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計畫填報及計畫檢視原則說明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祝仰濤主任

111年10月25-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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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檢視計畫

線上填報作業

檢視作業說明

檢視重點

特別說明

線上填報系統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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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檢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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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課程檢視計畫－填報學校
統計日期：111.10.20

類別/校數

檢視主管機關
技術型高中

普通高中
附設專業群科

其他 合計

教育部國教署 90 42 1 13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7 9 2 28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5 7 0 22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6 14 0 20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9 17 1 27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 3 0 12
縣(市)政府、其它單

位 0 5 3 8

合計 146 97 7 250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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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檢視計畫－工作項目及辦理時程

• 課程檢視：課程實施前一年度11~12月，學校課程

計畫送檢視。

• 課程公告：各校應於該年度新生入學半年前完成課

程計畫備查，並將核予備查之課程計畫於學校網頁

公告。

• 課程實施：每學年入學新生，三年修業期間適用。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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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0月25、26日，辦理線上填報研習。

• 111年10月27日～11月13日，辦理111學年度
第二學期各年級尚未實施之課程計畫調整線上
申請。

• 111年10月27日~11月30日，各校進行112學
年度課程計畫線上填報。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以上期程為預訂，確切日期以填報系統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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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檢視計畫－工作期程(1/3)



課程檢視計畫－工作期程(2/3)

• 111年12月5日~12月12日，第1次檢視作業。

• 111年12月14日~12月27日，第1次檢視結果開放查詢及
開放填報系統。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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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期程為預訂，確切日期以填報系統公告為準==

課程檢視計畫－工作期程(3/3)

• 111年12月28日~112年1月3日，第2次檢視作業。

• 112年1月4日~1月12日，第2次檢視結果開放查詢及開
放填報系統。

• 112年1月13日~1月18日，第3次檢視作業。

• 112年1月30日~2月24日，第3次檢視結果開放查詢及開
放填報系統，並由主管機關辦理輔導會議或到校輔導。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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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期程為預訂，確切日期以填報系統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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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線上填報作業

課程已
實施

課程未
實施

學 校 須 函
文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並 副 知 計
畫 檢 視 單
位。

學校至課程計畫
填報系統線上申
請

申請課程調整－申請方式

新北市學校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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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6/15
學校可線上申請尚未
實施之各學期課程調
整

新學年度課程
計畫填報期程

每年度第

1
次申請

每年度第

2
次申請

6/16~8/15
學校僅可線上申請新
學年即將開課之課程調
整

10/27至11/13前
線上申請該學年度
第 二 學 期 尚 未 實
施之課程調整

申請課程調整－申請期程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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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申請_一般班適用
一、至課程計畫填報系統填寫課程計畫調整申請表
二、至課程計畫填報系統上傳

1.學校課發會紀錄及簽到表影本
2.課程計畫調整申請表(須核章)

三、主管機關核准後，檢視單位線上檢視，通過者進
行課程編碼。

四、主管機關函發學校備查文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申請課程調整－調整程序

課程未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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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申請_特招班、實驗班(含原民)、體育班等適用

一、至課程計畫填報系統填寫課程計畫調整申請表

二、至課程計畫填報系統上傳

1.學校課發會紀錄及簽到表影本

2.課程計畫調整申請表(須核章)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申請課程調整－調整程序

課程未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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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申請_特招班、實驗班(含原民) 、體育班等適用

三、主管機關核准後，學校至課程計畫填報系統
依申請表內容調整課程計畫。

四、學校配合各班別規定辦理課程計畫檢視作業
五、主管機關函發學校備查文，課程計畫平台進

行課程編碼。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申請課程調整－調整程序(續)

課程未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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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行文至主管機關(正本)、臺中家商(副
本含附件)、特招班加會台南海事學校

並檢附
1.學校課發會紀錄及簽到表影本
2.課程計畫調整申請表(請至填報平台下載

最新版本word檔，並核章)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申請課程調整－調整程序

課程已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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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機關核准後，學校至課程計畫填
報系統依申請表內容調整。

三、學校配合各班別規定，辦理課程計畫
檢視作業。

四、主管機關函發學校備查文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申請課程調整－調整程序(續)

新北市學校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課程已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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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課程計畫線上填報

技術型、體育班(採技術型課程)、

特色招生班(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實驗班 、原住民實驗班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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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自規定時程填報

填報
對象

填報
時程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檢視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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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教署召開檢視會議，檢視學校課程計畫。

非國教署轄管縣市立學校：參與國教署檢視會議

新北市：期程請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公文辦理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檢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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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方式
• 教育部國教署與各縣市教育局分別遴聘檢視委

員(依群科)
委員由工作圈委員、課綱小組、專家學者、
群科中心學校、高職優質化團隊委員、技術
型高中代表等組成。

• 召開檢視原則共識會議
• 檢視內容

各校填報之112學年度「課程計畫」
• 檢視作業

依群別分組檢視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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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原則共識會議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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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結果

