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  七  年級 家政 科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

表 

 

教師姓名：   曹瑟宜                 教材來源： 康軒課本              班級：                     

 

學習

目標 

一、覺察經營美好生活所需培養的能力。 

二、透過團隊合作，學習運用各種資源，以找到合宜

的解決問題方法。 

三、認識烹飪食材及學習烹飪過程及技巧。 

 

節數 20節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對應能力

指標 
重要議題融入 作業/評量方式 備註 

一 08/28～08/31 我要我們在一起 
2-4-2 

4-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表現  

二 09/01～09/07 我要我們在一起 
2-4-2 

4-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表現 
9/3~9/4九年級 

第一次複習考 

三 09/08～09/14 生活變變變 
2-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報告 
09/14 上班上課 

(補行09/20) 

四 09/15～09/21 生活剪貼簿 
2-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9/19中秋節 

9/20調整放假 

五 09/22～09/28 生活點子王 

2-4-1 

2-4-6 

2-4-7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報告 

學習單 

9/25~9/27 

九年級畢旅 

 

六 09/29～10/05 生活小記者 

2-4-1 

2-4-6 

2-4-7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七 10/06～10/12 生活一點通 

2-4-1 

2-4-6 

2-4-7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個人報告 
10/10國慶日 

 

八 10/13～10/29 美麗人生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10/15~10/16 

第一次定期評量 



九 10/20～10/26 生活樂趣大發現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報告  

十 10/27～11/02 我的創意盒 
2-4-1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十一 11/03～11/09 創意點子大集合 

 

2-4-1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報告 
11/8校慶預演 

11/9校慶 

十二 11/10～11/16 生活達人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個人作品 11/11校慶補假 

十三 11/17～11/23 居家錦囊妙計 
2-4-1 

2-4-6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十四 11/24～11/30 烹飪小偵探 
2-4-1 

4-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11/28~11/29  

八年級露營 

十五 12/01～12/07 美味關係 
2-4-1 

4-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討論 
12/2~12/3 

第二次定期評量 

十六 12/08～12/14 料理東西軍 
2-4-1 

4-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12/11 

七年級校外教學 

十七 12/15～12/21 我是小廚師 
2-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作品 
12/19~12/20九年級

第二次複習考 

十八 12/22～12/28 料好食在 
2-4-1 

4-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12/24~12/26 

各年級作業抽查 

十九 12/29～01/04 食譜大全 
2-4-1 

4-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1/1開國紀念日 

二十 01/05～01/11 忠孝大主廚 
2-4-1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分組作品 

 



二十一 01/12～01/18 

 

回顧課程 

2-4-1 

2-4-6 

2-4-7 

4-4-4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學習單 
1/16~1/17 

第三定期評量 

給分依據及 

家長注意事項 

一、 給分依據 

 日常評量： 

 
1.個人作品 40% 

2.分組報告 45% 

3.個人上課表現 10% 

4.其他 5% 

 

 定期評量： 

 

 

 

 

二、 家長注意事項 

 

請家長協助叮嚀學生完成上課規定之作品及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