織與表達 
第 3 節 資訊科技讓簡報更精彩 
3-2 運用自由軟體製作簡報 

1 

(1)介紹透過辦公室軟體來運用問題

解決的流程與呈現，並實際進行操

作，完成一個成品後，達到問題解

決以及呈現的意義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活問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六週 
12/13～
12/17 生活科技 

第三章：設計圖的繪製 I 
第 2 節 創意點子的產生 
• 2-1 創意思考技法 
2-2 奔馳法 

1 

製作產品常需要考慮到許多面向，

包含設計、材料、功能、創意等等，

而如何引導人類思考產品的創新與

設計就變得很重要，因此需透過創

造思考技法以輔助人們設計產品。

奔馳法亦是一項輔助人們進行分析

思考的工具，有別於腦力激盪及心

智圖法，奔馳法是針對特定主題進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設計製

作的基本概念。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k-V-3  
能分析、思辨與批判人與科技、社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性平教育】 
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

所傳遞的性別迷思、

偏見與歧視。  
性 J8 解讀科技產品

的性 
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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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散式思考，並以現有產品為範

本，進行改良與創新。 
會、環境之間的關係。 

第十六週 
12/13～
12/17 

資訊科技 
第三章：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第 1 節 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1-1 演算法簡介 

1 

1. 說明處理問題之前，必須先針

對問題進行解析，並依據各項

條件確認如何解決問題。待問

題解析後，針對需要解決的問

題項目，設計出一解題步驟，

讓問題的解決的過程可以具象

化 

)從問題解析到設計出的問題解決的

步驟，其實所設計出的步驟就是演

算法，因此針對演算法存在的意義

進行說明。瞭解演算法存在的意義

後，進一步說明要運用演算法時，

需符合哪些特性。最後說明表示演

算法的方法有哪些，並聚焦於運用

流程圖表是演算法的好處(2)問題解

析後，需針對需要解決的問題項

目，設計出一解題步驟，讓問題的

解決的過程可以具象化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4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七週 
12/20～
12/24 生活科技 

第三章：設計圖的繪製 I 
第 3 節 平面變立體 
• 3-1 展開圖的應用 
3-2 包裝盒的設計 

1 

1. 透過生活中常見的包裝盒的拆

解，觀察包裝盒的展開圖，並

讓學生思考同種包裝盒中是否

可以設計其他不同的展開圖，

最後讓學生認識常見的展開圖

組合方式。 

2. 包裝盒的設計會影響消費者對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設計製

作的基本概念。 
設 k-IV-2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性平教育】 
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

所傳遞的性別迷思、

偏見與歧視。  
性 J8 解讀科技產品

的性 
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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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品的選擇，因此，包裝盒

須兼顧外觀及功能，而如何設

計出一款合適的包裝盒就變得

相對重要。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第十七週 
12/20～
12/24 

資訊科技 
第三章：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第 1 節 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1-2 流程控制 

1 

進一步說明如何設計運用流程圖，

並且運用流程圖表示的方式，說明

演算法的流程控制有哪些，包含：

循序結構、選擇結構以及重複結構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4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八週 
12/27～
12/31 

生活科技 
第三章：設計圖的繪製 I 
第 3 節 平面變立體 
3-1 展開圖的畫法 

1 

透過生活中常見的包裝盒，讓學生

繪製包裝盒之展開圖，以認識並擁

有展開圖的概念，進而在未來能設

計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包裝盒。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能力。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

歷程、與創新關鍵。  
設 k-IV-4 
能了解選擇、分析與運用科技產品

的基本知識。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性平教育】 
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

所傳遞的性別迷思、

偏見與歧視。  
性 J8 解讀科技產品

的性 
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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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

面或立體設計圖。 
第十八週 
12/27～
12/31 

資訊科技 
第三章：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第 1 節 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1-2 流程控制 

1 

進一步說明如何設計運用流程圖，

並且運用流程圖表示的方式，說明

演算法的流程控制有哪些，包含：

循序結構、選擇結構以及重複結構。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題。 
運 p-IV-4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九週 
1/03～
1/07 

生活科技 
第三章：設計圖的繪製 I 
終極任務 索馬立方塊紙模型 

1 
1. 活動說明、任務限制條件說明。 

2. 學生提出構想後與教師討論。 

繪製設計圖與規劃加工步驟。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的基本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

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念的平

面或立體設計圖。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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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

力。 
第十九週 
1/03～
1/07 

資訊科技 
第三章：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第 2 節 流程控制與程式實作 
• 2-1 程式語言簡介 
2-2 視覺化程式語言 

