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上下學期三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抽離式技藝課程－慈幼工商電機電子群/動力

機械群 
68節/60節 是□  否■ 

■每週【4】節，共 32週次 

□隔週【  】節 

2 抽離式技藝課程－光華高中設計群/家政群 68節/60節 是□  否■ 
■每週【4】節，共 32週次 

□隔週【  】節 

3 
抽離式技藝課程－光華高中群商業管理/餐旅

群 
68節/60節 是□  否■ 

■每週【4】節，共 32週次 

□隔週【  】節 

4 抽離式技藝課程－華德工家家政群/食品群 68節/60節 是□  否■ 
■每週【4】節，共 32週次 

□隔週【  】節 

5 抽離式技藝課程－永康自辦食品群/農業群 68節/60節 是□  否■ 
■每週【4】節，共 32週次 

□隔週【  】節 

6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7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8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9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10   是□  否□ 
□每週【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慈幼工

商電機電子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8)節 社團編號 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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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職群概論/基本電子應用主題/基本室內配線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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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 
概論 

1.電機電子職群的進路   
2.電機器具與設備簡介   
3.電子元件與儀表簡介  

4.職業安全與道德。 

學習單 
實習工廠消防設備操作 

學習單 
了解各式設備儀錶功能

與使用要領 

 

2 4 基本電子應用 

1.常用基本電子元件的 
  識別及量測： 
A.電阻器、電容器、及感 
應器的識別。    

B.電阻器、電容器、及感 
應器的量測。 

C.二極體及電晶體的識 

  別與量測。 

學習單 
認識各式電子元件及其
功能 

了解並指出各種電子元
件特性及功能 

 

3 4 基本電子應用 

2.銲接練習： 
A.低功率銲接工具的使 

  用。 

創意焊接 
色碼練習 

了解焊接工具之正確使
用方式與要領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4 4 基本電子應用 
2.銲接練習： 

B.銲接要領及實作 □及立體焊接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基本焊接的作品 
 

5 4 基本電子應用 

3.常用電子儀表的認識 
  及操作： 

  三用電表的使用。 
三用電表使用練習 

了解並能指出三用電表
的使用方式與要領 

 

6 4 基本電子應用 

4.常用邏輯實驗儀器的 
  使用： 
  麵包板之結構介紹與 

  使用練習 

麵包板練習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電子元件之擺放與功能
的測試 

 

7 4 基本電子應用 

5.基本電子電路實作：  
A.電子元件的安裝原則。 

B.雙閃爍燈之製作。 
閃爍燈製作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雙閃爍燈之製作 

 

8 4 基本電子應用 
5.基本電子電路實作： 

C.鳥鳴器製作。  鳥鳴器製作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鳥鳴器之製作 

 

9 4 基本電子應用 
5.基本電子電路實作：  

C.警示燈製作。 警示燈製作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警示燈之製作 

 

10 4 基本電子應用 
5.基本電子電路實作：  

D.調光調速器製作。 調光調速器製作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調光調速器之製作 
 

11 4 基本室內配線 

1.室內配線簡介：  
A.室內配線的工作安全。 
B.室內配線的基本應用。 
C.室內配線工具任室使  

  用  

各式工具練習 
了解並指出室內配線工
作安全事項及工具使用
要領 

 

12 4 基本室內配線 

2.導線的連接及處理： 
A.常用導現認識 

B.導線的連接 
導線連接實作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各種電線連接 

 

13 4 

基本室內配線 2.導線的連接及處理： 

C.導線的壓接及絕緣處

理 
導線連接實作 

了解並能依圖規定完成
導線的壓接及絕緣處理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14 4 基本室內配線 

3.電儀表的認識及使用 
A.電壓表的使用。 
B.電流表的使用。 

C.三用電表的使用。 

各式電儀表練習 
能了解各種電儀表的正
確使用方式與要領 

 

15 4 基本室內配線 

4.基本室內配線裝置： 
A.開關、插座及器具裝置 

B.基本電燈、插座及電鈴

回路控制 

日光燈電路實作 
能正確依據線路圖正確
組裝配線盤 

 