•通過

•補充說明或修正後再檢視

專業群科或共同部分個別檢視已通過者，

若因考量學校整體規劃，仍請配合調整進

入補充說明或修正後再檢視狀態。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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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通過_課程計畫檢視中心

1.陳報國教署通過檢視

學校名單

2.國教署(主管機關)

函示准予備查學校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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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通過_學校

學校於學校網站公告

已備查之課程計畫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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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檢視重點

112 學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檢視原則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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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線上填報－檢核依據



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叁、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 須呈現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的詮釋(次項)。

肆、課程發展組織要點
• 學校應依課程綱要總綱之規定組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其組織

成員須含行政人員、各年級及領域/群科教師代表、教師組織代
表、家長委員會代表、專家學者、產業界人士及學生代表，並得
納入社區/部落人士。

• 組織要點之內容應含組織與運作方式，以及校務會議通過之日期。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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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伍-1

伍、課程發展與規劃

1. 一般科目教學重點應依總綱及領綱核心素養課程規劃，落
實於該科目的教學重點，其文字敘述則以教師角度撰寫。

2. 一般科目應與專業科目合作，從提升該群科學生專業學習
角度上，融入一般科目之教學規劃與策略，提升學生專業
能力學習的基礎知能。

3. 「一般科目教學重點與學生圖像對應表」應確實填寫及勾
選對應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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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伍-2
伍、課程發展與規劃

4.科教育目標應依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目標、群教育目標、
學校特色、產業人力需求及群核心能力等條件，訂定明確之科教
育目標，並相互對應產業人力需求及科專業能力。
科教育目標之撰寫應以學校培育人才的角度撰寫

5.科專業能力應依據課程綱要之基本理念規劃，參照該群之基礎知
識、能力及素養，並考量學校發展之特色、職場人才之需求、學
生生涯之發展，以及該科別之專業屬性與職場發展趨勢等研訂。
科專業能力之撰寫宜以學生具備能力的角度撰寫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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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伍-3

伍、課程發展與規劃

6.科教育目標和科專業能力均應有「終身學習」及「職
業道德」的項目內容

7.「科教育目標、科專業能力與學生圖像對應表」應確
實填寫及勾選對應

8. 群科課程規劃應以科為單位分別規劃，「ΟΟ群ΟΟ
科課程規劃與科專業能力對應檢核表」以科為單位，
1科1表，並確實填寫及勾選對應。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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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伍-4

伍、課程發展與規劃

9.科課程地圖應包含學校願景或學生圖像(擇一項)、
科別名稱、年級、學期、部定科目、校訂科目、學
分數、團體活動、彈性學習時間、「校訂多元選修
科目」與「科教育目標、科專業能力或學習進程及
進路發展」

10.科課程地圖須呈現「校訂多元選修科目」與「科
教育目標、科專業能力或學習進程及與進路發展
的」連結關係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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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伍-5

伍、課程發展與規劃

11.校訂課程適切融入部定19項重要議題，校訂課程

註記議題融入之教學科目，應於教學大綱中敘明。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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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陸-1

陸、群科課程表

1. 部定一般科目各領域之科目學分數應符合總綱之規範

2. 數學領域除部定學分外，B、C版本可在校訂科目中補
足學分數，科目名稱仍為「數學」。

3. 自然領域依學校選定版本開設學分。採用「物理」B
版應於第一學年開設4學分，「生物」B版應於第一學
年開設4學分。

4. 科目內容有其學習先後順序者，應依序開設。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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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陸-2
陸、群科課程表

5.  科目所設置之學年、學期或學分數，不符一般科目領綱
及群科課程綱要建議之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開設者應說
明。

6. 校訂科目每一科目規劃以每學期 2~4 學分為原則，不
符者應說明。

7. 校訂科目應符合「不可重複開設相同內容之課程」原則

8. 校訂必修科目須規劃於高二下或高三開設「專題實作」
2~6學分，其餘學期不得開設。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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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陸-3
陸、群科課程表

9.  校訂必修科目與部定必修科目之學分數合計，不得超過畢業
及格學分數160學分。

10.新增或修改校訂科目應規劃教學綱要

11.多元選修方式應採同科單班選修、同科跨班選修、同群跨科
選修或同校跨群選修等方式擇項開課，供學生選修。

12.多元選修方式如跨不同科目屬性開設，其專業科目、實習科
目，開設學分數應滿足專業與實習80學分之畢業條件。

註：若校訂多元選修之科目中含有一般科目、專業科目或實習
科目同時跨屬性選修者，不予以計算於80學分之中。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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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檢核重點陸-3 -12特別說明_跨屬性多元選修

