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國中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2次課發會會議紀錄 

1、 時間：111年6月9日（星期四）12時00分至13時10分 

2、 地點： 線上會議室 

3、 主席：王校長淑芬                       記錄：教學組長江雅真  

4、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5、 主席致詞：略 

6、 報告事項：略 

7、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110學年度課程評鑑事宜/結果，如說明。 

說明： 

(1)有關本校110學年度課程願景、目標及架構。 

(2)有關本校110學年度部定課程實施情形，提請討論。 

(3)有關110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實施情形，提請討論。 

討論: 

課程願景、目標及架構實施順利。 

※部定課程實施情形 

1. 做得不錯可以延續部份- 

國文：1.共備合作風氣佳，截長補短。 

        2.課程內容補充，資料紮實。 

        3.課綱編排難易適中，使教學更活潑、豐富。 

  英語：1.段考口說評量實施成效佳 

         2.晨間英聽，提供學生多元且生活化的英語情境 

          3.午間播放ICRT Lunch Box，提升學生聽力及增加字彙 

    數學：寒暑假作業與數學補救措施均結合因才網，除了增進學生自學

的便利性，也提供有需要的學生另一套完整的預習複習或補救的

素材。 



    自然：配合新課綱的精神，調整學習內容，並增加探究活動在課堂上

的比例。 

    社會：搭配習作內容與時事結合，可以延伸課程深度及廣度，有效引

起學生的思考，並可協助學生找出課程概念理解的盲點 

    藝術：視覺: 1.能體驗生活中的視覺之美，並接受多元觀點。 

                 2.能認識視覺藝術的美感形式要素。 

                 3.能理解美的形式原理的視覺呈現。 

     4.能應用美感形式要素與美的形式原理表達創意 

       構思。 

           音樂:1.能理解音樂符號並回應指揮，進行歌唱及演 

                  奏，展現音樂美感意識。 

                2.能融入傳統、當代或流行音樂的風格，改編樂 

                  曲，以表達觀點。 

                3.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音樂作品， 

                  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4.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 

                  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5.能透過多元音樂活動，探索音樂及其他藝術之 

                  共通性，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6. 能運用科技媒體蒐集藝文資訊或聆賞音樂，以 

                  培養自主學習音樂的興趣與發展。 

           表藝:1.能運用特定元素、形式技巧與肢體語彙表現想 

                  法，發展多元能力，並在劇場中呈現。 

                2 .能理解表演的形式、文本與表現技巧並創作發 

                   表。 

                3.能覺察並感受創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4.能體認各種表演藝術發展脈絡、文化內涵及代 