16 4 基本室內配線 
4.基本室內配線裝置： 
C.照明燈具的控制 

室內配線盤實作 
能正確依據線路圖正確

組裝照明燈具 
 

17 4 基本室內配線 
4.基本室內配線裝置： 

D.自動點滅控制 
室內配線盤實作 

能正確依據線路圖正確
組裝照明燈具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備註可加註說明各社團以年段或班群實施現況、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說明，無則免填。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慈幼工

商動力機械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0)節 社團編號 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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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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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2-1.1認識動力機械的基本功能、一般用途以及未來發展。 

2-1.2認識汽、機車行業基本相關知識。 

2-1.3習得汽、機車行業的工作特性與基本技能。 
2-1.4培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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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1.動力機械職群介
紹    
2.汽車品牌介紹 
3.機車品牌介紹        
4.各種牽動機介紹 

5.職業安全與道德 

使學生認識動力機械職群之基本

技能，並了解職群之生涯進路發展 

學習單 

正確操作工廠消防設備操作 
 

2 4 機車基本認識 1.機車簡介 
使學生了解機車行業特色，及機車

種類與機車的各系統構成 

了解並指出各種機車特性及功

能 
 

3 4 機車基本認識 2.機車動力系統 

使學生了解機車動力種類及引擎

構造與原理，進而能作基本檢查與

調整 

了解機車各種引擎構造及能採

用正確檢查方式實施調整 
 

4 4 機車基本認識 3.機車車架系統 
使學生了解機車車架構造與原

理，進而能作基本檢查與調整 

了解並指出機車各種車型車架

結構設計差異 
 

5 4 機車基本認識 4.機車電路系統 
使學生了解機車基本電力系統與

原理，進而能作基本檢查與拆裝 

了解並指出機車基本迴路應用

原理 
 

6 4 汽車基本認識 1.汽車簡介 
使學生了解汽車行業特色、演進，

車種規格與各系統功能 

了解並指出各種車型車載設備

功能與使用 
 

7 4 汽車基本認識 2.汽車引擎 
使學生了解汽車引擎種類、構造、

各零組件名稱與基本作用原理 

了解並指出汽車各種引擎構造

及檢查方式 
 

8 4 汽車基本認識 3.汽車底盤 
使學生了解汽車底盤的種類、構

造、各零組件名稱與功能 

了解並指出汽車底盤各系統功

能之應用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9 4 汽車基本認識 4.電路系統 
使學生了解汽車電路系統的種

類、構造、各零組件名稱與功能 

了解並指出汽車基本迴路應用

與操作要領 
 

10 4 汽車基本認識 5.汽車定期保養 
使學生具備汽車各系統檢查與保

養及調整之基本工作技能 

了解並指出汽車保養基本檢查

項目與保養要領 
 

11 4 引擎基礎實習 
1.基本工具及設備

使用 

培養學生具備正確使用工具、儀器

與設備之基本技能 
認識各種工具並能正確使用  

12 4 引擎基礎實習 2.引擎調整 
培養學生具備引擎基本調整之工

作技能 

了解並能正確使用特殊工具檢

查與調整引擎 
 

13 4 引擎基礎實習 
3.引擎基本檢查、清

潔 

培養學生具備引擎簡易主件的清

潔、檢查與更換得初階技能 

了解引擎內各種油脂的認識並

正確更換 
 

14 4 引擎基礎實習 
4.主要附屬零件拆

裝 

培養學生具備引擎主要附屬零件

的拆裝維護能力 

能正確使用附屬系統零件做好

拆裝維護工作 
 

15 4 汽車美容 車身外部清潔維護 
培養學生具備具備汽車美容相關

工作設備之使用及基本工作技能 

能正確操作相關設備與工具，

做好車身外部清潔與打蠟工作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10度第一學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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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離式技藝課程－光華高

中設計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8)節 社團編號 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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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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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7-1.1傳授基礎描繪的基本理論與技法表現。 

7-1.2傳授色彩學的基本理論與應用練習。 

7-1.3傳授設計基礎的基本理論與基本操作練習。 

7-1.4傳授攝影的基本理論與基本操作練習。 

7-1.5傳授電腦繪圖的基本理論與基本操作練習。 
7-1.6培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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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設計基礎 