1 

1)學生瞭解演算法後，進一步介紹程

式語言是什麼，其中包含低階程式

語言以及高階程式語言 
(2)透過視覺化程式語言讓學生進一

步學習程式設計，此部分先介紹視

覺化程式語言有哪些特點與使用的

方式，在學生瞭解什麼是視覺化程

式語言以及如何操作以後，讓學生

實際上機透過 Scratch 進行程式設

計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成架構

與運算原理。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 

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二十週 
1/10～
1/14 

生活科技 
第三章：設計圖的繪製 I 
終極任務 索馬立方塊紙模型 

1 

1. 材料及工具確認。 

2. 成品製作。 

3. 測試與修正。 

4. 問題與討論。 

活動統整說明。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的基本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

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

組裝。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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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

力。 
第二十週 
1/10～
1/14 

資訊科技 
第三章：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第 2 節 流程控制與程式實作 
2-2 視覺化程式語言 

1 

1. 透過視覺化程式語言讓學生進

一步學習程式設計，此部分先

介紹視覺化程式語言有哪些特

點與使用的方式，在學生瞭解

什麼是視覺化程式語言以及如

何操作以後，讓學生實際上機

透過 Scratch 進行程式設計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二十一

週 
1/17～
1/21 

生活科技 
第三章：設計圖的繪製 I 
終極任務 索馬立方塊紙模型 

1 

1. 材料及工具確認。 

2. 成品製作。 

3. 測試與修正。 

4. 問題與討論。 

活動統整說明。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確工具

的基本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及試探

興趣，不受性別的限制。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處理與

組裝。  
設 c-IV-1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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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

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

能力。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合作的能

力。 
第二十一

週 
1/17～
1/21 

資訊科技 
第三章：演算法與程式語言 
第 2 節 流程控制與程式實作 
2-2 視覺化程式語言 

1 

透過視覺化程式語言讓學生進一步

學習程式設計，此部分先介紹視覺

化程式語言有哪些特點與使用的方

式，在學生瞭解什麼是視覺化程式

語言以及如何操作以後，讓學生實

際上機透過 Scratch 進行程式設計 

運 t-IV-2 
能熟悉資訊系統之使用與簡易故

障排除。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織思

維，並進行有效的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

性別限制。 

資 A-IV-1 
演算法基本概念。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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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 科技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七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2 )節 

 

【生活科技】 
1.認識圖可做為訊息傳遞的溝通工具。 
2.認識圖的三種類型呈現方式：工程圖、符碼圖、概念圖。 
3.認識並學會繪製正投影多視圖。 
4.了解正投影的觀察與視圖排列。 
5.了解製造科技產品時所需的元素有哪些。 
6.認識並學會繪製正投影多視圖－圓柱。 
7.認識並學會尺度之正確標註方式。 
8.認識並學會繪製等角圖。 
9.認識並學會繪製斜視圖。25. 繪製設計圖、電路圖。 
10.認識機件、機構、機器與機械的關係。 
11.認識機構三種傳動方式。 
12.學會分辨主動件與從動件如何區分。。 
13.認識斜面與螺旋的原理與應用。 
14.認識槓桿與連桿的原理與應用。 
15.認識輪軸與滑輪的原理與應用。 
16.認識齒輪與棘輪的原理與應用。 
17.認識機械科技發展對人們帶來的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18.了解讓機械的動力來源更加環保，為機械科技正在發展的趨勢。 
19.了解結構的組成有哪些要素。 
20.認識建築結構是由許多大且重的構件組成，而不同構件可以承受不同方向的作用力。 
21.認識不同的材質的結構有不同接合的技巧或方法。 
22.了解各種房屋有不同的外型、材料和建造方式，但都是由基礎(地基)、柱、梁及牆等基本骨架構成。 
23.認識橋梁結構的六種型式。 
24.認識現代常用於建築之材料及建築結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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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了解現今的建築也很重視有關地球環境的問題。 
26.學會使用一種常見的電腦繪圖軟體進行繪製。 
 
