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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3【編號：105-3】 

一、計畫名稱 特色課程發展計畫 

二、計畫目標 

1.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引導學生成為學習主體，達到適性揚才。  

2.邀請業師及科大教師產學研發和教學創新，合作發展特色課程，提升 

 各科學生實務能力，增加競爭優勢。 

3.辦理各科專業競賽活動，透過競賽活動，激發學生創意與專注力，以呈 

 現特色課程教學成果。 

4.配合十二年國教，積極辦理國中生生涯探索、適性學習活動，以提高社 

 區國中就近入學率。 

三、工作內涵 

工作項目 辦理處室 實施對象 辦理時程 

105-5-1 開設多

元選修課程 

教務處、各職科 校內學生 105-107 學年度 

105-5-2 邀請業

界專家產學研發 

教務處、各職科 校內學生 105-107 學年度 

105-5-3 邀請科

大教師教學創新 

教務處、各職科 校內學生 105-107 學年度 

105-5-4 各科辦

理專業競賽活動 

教務處、各職科 校內學生 105-107 學年度 

105-5-5 適性就

近入學宣導  

教務處、各職科 社區國中學生 105-107 學年度 

四、經費需求 

期程 資本門(仟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105 學年度 0 225 225 

106 學年度 0 225 225 

107 學年度 0 225 225 

總    計 0 675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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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1.學校能建構多元特色課程，培育具有創意潛能之優秀人才。 

2.教師藉由特色課程之實施，提升師生創新動能。 

3.培養新技職教育時代人才，營造創意教學環境，發展各科特色課程。  

4.以務實致用之特色課程及活動，培養企業界需求之基礎人才。 

5.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推甄錄取機會。 

6.業界專家及科大教師產學研發和創新教學，提昇本校師生實務能力，培 

 育產業所需人才。 

7.提昇學生參與競賽之意願，進而能獲得校外競賽優異成績。 

8.行銷學校技職教育特色，提供社區國中教師、家長及學生，認識技職教 

 育升學進路，引導學生適性就讀。 

指標項目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方
案
量
化
指
標 

5.1 試辦校訂必修與多元選

修課程學分數逐年增加 
2  3  4  

5.2 學校與產業合作家數 4  5  7  

5.3 每學年辦理社區或國中

特色宣導場次 
6  8  10  

S5.1 協同教學技專教師人數 

   比率 
6%  9%  12%  

S5.2 技專教師協同教學科目 

   數 
4  6  8  

註：預期效益指標項目之撰寫，請參考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柒﹑實施方式」之「四﹑績效

考核」中有關方案量化指標和校定量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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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詳細內容 

 子計畫 3【編號：105-3】 

 子計畫名稱：特色課程發展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 105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辦理。 

二、目的： 

   (ㄧ)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引導學生成為學習主體，達到適性揚才。  

   (二)邀請業界專家及科大教師產學研發及教學創新，合作發展特色課程， 

      提升各科學生實務能力，增加競爭優勢。 

   (三)辦理各科專業競賽活動，透過競賽活動，激發學生創意與專注力，以呈 

      現特色課程教學成果。 

   (四)配合十二年國教，積極辦理國中生生涯探索、適性學習活動，以提高社 

      區國中就近入學率。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承辦單位：餐飲管理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建築科、美容科 

五、辦理日期：自 105 學年度起至 107 學年度止 

六、組織分工 

七、參加人員：本校全體師生、業界專家及科大教師。 

八、實施方式： 

序 人  員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1 主持人 黃麗君 教務主任 子計畫統籌規劃及執行進度掌控 

2 成  員 蔣孝明 教學組長 辦理特色課程選修規畫及說明 

3 成  員 羅國夫 餐飲科主任 辦理餐飲科特色課程活動規劃及成果展現 

4 成  員 陳志榮 室設科主任 辦理室設科特色課程活動規劃及成果展現 

5 成  員 王瑤琤 建築科主任 辦理建築科特色課程活動規劃及成果展現 

6 成  員 楊文莉 美容科主任 辦理美容科特色課程活動規劃及成果展現 

填表說明：1.學校校長、處室(科)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等成員，均可

以擔任子計畫主持人。 

2.每項子計畫之成員以不超過 10 人為原則。 

3.各子計畫之規劃內涵以擴大層面全校參與（教職員工生）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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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規劃具有特色之課程，進行相關課程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並配合需 

