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興高中(附設國中部)106學年度第 1學期 

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暨課編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1月 3日       

地點：會議室 

主席：倪孟君 校長                        

紀錄：韓仰芝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內容：    

ㄧ、教務處報告： 

1.課程計畫撰寫相關注意事項： 

（1） 法定課程節數規範之課程實施方式列入提案三討論，縣定法定課程必須加入『長照服務』

至少 4小時（不可加在彈性節數內），可先以 8年級融入體健、綜合各 2小時。 

（2） 撰寫資訊課程計畫時，應納入｢資訊倫理教育｣之安排。 

（3） 英語領域在安排課程時，請注意以下規定：國中 7-9年級每學年定期評量包含 3次英語

聽力測驗。 

（4） 國語文領域課程計畫中每學期應含作文寫作 4-6篇。 

（5） 彈性課程的課程計畫都要寫目標。 

2.段考命題與成績上傳： 

  段考試題請務必在規定時間內繳交至教學組，並將段考試題電子檔上傳。考後一週內請至 學

校網頁 web成績管理系統上傳成績。 

3.106-2共同備課時間將依據縣定時間排定。 

4.教學計畫表及評量： 

請各領域教師盡量依照教學計畫表進度教學，並且給予學生定期適量的評量與作業，並確 

實紀錄平時表現及成績。 

5.下學期的第一次段考設定為 3/29-3/30，第二次段考設定為 5/8-5/9,第三次段考設定為

6/27-6/28，請在教學進度表中呈現，以配合課程計畫審核。 

6.執行優質及均質化計畫的教師及行政人員必須有共同會議時間。 

7.教師進修必須事先告知教學組進修時段，每週最多一個上班日。 

 

 



二、提案討論： 

＜案由一＞：針對本校學生在整體課程的學習成就分析與策進作為，提請討論。 
本校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年級段考成績如附表一，各科提出學習成就分析與策進作為如下： 

國文科 

本學期三次段考成績分佈大致合宜，唯國二國三低成就學生群偏多，經任課教師詢問檢討，彙

集各方意見，原因約略如下： 

1. 本屆國二學生程度偏弱。 

2. 國三因應會考，題目較活偏難。 

3. 學生不喜學習，用功不足。 

4. 學生不重視本國語文。 

策進作為： 

1.請各任課教師個別諮詢學生學習困難所在，再加以輔導正確讀書方法。 

2.加強教師命題審卷工作，務求難易適中，適合整體學生程度。 

3.集中各班大落差學生實施補救教學。 

4.建議試卷分 AB卷之可能。 

英文科 

國一學生 70%屬中上程度，但國三生明顯呈現雙峰現象，這顯示國二中等能力的學生，個人學習

態度改變了。 

策進作為： 

英文教師採差異化教學及多元評量，增進學習英文的動機並維持興趣。 

當中等程度學生吸收能力提高，英語學習的整合能力就跟著提升，進階能力就彰顯出來。 

數學科 

二年級 60分以下的人數比例偏高與課程難易度有關。 

策進作為： 

應增加學生熟練度，其他年級正常。 

社會科 

1. 國中一年級：課程單元是從認識個人、到家庭、再到學校、社區團體，課程內容偏易，而且

與國小的課程有相符之處，再加上符人學生的個人經驗，因此較易拿高分。 

策進作為： 

針對 0~60分的 4%人數，加強練習，並輔以實例說明以加深學習記憶。 

2. 國中二年級：課程是政府、政策、國家體制，這類課程對這個階段的學生而言是全新的體驗，

與其生活經驗較不符，因此較難學習，因此 80-100分的人數只有 52%。 

策進作為： 

配合時勢，如總統大選、立委選舉說明分析，讓學生有參與感，了解不能置身事外。 

3. 國中三年級：課程是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學生的消費觀念和父母親的理財有相符的經驗，

因此學生較易理解。 

策進作為： 

針對 80分以下的 25%人數，加強練習，並以實例說明。 

 