4+5+8=17 4+4+4+4+3+2=21

AB3選1

AB3選1

AB3選1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此跨屬性4學分，
於規劃學分數時，
暫不列入專業與
實習80學分之畢
業條件中。



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陸-4

陸、群科課程表

13.校訂選修如為原班級選修，備註欄不得填寫多選一(多擇
一)。

14.校訂選修科目應開設學生應選修學分數之1.2倍以上之選修
課程。其中開設多元選修方式科目，應讓學生修習應選修
學分數之0.2倍以上學分數。

15.校訂科目中專業及實習科目之科目名稱或教學綱要應符合
科目屬性及名稱檢核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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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學分×0.2＝5.2≒6學分，是應讓學生修習多元選修的總學
分數。
但本例子，學生於同時段開課只有選修到2學分(AB 4選1)，
但學校以為是開設了 8 學分選修。

檢核重點 陸-4 -14 特別說明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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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陸-5
陸、群科課程表

16.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學分數應開設45學分以上

註：若多元選修之科目中含有一般科目(或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同時跨屬
性選修者，不予以計算於45學分之中。

17.同科單班及同科跨班不宜開設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18.同時段開課科目之授課年段與學分數應一致

19.科目名稱不得有英文、阿拉伯數字、羅馬數字及括號、符
號(如單引號(‘ )、雙引號(“ ) 、半型逗號( , )、 連續
da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例外：專有名詞無中文時得使用英文名稱)
39

檢核重點陸-5 -16特別說明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40

實例:
該校於部定必修實習科目+校
訂必修實習科目+校訂選修實
習科目原班級選修共開設42學
分，AU及AV兩組多元選修，
雖也有開設實習科目，但不確
定學生是否會選，故不能計入。



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捌-1

柒、團體活動時間實施規劃

1. 每學期每週團體活動時間2~3節，每學期之總節數為36-
54節(其中班級活動每週1節，每學期之總節數為班會18
節)。

2. 社團活動每學年不得低於24節

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1. 每學期每週0-2節，六學期每週單位合計需 4~12節。

2. 訂定「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規定」且註明Ο年Ο月Ο日第Ο
次課發會通過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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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捌-2
捌、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規劃

3. 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得併入「彈性學習時
間實施相關規定」，但應獨立條目陳列。

4. 課程類型為「充實(增廣)性教學」或「補強性教學」，
且為全學期授課者，一、二年級每週至多一節(三年級不
受每週一節之限制)，須檢附教學大綱敘明授課內容，並
不得開設輔導升學或技能檢定等課程。

5. 全學期授課且採計學分之「充實(增廣)性教學」或「補
強性教學」，其課程名稱應為：OOOO(彈性)。

6. 「自主學習」為必規畫項目(系統自動產生)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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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填報－檢核重點 玖

玖、學生選課規劃與輔導

1. 各科別基礎性課程不宜由該科別與他科學生同時段選
修，以免學生重複學習。

2. 各科別進階性科目不宜由該科別與他科學生同時段選
修，以免他科學生缺乏先備知識。

3. 選課輔導流程規劃流程圖含選課輔導及流程

4. 選課輔導流程規劃日程表須列入選課宣導、學生選課
及教師提供諮詢輔導、正式上課、加退選及檢討

5. 具體說明各項選課輔導措施之內容。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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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



1.本土語言/臺灣手語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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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定必修語文領域須開設本土語言/臺灣手語

2學分

(2)本土語文包含閩南語文、客語文、原住民族

語文、閩東語文、其他具有傳承危機之國家

語言

(3)學生選擇其中一項語別進行學習，並由學校

調查學生實際需求與意願開課。

1.本土語言/臺灣手語(續)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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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報系統開設20科目供學校開設課程

閩南語文、客語文、閩東語文、台灣手語

原住民族語文-阿美語、原住民族語文-泰雅語

原住民族語文-排灣語、原住民族語文-布農語

原住民族語文-卑南語、原住民族語文-魯凱語

原住民族語文-鄒 語、原住民族語文-賽夏語

原住民族語文-雅美語、原住民族語文-邵 語



1.本土語言/臺灣手語(續)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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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報系統開設20科目供學校開設課程(續)

原住民族語文-噶瑪蘭語

原住民族語文-太魯閣語

原住民族語文-撒奇萊雅語

原住民族語文-賽德克語

原住民族語文-拉阿魯哇語

原住民族語文-卡那卡那富語

1.本土語言/臺灣手語(續)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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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第一學年實施為原則，亦可於其他學年

實施，三學年共開設2學分。

非開設於第一學年者須說明

(6)各科目得開設1/1、2/0、0/2，合計2學分

學生選擇其中一項語別進行學習。

(7)校訂科目開設原住民族語文，於同一學期

不得開設與部定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



2.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部定必修
與校訂一般課程合計開設6 學
分原住民族語文課程