      求購置相關教學設備。 

   (二)邀請業界專家及策略聯盟之科大教師，產學研發及教學創新，合作發展 

      特色課程；安排學生參訪業界及科大，瞭解實務及增廣見聞。 

   (三)辦理各科專業競賽活動，展現特色課程教學成果。 

   (四)辦理社區國中端升學進路宣導活動，展現技職教育特色。 

九、實施內容 

   (ㄧ) 105-3-1 開設多元選修課程 

實施方式 具體內容 

開設特色課

程，提供學

生多元選修 

1. 目標：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引導學生成為學習主體，

達到適性揚才。 

2. 方法：每學期開設 2 學分選修課程。 

3. 辦理方式：向家長及學生宣導說明，俾利學生適性選

擇。 

   (二) 105-3-2 邀請業界專家產學研發 

實施方式 具體內容 

邀請業界專

家產學研發 

1. 目標：提升學生實務技能，增強就業能力。 

2. 方法：每學年辦理 5 場次產學研發。 

3. 辦理方式：邀請業界專家到校產學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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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5-3-3 邀請科大教師教學創新 

實施方式 具體內容 

邀請科大教

師教學創新 

1. 目標：提升教學品質，加廣課程深度。 

2. 方法：每學年辦理 5 場次教學創新。 

3. 辦理方式：邀請科大教師到校教學創新。 

   

辦理類別 預定辦理時間 講師／專家 單位 
預計參加班級／

人數 

科大教師教學創新

課程 

餐/1051111 
陳志昇 老

師 
中華科技大學 餐飲科/32人 

美 105年 10/6 趙屏菊主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高二、三/18人 

建 105年 10月 建築科主任 中華科技大學 高一/高二/30人 

 

 (四)105-3-4 各科辦理專業競賽活動 

實施方式 具體內容 

辦理各科專

業競賽活動 

1.目標：透過競賽活動，激發學生創意與專注力，以呈 

 現特色課程教學成果。 

2.方法：校慶或畢業等重大活動時辦理。 

3.辦理方式：各科以競賽方式辦理，優異作品頒發獎狀及 

 記功獎勵，以鼓勵學生展現學習成果。 

辦理類別 預定辦理時間 講師／專家 單位 預計參加班級／人數 

業界產學研發

課程 

餐/1051007 林聖哲 主廚 君品酒店 餐飲科/32人 

美  105年

11/16 
欒慎卿講師 

台灣美容美髮造型技術交

流協會 
高二、三/18人 

建 105年/11月  待聘 建築師事務所 高一、二/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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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5-3-5 適性就近入學宣導 

實施方式 具體內容 

適性就近入

學宣導 

1.目標：提升社區國中就近入學率。 

2.方法：辦理社區或國中技職教育特色宣導。 

3.辦理方式：把握國中校慶、升學博覽會、家長日...等時 

 機，展現學校特色。 

十、工作進度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105 年 106 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 特色課程選修研討 
預定             

實際             

2 特色課程選修說明 
預定             

實際             

3 邀請業師產學研發 
預定             

實際             

4 
邀請技專教師教學創

新 

預定             

實際             

5 
參訪特色課程之產業

界 

預定             

實際             

6 
參訪特色課程之技專

校院 

預定             

實際             

7 各科辦理專業競賽 
預定             

實際             

8 適性就近入學宣導 
預定             

實際             

填表說明：1.子計畫工作項目臚列以擇要簡明為原則。 

2.各子計畫應珍視資源並依預定進度定期召開會議管控進度。 

十一、獎勵與考核 

   (ㄧ)執行計畫有功人員簽請校長核予獎勵。 

   (二)本計畫受優質化輔助方案自主管理考評小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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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經費需求 
單位：仟元 

年  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  計 

105 年度(8 至 12 月) 150 0 150 

106 年度(1 至 07 月) 75 0 75 

總  計 225 0 225 

十三、本實施計畫經高職優質化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後，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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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大誠高中「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實施計畫 

一、 依據：本校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5-3-1 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實施計畫。 

二、 目的：因應學生個別差異與發展，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彰顯學校發展特色。 

三、 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 辦理日期：自 105學年度起至 107學年度止 

五、 參加人員：本校學生 

六、 實施內容：各科專業知識與技術，於選修課程中培養，如規劃中式點心特

色課程，新娘秘書特色課程及室內空間設計、建築等證照課程。  

七、 實施方式： 

(ㄧ)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規劃開設跨班選修科目，每學期 2學分，並逐 

    年增加。 

(二)安排跨班選修課上課時段、教師撰寫跨班選修課程綱要。 

(三)印製跨班選修課程手冊：1.流程圖 2.選課須知及選課表 3.開課教 

    師、各課程綱要。 

(四)選課說明會，說明課程實施方式及選課細節。 

(五)學生繳交選課單，確定開課科目、上課地點及學生名單並行公告。 

(六)選修課期末評量，課程結束後檢討本學期開課狀況，作為爾後參考。 

八、 本實施計畫經高職優質化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11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中「邀請業界產學研發」實施計畫 

ㄧ、依據：本校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5-3-2 邀請業界產學研發實施計畫。 

二、目的：提升學生實務技能，增強就業能力。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辦理日期：自 105學年度起至 107學年度止 

