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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私立天主教靜修女中 

108學年度 國、職綜、普高第三次課發會會議 

壹、開會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5時10分 

貳、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出席：行政代表、普高代表、職綜高代表、國中代表(詳見簽名單表) 

肆、主席：蔡英華校長                                 記錄：盧玉惠 

伍、議程： 

一、主席致詞 

1. 本校三種學制加上新舊課綱，因此在課程安排上卡課很多，請老師們多擔待與體諒。 

2. 最近看到部分老師分享新的教學方法與班級活動，讓家長感動不己。教學現場紀錄

學生學習是很重要，請老師們能留下紀錄與照片，以利評鑑訪視。 

3. 國中部於4 /24進行正常化教學訪視，請老師們平時就能記錄教學相關。 

4. 感謝老師們這學期在國中招生的付出，五月開始是高中招生，要再麻煩老師們協助

招生。目前，因為疫情關係，學校只能利用機會曝光，將靜修學生亮點發揮，讓家

長們看到靜修的優勢。 

二、學務處報告 

1. 108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或相關活動審查作業說明。 

2. 學校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或相關活動時，應依照相關原則審慎選用相關教材及教

學資源，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視及審查通過，以利

委員瞭解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方式，及充分討論以求專業共識與周延。並應於期

初公告學校網站專區，俾供家長瞭解及親師共學。 

3. 108學年靜修高中各領域關於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一覽表(共18門)，請委員進行檢視。 

三、輔導室報告 

1. 108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劃說明(實施計畫請參閱附件二)。 

2. 計畫名稱：彩繪生涯・「靜」其在我。生涯規劃教學方案，請各領召運用教學研究

會討論生涯融入課程、定期檢核，各領域老師視學生生涯需求，自編教材或學習單，

並運用於教學，融入單元請參閱實施計畫第捌點。 

四、教務主任報告 

(一)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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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依據學生個別差異及需求，適度彈性調整教學內容與評量方式，以提升學生學

習效果，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2. 教室，不該是學生的全世界；全世界，才是他的教室。謝謝老師們的付出與辛勞， 

教好孩子真的不容易，感恩您，用生命引導孩子往更好的方向 

3. 課程計畫 

(1) 普高108修訂、109學年度高中職總體課程計畫已通過。 

(2) 技高109學年度高中職總體課程計畫已通過，會後討論應用英語科修訂科目部分 

(3) 109國中課程計畫：領召協助，彈性學習上傳時間(5/1-5/5)、總體課程計畫書上傳時

間為6/12。 

4. 1082學習歷程檔案：請總召協助轉知老師知悉 

(1)  7/20前完成學生學習成果 

(2)  7/23教師認證 

(3)  7/31多元表現 

5. 109排課卡課 

(1) 109排課-領域時間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上午 - 藝能 _ 

軍訓 

輔導組長 

綜合活動 

宗輔、特教 

職綜(資日商) 

下午 英文 
自然 

社會 

數學 

特教 
國文 宗輔 

(2)  普高分組卡課：自然組+社會組(高三14節、高二6節) 

(3)  國七八九ESL分組跑班,一個年級10節。 

(4)  國七全人班分組,週三下午連3節,共2班。 

(5)  其它因場地、流量、會議等，請參閱教學組課表公告。 

4. 衝刺班安排 

(1) 109暑期衝刺班：六月初調查 

學測：普二、職二應英 

會考：國九 

(2) 1091衝刺班：七月底調查 

學測：普二、職二應英 

統測：職二應日、商業 

會考：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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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考相關 