【資訊科技】 
1.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 
2.能了解智慧財產與著作權的內涵。 
3.了解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權利。 
4.能認識著作合理使用與創用 CC 的相關規範。 
5.了解如何進入創用 CC 網站開放平臺，準備進行宣告創作素材與內容的授權、共享或保留方式 
6.了解因某個特定目的而開始對文字、數字資料進行處理及分析後轉變可利用的知識或訊息的過程，稱為資料處理。 
7.認識資料的處理程序可分成三個步驟，分別是：輸入資料、處理資料、輸出資料。。 
8.學會資料搜尋的方法。 
9.認識資料處理過程包括：驗證、排序 、匯整、分析、報告、分類。 
10.了解數值資料可以運用現有的軟體工具來進行分析。 
11.了解資料分析工具不是只有軟體，也可以透過各種演算法等方式進行。 
12.了解想要呈現不同目的或資料類型等重要的訊息，就必須選擇合適的圖表來表現 
13.認識循序結構的程式。 
14.了解選擇結構的程式會依據條件運算式的結果是否成立進行判斷。 
15.認識視覺化程式語言以及如何操作。 
16.認識重複結構可以讓電腦處理「大量重複規則性」的作業程序。 
17.了解決定要不要繼續反覆執行程式區塊，這一段被反覆執行的程式區塊稱為「迴圈（Loop）」。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科-J-A1: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自我潛能。 
科-J-A2:運用科技工具，理解與歸納問題，進而提出簡易的解決之道。 
科-J-B1:具備運用科技符號與運算思維進行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溝通。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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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2/11 
 
 

生活科技 
第一章：設計圖的繪製 II 
第 1 節 生活中常見的圖 
• 1-1 圖的用途 
1-2 圖的種類 

1 

1. 瞭解圖是一種溝通的工具，一

種用來傳遞訊息的工具，可用

來進行溝通，並快速的釐清雙

方的想法。 

瞭解圖的功能可大致可分成「工程

圖」、「符碼圖」與「概念圖」等三

種。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

設計製作的基本概念。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第一週 
2/11 
 

資訊科技 
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與著作合理使用 
第 1 節 個人資料保護 
• 1-1 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 
1-2 保護個人資料的作法 

1 
(1)從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

到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說明什麼

是智慧財產權，最後帶出與智慧財

產權相關的權利。 

運 a-IV-1  
能落實康健的數位使用習

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瞭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

律、倫理及社會議題，以

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

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H-IV-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

則。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二週 
 
2/14～
2/18 

生活科技 
第一章：設計圖的繪製 II 
第 1 節 生活中常見的圖 
• 1-1 圖的用途 
1-2 圖的種類 

1 

1)瞭解圖是一種溝通的工具，一種用

來傳遞訊息的工具，可用來進行溝

通，並快速的釐清雙方的想法。 
(2)瞭解圖的功能可大致可分成「工

程圖」、「符碼圖」與「概念圖」等

三種。 

設 k-IV-1  
能了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

設計製作的基本概念。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設備的安全守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第二週 
2/14～
2/18 

資訊科技 
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與著作合理使用 
第 1 節 個人資料保護 
• 1-1 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 

1-2 保護個人資料的作法 

1 

(1)從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

到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說明什麼

是智慧財產權，最後帶出與智慧財

產權相關的權利。 

運 a-IV-1  
能落實康健的數位使用習

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瞭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

律、倫理及社會議題，以

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

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H-IV-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

則。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三週 
2/21～
2/25 生活科技 

第一章：設計圖的繪製 II 
第 2 節 工程圖中的平面圖 
• 2-1 正投影多視圖 

• 2-2 正投影多視圖-圓柱 
2-3 尺度標註 

1 

1. 瞭解正投影多視圖將不同角度

所看到的形狀畫在圖紙上，可

以幫助人對物體的形狀與大小

有比較明確的認識。 

2. 瞭解正投影多視圖圓柱的畫

法。 

瞭解尺度標註的重要性，正確且清

楚的標註才能清楚表達圖形的意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

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 
 設 k-IV-1   
能瞭解日常科技的意涵與

設計製作的基本概念。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安全教育】 
安 J1:理解安全教育

的意義。 
安 J9:遵守環境設施

設備的安全守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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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第三週 
2/21～
2/25 

資訊科技 
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與著作合理使用 
第 2 節 智慧財產與著作權保護 
2-1 認識智慧財產 
2-2 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1 

) 人們的智慧財產是如何進行共享共

用的，可以透過一些約定的規範使

得智慧財產發揮最大的效用。 
(2) 因智慧財產都是屬於財產的一

部分，除了分享使用以外，也要懂

得如何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以及

在合理的範圍內使用他人的智慧財

產。 

運 a-IV-1  
能落實康健的數位使用習

慣與態度。 
運 a-IV-2  
能瞭解資訊科技相關之法

律、倫理及社會議題，以

保護自己與尊重他人。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

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H-IV-2 
資訊科技合理使用原

則。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四週 
2/28～3/4 生活科技 

第一章：設計圖的繪製 II 
第 3 節 工程圖中的立體圖 
• 3-1 等角圖 
3-2 斜視圖 

1 

1. 學習如何運用正投影的原理繪

製等角圖。 

學習如何繪製等角圖。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

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源教育】 
能 J1:認識國內外能

源議題。 
能 J3:了解各式能源

應用及創能、儲能與

節能的原理。 
第四週 
2/28～3/4 

資訊科技 
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與著作合理使用 
第 2 節 智慧財產與著作權保護 
• 2-2 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2-3 著作權保護 