1.設計職群之基本介紹及職業

安全與道德 

2.設計的定義、分類與設計產業

的重要性 

3.設計方法 

4.設計程序 

1.培養學生瞭解本職群課程

內容及並具備敬業合作之職

業道德及工作態度。 

2.文字描述其設計特色或繪

製彩色簡易圖例 

  

2 4 設計基礎 何謂設計 

1.設計的意義與本質的瞭解 

2.設計在生活中的應用 

3.設計的領域與分類介紹 

  

3 4 基礎描繪 基礎描繪與素描概說 

1.描繪的意義及目的 

2.描繪和設計表現的關係 

3.描繪的表現內容及形式操

作 

4.描繪材料、工具與表現方法

操作 

  

4 4 基礎描繪 基礎描繪的工具 
1.工具與基本技法介紹和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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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鉛筆描繪的練習實作 

5 4 基礎描繪 形體的觀察與描繪 
1.形體的簡化練習 

2.形體的整體感練習 

採認知、情意、技

能等三項成績作為

評比 

 

6 4 電腦繪圖 電腦繪圖 

1.何謂電腦繪圖 

2.硬體與軟體介紹 

3.電腦繪圖簡史 

4.電腦繪圖的應用練習 

  

7 4 電腦繪圖 點陣繪圖 

1.筆工具練習 

2.各種質感製作練習 

3.立體筆觸繪製練習 

4.立體字與光影 

  

8 4 電腦繪圖 點陣繪圖 

1.影像複製與拼貼 

2.色調控制與調整 

3.綜合應用與創作 

  

9 4 色彩學 
1.色彩的認識 

2.色彩的本質 

1.色彩觀察 

2.光與色彩 

2.運用 4-6 色表現溫暖的色

調 

  

10 4 色彩學 色彩特性與應用 

1.色彩三要素的認識 

2.色樣本(色票)介紹和操作 

3.色鉛筆畫習作 

採認知、情意、技

能等三項成績作為

評比 

 

11 4 基礎描繪 光影明暗的觀察與表現 

1.光影明暗的觀察與描繪操

作 

2.光影明暗的表現與象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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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2 4 電腦繪圖 影像處理 
1.去背景練習 

2.色彩轉換練習 
  

13 4 電腦繪圖 影像處理 
1.立體效果製作練習 

2.圖像拼貼練習 
  

14 4 電腦繪圖 影像處理 
1.解析度調整練習 

2.輸出與列印 
  

15 4 電腦繪圖 實務應用 編排設計練習   

16 4 電腦繪圖 實務應用 各種圖像繪製練習   

17 4 
電腦繪圖 

綜合運用 
1.文字造型與編排 

2.插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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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光華高

中家政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0)節 社團編號 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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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10-1.1習得家政的基本知識。 

10-1.2習得家政的基本技能。 

10-1.3增進學習家政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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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認識家政領域的職涯發展。 
10-1.5培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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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1.家政職群的意義與

範圍 

2.家政相關的行業與

工作 

3.職業安全與道德 

培養學生瞭解並具備敬

業合作之職業道德及工

作態度。 

  

2 4 美容 皮膚保養 瞭解美容的基本知識。   

3 4 美容 臉部的按摩 

瞭解按摩用品的種類，進

行臉部按摩的技巧與實

作。 

實作  

4 4 美容 紙上化妝 

瞭解各式眉型的認識與

彩妝紙上化妝介紹、說

明。 

作品  

5 4 美容 基礎化妝 

瞭解化妝程序及注意事

項。 

進行基礎化妝實作。 

  

6 4 幼兒保育 幼兒藝術創作 音樂與律動   

7 4 幼兒保育 幼兒藝術創作 
1.幼兒繪畫 

2.幼兒美勞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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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幼兒保育 幼兒藝術創作 幼兒遊戲   

9 4 服飾 基本手縫應用 
認識基本手縫法的用途 

學會基本手縫法 
  

10 4 
服飾 

服裝飾品與應用 
認識服飾品的類別與用途 

瞭解服飾品的搭配要素 
  

11 4 
服飾 

服裝飾品與應用 製作服裝飾品 作品  

12 4 美髮 
1. 按摩服務與實作 

洗髮技巧與實作 

瞭解按摩指壓的操作手

法及洗髮劑種類、準備工

作、注意事項及實作。 

  

