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  八  年級 家政 科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

表 

 

教師姓名：   涂泰琦                  教材來源： 康軒課本              班級：                     

 

學習

目標 

一、審視與修正個人穿衣習慣，進一步認識衣料特性

及如何清洗與收納。 

二、考量生活情境需求選擇合宜衣物，參與團隊展示

服裝秀活動。 

三、培養學生基本手縫的技能。 

 

用生命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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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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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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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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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鳴驚人 
2-4-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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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彩萬千 
2-4-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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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 

9/25~9/27 

九年級畢旅 

 

六 09/29～10/05 人要衣裝 

2-4-1 

3-4-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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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身衣變 

2-4-1 

3-4-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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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匙靈 
2-4-1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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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妙方 
2-4-1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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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針線盒（一）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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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11/03～11/09 多彩針線盒（二）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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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校慶預演 

11/9校慶 

十二 11/10～11/16 多彩針線盒（三）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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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布相對（一）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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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11/24～11/30 針布相對（二）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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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11/29  

八年級露營 

十五 12/01～12/07 針布相對（三）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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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2/3 

第二次定期評量 

十六 12/08～12/14 紙上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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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七年級校外教學 

十七 12/15～12/21 小小設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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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12/20九年級

第二次複習考 

十八 12/22～12/28 就是愛手縫（一）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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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12/26 

各年級作業抽查 

十九 12/29～01/04 就是愛手縫（二）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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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開國紀念日 

二十 01/05～01/11 就是愛手縫（三） 
2-4-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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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01/12～01/18 

 

回顧課程 

2-4-1 

2-4-2 

3-4-3 

4-4-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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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分組報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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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