1 

)說明完什麼是智慧財產後，學習什麼

是 Logo，並進一步繪製班級的 Logo

班徽，使得學生能夠更加理解智慧

財產的結果是什麼。 
(2)利用 Inkscape進行平面的Logo設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

生活問題。 
運 c-IV-1  
能熟悉資訊科技共創工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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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具的使用方法。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

組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

表達。 
運 p-IV-2  
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

進行有效的互動。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

趣，不受性別限制。 

通。 

第五週 
3/7～3/11 

生活科技 
第一章：設計圖的繪製 II 
終極任務 製圖大師-平面圖與立體圖

繪製 
 

1 
(1)讓同學瞭解如何畫出正投影多視

圖、等角圖、斜視圖，並將繪製後

的設計圖進行實際製作。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

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

限制。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

思考的能力。 

生 P-IV-1 
創意思考的方法。 
生 P-IV-4 
設計的流程。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環境教育】 
環 J4: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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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3/7～3/11 

資訊科技 
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與著作合理使用 
第 3 節 著作合理使用與創用 CC 運用 
• 3-1 著作合理使用 
3-2 認識創用 CC 

1 

)利用 Tinkercad 進行立體的 Logo 設

計。 
(2)讓學生比較繪製的平面與立體

Logo 之間的差異，並且讓學生展示

發表自己的班徽設計，最後全班投

票票選進而選出班上的班徽。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

生活問題。 
運 c-IV-1  
能熟悉資訊科技共創工

具的使用方法。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

組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

表達。 
運 p-IV-2  
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

進行有效的互動。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

趣，不受性別限制。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

適當的閱讀媒材，並

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第六週 
3/14～
3/18 生活科技 

第一章：設計圖的繪製 II 
終極任務 製圖大師-平面圖與立體圖

繪製 
 

1 
(1)運用科技產品的製作流程以及相

關工具製作作品。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式與

準確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工具使用的熟

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固程

度進行評分，了解學生

對於結構的設計是否可

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與功能設

計上，考驗學生的設計發想能

 
【科技教育】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

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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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第六週 
3/14～
3/18 

資訊科技 
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與著作合理使用 
第 3 節 著作合理使用與創用 CC 運用 
3-3 六種常見的創用 CC 授權 
3-4 創用 CC 宣告 

1 

)利用日常生活事件引起學生的想

法，並說明資料的意義，以及資料

與資訊的的關係，從資料到資訊的

演變與及運用，特別要說明資料處

理三要素。 
)面對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要能快速

得到答案，透過網際網路是最快的

方式。利用網路環境，加上搜尋的

方法，就能快速取得資料。多項的

資料便可以分析、判斷、歸納，瞭

解資料的正確性。 
(3)就資料來源而言，無法有完整且

正確性高的資料取得，需要透過一

些搜尋引擎引導，從廣大的網路資

訊中，縮小資料搜尋範圍，取得相

關資料。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

成架構與運算原理。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

慣與態度之興趣，不受性

別限制。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生作練

習與自我檢核。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3:檢視家庭、學

校、職場中基於性別

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

與歧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

適當的閱讀媒材，並

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第七週 
3/21～
3/25 

生活科技 
第一章：設計圖的繪製 II 
終極任務 製圖大師-平面圖與立體圖

繪製 
 

1 
(1)運用科技產品的製作流程以及相

關工具製作作品。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式與

準確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工具使用的熟

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固程

度進行評分，了解學生

對於結構的設計是否可

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與功能設

計上，考驗學生的設計發想能

力。 

 
【科技教育】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

作方式。 

第七週 資訊科技 1 )利用日常生活事件引起學生的想 運 t-IV-1 資 T-IV-1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生作練

習與自我檢核。 【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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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3/25 

第四章：個人資料保護與著作合理使用 
第 3 節 著作合理使用與創用 CC 運用 
3-3 六種常見的創用 CC 授權 
3-4 創用 CC 宣告 

法，並說明資料的意義，以及資料

與資訊的的關係，從資料到資訊的

演變與及運用，特別要說明資料處

理三要素。 
)面對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要能快速

得到答案，透過網際網路是最快的

方式。利用網路環境，加上搜尋的

方法，就能快速取得資料。多項的

資料便可以分析、判斷、歸納，瞭

解資料的正確性。 
(3)就資料來源而言，無法有完整且

正確性高的資料取得，需要透過一

些搜尋引擎引導，從廣大的網路資

訊中，縮小資料搜尋範圍，取得相

關資料。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

成架構與運算原理。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運 a-IV-1   
能落實健康的數位使用習

