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職業學校動力機械群科中心學校
蒐集課程綱要實施問題及問題辦理情形
本年度經由各項會議、研習活動及動力機械群各校提出之課程綱要實施問題，依工作圈於 101 年 3
月 29 訂定的「各群科中心學校課綱問題處理流程圖」
，本中心將問題區分為第一類問題及第二類問
題，問題彙整及辦理情形如下：
(一)第一類問題：係指群科中心學校可自行處理之相關問題，回應與建議如下：
問題分類
第一類問題陳述
群科中心針對第一類問題回應與建議
1.電工及電子節數不足，考試 1.在現行課程綱要的架構下，校訂科目有 86-96 學分的運
範圍太廣。
用空間，各校可以其特色需求，自行增開部定科目之前導
2.實習科目太多，實習時數不 或銜接課程，以增加授課時數。各校科應本諸學校本位課
足。
程精神，妥善規劃校訂科目，設計銜接課程及加深加廣課
3.電子與電工實習無基礎理 程。
論課程打基礎，學生基本能力 2.同第 1 點回應
不足無法精通，目前內容是電 3.(1)同第 1 點回應
子科，電機科三年課程所學， (2)本群科中心 99 年度已針對電子概論與實習及電工概
但汽車科學生卻要濃縮成一
論與實習兩門科目開發其前導課程之科目大要-「基
個學期全部學完，對任教的老
礎電子學」及「基礎電工學」
，且已公告於群科中心
師及學習的學生來說實在力
網站，並行文各書商以撰寫教材。
有未逮。
4.同第 3 點回應
4.電子概論與實習+電工概論 5.(1)動力機械群部定課程綱要在制定時，是以群的角度
與實習，此 2 門課程含實習僅
來擬定，雖然動力機械群中大多數為汽車科，但仍
僅 3 堂課，根本不足；相較於
需與其他科別配合制定出部定科目，所以在向教育
電機科的課程節數較少年且
部反應問題時，需以群的角度做全盤考量。
無基礎課程，如基本電學等
(2)部定課程課綱內容修訂短時間要完成有其難度，群
5.動力機械概論內容建議修
科中心會持續蒐集相關問題，並於相關會議中反
法規研修 改刪除泵外燃機、水輪機、起
應，做為未來課綱修訂之依據。
重搬運機械等內容。
6.同第 5 點回應
6.電子學,電子概論與實習, 7.同第 5 點回應
課程內容太過艱深,對於動力 8.同第 5 點回應
機械群-汽車科的學生而言, 9.同第 5 點回應
無法吸收。
10.同第 5 點回應
7.建議刪除氣油壓實習，不符 11.會持續調查
合汽車科學生需求。
12.同第 5 點回應
8.針對電工方面課程.於暫態 13.同第 5 點回應
部分可以移除.對於汽車科學 14.同第 5 點回應
生並用不到。
9."電工概論與實習"及"電子
概論與實習"以上兩門科目相
關內容偏離汽車本科所需專
業甚遠。
10.電子與電工這 2 門科目，
課綱內容實在有待商確。
11.「電子概論與實習」的場
效電晶體放大電路建議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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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第一類問題陳述
群科中心針對第一類問題回應與建議
12.動力機械概論是否不列入
部定必修，改成選修？
13.氣油壓概論與實習課程建
議取消。
14.現階段課綱對於汽車科學
生所學過於廣泛，學習內容包
含機系、汽車、自動控制(氣
壓)、電子，對於學生所學習
本質學能，有落差？
1.建議可以專款補助因為私 有關設備方面之部份：
校經費較缺液氣壓設備，電子 (1)群科中心會在相關的場合，會持續反應，請上級單位
電工等設備
努力爭取。
2.液氣壓原理設備仍不足。 (2)希望各校可向教育部申請相關的專案計畫補助，如：
3.液氣壓系統與共軌柴油系
高職優質化、均質化。
統設備不足
(3)建議各校科可以做設備跨類群的整合使用，互相支援。
4.「電子概論與實習」的設備 (4)建議以逐年編列經費方式購置。
設備基準
無法每人一套必須分組實驗
操作更不易了解
5.教學設備若要正常教學，所
採購之設備過於繁多，例如電
子電工設備、氣壓設備、汽車
科本科設備，對於私立學校而
言，負擔較為吃緊
1.公平性-不可穿制服及不可 1.今年已統一規定不穿制服。
有校名出現
2.今年已從四天改為三天。
2.天數過多-經費不足，吸引 3.決賽部分今年已有參加證明，複賽明年會實施。
力不夠
4.建議老師可多參與群科中心所辦理之專題製作研習或
3.建議有參加沒得名也能有 帶領學生參觀工作圈所辦理之專題製作競賽決賽，從中學
參加證明，餐飲群都有
習及激發出更多的題目。
4.專題製作題目訂定困難~學 5.因經費有限最多只能給予入選隊伍部分材料補助。
生參與意願不足
6.建議可從計算機概論課程加強學生文書作業能力。
5.是否給予各校適度的經費 7.建議各校可調整專題製作教師授課時數。
8.專題製作不一定要做複雜之成品，簡易之成品也能讓學
專題製作 補助
6.製作沒有問題，文書作業對 生利用課餘時間實作，以獲得更多成就感。
私校學生較為困難。
9.已回覆有出版動力群專題參考書籍。
7.專題製作的課程對於任課 10.群科中心無法補助各校差旅費，但會盡量爭取由中辦
老師而言是較大負擔
或工作圈逕行專業補助。
8.私校老師的課務繁重，再加 11.各校可利用校訂選修課程安排。
上學校所要完成的事務較
12.(1)建議可利用課餘時間讓學生製作專題。
