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年度教育部職業學校設計群科中心學校
全國科主任會議記錄
時

間：103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力行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 鐘校長長生

出席者：（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工作報告：
一、召開各項會議
二、辦理研習活動
三、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
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群科課程綱要研修
五、電子報發行
六、技術型高中群科歸屬專案

叁、提案討論：
案由一：考量各群科對數學內容需求差異性較大，105 課綱「數學」建議分版規劃為三版，
茲說明如下。
說

明：

（1） 此次問卷共計 83 人填答，各方案票數如下表：
票數

方案別

36

方案一：A 版本

4~8 學分。

42

方案二：B 版本

12 學分( 設計群現為 B 版本)

4

方案三：C 版本

16 學分。

1

未勾選

（2） 各方案具體建議如附件一
決

議：本案經表决，方案一獲 34 人同意，贊成率 53%；方案二獲 23 人同意，贊成率 35%。

但依據 83 份問卷統整意見，方案二共獲 42 人同意，贊成率 50%，故將現場意見與問卷意見
共同提交至課綱小組作為參考。討論結果如下：
1. 根據統測中心的考試結果，設計群的數學分數平均落在 30 分上下，在實際授課的教學領
域裡，每周上課節數加上輔導課大約五堂，但學生的數學成績並不如預期。同時學分數
課程的多寡將會影響學生在高職階段技能培養的發展與學習，故在版本選擇上也應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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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到學生在學習上的必要性並且檢討教材是否合宜且適性。
2. 設計群科的數學考題，命題太過艱澀，有時考的比工業類的Ｃ版本還難，但是學生未來
若是須選擇商業設計、工業設計、建築等相關領域，數學也需要一定的程度，所以在命
題方面也不能過於簡單，難易度部分需要審慎評估。針對現行方案 12 學分，若學校有數
學科目上需求，也能自行斟酌增加。
3. 目前討論的學分數將會影響到後續課綱和課程的訂定，若執行方案一 4～8 學分的版本，
在教學現場中會有更大的空間去發展技職教育的專業技能，若維持原案 12 學分，則需要
考量與將來 12 年國教未來技術性高中和技職發展的妥適性。
案由二：「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之建議(應包含那些章節) 。
說

明：

（1） 此次問卷共計 83 人填答，各方案票數如下表：
票數

方案別
方案一：維持 99 課綱「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第一章圖學概說、第二
章儀器及製圖用紙介紹及使用、第三章線條及字法、第四章幾何

44

圖法、第五章正投影視圖、第六章尺度標註及符號識別、第七章
平行投影立體圖法、第八章剖視圖、第九章輔助視圖、第十章展
開圖。

16

20
3

方案二：維持 99 課綱「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但刪除第八章剖視圖
部份。
方案三：維持 99 課綱「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但刪除第十章展開圖
部份。
未勾選

（2） 各方案具體建議如附件一
決

議：本案經表决，方案一獲 38 人同意，贊成率 59%，作為設計群科中心建議。此外，基
於問卷回收意見及現場主任對於「基礎圖學」內容是否增加透視圖單元各有討論，
現場表決，正反人數均為 23 人，未達共識，決定共同提交給課綱小組參考。討論如
下：

1. 基礎圖學目前規劃共 6 學分，作為一門考科，所能學習到的層面真的很基礎，故加入越
多技能，在 6 學分的學習中將會造成學生負擔，也無法達到好的效果。目前討論的層次
是以“群”為考量，各科認為重要的單元，可以列為各校的校訂必修或選修，考試還是
應以大眾的考量作為需求來討論。雖然許多老師希望能夠加入透視圖單元，但可以依照
各校需求發展自我特色，不一定要放入課綱課程內容裡。
2. 基礎圖學，在廣告設計科、美工科和工科背景的需求並不相同，而透視圖，在素描技法
2

中就很需要，若進入到大學端的產品設計、室內設計、空間設計，透視圖法都是很重要
的先備知識，故需要在基礎圖學課綱內容中加入此單元。此外，課綱中的規劃，建議以
基礎單元為重，進階單元以介紹概念為主，高職的課程應追求廣泛，而非單一深入。
案由三：四技二專統測專二「基礎圖學」命題方式之建議。
說

明：

（1） 此次問卷共計 83 人填答，各方案票數如下表：
票數
13
7

方案別
方案一：考 4 題基礎圖學的題目，每題以 10 分鐘的思考畫圖為限，題目不
宜過大或過於艱深，以能考出學生的程度為限。
方案二：應再細分 3 小題較佳，勿以 1 題決生死，亦可涵蓋重點學習內容。
方案三：建議考 2 題，基礎題(原始分 20 分)及進階題(原始分 20 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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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考基本概念如三視圖、立體圖、尺寸標註、幾何圖學。進階題考
剖面圖、展開圖、輔助視圖。