慣與態度之興趣，不受性

別限制。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性 J3:檢視家庭、學

校、職場中基於性別

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

與歧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

適當的閱讀媒材，並

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第八週 
3/28～4/1 

生活科技 
第二章：機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1 節 機構的基本認識 
• 1-1 機件、機構、機器與機械的關

係 

1-2 機構傳遞動力的方式 

1 

1. 能了解產品在製作時需要考量

到哪些因素，並能透過觀察不

同產品以比較設計要點之差

異。 

2. 了解不同設計要點的差異後，

在實作前，必須知道有那些限

制與考量，因此在實作前仍需

選擇好適當的工具及材料。 

在設計與材料準備妥當後，開始加

工前，須再安排工作步驟，因有時

步驟間是互相牽制的，只有規劃好

工作步驟，工作才可能較順暢。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

理、發展歷程、與創新關

鍵。 
設 k-IV-3   
能了解選用適當材料及正

確工具的基本知識 
設 a-IV-2   
能具有正確的科技價值

觀，並適當的選用科技產

品。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源教育】 
能 J8:養成動手做探

究能源科技的態度。 
【科技教育】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

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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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3/28～4/1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第 1 節 
資料處理 
1-1 資料的形式與意義 
1-2 資料處理流程  

1 

)取得資料後，必須要能解開讀取內容

才能有下一步的做法，資料提供者

不會百分百的提供給所有使用者符

合的資料類型，可能需要使用者自

行根據資料類型做適當的處理才能

使用。 
(2)利用試算表軟體開啟資料內容，

確認所需的資料範圍、整理所需資

料，並且使用圖表功能製作出圖表。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

生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

組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

表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3:檢視家庭、學

校、職場中基於性別

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

與歧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

適當的閱讀媒材，並

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第九週 
4/4～4/8 生活科技 

第二章：機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2 節 機構的種類與應用 
• 2-1 斜面與螺旋 
2-2 槓桿與連桿 

1 
1. 瞭解斜面與螺旋的原理與應

用。 

瞭解槓桿與連桿的原理與應用。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

理、發展歷程、與創新關

鍵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保養與維

護科技產品。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源教育】 
能 J8:養成動手做探

究能源科技的態度。 
【科技教育】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

作方式。 
第九週 
4/4～4/8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第 1 節 
資料處理 
1-3 資料搜尋 

1 

(1)利用試算表軟體開啟資料內容，

確認所需的資料範圍、整理所需資

料，並且使用圖表功能製作出圖表。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學習蒐集與分

析工作/教育環境的資

料。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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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料處理方式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

適當的閱讀媒材，並

了解如何利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文本資源。 
第十週 
4/11～
4/15 

生活科技 
第二章：機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2 節 機構的種類與應用 
• 2-3 輪軸與滑輪 

• 2-4 齒輪與棘輪 
2-5 凸輪 

1 

1. 瞭解輪軸與滑輪的原理與應

用。 

2. 瞭解齒輪與棘輪的原理與應

用。 

瞭解凸輪的原理與應用。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

理、發展歷程、與創新關

鍵。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保養與維

護科技產品。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源教育】 
能 J8:養成動手做探

究能源科技的態度。 
【科技教育】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

作方式。 
第十週 
4/11～
4/15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第 1 節 
資料處理 
1-5 資料分析工具 
1-6 資料呈現方式 

1 

) 利用試算表軟體開啟資料內容，確

認所需的資料範圍、整理所需資

料，並且使用圖表功能製作出圖表。 
(2)介紹圖表區分為幾類，以及使用

的時機與場合。說明需與學生日常

生活應有密切關係為主。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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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第十一週 
4/18～
4/22 
 

生活科技 
第二章：機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3 節 機械的應用與發展 
• 3-1 機械應用帶來的影響 
3-2 機械的未來發展 

1 

1. 瞭解機械科技發展對人們帶來

的影響，除了讓人們的生活更

加便利外，同時也帶來了人們

原本沒想到的問題。 

瞭解能源應用科技的進步，讓機械

的動力來源更加環保，也因更強大

的動力可以產生更大的力氣或速

度。這些都是機械科技正在發展的

趨勢。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科技、社

會、環境的關係。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

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環境教育】 
環 J7:透過「碳循

環」，了解化石燃料與

溫室氣體、全球暖

化、及氣候變遷的關

係。 
第十一週 
4/18～
4/22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第 2 節 
Calc 實作－用電量資料處理分析 
2-1 用電量資料搜尋 
2-2 Calc 實作－用電量資料處理 