13 4 美髮 編髮的技巧與實作 瞭解編髮的技巧及實作。 實作  

14 4 美髮 
髮筒使用的技巧與實

作 

瞭解髮筒基本角度與捲

法。 

瞭解髮筒的基本排列及

實作。 

  

15 4 美髮 
電鉗操作的技巧與實

作 

瞭解電鉗的構造、操作方

式及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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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 

－光華高中商業管理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8)節 社團編號 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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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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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6-1.1習得基本商業知識、產品行銷概念與簡易記帳知能 

6-1.2習得電腦基本操作技能並可進行基本的文書處理工作。 
6-1.3培養門市銷售工作認識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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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中英文文書處

理 

1.商管職群的意義與範圍 

2.商管相關的行業與工作 

3.職業安全與道德 

4. 電腦簡介 

1.培養學生瞭解並具備敬業

合作之職業道德及工作態度。 

2. 視窗環境 

  

2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電腦簡介 

1.視窗環境 

2.鍵盤認識及操作 
  

3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中英文輸入 

1.基本指法 

2.英文輸入法及實作 
  

4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中英文輸入 英文輸入法及實作 線上測驗  

5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中英文輸入 
中文輸入法及實作   

6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中英文輸入 
中文輸入法及實作 線上測驗  

7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文書處理 文書處理軟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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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文書處理 文書處理軟體實作 線上測驗  

9 4 產品行銷實務 商品的擺設 

1.商品陳列的技巧 

2.商品陳列參觀 

3.商品陳列實習 

  

10 4 門市銷售實務 銷售人員實習 

1.銷售人員的職務簡介 

2.銷售人員的重要性 

3. 銷售人員應具備的條件及

實例簡介 

  

11 4 
門市銷售實務 銷售人員實習 

銷售技巧簡介及演練 實作  

12 4 簡易記帳實務 記帳之基本概念 

1.記帳之意義 

2.記帳之功能與重要性 

3.記帳人員在商店服務上扮

演的角色及敬業精神 

  

13 4 簡易記帳實務 記帳之基本法則 

1.記帳之基本法則 

2.記帳程式及財務報表的簡

介 

3.會計科目簡介 

4.記帳程序 

  

14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綜合應用 
課表製作 實作作品  

15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綜合應用 
履歷表 實作作品  

16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綜合應用 
自傳 實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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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4 
中英文文書處

理 

綜合應用 
卡片製作 實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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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 

－光華高中餐旅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0)節 社團編號 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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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11-1.1認識餐旅相關行業及未來發展。 

11-1.2瞭解餐旅行業基本相關知識。 

11-1.3習得餐旅行業的基本技能。 

11-1.4培養從事餐旅行業的興趣。 
11-1.5培養工作安全的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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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中餐廚藝製作 

1.餐旅職群之基本介

紹及職業安全與道德 

2.餐旅職群概論 

3.廚房器具的認識與

衛生安全 

1.培養學生瞭解並具備敬業合

作之職業道德及工作態度。 

2.認識廚房設備與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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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中餐廚藝製作 

1. 廚房器具的認識 

2.食材的認識、保存與

烹調法介紹 

1.基礎刀工介紹與練習 

1.六大類食物與營養素 

2.食材辨識 

3.食物保存與原則 

4.基本烹調法 

  

3 4 中餐廚藝製作 基礎烹調法實習 
煮、滷、燴- 

煮白飯、滷雞翅、繪三鮮 
  

4 4 中餐廚藝製作 中餐基本烹調法實習 
蒸、羹- 

粉蒸排骨、三色豆腐羹 
  

5 4 中餐廚藝製作 中餐基本烹調法實習 
炒- 

培根炒高麗菜、榨菜炒肉絲 

採 認 知 、 情

意、技能等三

項成績作為評

比 

 

6 4 飲料調製 飲料調製介紹 

1.認識飲料的定義、種類 

2.認識機具設備及器皿 

3.飲料調製方法練習(直接注入

法、搖盪法、攪拌法)  