                  表人物。 

    健體：依照課程計畫安排符合本校資源來進行課程實施，在學期前準

備措施有事先規劃，學期中也進行討論實施情形，整體規劃順利。 

    綜合：1.飛揚的祝福，此活動受歡迎可持續實施。 



           2.說書人挑卡課程活動，可實現自我對話、自我省思，增進

向前動力。 

           3. 自製清潔劑，結合環境教育。 

4.因疫情關係無法進家政教室實作，採用在家中拍攝影片模式，

得以了解學生實作情形。 

5.心理疾患課程憂鬱症、壓力課程，可讓學生建立概念應用，

但須再與健教課程確認。 

           6.線上謝師宴課程，非常有意義。 

    科技：配合新課綱精神，參照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設計並發展校本

課程，並且逐年更新實作及多元的新興議題之課程。 

2.需要加強精進的部份- 

    國文：1.思考更多元的教學方式與多元評量。 

          2.再思考如何精進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 

          3.考的與教的文言文完全無關，文言文課程太少。 

    英語：1. 加強差異化教學 

          2. 減C師資不足 

          3. 節數不足，難以兼顧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 

    數學：線上學習時期，學生的數學學習動機與課堂的專注力薄弱，導

致學習效果不佳，可思考因應方案 

    自然：對於多元評量的進行方式以及規準，素養導向試題的設計，可

以更加精緻化。 

    社會： 

1.新課綱的內容仍在編修，部分議題較為陌生不易說明 

      2.疫情影響下線上與實體課程交錯進行，課程設計破碎，教學成效

不彰 

   藝術：視覺:展覽策劃 

1.認識視覺藝術展覽的意義與目的。 

2.瞭解展覽活動的不同形式。 

3.瞭解構成展覽的要素以及籌備事項。 

4.嘗試展覽前置準備並實踐展覽活動。 

空間藝術 



1.瞭解何謂空間藝術。 

2.認識及欣賞地景藝術、水岸空間藝術、老街文 

化、歷史建築之運用。 

3.瞭解空間藝術帶給不同場所的意義與影響。 

4.能透過分組討論設計，以空間藝術的理念創 

作一項作品。 

 

          音樂: 亞洲音藝之美 

                1.認識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的傳統音樂文化， 

                 賞析各類音樂作品。 

                2.透過欣賞東北亞、東南亞、南亞音樂曲目，感 

                受不同文化的音樂型態所帶來的美感體驗。 

                3.習唱日本民謠〈荒城之月〉和直笛習奏印度歌 

                 曲〈戀愛搖擺舞〉，欣賞各國音樂之美。 

                4.尊重各國文化的不同，在音樂展演中融入多元 

                 觀點。 

                5.瞭解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的傳統與當代音樂 

                 表演，進而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表藝: 環境舞蹈 

                 1.運用學校空間與建築特色編創舞蹈造型。 

                 2.認識環境舞蹈的表演形式與特色。 

                3.運用科技產品紀錄舞蹈作品，製作校園舞蹈影 

                  片。 
                  4.在特定空間完成舞蹈創作。 

     健體：課程單元豐富多元，但學習效果有限，每週節數不足是主

因。 

     綜合：1.因疫情關係無法進家政教室實作，以致無法實施辦桌課

程，可以再加強線上教材。 

           2. 可增加線上家政課程教材。 

     科技：面對遠距教學可以及早做課程準備，以因應隨時長期停課的

可能 

 