1 

(1)因用電及夏季來臨電費變高了，

會聯想到電量與氣候溫度是否有關

聯性。將用電圖表與溫度圖表做適

度的合併比較，檢視是否有相關性。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人權教育】 

人 J1:認識基本人權

的意涵，並了解憲法

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品德教育】 
品 J5:資訊與媒體的

公共性與社會責任。 
【法治教育】 
法 J3:認識法律之意

義與制定。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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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二週 
4/25～
4/29 
 

生活科技 
第二章：機構的原理與應用 
終極任務 腳踏式掀蓋垃圾桶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

思考的能力。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環境教育】 
環 J4: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與原則。 
環 J15:認識產品的生

命週期，探討其生態

足跡、水足跡及碳足

跡。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二週 
4/25～
4/29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第 2 節 
Calc 實作－用電量資料處理分析 
• 2-2 Calc 實作－用電量資料處理 
2-3 Calc 實作－用電量分析 

1 

(1)圖表完成後的檢視讓同學發表報

告。可由這個主題延伸出許許多多

可以探討的相關議題，由學生自行

發揮想像並激盪出許多不同的學習

內容。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資 T-IV-1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  
資 T-IV-2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人權教育】 

人 J1:認識基本人權

的意涵，並了解憲法

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品德教育】 
品 J5:資訊與媒體的

公共性與社會責任。 
【法治教育】 
法 J3:認識法律之意

義與制定。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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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三週 
5/2～5/6 

生活科技 
第二章：機構的原理與應用 
終極任務 腳踏式掀蓋垃圾桶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

思考的能力。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式與

準確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工具使用的熟

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固程

度進行評分，了解學生

對於結構的設計是否可

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與功能設

計上，考驗學生的設計發想能

力。 

【環境教育】 
環 J4: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與原則。 
環 J15:認識產品的生

命週期，探討其生態

足跡、水足跡及碳足

跡。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三週 
5/2～5/6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第 2 節 
Calc 實作－用電量資料處理分析 
• 2-3 Calc 實作－用電量分析 
2-4 Calc 實作－用電量圖表製作 

1 

)在同學實際撰寫程式之前，必須先讓

同學瞭解什麼是程式，程式是在做

什麼用的。並衍伸出相關的程式專

有名詞介紹，包含：程式語言、程

式設計、程式設計師。 
(2)瞭解什麼是程式之後，進一步介

紹程式與電腦之間的關係，讓學生

知道撰寫程式的目的是人們透過撰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

成架構與運算原理。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生作練

習與自我檢核。 

【人權教育】 
人 J1:認識基本人權

的意涵，並了解憲法

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品德教育】 
品 J5:資訊與媒體的

公共性與社會責任。 
【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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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程式讓電腦進而執行相關運算。

其中包含硬體及軟體與程式的關

係。 

法 J3:認識法律之意

義與制定。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四週 
5/9～5/13 

生活科技 
第二章：機構的原理與應用 
終極任務 腳踏式掀蓋垃圾桶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

思考的能力。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式與

準確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工具使用的熟

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固程

度進行評分，了解學生

對於結構的設計是否可

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與功能設

計上，考驗學生的設計發想能

力。 

【環境教育】 
環 J4:了解永續發展

的意義（環境、社會、

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與原則。 
環 J15:認識產品的生

命週期，探討其生態

足跡、水足跡及碳足

跡。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四週 
5/9～5/13 
 

資訊科技 
第五章：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第 2 節 
Calc 實作－用電量資料處理分析 
• 2-3 Calc 實作－用電量分析 

1 

)在同學實際撰寫程式之前，必須先讓

同學瞭解什麼是程式，程式是在做

什麼用的。並衍伸出相關的程式專

有名詞介紹，包含：程式語言、程

式設計、程式設計師。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

成架構與運算原理。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生作練

習與自我檢核。 

【人權教育】 
人 J1:認識基本人權

的意涵，並了解憲法

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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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alc 實作－用電量圖表製作 (2)瞭解什麼是程式之後，進一步介

紹程式與電腦之間的關係，讓學生

知道撰寫程式的目的是人們透過撰

寫程式讓電腦進而執行相關運算。

其中包含硬體及軟體與程式的關

係。 

源。 品 J5:資訊與媒體的

公共性與社會責任。 
【法治教育】 
法 J3:認識法律之意

義與制定。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五週 
5/16～
5/20 生活科技 

第三章：結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1 節 結構的基本認識 
• 1-1 結構無所不在 