五、參加人員：本校學生 

六、實施內容：與合作產業，小林髮廊、曼都髮廊、臺灣美容美髮造型技術交 

    流協會、喜來登飯店、晶華飯店、李顯榮建築事務所，合作深化群科與產 

    業的鏈結。  

七、實施方式： 

    (ㄧ)每學年辦理 5次創新研發。 

    (二)參訪合作特色產業，瞭解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八、本實施計畫經高職優質化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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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大誠高中「邀請科大教師教學創新」實施計畫 

ㄧ、依據：本校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5-3-3 邀請科大教師教學創新實施計畫。 

二、目的：提升教學品質，加廣課程深度。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辦理日期：自 105學年度起至 107學年度止 

五、參加人員：本校學生 

六、實施內容：與策略聯盟之技專院校，中華科技大學、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海洋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及蘭陽技術學院，挹注師資及設

備，合作開發各科特色課程。  

七、實施方式： 

    (ㄧ)每學年辦理 5次教學創新。 

    (二)參訪各策略聯盟技專院校，促進交流及學習。 

八、本實施計畫經高職優質化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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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大誠高中「辦理各科專業競賽活動」實施計畫 

ㄧ、依據：本校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5-3-4 辦理各科專業競賽活動實施計畫。 

二、目的：透過競賽活動，激發學生創意與專注力，以呈現特色課程教學成果。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辦理日期：自 105學年度起至 107學年度止 

五、參加人員：本校各科學生 

六、實施內容： 

    (ㄧ)餐飲類：中、西餐及烘焙(薑餅屋、蛋糕裝飾)。 

    (二)時尚造型類：美容、美髮、美甲、美睫整體造型。  

    (三)室內空間設計類：手、電繪製圖及模型製作。 

    (四)建築科：手、電繪製圖及模型製作。 

七、實施方式： 

    (ㄧ)每學期辦理各科專業競賽各 1次，上學期配合校慶系列活動，下學期 

        配合畢業展活動。 

     (二)取前三名及佳作若干，頒發獎狀乙幀及記功獎勵。 

 八、本實施計畫經高職優質化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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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大誠高中「適性就近入學宣導」實施計畫 

ㄧ、依據：本校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5-3-5 適性就近入學宣導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配合十二年國教，提高社區國中就近入學率。 

   (二)加強國中生認識技職教育，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引導國中生適

性就讀技術型高中 

   (三)行銷學校辦學成果，展現類科特色，增強與學區內的國中小和大學之區

域夥伴關係。 

   (四)提供社區國中教師及家長認識技職教育，進而協助學生就近順利升學。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辦理日期：自 105學年度起至 107學年度止 

五、參加人員：社區國中生、教師、家長 

六、實施內容： 
   (一)適性就近入學宣導 

       1.積極參與國中升學博覽會、入班宣導： 

         結合社區資源展現學校特色，加強社區認同學校辦學成果，引導國中 

         生適性就讀技術型高中。 

       2.辦理類科說明會： 

         邀約九年級學生、家長參加，透過簡報、實作、教學環境參觀，展現  

         學校辦學特色與成果，強化就近入學的選擇。 

   (二)生涯進路試探 

       1.辦理職業試探班： 

         針對七、八年級生，規劃實作課程，啟發國中學習技能的興趣、增進  

         國中生對工作世界及技職教育的認識，了解自我興趣，探索未來生涯 

         發展。 

       2.國三到校參觀： 

         配合國中端的生涯輔導課程，提供多元選擇，強化技職教育的認知，  

         發展個人未來潛能，落實學生適性學習發展。 

       3.寒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 

         邀請九年級生利用寒假參與研習營，透過一天的體驗活動，啟發國中 

   學習技能的興趣、增進國中生對工作世界及技職教育的認識。 

  (三)社區特色宣導 

   1.職業類科實作體驗班： 

         針對社區國中教師及家長辦理實作體驗班，不但促進與社區內國中小   

         和大學的區域夥伴關係，也讓社區深入了解技職教育的重要性，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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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協助宣導，增進社區對學校的認同感。 

       2.國中教師技職教育深度研習 

         協助國中教師認識技職體系之學習內容、教學特色及進路發展。使國  

         中老師了解技職體系，進而發揮協助學生適性就學選擇之輔導。 

 七、實施方式 

    (一)辦裡國中生職業試探體驗活動：透過各種職群介紹，讓國中生了解職 

        業類科的學習目標及特色，加強學生對職科的認知及發現自我興趣， 

        並做好相關的升學規畫。 

    (二)辦理九年級職業類科說明會，了解本校辦學特色，提升國中生就讀本 

        校動機及意願。 

    (三)辦理社區類科實作體驗營，讓國中教師及家長深入了解技職教育，進 

        而協助學生做好升學規畫。 

 八、本實施計畫經高職優質化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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