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料 

班級：202、204、206、208、

210、212 

科目：家政 教科書版本：華興 

每週時數： 2 小時 任課教師：李靜慧 

 

課程目標：  

1.增進高中學生的家庭生活素養  

2.培養自立與生涯發展的能力，以積極面對生活挑戰  

3.建立健康家庭所需知能，以啟發生命價值效能  

 

教學目標： 

1.激發「自我學習」的潛力，引導學生從多元管道獲取個人、家庭生活相關的知識。  

2.培養「帶得走」的生活技能，幫助學生學會用「對」的方式經營「好」的生活。 

3.孕育「生活美學」的鑑賞能力，增進學生未來個人及家庭生活之美好發展課程目標：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1 8/30-9/2 

28祖父母節。29備課日、期初教務

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圖書館

工作會議、學務會議暨導師會議、期

初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30

開學日、教科書發放、高一新生選社

開始、第 1學期午餐補助申請開始。

31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議、公布跨班

選修選課結果。1高二跨班選修課開

始。2高三、高一跨班選修課開始、

社團博覽會。1-2班級幹部講習。 

課程預備及介
紹、分組 

 

2 9/5-9/9 

5-30 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力競賽校

內初選。5-6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考。6

高一新生選社截止、高一二導師自主學

習社群共備研習。7 校內環境知識競

賽。9中秋節。 

塑造良好個人形
象 

量身講義 

3 9/12-9/16 

12全校防災演練(無預警)、國語文競

賽報名開始、高三班輔:多元入學方案

說明(社團)、高三班際籃球賽。14英

文作文比賽、校內環境知識研討講座。

16高一新生轉社申請開始。17學校

日。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體重管理 體脂測量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4 9/19-9/23 

19英文單字比賽初賽。20高一新生轉

社申請結束(12:30鐘聲響畢截止)。21

全校防災演練、字音字形比賽。22-28

敬師週。2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烹飪準備課程、食
譜講解 

學習單、食譜（一） 

5 9/26-9/30 

26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英文演

講比賽。28英文單字比賽複賽。1臺北

市環境知識競賽。 

烹飪實習（一） 烹飪教室 

6 10/3-10/7 

3高一新生 X光檢查(13:30-16:00)、

高二作文比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施測。5高一新生心臟病篩檢。6高一

新生尿液初檢。十月生命教育月。 

小組報告(一)、小
組報告（二） 

報告專題：服飾消

費搜索線 

報告專題：服飾新
科技 

7 10/10-10/14 

10國慶日、閱讀心得寫作截止收件(中

午 12:00)。13-14全校第一次期中考。

14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開始。15代聯

會校慶舞會、小論文比賽截止收件(中

午 12:00)。 

安全美食通、食譜
講解 

食譜（二）、學習單 

8 10/17-10/21 

17 校內科展開始報名、高一高三作文

比賽。20 閩南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

一新生尿液複檢。22大考英聽測驗(第

一次)。高一實施興趣量表測驗。 

烹飪實習（二）       烹飪教室 

9 10/24-10/28 

26-28高一新生健檢。27客語、原住民

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量表

解釋。 

小組報告（三）、
小組報告（四） 

報告專題：台灣的

產地到餐桌 

報告專題：食物的
媒體分析 

10 10/31-11/4 

31高二法治教育講座、書法比賽。1-2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考。2高一國語朗讀

比賽。3高二國語朗讀比賽。4臺北市

學生音樂比賽結束。5-13 2022年第三

屆臺灣科學節。 

個人形象管理/術
科練習：打領帶 

家政綜合教室；熨
燙、領帶講義 

11 11/7-11/11 

7高二班際籃球賽。10 國語演講比賽。

11第二外語朗讀暨日語演講比賽。高

一性向測驗解釋、甄選入學高三家長說

明會。 

個人形象管理/術
科練習：熨燙 

家政綜合教室 /帶
學校短袖制服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術科考試：熨燙與
打領帶 

家政綜合教室/帶領
帶、學校短袖制服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14 11/28-12/2  

小組報告（五）、
食譜講解 

報告專題：智慧家

居 vs 綠家居 

食譜（三） 

15 12/5-12/9 
5高一班際桌球賽。7教科書書評會。

10大考英聽測驗(第二次)。 

烹飪實習（三） 烹飪教室 

16 12/12-12/16 
12期末教務會議、高一校園愛滋防治

講座。14-15高三第三次學測模考。 

小組報告(六) 