• 1-2 基本結構構件 
1-3 結構構件接合處介紹 

1 

1. 瞭解將各個材料依照不同的載

重效能互相排列組織，組合在

一起後不會造成過度的變形或

位移的構造即稱為結構。 

2. 瞭解建築結構是由許多大且重

的構件組成，而不同構件可以

承受不同方向的作用力。 

結構通常是由不同結構構件接合而

成，不同的材質的結構有不同接合

的技巧或方法。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

理、發展歷程、與創新關

鍵。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生 N-IV-1   
科技的起源與演進。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

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能源教育】 
能 J8:養成動手做探

究能源科技的態度。 
【科技教育】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

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

作方式。 

第十五週 
5/16～
5/20 

資訊科技 
第六章：Scratch 程式設計 
第 1 節 
循序結構 
• 1-1 認識循序結構 
1-2 循序結構實作練習 

1 

)學生瞭解程式是什麼以及與電腦的

關係後，進一步介紹程式語言是什

麼，其中包含低階程式語言以及高

階程式語言。 
(2)基礎的程式語言概念瞭解以後，

進一步說明程式語言的結構有哪

些，讓同學針對程式的結構有更更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

成架構與運算原理。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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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瞭解，並且根據分析圖說明

不同程式語言的應用範疇。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六週 
5/23～
5/27 

生活科技 
第三章：結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1 節 結構的基本認識 
• 1-4 結構與力的關係 

第 2 節 常見的結構應用 
• 2-1 常見的建築結構 

• 2-2 常見的橋梁結構 
2-3 常見的家具結構 

1 

1. 結構和力學是密不可分的，不

同的作用力對結構會造成不同

的影響。 

2. 瞭解各種房屋有不同的外型、

材料和建造方式，但都是由基

礎(地基)、柱、梁及牆等基本骨

架構成。 

3. 橋梁依結構方式大致可分為六

型式(圖 3-13)：梁式橋、拱橋、

懸索橋(吊橋)、懸臂橋、斜張

橋、架橋。 

瞭解平常使用的桌、椅或櫃子等家

具，其實也是相當完整的結構體展

現。 

設 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

原理、發展歷程、與創新

關鍵。 
設 s-IV-3  
能運用科技工具保養與維

護科技產品。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環境教育】 
環 J7:透過「碳循

環」，了解化石燃料與

溫室氣體、全球暖

化、及氣候變遷的關

係。 

第十六週 
5/23～
5/27 資訊科技 

第六章：Scratch 程式設計 
第 1 節 
循序結構 
1-1 認識循序結構 
1-2 循序結構實作練習 

1 

(1)透過視覺化程式語言讓學生進一

步學習程式設計，此部分先介紹視

覺化程式語言有哪些特點與使用的

方式。 

運 t-IV-1 
能了解資訊系統的基本組

成架構與運算原理。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6:建立對於未來

生涯的願景。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第十七週 
5/30～6/3 

生活科技 
第三章：結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3 節 現今建築結構發展 

1 

1. 瞭解現今的建築也很重視有關

地球環境的問題。像是綠建築

節能對策和可再生能源在建築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科技、社

會、環境的關係。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

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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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設計理念的發展 

• 3-2 結構材料的發展 
3-3 設計方式發展 

中的應用，都是為了因應全球

暖化效應的反思設計。 

2. 瞭解現今的建築也很重視有關

地球環境的問題。像是綠建築

節能對策和可再生能源在建築

中的應用，都是為了因應全球

暖化效應的反思設計。 

了解繪製設計圖時，除了手繪以

外，還可以透過電腦繪圖來達成。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環境教育】 
環 J7:透過「碳循

環」，了解化石燃料與

溫室氣體、全球暖

化、及氣候變遷的關

係。 
第十七週 
5/30～6/3 

資訊科技 
第六章：Scratch 程式設計 
第 2 節 
選擇結構 
• 2-1 認識選擇結構 
2-2 選擇結構實作練習 

1 
(1)學生瞭解什麼是視覺化程式語言

以及如何操作以後，讓學生實際上

機透過 Scratch 進行程式設計。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第十八週 
6/6～6/10 
 

生活科技 
第三章：結構的原理與應用 
第 3 節 現今建築結構發展 
3-4 常見電腦繪圖軟體示例 

1 

(1)常見的電腦繪圖軟

體—123DDesign 為例，學這個軟體

的基本操作。 

設 a-IV-3  
能主動關注人與科技、社

會、環境的關係。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生 S-IV-1   
科技與社會的互動關