※彈性學習課程實施： 

（1）做得不錯可以延續部份： 

    星閱讀：1.依主題學習檔案為操作參考。 

2.與各科結合，多元讀本閱讀。 

            3.圖書館舉辦許多活動擴張課文外的知識。 

    山海觀：教師認真共備，課程設計嚴謹，評量規準清楚，學生有明確

的學習依據。課程活動有趣，學生參與度高。 

    地球村：1.設計架構：依循「基隆-台灣-東南亞-東北亞-世界各國」

的順序，從接近學生生活經驗的在地美食開始，有助於學生

認知世界飲食文化的社會背景與影響因素。 

            2.實施準備：設計體驗課程，準備實際的各國美食與餐具，

並邀請外籍師資入班進行協同教學，讓學生能有「沉浸式」

的學習體驗。 

            3.實施情形：採異質分組教學，要求學生分工製作期末報

告，善用資訊設備以共編方式產出期末報告，有助於訓練學

生檢索、篩選、歸納、統整出最重要的資訊，並以有系統的

方式呈現報告內容。 

            4.實施效果：根據學生回饋調查，課程滿意度約有八成左

右，學生能夠學到飲食文化相關知識，調整以往對於異國文

化的偏見，也能以友善的態度對待外籍教師。 

    科藝遊：結合紅淡山及校園植物進行科學與藝文相關的探究實作。 

    銘心繪：(1)上學期課程內容著重學生自我探索與團隊合作，這部分

藉由繪本延伸出來的活動可以讓學生較自在地表達想法；

另外，英語雖然為此課程媒介，但因用語與選材皆適合此

年段學生，故成效佳，學生回饋也熱烈。 

            (2)下學期課程延伸人我關係，並將永續發展目標(SDGs)帶

入課堂，期盼學生能思考並連結在地文化與自身行動，真

正做到反思實踐。 

    好析力：1.分組討論。2.議題討論融入教學。3.多元的學習表現方式

呈現。 

    英閱繪：1.課程內容涵蓋多元議題，取材豐富，拓展視野 

            2.透過共備分享，搭配教學影片，題材新穎，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及動機 

    招財數： 



(1)屬於理財入門課程，有助建立國中生「開源節流」觀念 

(2)介紹電費、電信費等實用的生活中數學，讓學生感受數學的實

用性 

    科普樂：結合文本閱讀及探究實作，從中學習科學家的思考與研究歷

程。 

    議發光： 

(1)每月共備授課教師認真參與且收穫眾多。 

(2)學生能對弱勢關懷，能知道無家者並不只是我們所想像的樣

子。 

(3)學習到試著去發現了解ㄧ個社會現象，到接受老師的引導，做

我們 可以的行動。課程中北一女環島撿菸蒂影片，讓多數學生有

跟想著一起做倡議的行動力。 

(4)真人圖書館開孩子的眼見，讓孩子認知遊民的多樣性。 

（2）需要再精進加強部份： 

    星閱讀：誠摯邀請夥伴加入教材開發、共備、玩課程。 

    山海觀：部分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無法配合課程進度準時完成。報導

寫作與口頭表達對於部分學生較為困難，先備能力不足，需給予格

外的引導及調整。 

    地球村： 

1.仍有少數課程主題較難設計體驗課程，單純以講授為主，較不容

易吸引學生的興趣。 

2.仍有少數學生對課程主題興趣缺缺，上課時不願意配合教師設計

的學習活動。 

3.分組報告的方式仍有分工與時間不足的問題，過度依賴網路與資

訊設備也容易造成設備出問題時教學難以進行的困境。 

    科藝遊：需多加研究線上上課時能適用於居家探究實作的內容。 

    銘心繪： 

(1)下學期的繪本內容偏長文，延伸活動有較多書寫與思考，學生在

領 略故事涵義與寫作會遇到瓶頸，需要教師不斷引導，又因故事

文字為英文，在有限時間內操作，對於語言學習程度低落的學生

較為不利。 



(2)去年五月份改為線上教學，今年五月也因疫情實施線上課，原本

課 程設計因應疫情調整，故尚未有實體課操作過，待完整授課過

再做修正。 

    好析力： 

1.課程規劃應該要更有全面完整的頭尾關照。 

2.評分規準不夠嚴謹，可以更完整。 

3.課程內容可以減量。 

     英閱繪： 

1.提供學生口頭報告機會 

            2.提供學生對於有興趣的議題，發表想法 

     招財數：規劃小旅行前，可介紹旅行中的數學素養，為學生奠基 

     科普樂：需多加研究線上上課時能適用於居家探究實作的內容。 

     議發光： 

(1)疫情期間，線上教學進度掌控不易。 

(2)課程設計在讓學生做議題探究與公民倡議，但有部分學生對無家

主議   題較無興趣，九年級學生自主性較高，可以將課程主題再做

彈性調整。 

(3)可以和學生共同設計評量規準。 

 

案由二：確認111學年度各年級授課時數、各領域課程時數事宜。 

決議：七年級授課時數因加入本土語言35節/週，八年級34節/週，九年

級35節/週。各領域課程時數依部定課程規範執行計劃。 

案由三：確認111學年度本領域各年段教科書版本。 

 

科別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國文 康軒版 翰林版 康軒版 

英語 康軒版 康軒版 康軒版 

數學 康軒版 南一版 翰林版 



自然 康軒版 南一版 翰林版 

社會 康軒版 翰林版 翰林版 

健體 康軒版 康軒版 康軒版 

綜合 康軒版 康軒版 翰林版 

藝術 康軒版 康軒版 奇鼎版 

科技 翰林版 康軒版 康軒版 

 