  

7 4 飲料調製 
乳品、果汁及碳酸飲料

調製 

1.認識乳製品種類、特性與應用 

2.認識碳酸飲料及礦泉水的種

類 

3.藍色珊瑚礁、西瓜牛奶實作 

  

8 4 飲料調製 茶的分類及沖泡 

1.認識茶的分類及特性 

2.茶的基本沖泡 

3.冰綠茶、珍珠奶茶 

  

9 4 中餐廚藝製作 中餐基本烹調法實習 
煎、炸- 

三色煎蛋、五味炸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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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中餐廚藝製作 地方小吃 米食-珍珠丸子 

採 認 知 、 情

意、技能等三

項成績作為評

比 

 

11 4 餐飲服務技術 基本服務技巧 托盤操作   

12 4 餐飲服務技術 口布的摺疊 
1.口布的規格與用途 

2.不同功能的口布的摺法練習 
  

13 4 旅館實務 旅館組織與設施 

1.旅館的組織與分類 

2.房務部的設備、器具與備品 

3.房務推車的操作 

  

14 4 旅館實務 房務作業 
1.單、雙人床鋪床作業 

2.加床鋪床作業 
  

15 4 中餐廚藝製作 地方小吃 冷水麵食-水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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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華德工

家家政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8)節 社團編號 技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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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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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10-1.1習得家政的基本知識。 

10-1.2習得家政的基本技能。 

10-1.3增進學習家政的興趣。 

10-1.4認識家政領域的職涯發展。 
10-1.5培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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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1、職群概論 

2、基礎化妝 

1、家政職群簡介 
2、家政相關行業與工作介紹 
3、職業安全與道德 

4、妝前的準備工作 

  

2 4 美容 基礎化妝 
1、化妝的程序及注意事項 

2、基礎化妝實作-少女妝 
  

3 4 美容 基礎化妝 

1、妝前的準備工作 
2、化妝的程序及注意事項 

3、基礎化妝實作-外出妝 
  

4 4 美髮 
髮筒使用的技巧與實

作 

1、髮筒的基本角度與捲髮 
2、髮筒的基本排列 

3、髮筒實作  
  

5 4 美髮 
髮筒使用的技巧與實

作 

1、髮筒的基本角度與捲髮 
2、髮筒的基本排列 

3、髮筒實作 

採認知、情意、

技能等三項成

績作為評比 

 

6 4 美髮 按摩服務與實作 
1、按摩指壓的操作手法與種類 

2、頭部、肩背部、手部的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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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壓實作 

7 4 美髮 
電鉗操作的技巧與實

作 

1、電鉗的構造與功用 
2、電鉗的操作方式 

3、電鉗實作 
  

8 4 美容 紙上化妝 
1、眉型的美化 

2、各式眉型的認識與紙上練習 
  

9 4 美容 紙上化妝 

1、唇型的美化 

2、各式唇型的認識與紙上練習 

3、彩妝紙上化妝示範及練習 
  

10 4 美容 皮膚保養 

1、皮膚的認識與清潔 
2、保養品的認識與使用 

3、皮膚保養的程序 
  

11 4 美容 臉部的按摩 

1、按摩的目的 
2、按摩用品的種類 

3、臉部按摩的技巧與實作 

採認知、情意、

技能等三項成

績作為評比 

 

12 4 美容 臉部的按摩 

1、敷面的目的與重要性 
2、敷面劑的種類 
3、敷面前的準備與方法 

4、敷面實作 

  

13 4 服飾 基本手縫 

1、手縫線及手縫針的認識 

2、基本手縫法：平針縫、全回

針縫 

  

14 4 服飾 基本車縫 
1、平車的認識 

2、基本車縫法 
  

15 4 美髮 編髮的技巧與實作 

1、編髮的技巧 
2、編髮基本型 

3、編髮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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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 美髮 洗髮技巧與實作 

1、洗髮前的準備工作 
2、洗髮應注意事項 

3、洗髮練習與實作 

採認知、情意、

技能等三項成

績作為評比 

 