係。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9:認識性別權益

相關法律與性別平等

運動的楷模，具備關

懷性別少數的態度。 
性 J10:探究社會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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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

不平等，並提出解決

策略。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國際教育】 
國 J3:了解我國與全

球議題之關聯性。 
第十八週 
6/6～6/10 

資訊科技 
第六章：Scratch 程式設計 
第 2 節 
選擇結構 
• 2-1 認識選擇結構 
2-2 選擇結構實作練習 

1 
(1)學生瞭解什麼是視覺化程式語言

以及如何操作以後，讓學生實際上

機透過 Scratch 進行程式設計。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第十九週 
6/13～
6/17 

生活科技 
第三章：結構的原理與應用 
終極任務 橋梁模型設計製作與檢測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小組討論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9:認識性別權益

相關法律與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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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

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

限制。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

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

合作的能力。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運動的楷模，具備關

懷性別少數的態度。 
性 J10:探究社會中資

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

不平等，並提出解決

策略。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國際教育】 
國 J3:了解我國與全

球議題之關聯性。 

第十九週 
6/13～
6/17 

資訊科技 
第六章：Scratch 程式設計 
第 3 節 
重複結構 
• 3-1 認識重複結構 
3-2 重複結構實作練習 

1 
(1)透過Scratch進一步說明結構化的

程式語言有哪些並透過實例讓學生

實際操作瞭解。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態度檢核 
上課參與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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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第二十週 
6/20～
6/24 

生活科技 
第三章：結構的原理與應用 
終極任務 橋梁模型設計製作與檢測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

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

限制。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

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

合作的能力。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式與

準確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工具使用的熟

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固程

度進行評分，了解學生

對於結構的設計是否可

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與功能設

計上，考驗學生的設計發想能

力。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9:認識性別權益

相關法律與性別平等

運動的楷模，具備關

懷性別少數的態度。 
性 J10:探究社會中資

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

不平等，並提出解決

策略。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國際教育】 
國 J3:了解我國與全

球議題之關聯性。 

第二十週 
6/20～
6/24 

資訊科技 
第六章：Scratch 程式設計 
第 3 節 
重複結構 
• 3-1 認識重複結構 
3-2 重複結構實作練習 

1 

(1)透過Scratch進一步說明結構化的

程式語言有哪些並透過實例讓學生

實際操作瞭解。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生作練

習與自我檢核。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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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第二十一

週 
6/27～7/1 

生活科技 
第三章：結構的原理與應用 
終極任務 橋梁模型設計製作與檢測 

1 
(1)讓學生進行動手實作，將相關想

法運用之後並付諸實際執行 

設 k-IV-4   
能瞭解選擇、分析與運用

科技產品的基本知識。  
設 a-IV-1  
能主動參與科技實作活動

及試探興趣，不受性別的

限制。  
設 s-IV-1  
能繪製可正確傳達設計理

念的平面或立體設計圖。 
設 s-IV-2   
能運用基本工具進行材料

處理與組裝。  
設 c-IV-1  
能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

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

問題。  
設 c-IV-3 
能具備與人溝通、協調、

合作的能力。 

生 P-IV-2  
設計圖的繪製。 
生 P-IV-3 
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

結構的應用。 

1. 針對學生加工的方式與

準確度進行評分，了解

學生對於工具使用的熟

練度。 

2. 對於整體作品的堅固程

度進行評分，了解學生

對於結構的設計是否可

行。 
從學生的造型設計與功能設

計上，考驗學生的設計發想能

力。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9:認識性別權益

相關法律與性別平等

運動的楷模，具備關

懷性別少數的態度。 
性 J10:探究社會中資

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

不平等，並提出解決

策略。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國際教育】 
國 J3:了解我國與全

球議題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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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

週 
6/27～7/1 

資訊科技 
第六章：Scratch 程式設計 
第 3 節 
重複結構 
• 3-1 認識重複結構 
3-2 重複結構實作練習 

1 

(1)透過Scratch進一步說明結構化的

程式語言有哪些並透過實例讓學生

實際操作瞭解。 

運 t-IV-3  
能設計資訊作品以解決生

活問題。 
運 t-IV-4  
能應用運算思維解析問

題。 
運 p-IV-1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組

織思維，並進行有效的表

達。 
運 p-IV-3  
能有系統地整理數位資

源。 

資 P-IV-1 
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功

能及應用。 
資 P-IV-2 
結構化程式設計。 

配合活動紀錄簿給學生作練

習與自我檢核。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

內的重要詞彙的意

涵，並懂得如何運用

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

通。 
【品德教育】 
品 J1:溝通合作與和

諧人際關係。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不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