(1) 補考日程，安排以段考科目為主。 

(2) 非段考科目：以期末繳交的分數為「補考後成績」。 

普高：語言表達應用、文化基本教材。 

職高：證照英文、英文句型、記帳實務、簡報實務、日語發音、日語會話。 

(3) 有另外購書者,考題應不相同。 

(4) 國中段考補考分數以實得分數為主,故補考命題需特別留意。 

6. 段考 

(1) 7:40各班導師群組回報缺席學生(座號),以利提前卷務安排。 

(2) 經常請假的學生：任課需留下記錄，以利日後核對扣考節數。 

(3) 出勤記錄(風紀股長)、教室日誌(學藝股長)務必確實登錄。 

(4) 段考成績不理想的學生，老師實施課後(夜自習、中午)補救教學，並請留下記錄和

照片，以利未來評鑑。表格請參考教學組網頁-教師專區。 

7. 109暑輔 

(1) 暑輔日期:8/3-8/21(三週)。 

(2) 高一新生暑期銜接課程：配合核銷時間，生物、化學、資訊科技等課程暑輔期間完

成。若需調整科目,可會後留下討論。 

(3) 高二、國八暑假實施聖歌比賽，暑輔將安排音樂課程。 

(4) 暑輔請以複習上學期課程為主，新生請規劃銜接課程。 

(二)109學年度上學期課程科目與學分規劃─各科之需求彙整說明： 

國中 

1. 109國八課程 

班別 數理班 人文班、雙語班 

節數安排 

數學4+2 

歷史1+1/1 

地理1/1+1 

數學4+1 

歷史1+1 

地理1+1 

2. 109國七課程(週三6-8節) 

班別 數理組跑班 人文組跑班 

節數安排 數1＋自然2 國1+社會2 

3. 教師教學，確實融入生涯發展教育、性平教育等相關議題。 

4. 自主學習，請落實學生分組合作、主動與自發學習。 

5. 國七八週末特色課程，讓學生作中學，啟發創思能力，期望成為學校特色，鼓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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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加。 

6. 各領域確實正常化教學。 

普高 

1. 普一彈性學習三節課，比照1081模式。 

2. 108課綱第二年：普二必修(不分組) 

領域 科目 二上 二下 備註 

社會領域 

歷史  2  

地理  2 

公民與社會 2  

自然領域 

生物 
2 - 探究實作B 

地球科學 

物理 
- 2 探究實作A 

化學 

3. 108課綱第二年：普二加深加廣選修 

領域 科目 
社會組 自然組 

二上 二下 二上 二下 

社會領域 

探究實作 

歷史學探究 2    

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探究 2    

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2   

自然領域 

選修物理-力學一   2  

選修生物-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2  

選修化學-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2 

4. 108課綱第二年：普高二輔導課 

1091 國+1,社+2(自+2),共選+1,英會+1 

1092 
社+1(自+1),共選+1,英會+1 

空白課程2節(可安排各科進班加課,開學會調查) 

   技高 

1. 1091職高一彈性課程：生涯規劃進行學習歷程與輔導。 

2. 1092職高一彈性課程：由三科(依課程計畫)老師進班跑班(各六週)授課。 

3. 偏鄉英語教育持續推動：安排職高二應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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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案與討論 

1. 技術型高中學校課程計畫調整 

(1) 108學年度 

修正項目 科目名稱 開設科別 開設年段 
調整項目 

(請條列) 
調整原因 

校訂選修 

科目 

英語演說 應用英語科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更名為 

｢英語口語表達｣ 

更改科目名稱，初探口語表

達能力 

英語演說 應用英語科 
第二學年 

第二學期 
刪掉 2學分 

不開英語演說才符合一周

35節課 

(2) 109學年度 

修正項目 科目名稱 開設科別 開設年段 
調整項目 

(請條列) 
調整原因 

校訂選修 

科目 

英語演說 應用英語科 
第二學年 

第一學期 

更名為 

｢英語口語表達｣ 

更改科目名稱，初探口語表

達能力 

英語演說 應用英語科 
第二學年 

第二學期 
刪掉 2學分 

不開英語演說才符合一周

35節課 

2. 與會老師進行討論並全數通過 108、109學年度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之修訂。 

 (四) 其他 

1. 1082學習歷程說明及引導學生上傳事宜。 

2. 109學年度模考：第一次模考自費加考(職二、普二、國八)。 

3.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約談學生記錄表，請於6/5以前繳交紙本給總召。 

4.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回饋省思表、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日誌，6/15前寄給教學組。 

三、提醒 

1. 第四次課發會109年6月19日，請委員們準時蒞臨。 

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