17 4 美髮 洗髮技巧與實作 

1、洗髮前的準備工作 
2、洗髮應注意事項 

3、洗髮練習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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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華德工

家食品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0)節 社團編號 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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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9-1.1傳授食品的基礎知識與能力。 

9-1.2習得食品加工之基本技能。 
9-1.3培養正確的工作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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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1.食品職群之基本介紹及職業

安全與道德 

2.食品加工的範圍與產業 

3.食品原料與機具 

4.食品安全與衛生 

5.食品檢驗分析及生物技術 

1-1.食品職群實習科目

介紹 

1-2.食品職群未來升學

進路介紹 

1-3.安全的工作態度 

1-4.敬業合作之職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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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2-1.食品群各科主要學

習內容與證照 

2-2.食品相關產業介紹 

3-1.食品原料的介紹 

3-2.食品機具的介紹 

4-1.食品安全的介紹 

4-2.食品衛生觀念的介

紹 

5-1.微生物、化學介紹 

5-2.生物技術介紹 

2 4 中式麵食加工 發麵類 
1-1. 中式麵食加工概論 
1-2. 發粉類製作-發糕   

3 4 中式麵食加工 發麵類 發酵麵類製作-饅頭   

4 4 中式麵食加工 水調(和)麵類 冷水麵類製作-水餃 
採認知、情意、技能等

三項成績作為評比 
 

5 4 中式麵食加工 水調(和)麵類 
水調(和)麵類製作-生

鮮麵條 
  

6 4 中式麵食加工 進階發麵類 發酵麵類製作-包子   

7 4 中式麵食加工 酥(油)皮類 
酥(油)皮類製作-蛋黃

酥 
  

8 4 中式麵食加工 糕(漿)皮類 
糕(漿)皮類製作-鳳梨

酥 
  

9 4 烘焙 蛋糕類 

1-1.蛋糕製作概論 
1-2.麵糊類蛋糕製作-

重奶油蛋糕 

採認知、情意、技能等

三項成績作為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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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烘焙 蛋糕類 
乳沫類蛋糕製作-海綿

蛋糕  
  

11 4 烘焙 西點類 
1-1.奶油空心餅製作 
1-2.布丁餡製作   

12 4 烘焙 西點類 奶油小西餅   

13 4 烘焙 進階西點類.  1-1.比薩類製作   

14 4 烘焙 蛋糕類 
乳沫類蛋糕製作-檸檬

蛋糕 
  

15 4 烘焙 蛋糕類 
戚風類蛋糕製作-戚風

蛋糕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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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 

－自辦食品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8)節 社團編號 技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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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9-1.1傳授食品的基礎知識與能力。 

9-1.2習得食品加工之基本技能。 
9-1.3培養正確的工作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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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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 

概論 

中式 

麵食 

1.食品加工的定義、  
種類及未來發展 

2.食品原料與機具 
3.食品安全與衛生 
4.職業安全與道德。 
5.酥(油)皮、糕(漿)

皮類 

使學生認識食品職群

之基本技能，並了解職

群之生涯進路發展。 

製作：核桃酥餅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2 4 
中式麵食加

工 

酥(油)皮、糕(漿)

皮類 

糕(漿)皮類製作：鳳梨

酥、蔓越莓小西餅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3 4 
中式麵食加

工 

酥(油)皮、糕(漿)

皮類 

糕(漿)皮類製作： 

Q心酥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4 4 烘焙 蛋糕類 

麵包、蛋糕類製作： 

義式香料麵包棒、圓點

蛋糕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5 4 烘焙 餅乾、麵包類 
麵包類製作：瑪莉酥、

蔥花心型麵包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6 4 
中式麵食加

工 

酥(油)皮、糕(漿)

皮類 

糕(漿)皮類製作：菊花

酥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7 4 烘焙 西點蛋糕、餅乾類 

蛋糕類製作：奶油巧克

力豆磅蛋糕、燕麥黑糖

餅乾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8 4 
中式麵食加

工 

酥(油)皮、糕(漿)

皮類 

中式麵食加工製作： 

酥(油)皮類製作： 

酥皮蛋塔、全麥葡萄馬

芬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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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烘焙 蛋糕類 
蛋糕類製作：巧克力戚