6
8

方案四：考試題目 2 題，由考生自行選擇 1 題作答，應可避免命題集中於單
一單元，1 題決定考生分數。
未勾選

（2） 各方案具體建議如附件一
決

議：本案經表决，方案三獲 48 人同意，贊成率 75%，作為設計群科中心之建議。討論如

下：
教學現場的建議和統測中心無法接軌，意見通常不被採納。此外，改考 4 題，命題的範圍較
廣，可解決考一題過於集中在特定內容的問題，導致考不出學生程度。基礎圖學改為選擇題
出題之後，大學端已點出學生分數很高但不會畫的問題，至於命題內容，需區分出基礎題與
進階題。為了考慮到各科的特性，稀有類科也可把該科應該考的東西放入進階題。

肆、臨時動議
一、圖學命題題意：
(一)圖學展開的線有細實線也有虛線，甚至也出現細鏈線，讓學生無所適從，命題老師還要
學生判斷是屬於圖學的展開還是包裝的展開，可否只有一種標準答案，不要一直為難圖
學老師和這些茫然的學生。圖學命題不管統測或模擬考，命題的題意和語句務必要清楚，
多數學生反應不大懂出題老師的語意。模擬考的分數學生作圖不管有沒有畫，只要一有
錯就全錯，所以有些學生索性放棄，這是很不公平的，建議評分老師要更審慎。
【提案單位：大明高工】
3

(二)此外圖學是有標準答案的，但是統測中心說這是實作題目沒有標準答案，其實是錯誤的，
圖學既然有標準答案就應該公佈。每年全教會都提出要公佈標準答案，已持續五年，但
是統測中心完全不理會，完全是權力的傲慢。

【提案單位：大湖農工】

決議：循課綱問題處理流程，再次反映老師們心聲。
二、課綱內容修訂問題：
(一)105 課綱暨技能模組發展，稀有類科為了維持科的屬性，建議部訂必修 45 學分可降低成
32 學分。（原規定技能模組各科可自行發展，現在又規定不能自行發展）
【提案單位：大安高工】
(二)室內設計科原屬家事類，與室內空間設計科之領域不盡相同，新課綱雖將兩科併為“空
間設計領域”，但在實習科目中，“空間裝修實習課程”對於室內設計科之教學產生極
大問題，因為家事類之室內設計科無“實習工廠”的教學教室與設備，同時也無法採“分
組教學”的教學模式，敬請在編修課程時能依各科之教學考量作最適當的課程設計。
【提案單位：明台高中】
(三)新竹高工室內空間設計科盼請課綱小組進行研議，將群實習科目 34 學分必修科目修正為
18 學分，並針對 105 課綱詳細說明修正方向，並回覆至新竹高工室內空間設計科。
【提案單位：新竹高工】
決議：因各科皆有課綱委員代表，相關問題可先透過各科委員反應，各委員將於課綱小組會
議中提出討論。
三、群科歸屬問題：
設計群提升為設計類，基本上是提高學生未來的發展空間，但是亦有許多新的科別加入設計
類，所以需考量大學端的招生名額會不會因為這些分組而改變？未來後續配套措施若無清楚
規劃，反而有可能限縮學生發展。

【提案單位：北斗家商】

決議：因目前尚未定案，故先以類、群作為基礎架構來討論，日後可再針對細節與實際需求
做研究。
四、攜帶製圖板問題 ：
專二的考科是實作科目，考試時間 100 分鐘，建議比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術
科考試或是建築設計乙級考試的方式讓學生攜帶製圖板。但是亦有老師反映設計科的圖板太
專業，若攜帶進考場，恐有失公平，再者，若能攜帶製圖桌、製圖板，學生勢必購買，增加
負擔。

【提案單位：大湖農工】

決議：經表决，41 人不贊成攜帶製圖板，反對率 64%，照案通過。
五、建議專二「基礎圖學」考試時間延長

【提案單位：台南高商】

決議：經表决，贊成者 25 人，暫時不討論此問題者 20 人，提案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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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專二「基礎圖學」公佈評分細項

【提案單位：大湖農工】

決議：全體通過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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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級職業學校設計群科中心學校

105 年課程綱要規劃及群科歸屬建議表 各方案建議
考量各群科對數學內容需求差異性較大，105 課綱「數學」建議分版規劃為三版，分
別如下：
□方案一：A 版本
1