若開設於彈性時間且授予學分，課
程名稱為「原住民族語文- 語別(彈性)」

例:原住民族語文-阿美語(彈性)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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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校須上傳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1)上傳112學年度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2)上傳110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含110學年度
一年級~三年級課程)學校得依實際需求上傳

(3)有關學校課程評鑑結果，學校於本年度上傳
課程計畫時檢附之課發會會議紀錄，須包含
108~110學年度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檢討。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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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科學領域(技術型)

 自然科學領域：包括「物理」、「化學」

及「生物」三科目，學校可彈性開設，學

生至少修習二科以上，合計為4~6學分。

 學校可依開設學分數自行選用適用版本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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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檢出，請配
合修正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與地理對開

與歷史對開

因師資問題，可採以科為單位，不同科開設於不同年段。
若因班級數過多，無法以科切割，得採班級對開方式處理。

備註欄備註
對開科目

5.其他注意事項-1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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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班選修
備註欄不用備註

原班級選修≠
同科單班

科目名稱不
用加冊別

5.其他注意事項-2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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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2

2

2

(2)

上下學期相同內容
科目，以括弧表示

5.其他注意事項-3

AN3選1

AN3選1

AN3選1

AO3選1

AO3選1

AO3選1

每一組多元選修每學
期至少一科目學分不
打括號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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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其他注意事項-4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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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開設學分數不
足或超過學期應修
學分數

5.其他注意事項-5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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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學分數開設不足校訂應選修學分數之0.2倍

系統計算

紅字警示



進修部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多元選修系統設定問題

Case 3：
學校僅設定「多元選修方式」，
未於系統設定「同時段開課」

Case 1：
若設定正確，系
統會自動編碼兩
位英文字母(多
元選修分組)，
將多餘備註文字
刪除

Case 2：
學校自行輸入同
科單班，未從系
統設定，編碼時
會視為原班級選
修，請學校務必
要同時設定多元
選修方式，以及
同時段開課

59

5.其他注意事項-6
系統自動編碼
兩位英文字母

科目屬性(一般、專業、實習)開設錯誤

將專業或實習
科目誤開設於
一般科目

進修部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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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注意事項-7



5.其他注意事項-8
產學攜手專班學分數以括號標示，並標示適用對象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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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1
科目名稱不宜過長、贅字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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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人養成(課程包含國際教育、美感教育、科技教育、服務學習、讀書方法、

主題探索供學生選擇)

• 快樂學習日語III-1(充實中級階段的日語能力III)

• 微課程-行腳天下—文學中的旅行地圖

• 微課程-當小說遇上電影：解析 「Les Miserables悲慘世界」的真實與虛構

• 簡易浮雕文創作品設計與製作初階(永藏記憶立體相片實作)

• 單兵戰鬥教練-攻擊前準備、炮擊及毒氣、變換射擊位置



彈性學習時間科目名稱不宜以籠統、概括性名稱命名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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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競賽活動(排球、籃球、桌球、大隊接力、趣味競賽)

• 生活應用課程-設計思維 雲端實務運用 商業知能 咖啡基礎實務 基礎廚藝應用
基礎彩妝

• 職場應用課程-圖書館運用 展場布置 商業禮儀 簡報製作 口語表達 主題活動學
習

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2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與開設學期不符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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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3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每週開設節數與課程實際每週開設節數不符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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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4

彈性學習開設科目數不足，每學期只開6科目，造成學生必選，且上下學期科目相同

專業英文 專業英文

勞作教育 勞作教育

VR虛擬實境應用 VR虛擬實境應用

虛擬影視製作 虛擬影視製作

新點子創作 新點子創作

智慧機器人應用實務 智慧機器人應用實務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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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5



彈性學習時間開設選手培訓，宜以全校各科為適用對象，以維學生權益

67

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6

68

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7_(1)
若學校每學期總學分數已達上限32學分，

則彈性學習時間不得授予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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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7_(2)

每學期總學分數上限為32學分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彈性時間授予學分數 ≦ 32)

70

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7_(3)

每學期總學分數上限為32學分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彈性時間授予學分數 ≦ 32)



每學期總學分數上限為32學分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彈性時間授予學分數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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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7_(4)

每學期總學分數上限為32學分

(必選修學分數總計+彈性時間授予學分數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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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7_(5)



彈性學習時間一、二年級若規劃每週2節，則學校不可全數規劃增廣/
補強全學期授課每週1節科目(有無授予學分皆然) ，因雖全學期授課科
目規劃1節/週，但學生須選2科目(每週2節彈性時間)，則仍違反總綱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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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8

彈性學習時間開設確立後，請按檢視做系統檢核，若有錯誤，會有紅字警示。

進修部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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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學習時間注意事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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