案由四：確認111學年度彈性課程開設方式。 

決議：照案通過 

111學年各年段彈性節數如下表： 

年段 彈性一 彈性二 彈性三 彈性四 彈性五 彈性六 

七 班級經

營1節 

星閱讀 

1節 

山海觀2

節 

社團1節   

八 班級經

營1節 

  

銘心繪 

1節 

地球村 

1節 

（上下學期

對開） 

科藝遊 

1節 

（上下學期對

開） 

社團1節  



九 班週會 好析力 英閱繪 招財數 議發光 科普樂 

案由五：確認111學年度各領域單元活動行事規劃內容。 

決議： 

(1)國文：七年級-詠嘆(與視覺藝術老師領域教學，學生期末或下學年初

展出)、八年級-相聲(與表演藝術老師跨領域教學。暑假-邀請台北曲

藝團到校展演；10-11月海選；聖誕節週五班會-八年級決賽)、九年

級-詞壇新秀(與音樂領域跨領域教學。12月初選；寒假比賽)。下學

年度-國語文競賽。 

(2)英語：1.校園美語、2.每周一句、3.英語口說評量、4.Target readi

ng、5.外師入班 節慶教學、6.大說雜誌 敦煌書局參訪、7.希望每學

期進行約14次晨間英文閱讀與聽力(Cool English歡樂電影城)、根據

主題設計學習單-七升八年級(週二早修7:50-8:10)、每班一位英聽小

推手播放影片、每學期一次摸彩獎勵活動、週二打掃時間播放英文

歌。 

(3)數學：除了課本、習作和共同教材的延伸補充教學以外，讓老師們彈

性發揮 

(4)自然：領域會議六次、學習社群(科學探究與實作及科展教學與實務)

兩個 

(5)藝術：七年級：詠嘆、八年級（上）：相聲、八年級（下）：班際直

笛比賽 

(6)健體：七年級游泳課程、七八九年級班際球賽。運動會因本校校地不

足以容納,又因田徑場整修無法借用故停辦。 

(7)綜合：七年級：飛揚祝福課程、九年級辦桌謝師饗宴 



(8)科技：上學期scratch程式設計競賽，下學期網頁製作競賽。寒假程

式設計學生營隊。生科：下學期生科競賽。共同：下學期智慧小

車競賽。 

 

八、臨時動議： 

九、主席結論： 

（1） 請教務處依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儘速辦理各相關事項 

（2） 請各領域召集人於6月17日前將各領域課程計畫電子檔繳交至教務

處教學組。 

（3） 感謝各相關同仁的協助使得本校各項課程均能順利推動。 

 

銘傳國中110學年第二學期課發會會議照片 

時間：111年6月9日星期四 12時00分至13時10分 

地點：線上課發會Meet會議教室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線上會議簽到(詳見線上照片) 

時間：111.06.9  12:00~13:10 

地點：會議室 

代表 姓名 簽到 代表 姓名 簽到 

校    長 王淑芬 王淑芬 藝文領域 卓淑惠 卓淑惠 

教務主任 郭淑娟 郭淑娟 健體領域 洪志明 洪志明 

學務主任 謝易蓁 謝易蓁 綜合領域 余奕勇 余奕勇 

總務主任 許逸雯 許逸雯 科技領域 江健志 江健志 

輔導主任 劉珠玲 劉珠玲 七級導師 張月芬 張月芬 

教學組長 江雅真 江雅真 八級導師 江民山 江民山 

特教組長 謝華馨 謝華馨 九級導師 王麒豪 王麒豪 

國文領域 黃淑雯 黃淑雯 專任教師 戚瑋君 戚瑋君 

英語領域 何曉韻 何曉韻 特需課程 李孟勳 李孟勳 

數學領域 孫曉如 孫曉如 特教教師 吳佳靜 吳佳靜 

自然領域 袁昌宏 袁昌宏 家長會代表 劉翰鍼 劉翰鍼 

社會領域 洪敏純 洪敏純 
特教家長 

代表 
蔡方月姝 請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