遇見健康家 

報告專題：台灣與
世界的家庭 

17 12/19-12/23 

19數學盃英雄榜競賽、期末轉社申請

開始。19-20高一、高二作業抽查。19-22

期末教學研究會。 

術科考試說明、預
約好情緣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烹飪術科考試 烹飪教室、綜合教
室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預約好情緣  

20 1/9-1/13 

9-13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

12-13全校實施遠距教學（13高三參加

學測）。13-15大學學測。 

成績結算、教室整
理、期末回饋 

 

21 1/16-1/20 

17-18高一高二期末考。19休業式、期

末大掃除、期末轉社申請結束(12:30

鐘聲響畢截止)。20調整放假(7補班補

課)、寒假開始。21-29春節連假。 

期末考  

 

作業內容及評量方法： 

 

成績計算： 

1. 期末測驗 20％ 範圍為家政全冊及上課之內容 

2. 小組報告 15％ 口頭報告+ppt呈現 

3. 課程活動單 20-25％ 上課的學習單、烹飪實習測驗題及心得 

4. 實習操作測驗 25％ 熨燙考試 10％，領帶考試 5％， 烹飪實作測驗 10% 

5. 實習操作 10-15% 烹飪實習及熨燙實習（包括小組合作情形、表現成果、善後工作

表現） 

6. 課程參與及貢獻 5-10％ 包括上課參與、上台報告表現、出席、課本用品攜帶、上課態度

等，擔任家政小老師及組長者，期末加總分 3-5分 

7. Bonus 5％ 指定書目（詳見書單）之閱讀心得報告(格式請參照中學生網站閱

讀心得寫作規定) 

各項成績比例會依各班實際授課內容及疫情指引修正調整之 

 

 

 



課外閱讀(optional)： 

指定書單 

1.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Sara Bongiorni 著 早安財經 2007 年 

2.時間地圖／勒范恩 台灣商務 1999 年 

3.衣裝密語-中國民族服飾文化象徵／鄧啟權著 發達網 2006 年 

4.服裝密碼／費雪莫金著／米娜貝爾出版 2003 年 

5.流行溝通／巴納爾著 桂冠 2004 年 

6.愛上制服／保羅‧福塞爾著／麥田出版 2004 年 

7.解讀服裝／Alison Lurie 著／商鼎出版 1983 年 

8.當筷子遇上刀叉／杜莉、孫俊秀、高海薇、李云云著／塞尚圖文 2008 年 

9.慢食之後／謝忠道著／時報出版 2011 年 

10.從餐桌到產地／好吃編輯部／麥浩斯出版 2013 年                  

11.可怕的食品添加物／安部司著／世潮出版 2014 年 

12. 從 0 到 1／彼得‧提爾, 布雷克‧馬斯特著／天下雜誌出版 2014 年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D%9C%E8%8E%89%E3%80%81%E5%AD%AB%E4%BF%8A%E7%A7%80%E3%80%81%E9%AB%98%E6%B5%B7%E8%96%87%E3%80%81%E6%9D%8E%E4%BA%91%E4%BA%91&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BD%BC%E5%BE%97%E2%80%A7%E6%8F%90%E7%88%BE&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B8%83%E9%9B%B7%E5%85%8B%E2%80%A7%E9%A6%AC%E6%96%AF%E7%89%B9&f=author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料 

班級：214 216 218 220 222 科目：家政 教科書版本：華興 

每週時數：   2 小時 任課教師：鄭忍嬌 

課程目標：依據 108 年家政科課程綱要 

一、 培養健康家庭知能、生活應用與創新能力、及國際視野。 

二、 提升個人及家庭生活品質。 

三、 增進家庭生活素養。 

 

教學目標： 

一、 透過「做中學」，培養「帶得走」的「飲食」、「衣著」、「生活管理」和「家庭」

生活能力。 

二、以人際關係與愛、生活管理、生活實務為核心內涵，練習決策管理，提升用「對」

的方式過「好」的生活的能力。 

三、涵養「生活美學」鑑賞力，促進個人與家庭的健康發展，增進幸福感。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 8/30-9/2 

28祖父母節。29備課日、期初教務

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圖書館

工作會議、學務會議暨導師會議、期

初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30

開學日、教科書發放、高一新生選社

開始、第 1學期午餐補助申請開始。

31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議、公布跨班

選修選課結果。1高二跨班選修課開

始。2高三、高一跨班選修課開始、

社團博覽會。1-2班級幹部講習。 

課程簡介、評
量說明 

選小老師、分
組 

課程進度 

與作業內 

容會依學 

生學習成 

效或實際 

授課需要 

調整。 

2 9/5-9/9 

5-30 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校

內初選。5-6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考。6

高一新生選社截止、高一二導師自主學

習社群共備研習。7 校內環境知識競

賽。9中秋節。 

誰來 party？ 

青少年飲食+

量身 

量身學單 

 