自然科 

本科各年級都逾七成以上合格，顯示大多數的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是很好的效果， 

策進作為： 

學習成就高的學生則宜針對課程內容及實驗課程進行加深加廣；而學習成就較為低落的學生則

在另外安排時間進行補救教學及基礎實驗課程操作。 

 

＜案由二＞：討論 106學年度第 2學期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 

 

學習領域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授課節數 授課節數 授課節數 

國文 5 5 5 

英語 3 3 4 

數學 4 4 4 

自然與生活科技 4 4 4 

社會 3 3 4 

健康與體育 3 3 3 

藝術與人文 3 3 3 

綜合活動 3 3 3 

學習領域節數合計 綱要規定節數 28 28 30 

學校實際節數 28 28 30 

彈性學習節數 綱要規定節數 4-6 4-6 3-5 

學校實際節數 6 6 5 

每週學習總節數 綱要規定節數 32-34 32-34 33-35 

學校實際節數 34 34 3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討論法定課程實施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一、家庭暴力防治課程依規定每學年應 4小時以上。 

      二、性侵害防治課程依規定每學年應 4小時以上。 

      三、家庭教育課程依規定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四、除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 4

小時。       

      五、環境教育課程依規定每學年應有融入式教學 4小時以上。 



     六.法定課程之設計，為求符應社會真實情況及落實學校之教學，可依據法定課程之同質

性規劃複合式的課程，即設計的課程可同時包含家暴防治與家庭教育為同質性、性別

平等教育與性侵害犯罪防治為同質性等內容，而若是以宣導方式進行，宣導時數應不

超過法定時數的一半(3節)。 

    七、國中縣本法定課程「國中長期照顧服務」－每學期融入健體及綜合領域各 2節課。 

       （8年級融入體健、綜合各 2小時）。 

 

決議：（1）列入學校行事曆規劃活動辦理期程。 

     （2）各科教師將主題融入教學授課。 

     （3）納入班會討論議題。 

 
＜案由四＞：106學年度各領域教科書評選確認，提請討論。 

學習領域        

年級

 
七 八 九 

語文 
國文 南一 南一 南一 

英語 翰林 翰林 翰林 

數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自然與生活科技 康軒 康軒 翰林 

社會 翰林 康軒 翰林 

健康與體育 康軒 康軒 康軒 

藝術與人文 康軒 康軒 康軒 

綜合活動 康軒 康軒 翰林 

資訊 全華 全華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討論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彈性課程及教材的選用，提請討論。 

七年級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6節，本學期共 120節。(以 20週計)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項目 班會、週會 社團活動 
英文綜合能

力研究 
日語選修 閱讀與寫作 電腦 

每週節數 1 1 1 1 1 1 

八年級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6節，本學期共 120節。(以 20週計)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項目 班會、週會 社團活動 
英文綜合能

力研究 
日語選修 生命教育 電腦 



每週節數 1 1 1 1 1 1 

九年級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5節，本學期共 100節。(以 20週計)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 

項目 班會、週會 社團活動 數學補救教學 自然補救教學 生物實驗 

每週節數 1 1 1 1 1 

1. 英文綜合能力研究採用『全民英檢通關寶典』，作者：鄭麗莎－東諺出版社。 

2. 日語選修採用『從零開始學日語』，作者：松本真澄，大新書局出版。 

3. 電腦採用『Word2010輕鬆學』，全華出版『會聲會影×5影片剪輯入門與應用，一看就會』

碩博出版。 

4. 生命教育採用『PS我很好。第一本生命教育啟蒙書』，幼獅文化出版。 

5. 閱讀與寫作、生物實驗採用自編教材。 

6. 數學補救教學採用翰林版、自然補救教學採用康軒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九年級會考後至畢業前活動規畫之討論。(如附表二)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課程評鑑實施計畫(含檢核表、評鑑表、自我檢核表討論。(如附件三-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高中新課綱多元選修規劃 

 

決議:交由各科教學研討會討論並鼓勵老師法展多元選優課程，精緻化現有教材教案。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