風蛋糕捲、鮮奶果凍杯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0 4 烘焙 西點蛋糕、餅乾類 

餅乾、蛋糕類製作：果

醬菊花小西餅、桔皮馬

芬蛋糕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1 4 烘焙 蛋糕類 
蛋糕類製作：抹茶戚風

蛋糕捲、千層杏仁酥條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2 4 烘焙 西點蛋糕、餅乾類 
蛋糕類製作：大理石奶

油蛋糕、可可酥餅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3 4 烘焙 西點蛋糕類 
蛋糕類製作：海綿蛋

糕、蘋果派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4 4 烘焙 麵包類 
麵包類製作：圓頂巧克

力豆吐司、柳橙果凍杯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5 4 烘焙 西點蛋糕、餅乾類 
蛋糕、餅乾類製作：檸

檬炸彈、黑眼豆豆餅乾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6 4 烘焙 西點蛋糕、餅乾類 

蛋糕、餅乾類製作：彩

紋戚風蛋糕捲、椰子杏

仁餅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7 4 
中式麵食加

工 

酥(油)皮、糕(漿)

皮類 

中式麵食加工製作：製

作披薩、飲調製作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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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抽離式技藝課程－自辦農

業群 
實施年級 三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60)節 社團編號 技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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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深生涯認識、培養學生生涯發展之基本能力。 
2. 由職群的實務學習中，加深對未來生涯之試探。 
3. 培育人本情懷與統整能力。 
4. 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5. 建立正確的生涯價值觀及奠定生涯準備的基礎。 

課程目標 

8-1.1傳授農業相關基本知識，俾使認識農業及其重要性與功能。 

8-1.2傳授農業相關技能，使其具備從事農業生產、栽培及經營管理之基本能力。 
8-1.3培養安全的工作態度與敬業合作之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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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職群概論 

課程簡介：農業環境

及種子、土壤、種植

之介紹 

培養學生瞭解農業環境 

讓學生了解農業現況 

接觸土壤與連結對土地的情

感了解各類種子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2 4 觀賞植物栽培 
多肉植物及仙人掌

之繁殖與種植 

瞭解多肉植物之繁殖技巧 

瞭解仙人掌之繁殖技巧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3 4 觀賞植物栽培 

植物之扦插育種(彩

葉草、黃金葛、左手

香、蘭花草) 

讓學生了解種植之繁殖方法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4 4 觀賞植物栽培 台灣欒樹之栽種 
如何利用種子 

種子盆栽種植技巧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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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觀賞植物栽培 
種子吊飾或飾品製

作 
種子吊飾或飾品製作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6 4 觀賞植物栽培 
蒲葵組合盆栽之製

作 
了解蒲葵之特性及栽培技巧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7 4 蔬菜栽培 蔬菜栽培 了解蔬菜之特性及栽培技巧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8 4 

蔬菜栽培 蔬菜栽培 蔬菜有性繁殖之方法與實務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9 4 

休閒農業資源

運用 植物精油之萃取 
分析農業生產資源介紹 

農業生產資源應用實作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0 4 

休閒農業資源

運用 
植物病原微生物之

鏡檢觀察 

昆蟲資源介紹 

昆蟲資源應用實作 

病蟲害之意義與防治方法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1 4 

休閒農業資源

運用 
農作物基因改良技

術--基因檢測 

植物資源介紹 

植物資源應用實作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2 4 

蔬菜栽培 
作物營養與土壤肥

料 

植物色素之抗氧化能力分析

與應用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3 4 
寵物飼養保健 寵物營養概論 營養分之種類需求與重要性 

飼料原料之種類與特性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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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調配之原理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4 4 寵物飼養保健 

鳥類寵物飼養 鳥類寵物之品種與特性  

鳥類寵物之飼養與管理實

務  

鳥類寵物之衛生與保健實

務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15 4 寵物飼養保健 

哺乳類寵物飼養 哺乳類寵物之品種與特性 

哺乳類寵物之飼養與管理實

務 

哺乳類寵物之衛生與保健實

務 

以問答方式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予

以評量 

觀察實作技巧之學習態度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