3 9/12-9/16 

12全校防災演練(無預警)、國語文競

賽報名開始、高三班輔:多元入學方案

說明(社團)、高三班際籃球賽。14英

文作文比賽、校內環境知識研討講座。

16高一新生轉社申請開始。17學校

日。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塑造良形象 1 
打領帶 

領燙學單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4 9/19-9/23 

19英文單字比賽初賽。20高一新生轉

社申請結束(12:30鐘聲響畢截止)。21

全校防災演練、字音字形比賽。22-28

敬師週。2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塑造良形象 2 

打領帶術考 

熨燙襯衫 

領燙學單 

 

5 9/26-9/30 

26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英文演

講比賽。28英文單字比賽複賽。1臺北

市環境知識競賽。 

臺灣尋味之
旅、幸福小廚
房 1 

日式料理實作
講解 

備食一學單 

 

6 10/3-10/7 

3高一新生 X光檢查(13:30-16:00)、

高二作文比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施測。5高一新生心臟病篩檢。6高一

新生尿液初檢。十月生命教育月。 

烹飪實作 1  

 

7 10/10-10/14 

10國慶日、閱讀心得寫作截止收件(中

午 12:00)。13-14全校第一次期中考。

14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開始。15代聯

會校慶舞會、小論文比賽截止收件(中

午 12:00)。 

樂活綠食妙主
張 

 

報告說明與準
備 

收食一學單 

 

 

8 10/17-10/21 

17 校內科展開始報名、高一高三作文

比賽。20 閩南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

一新生尿液複檢。22大考英聽測驗(第

一次)。高一實施興趣量表測驗。 

行銷優魅力 1 熨燙術科考試 

 

9 10/24-10/28 

26-28高一新生健檢。27客語、原住民

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量表

解釋。 

探索世界好去
處、幸福小廚
房 2 

臺灣小吃實作
講解 

備食二學單 

 

10 10/31-11/4 

31高二法治教育講座、書法比賽。1-2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考。2高一國語朗讀

比賽。3高二國語朗讀比賽。4臺北市

學生音樂比賽結束。5-13 2022年第三

屆臺灣科學節。 

烹飪實作 2  

 

11 11/7-11/11 

7高二班際籃球賽。10 國語演講比賽。

11第二外語朗讀暨日語演講比賽。高

一性向測驗解釋、甄選入學高三家長說

明會。 

低碳綠飲食 

 

綠色煮食實作
講解 

收食二學單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烹飪實作 3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14 11/28-12/2  
樂活綠食妙主
張+行銷優魅
力 1 

報告一、二；
戀愛講義 

收食備三學單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5 12/5-12/9 
5高一班際桌球賽。7教科書書評會。

10大考英聽測驗(第二次)。 

打包行李出發
趣+環保綠衣
裳 

報告三、四；
我們的擇偶排
序 

 

16 12/12-12/16 
12期末教務會議、高一校園愛滋防治

講座。14-15高三第三次學測模考。 

覓資築夢真旅
行+預見健康
家 

報告五、六；
帶衰老鼠死得
快 

 

17 12/19-12/23 

19數學盃英雄榜競賽、期末轉社申請

開始。19-20高一、高二作業抽查。19-22

期末教學研究會。 

從田園到餐桌 食術考試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約好情緣 
周哈里窗 

周哈里窗學習
單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居家綠房子 
收納大觀園 

期末自評與回
饋表 

 

20 1/9-1/13 

9-13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

12-13全校實施遠距教學（13高三參加

學測）。13-15大學學測。 

總複習  

 

21 1/16-1/20 

17-18高一高二期末考。19休業式、期

末大掃除、期末轉社申請結束(12:30

鐘聲響畢截止)。20調整放假(7補班補

課)、寒假開始。21-29春節連假。 

期末考  

 

 

作業內容： 

1.單元學習單 

2.食物製備實習講義一、二、三 

3.課堂報告 PPT 

4.期末自評與回饋表 

評量方法： 

1. 期末紙筆測驗：20％(考試範圍：家政全冊+授課學習單) 

2. 術科測驗：合計 25％ 

3. 小組報告 15% 

4. 課程參與與貢獻：5-10％  

5. 學習單：20-25％ 

6. 食物製備實作實習：10-15％ 

（各項比例依各班實際授課內容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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