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陸興高中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 3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5月 2日 10時 00分 

地點： 會議室 

主席：教務主任/林煌富                  紀錄：教學組長/陳殿够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報告：  

1. 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內容注意事項：  

（1）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填寫以一學年為單位，請老師們在填寫教 學計畫時注

意時間上的安排。 

（2）設計資訊教學計畫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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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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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後

一週內請至學校 網頁 web 成績管理系統上傳成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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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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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檢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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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檢視學生學習結果（例如縣市學力檢測、學校定期評量、扶

助學習科技化評量、國中會考等），參考學生學習成就、學

習能力等做具體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做為課程、教學、評量

等面向的具體策進作為，提請討論與決議。 

決  議： 

國文科 



1. 本屆國二學生二班程度兩極化。  

2. 國三會考學生寫作成績中等，高分群段少。 

3. 現今學生普遍在閱讀題目上有困難。  

策進作為：  

1. 針對學習成效較弱班級學生，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 

2. 配合學校推動閱讀政策，鼓勵學生多閱讀及模仿寫作。 

3. 配合學校推動閱讀，班級進行晨讀，推薦優良書單，提升閱讀能力。 

英文科 

1. 國中外語口說課程成效不佳，學生通過英檢證照比率偏低。 

策進作為： 

2. 111修正課程綱要檢討授課方式，並規劃英語課全外語授課模式，提升學生

英語能力。 

數學科 

1. 國二兩班學生程度極差異化。 

2. 國中會考數學成績為各領域最優，學生普遍獲得高分。 

策進作為： 

1. 針對學習低弱學生規劃進行扶弱補強課程。 

自然科 

1. 國二部分學生於理化課程上學習低落，成績不佳。 

策進作為： 

教師規劃不同授課方式，增加不同面向之講解，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適時給予

正向回饋，增進學習成就。 

社會科 

1. 國二公民課程多為法律面向課程，內容深硬，部分學生學習成效低弱。 

策進作為： 

教師以新聞作為範例，帶入生活情境，並於課堂模擬法庭流程。 

藝能科 

1. 缺乏校外競賽或展演機會。 

策進作為： 

111學年度擬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案由二：檢視本校 110 學年度的課程規劃、設計、實施、結果等階段

的課程評鑑結果，提請討論。 



說  明：討論內容可以針對學校整體課程在執行落實、課程實施的困

難、課程目標達成情形、教師教學需求、教師專業進修成長

實施、家長學生的反應等面向。 

決  議： 

1. 本校 110學年度國中部全面實施正常化教學，各領域亦確實執行，各科教學

研究會提出需求，行政單位皆有回應協助。 

 

 

案由三：規劃本校 111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之節數，提請討論。  

說  明：彈性學習課程每週節數(七年級 5 節、八年級 6 節、九年級

6節)  

決   議： 
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國民中學) 

課名 \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統整性主題 

/專題/ 

議題探究課 

程 

海洋面面觀  0 1 0 

趣味數學 0 0 1 

世界地理頻道  0 0 1 

多元議題探究英

閱繪  

1 0 0 

節慶與文學賞析  0 1 0 

閱讀與寫作  1 0 0 

基礎程式設計  1 0 0 

英語口說練習  0 1 0 

日語選修   0 1 0 

生物實驗 0 0 1 

英文歌曲大 FUN 

SONG 

0 0 1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 1 1 1 

其他類 班週會 1 1 1 

彈性課程總計 5 6 6 

 

案由四：審查本校 111學年度非審訂版或自編教材，提請討論。  

說  明：請依學校實際需求做紀錄 (如：本土語言及資訊部分)  

決  議： 

本校 111學年度各領域課程皆使用審定版教材，如下表： 



領域 

年級 
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科

學 
社會 科技 藝術 

健康 

與體育 

綜合 

活動 

七年級 翰林 翰林 翰林 康軒 翰林 翰林 康軒 康軒 康軒 

八年級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康軒 康軒 康軒 

九年級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康軒 康軒 康軒 

 

 

案由五：配合國家雙語政策 110學年度學校辦理英語科評量，增列定

期評量加考英語口說及平時成績考英語口說項目，相關辦法

及列入成績評量與課程計畫之執行面，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110學年度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

教學成效計畫｣請各校110學年度起，英語科(國小3-6年級，

國中7-9年級)，學校定期評量除原有書寫測驗及聽力測驗

外，請增列定期評量納入英語口說，每學期至少一次；平時

評量亦請增列英語口說評量，以符教育部規範。 

二、 請學校議決後列入學校英語科課程與評量規畫內。如經學校

課發會討論議決並應同步調整校內成績評量辦法後宜透過學

校網站、教師集會、班親會等公告周知，以維護學生之學習

權益。 

決  議： 

持續 110學年度英語科評量實施辦法，將英語口說列入英語科課

程與評量規畫內，並於段考週，英語科教師自行於當週利用課堂時間

進行英語口說測驗，且同步調整校內成績評量辦法後透過學校網站、

教師集會、班親會等公告周知，以維護學生之學習權益。 

 

案由六：有關 111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各年級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教



學規劃情形，提請討論(僅需國中列入討論)。 

說  明： 

一、 生涯發展教育之實施，乃透過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教學，及

運用相關活動等方式進行，請討論各領域課程融入生涯議題

規劃內容與情形。 

二、 透過本委員會建置符合學生需要、社區特色及教師專長之課

程，協助學生達成自我覺察、生涯覺察及生涯探索與晉祿選

擇之目標。 

說明一決議: 

1.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撰寫相關注意事項： 

 法定課程節數之實施方式及規範如下表: 

 
法定課程  實施注意事項 

家庭教育課

程 

1.每學年於正式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 程及活動 

2.國中 6 節課 

性別平等教

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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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中 6 節課 

家庭暴力防

治課程 

1.每學年應有 4 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  

2.國中 6 節課 

性侵害犯罪

防治課 程 

1.每學年應至少 4 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2.國中 6 節課 

環境教育 1.每學年應進行環境教育教學至少 4 小時  

2.國中 6 節課 

國中長期照

顧服務 

每學年應融入健體及綜合領域各 2 節課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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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二決議： 

1. 列入學校行事曆規劃活動辦理期程。 

2. 延用 109-2 學期課程計畫填報之法定課程計畫表，就實際情況

做滾動修正。 



3. 各科教師於教學研討會分配法定課程，並將主題融入教學授課。 

4. 納入班會討論議題。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11 時 00 分 





屏東縣陸興高中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6月 20日 10時 00分 

地點： 會議室 

主席：教務主任/林煌富             紀錄：教學組長/陳殿够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將審核 111學年度國中部的課程計畫，各位委員如對課程計

畫有疑義，請提出意見。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查 111 學年度學校普通班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針對本學期課程計畫內容(含混齡)，提請討論。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審查本校 111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明訂各校將特教課程

計畫納入全校課程總體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另查，依屏東

縣政府105年6月15日屏府教特字第10519554900號函之說明

二「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納入特殊教育教師代表，並將特

殊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審議會議中。」 

二、 請學校課發會委員檢視如下事項 

(1)特教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習內容。 

(2)特教教師所送課表結束是否達法定授課節數。 

(3)授課課表與課程計畫一致。 

決  議： 

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