4~8 學分。

具體建議各校各科若有需求，放入校定科目內
□方案二：B 版本

12 學分( 設計群現為 B 版本)。

具體建議 維持原案，難易適中
□方案三：C 版本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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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之建議：(應包含那些章節)
□方案一：維持 99 課綱「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第一章圖學概說、第二章儀器及
製圖用紙介紹及使用、第三章線條及字法、第四章幾何圖法、第五章正投
影視圖、第六章尺度標註及符號識別、第七章平行投影立體圖法、第八章
剖視圖、第九章輔助視圖、第十章展開圖。
具體建議
1、增加透視圖法。
2、「基礎圖學」既為基礎，故剖視圖、展開圖在有科別應用差異的單
元，應以認識為主，課程內容不宜太深入。
3、設計群考科是所有類科變動最大的，98 年原有電腦繪圖改刪除，99
年選擇題型改成實作，101 年透視圖法刪除…等。建議不要一直改，
會影響教學。特別是對稀有類科(陶瓷科)而言，內容調整會影響到科
目上課內容，没有的內容如何加入？考或不考的內容原可上陶瓷專業
2

課程。建議現行內容已實施五年應勿再更動較佳，免得造成人心浮
動。
□方案二：維持 99 課綱「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但刪除第八章剖視圖部份。
具體建議
建議增加透視圖部份。
□方案三：維持 99 課綱「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但刪除第十章展開圖部份。
具體建議
建議回復透視圖法
未勾選者建議
維持 99 課綱「基礎圖學」課程綱要內容，但刪除第九章輔助視圖部份，
但增加透視圖的部份，內容可修改更簡單易學常用的圖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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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統測專二「基礎圖學」命題方式之建議：
□方案一：考 4 題基礎圖學的題目，每題以 10 分鐘的思考畫圖為限，題目不宜過大
或過於艱深，以能考出學生的程度為限。
具體建議
建議題目不限定 4 題(或許 2-3 題)，主要出題方向要能測驗出學生是否具
備基本識圖或製圖能力或程度即可，以現行過於艱深的題目來測驗學生已
有問題，有些學生從生理反應上根本不具有空間理解能力，硬要學生想像
或畫出具有 3D 立體空間的透視圖或從三視圖轉等角圖等，教師在教學上
有實際困難，實在無法解決學生在生理上對立體空間感的認知差異。
□方案二：應再細分 3 小題較佳，勿以 1 題決生死，亦可涵蓋重點學習內容。
具體建議
1、 鑑於近年「基礎圖學」爭議重點不再題目本身，而在「閱卷者」部分，
因此建議恢復成選擇題形式， 但題目內容仍應著重於「思考」與「實
務」，而非以「記憶」為主。
3

2、 三小題之題目性質可分為：
(1)基礎題：三角、等角、幾何
(2)中等題：剖視、俯視
(3)進階：展開
□方案三：建議考 2 題，基礎題(原始分 20 分)及進階題(原始分 20 分)。基礎題考基
本概念如三視圖、立體圖、尺寸標註、幾何圖學。進階題考剖面圖、展開
圖、輔助視圖。
具體建議
1、 進階題考展開圖、輔助視圖及透視圖
2、 進階題改考透視圖，刪除剖視圖（剖面圖運用機率太小，且內容太多
時數不夠運用）、展開圖
3、 進階題考剖面圖、展開圖、輔助視圖（3 選 1）
4、 進階題 2 選 1
5、 建議以方案三為主，加入方案四的精神，即考 2 題分基礎題及進階
題，但進階 題可命 2 到 3 題（例如剖面、展開各一題）由考生擇一
作答。

8

6、 建議題目的配分可細分或列表，可使學生易於清楚評分，至於考題
建議可以單一題目、綜合考題
7、 近二年基礎圖學考題相對簡單，缺乏鑑別度，故建議以基礎題及進
階題方式命題。

□方案四：考試題目 2 題，由考生自行選擇 1 題作答，應可避免命題集中於單一單元，
1 題決定考生分數。
未勾選者建議
1、 結合方案三的考 2 題，基礎題及進階題，但是進階題又採方案四出 2
題(內容為剖面圖、展開圖、輔助視圖，由考生自行選擇 1 題。
2、 由統測單位決定基礎圖學命題方式。
3、 命題應以不能超出公告的考試範圍，能有鑑別度；讓上一年的考上
的學生與入圍場試答、審題老師機制、閱卷公平性致即可。不必刻
意限制教授要出多少題，反而會影響鑑別度與公平性，更難出題及
增加改卷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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