多，在專題製作的指導上較無
(2)建議可搭配其他校訂實習科目上課，以增加實作節
時間，次外野需考慮到專題製
數。
作的經費，勿給學生造成太多
(3)建議可製作較簡易或易完成之作品。
負擔
13.同第 12 點回應
9.專題製作課程沒有動力群 14.同第 12 點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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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第一類問題陳述
群科中心針對第一類問題回應與建議
專題參考書籍。
15.同第 12 點回應
10.由於離島交通,差旅經費 16.會將此建議反應給工作圈，做為明年度辦理專題製作
問題,無法前往參與,請群科 (決賽)之參考。
中心能給予補助
17.目前多所學校已與技專校院辦理策略聯盟，各校可透
11. 可 開 設 專 題 製 作 前 導 課 過策略聯盟之合作學校協助指導。
程，教導學生書面報告撰寫與 18.因各校經費不足，在有限之經費下，題目須考量經費。
專題製作方向。
專題製作課程的教學需求，各校應自行籌措、滿足。
12. 由 於 課 程 節 數 只 有 二 學 19.近年來大專所舉辦很多有關專題製作競賽，各校可多
分,對於專題製作若有實際操 參加。
作部份,可能較無法施行
另動力機械群科中心會儘量將合適高中職學生參賽之資
13.節數太少，若不是有搭配 訊公告於動機群科中心網頁，以供學校參賽之參考。
其他實習課程實在無法製作
完成
14.學生較無多餘時間投入專
題製作，且專業能力也稍嫌不
足，故老師上此課的意願不
高。
15.指導學生製作上課程時間
不足。
16.專題製作(決賽)場佈的時
間，是否可以調整成先場佈完
成的組別，可請審查人員先進
行審查，以免開始審查時若發
現有問題，以致影響後面場佈
的時間。
17.建議由技專院校協助指導
和合作。
18.有關專題製作問題，沒有
經費，學生自付材料費，題目
不能多元化，無法達教學目
的。
19.有關專題製作問題，希望
可以再增幾場專題製作競
賽，例如：每一學期舉辦一
次。
1.考科真的不是很適切，因為 1.(1)動力機械群中所屬之科別雖以汽車科居多，但仍有
很多大學如果學生不能上汽
其他科別，所以在考科調整上，須考慮動力機械群
車或動機一定是上機械工
所有科別之課程。
程，但是很多大學機械工程系 (2)依「技專校院入學測驗考科調整作業要點」中規定，
考試與招
很排擠我們動機群的學生，原
各群科中心提出考科調整申請時，應召開相關會議
生
因是我們學科很弱，以力學來
取得各該群科二分之一以上學校同意後連署提出，
說只上到應用力學部分，機械
並需同時取得各該群類技專校院二分之ㄧ以上學校
加工也不懂，圖學很重要但考
之同意，方得成案。所以考科調整並非不可行，而
科沒有，總而言之四不像
是需要高職及技專有共識時，調整案才可以順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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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其他

第一類問題陳述
群科中心針對第一類問題回應與建議
2.建議刪除電子概論改考汽
過。
車底盤
(3)群科中心會於各相關會議中向上級單位及技專校院
3.對英文數學不佳的私校生
反應相關問題。
而言，完全弱勢。
2.同第 1 點回應
4.簡化考科，提高汽車學考科 3.同第 1 點回應
及技能推甄的比重。
4.同第 1 點回應
5.增加汽車專業課程的考科 5.同第 1 點回應
6.對於汽車科系應於專業一 6.同第 1 點回應
改考汽車學
7.同第 1 點回應
7.增加汽車專業課程的考科 8.考科分組之問題群科中心透過相關會議反應給招生策
8.電工概論與實習及電子概 進總會，其回應為分組考試成本難以負荷，所以考科分組
論與實習建議內容簡化並合 要實行有其難度。
併成一個考科。動力機械群分 9.同第 1 點回應
汽車組及動力組。
10.同第 1 點回應
9.考科內容可加入汽車底盤 11.同第 1 點回應，並於科主任會議進行討論。
與電系相關試題。
12.針對考科調整的部份，已於 101 年 6 月 15 日分區諮詢
10.電子與電工這 2 門科目， 輔導(中區)會議時，於會中詢問與會教師，本中心會持續
列為考科實在有待商確。
徵詢各校意見。
11.回歸汽車專業(動力機械 13.同第 1 點回應
概論不列入部定科目)
12.建議專一考科為「應用力
學」及「機件原理」；專二考
科為「引擎原理與實習」及「電
工電子概論與實習」。
13. 取 消 電 子 概 論 與 實 習 考
科，改列汽車底盤。
1.專業實做課程受到壓縮,不 1.(1)建議發展各校特色，可由校訂部分增加實作科目，
想升學的學生專業實作能力
以提升學生就業所需之技能。
培養不易,影響就業
(2)建議依校本課程精神，規劃符合學生需求之課程。
2.汽車科學生到了三年級,坊 2.(1)汽車學為校訂課程，各校可自行依需求調整授課時
間出版社並無汽車學(五)及
數及內容。
汽車學(六),而每學期仍有 3 (2)汽車學係由各校規劃，可自行決定開設與否。
個學分的汽車學,是否由各校 3.(1)群科中心會在相關的場合，會持續反應，請上級單
自行訂定課程內容??
