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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課程實施說明 

(一)對學校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之設施、設備、時間及教

學人力，已有妥適說明與規劃。 

部定(領域)課程 師資結構現況與人力進用規劃 

專長授課 

科目 
授課教師(姓名) 

現有教

師數(人) 

部定課程 

需求數(人) 

人力

現況 
說明 

國文 高自珍教師等 24 24 充足 人力充足 

英語 劉悅如教師等 15 15 充足 人力充足 

數學 廖碧綉教師等 18 18 充足 人力充足 

自然 何坤忠教師等 15 15 充足 人力充足 

社會 黃盈智教師等 16 16 充足 人力充足 

健體 謝明倫教師等 11 11 充足 人力充足 

藝文 何孟茹教師等 9 10 -1 
應增聘代理教師 1

人，以補不足人力 

綜合 陳攸訓教師等 9 9 充足 人力充足 

科技 陳柏叡教師等 2 5 -3 

應增聘資訊代理教

師 3 人，以補不足

人力 

校訂(彈性)課程 師資結構現況與人力進用規劃 

專長授課 

科目 
授課教師(姓名) 

現有教

師數(人) 

校訂課程 

需求數(人) 

人力

現況 
說明 

國文 陳慧鎂教師等 24 16 充足 人力充足 

英語 程琬瑜教師等 15 10 充足 人力充足 

數學 李惠如教師等 18 12 充足 人力充足 

自然 林慧姍教師等 15 6 充足 人力充足 

藝文 林煜釗教師等 9 4 充足 人力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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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盤點與增補需求 

編號 
場地/ 

品項名稱 
數量 狀態 領域/彈性課程融入規劃 

1 觸碰式電視 1 堪用 各領域/彈性課程教學 

2 
互動式電子

白板 
2 堪用 各領域/彈性課程教學 

3 智慧教室 59 已完成 各領域/彈性課程教學 

4 
生活科技教

室 
2 已完成 生活科技領域課程 

5 
職業試探體

驗中心 
1 已完成 

彈性：統整性主題 

彈性：技藝課程 

6 無人機 11 九成新 
彈性：社團活動 

特殊需求領域：領導才能、創造力 

7 恆溫水浴槽 1 九成新 
自然：彈性課程教學 

特殊需求領域：獨立研究 

8 
電子精密天

平 
2 全新 

自然：彈性課程教學 

特殊需求領域：獨立研究 

9 
精密型電磁

加熱攪拌器 
1 全新 

自然：彈性課程教學 

特殊需求領域：獨立研究 

10 視訊攝影機 1 全新 
英語：彈性課程教學 

特殊需求領域：獨立研究 

11 
移動式卡拉

OK 
1 七成新 

彈性：全校、班際活動 

領域：藝文課程 

12 筆記型電腦 10 堪用 各領域/彈性課程教學 

13 數位攝影機 2 堪用 彈性：全校、班際活動 

14 
iPad 教學用

平板 
5 預購中 各領域教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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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於校內課程發展相關組織如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學

年會議、專案小組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之運作，己有妥適說明及規劃。 

組織名稱 
工作內容 

(條列 3~5項重點工作項目) 

定期會議/集會期程規劃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課程發展委員會 

1. 發展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2. 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計

畫。 

3. 審查各學習領域發展小組

之計畫與執行成效。 

4. 負責課程與教學的評鑑。 

            

            

            

領域教學研究會 

1. 規劃所屬學習領域課程計

畫或自編教材。 

2. 規劃所屬學習領域教師專

業成長進修計畫，協助其

專業成長。 

3. 進行跨領域課程規劃與進

行協同教學、擬定所屬學

習領域之教學評量方式與

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

之依據。 

            

            

            

補救教學— 

學習輔導小組 

1. 規劃與執行補救教學作

業。 

2. 評估有學習需求之學生參

加補救教學。 

3. 審查個案學生科技化評量

系統登錄結案事宜。 

            

            

            