位努力爭取。
3.頂車機及共軌噴射(汽、柴 (2)希望各校可向教育部申請相關的專案計畫補助，
油)引擎相關試教台、修護資
如：高職優質化、均質化。
料等因經費不足，無法採購。 (3)應採逐年編列經費購置。
4.以新汽車修護丙級題目為 4.同第 3 點回應。
基準，仍有所不足。
5.已轉知出版社，提供電子書檔案於本中心網站上，科目
5.多增加課程電子書檔案
名稱如下：
1.引擎原理及實習(全華-科友提供)
2.動力機械概論Ⅰ(全華-科友提供)
3.動力機械概論Ⅱ(全華-科友提供)
4.動力機械概論Ⅰ(華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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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第一類問題陳述

群科中心針對第一類問題回應與建議
5.動力機械概論Ⅱ(華興提供)
6.電工概論與實習(華興提供)
7.機械工作法及實習(全華-科友提供)
8.機電識圖與實習Ⅰ(全華-科友提供)
9.機電識圖與實習Ⅱ(全華-科友提供)
10.機電識圖與實習Ⅰ(華興提供)
11.機電識圖與實習Ⅱ(華興提供)
12.汽缸的排列(全華-科友提供)
13.冷卻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14.潤滑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15.化油器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16.燃油噴射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17.柴油引擎的燃油供給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18.點火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19.驅動/啟動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20.充電系統(全華-科友提供)

(二)第二類問題：係指群科中心學校無法自行處理之相關問題，函轉工作圈協助。
問題分類
第二類問題陳述
群科中心辦理情形
法規研修 無第二類問題
設備基準 無第二類問題
專題製作 無第二類問題
1.101 年繁星計畫動力機械群 經本群第 2 次委員會議進行討論決議，於會後函文至科
給的名額只有 28 人比機械群 大、全國教師會、招策總會及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
少很多，連虎尾科大飛機工程 會，請他各技專校院增加繁星計畫動力機械群學生名額。
考試與招
系都只開給機械群對我們很
生
不公平，能否提出建議大學端 經教育部技職司、中部辦公室及全國教師會協助，虎尾科
多釋放一些名額。
技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已於 102 年繁星計畫招生時，增加
動力機械群學生名額。
1.目前汽車修護丙級術科題 1.動力機械群科中心針對 102 年汽車修護丙級技術士技能
目修改，導致整個設備必須汰 檢定術科測試試題及場地設備執行面所遭遇困難，經
換(尤其是增設頂車機)，在場 101 年 9 月 1 日召開的「101 年動力機械群科主任會議」
地及設備上所需的經費時是 討論決議，希望建議勞委會中部辦公室延後汽車修護丙
一大負擔。
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新試題至 103 年開始辦理，以利各校
2.配合辦理丙級汽車修護新 充份準備。
其他
試題場地評鑑，盼能補助經 本中心已於 11 月初行文至勞委會中部辦公室，建議 102
費。
年汽車修護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新試題至 103 年開始辦
3.因應 102 年汽車修護丙級新 理，另為熟悉各站場地設備及試題，建議請勞委會中部
試題場地設備更新，是否補助 辦公室辦理新式檢定場地及新試題之觀摩研習活動，以
經費設置？
利各校順利辦理檢定作業。
4.飛修科校訂科目教材(航空 2.同第 1 點回應。
發動機、航空發動機實習、超 3.同第 1 點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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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第二類問題陳述
群科中心辦理情形
輕航機概論、直昇機原理與實 4.針對飛修科校訂科目教材，坊間出版商不願出書(收支
習 、 航 空 英 文 ) 由 於 學 生 數 成本問題)，造成無現成教材可用。經聯繫台南高工飛
少，出版商開發願意低。
修科，該科同意提供教材供其他學校參考。
5.有關教材問題，電子學內容 5.針對電子概論與實習教材的問題，本中心曾召開會議邀
需簡單易懂，不宜太難。
請教材編撰者與會進行討論，但教材撰寫源自於課綱，
課綱的部份，教育部已同意本群進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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