課程研發核心小組 

1. 擬定課程發展時程 

2. 規劃推動整體課程 

3. 訂定學生課程地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綜合領域學習社群) 

(社會領域學習社群) 

1. 教師專業對話分享 

2. 教學實務與專業能力提升 

3. 創新教學或媒材 

            

            

            

生涯發展小組(國中) 

1. 產業初探 

2. 認識生涯類群 

3. 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 

            

            

            

 (三) 對校內進行共同備課、議課、觀課及公開課活動， 已有妥適說明及規劃。 

1. 訂定 109 學年度校長與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附件 4-3)。 

2. 各科領域研究會辦理公開授課相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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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對校內教師新課程專業研習及成長活動，已有妥適規劃。 

  

 日期 
研習/成長活動

名稱 
      活動內容   參加人員 

 110.9-111.8 
活化課程與教

學計畫 

協助學校教師落實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全校教師 

111.3 
課程核心小組

研習 

學校願景、學生圖像、校訂

課程規劃 

課程核心小

組成員 

111.3 
111 學年校訂課

程規劃研習 

108 課綱導入介紹、校訂課程

規劃 

課程核心小

組成員 

110.8-111.7 

素養導向教學

設計與評量規

劃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素養導

向評量介紹 
全校教師 

110.8-111.7 
課程發展委員

會定期會議 

發展學校總體課程計畫、統整各學

習領域課程計畫、審查各學習領域

發展小組之計畫與執行成效、負責

課程與教學的評鑑 

課發會成員 

110.8-111.7 
領域教學研究

會定期會議 

規劃所屬學習領域課程計畫或自編

教材、規劃所屬學習領域教師專業

成長進修計畫，協助其專業成長、

進行跨領域課程規劃與進行協同教

學、擬定所屬學習領域之教學評量

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

依據 

各領域教師

(全校教師) 

110.8-111.7 領域校本研習 

邀請講師指導或規劃所屬學習領域課

程計畫或自編教材、規劃所屬學習領

域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協助其專

業成長、進行跨領域課程規劃與進行

協同教學 

各領域教師

(全校教師) 

 

  (五) 備查之學校課程計畫如何於學校網頁公告並採取有效管道向師生及家長說

明，已有妥適規劃。 

      1.於學校首頁公告備查課程計畫。 

      2.於新生訓練時間向學生、家長宣導。 

      3.於親職教育講座時間向家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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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南投縣立中興國中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親職教育暨親師座談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青少年輔導計畫。 

二、目的：1.促進學校與家庭、教師與家長之間的雙向溝通。 

2.提供家長更新的教育理念，並協助其增進親子互動能力、參與子女的成長，以發揮家

庭功能。 

3.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輔導」理念及學校課程計畫，並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推

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三、活動時間:110年 9月 25日(星期六)上午 08:00~12:00  

四、實施對象:本校學生家長 

五、活動地點：本校雄志館（活動中心）及各班教室 

六、活動程序: 

※為響應環保，本活動不提供杯水，現場備有茶水，請與會家長自行攜帶環保杯。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親師座談參加回條 
   □  參加 

□  不參加 

              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家長簽名： 

註：1、無論家長參不參加，都請於 9月 13日(一)中午前將回條交回。 

    2、請輔導股長收齊並統計參加人數後，本回條交由導師保管、統計表送回輔導室。 

    3、家長參加親師座談的同學，可記嘉獎乙次以資鼓勵。 

時    間 活動內容 說        明 地   點 

08:40-09:00 報到 家長報到 雄志館 

09:00-09:50 校務報告 

1. 校長致詞 

2. 各處室業務報告 

3. 十二年國教課程計畫宣導 

雄志館 

09:50-10:00 中場休息 家長至各班教室 校園 

10:00-11:40 親師座談會 

1. 參加對象：一、二、三年級家長 

2. 請各班導師主持座談會 

3. 歡迎導師邀請該班任課的專任教

師一同參與座談 

1. 一、二年級在各

班教室 

2. 三年級在雄志館 

11:40~ 賦歸 座談會結束 返回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