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課程與教學設計領先計畫工作督導執行進度報告與管制單 

106年 4月份執行進度報告與管制單 

 

執行進度報告表 

計畫名稱 106-1良師領航-教師專業成長與課程發展計畫 

辦理事項 

1.參與多年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活動。 

2.參與教師專業發展進階評鑑、培養教學輔導教師。 

3.落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 

執行期程 

106年 1月 

至 

106年 12月 

經費 

分配 

 核定金額(千元) 已執行金額(千元) 

資本門 505 305 

經常門 255 122.75 

質化成效 

檢核 

1.教師提升教學成效

及班級經營成果。 

2.教師積極規劃各科

進修需求。 

3.師積極參加行動研

究及各項競賽。 

4.教師積極創新教學

策略。 

量化指標 

檢核 

項目 數量 達成 

1.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

數 150 人 173 人 

2.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0組 20組 

3.教師平均進修研習時數

(小時/人) 40 時/人 0 

4.行動研究競賽得獎件數 12 件 0 
 

填表人 陳靜蓉 
管考人/主

任 
李瓊雲 

執行摘要 
差異說明與改善對策 

【符合進度、落後、其他】 
績效考核自評 

1 閱讀近體詩的韻律與美感公開研習 符合進度 良好 

2 
辦理快樂工作坊研習-消滅敵人，看

我的敵人派 
符合進度 良好 

3 
辦理快樂工作坊研習-能量光場與身

心靈研習 
符合進度 良好 

一、辦理閱讀近體詩的韻律與美感公開研習 

實施日期  106 年 4 月 6 日 

實施時間  10 時 10 分 ～ 12 時 10 分 



實施地點 電子商務教室 

社群類型 □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 □學校任務 □專業發展主題 □其他(          ) 

召 集 人 吳崇德 聯絡電話 02-28313114 E-mail  

實施主題 閱讀近體詩的韻律與美感公開觀課 

實施方式 

■教學觀察與回饋    □教學檔案製作      □主題探討（含影帶、專書）      ■主題經驗分享  

□校外專題講座      □專業領域研討      □校際交流                      □新進教師輔導  

□新課程發展        ■教學方法創新      □行動研究                      □協同教學  

□標竿楷模學習      □案例分析          □教學媒材研發                  □協同備課 

□同儕省思對話      □戶外考察          □其他：               

講師 

主持人 

潘麗珠 
紀錄人 

鄒依霖 

活動圖片及文字說明 

 

 

歡迎講師教學的海報 講師善用多媒體教材 



  

學生進行課程活動 各科教師觀課、並觀察學生活動成果 

  

各科教師共襄盛舉 課程及觀課達到熱烈迴響 

 
  



二、辦理快樂工作坊研習-消滅敵人，看我的敵人派！ 

實施日期  106 年 04 月 18 日 

實施時間  14  時 10 分 ～  16 時 10 分 

實施地點 活動中心 3樓第一聯合室 

社群類型 
□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 □學校任務 □專業發展主題 ■其他( 教師成長團

體 ) 

召 集 人   黃  淑  薇 聯絡電話  E-mail  

實施主題 消滅敵人，看我的敵人派！ 

實施方式 

□教學觀察與回饋    □教學檔案製作      ■主題探討（含影帶、專書）      □主題經驗分享  

□校外專題講座      □專業領域研討      □校際交流                      □新進教師輔導  

□新課程發展        □教學方法創新      □行動研究                      □協同教學  

□標竿楷模學習      □案例分析          □教學媒材研發                  □協同備課 

■同儕省思對話      □戶外考察          ■其他： 新學期研習主題規劃  

講師 

主持人 

謝欣玲  老師 
紀錄人 

潘美娥 

活動圖片及文字說明 

   

  
 



    感謝裕芳老師邀請葫蘆國小的謝欣玲老師來為我們上了「敵人派」這一堂課！ 

 

    謝欣玲老師會利用上課的時間，為班上的小朋友們上「敵人派」這堂課，在這堂課裡每

位小朋友都可以聆聽到謝欣玲老師生動、有趣，更富有內涵要思考的繪本故事「敵人派」，

真是超級幸福的小朋友，我們也有幸聆聽到繪本故事，也很幸福喔！ 

 

    在謝欣玲老師的引導下，每個人都會花心思去思考自己與朋友的人際關係，也很佩服書

中爸爸的智慧，讓小朋友去消滅敵人於無形。「防微杜漸」不讓敵意的種子發芽，在它發芽

之前就已經去除掉了，這是最高招的教育方法，很值得大家的學習。 

 

    研習中，也很感謝坊主淑薇老師分享她上週處理班上特殊學生打人事件，真是很佩服淑

薇老師處理棘手事情的智慧，也很精彩，很值得我們向她學習。 

 

    研習的最後，還讓大家實際烤派，真是太豐收的一場研習啦！感謝工作坊中裕芳老師、

曉瑩老師、湘麗老師、秋菊老師及淑薇老師的付出、採買，才能讓我們可以有那麼豐盛的派

可以吃。太感謝謝大家了，我愛你們，謝謝你們！ 

 

三、辦理快樂工作坊研習-能量光場與身心靈研習 

實施日期  106 年 04 月 11 日 

實施時間  13  時 30 分 ～  16 時 30 分 

實施地點 國際交流中心 

社群類型 
□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 □學校任務 □專業發展主題 ■其他( 教師成長團

體 ) 

召 集 人   黃  淑  薇 聯絡電話  E-mail  

實施主題 能量光場與身心靈研習 

實施方式 

□教學觀察與回饋    □教學檔案製作      ■主題探討（含影帶、專書）      □主題經驗分享  

□校外專題講座      □專業領域研討      □校際交流                      □新進教師輔導  

□新課程發展        □教學方法創新      □行動研究                      □協同教學  

□標竿楷模學習      □案例分析          □教學媒材研發                  □協同備課 

■同儕省思對話      □戶外考察          ■其他： 新學期研習主題規劃  

講師 

主持人 

邱子易  教授 
紀錄人 

潘美娥 

活動圖片及文字說明 



 

 
 

 

 

 

    感謝彭仰琪老師介紹她的朋友中台科技大學的邱子易教授，來校為我們做了能量光場的

演講並為每位夥伴測量身體的能量光場。 

 

    這是一場很不一樣的演講，邱子易教授本身是西方醫療體系出身，因緣際會下接觸到輔

助醫療體系。更一頭鑽進研究各種輔助醫療體系裡。 

 

    人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的能量包含「身、心、靈」都與周遭的環境息息相關。當我們

身體有了病痛，除了求助於西醫的治療之外，其實我們也可以依靠自身心靈的力量，例如禱

告、冥想、發音共鳴……等等許多與磁場或光能量有關的物質或精神方面的力量。去做輔助

醫療的方式，讓我們的身體病痛可以更快地好轉。 

 

    能參加這一場演講的各位夥伴，真是賺到了！超棒的！謝謝邱子易教授、謝謝仰琪老師，

給了我們這麼棒、這麼精彩的演講。謝謝！ 

 

執行進度報告表 

計畫名稱 106-2美力 150-- 藝術與創意美學課程計畫 

辦理事項 

1.國外參訪活動 

2.人文美學力課程 

3.藝術美學力課程 

4.創意美學力課程 

5.傳播美學力課程 

執行期程 
106年 1月 

至 

經費 

分配 

 核定金額(千元) 已執行金額(千元) 

資本門 439.8 439.8 



106年 12月 經常門 316.2 179.215 

質化成效 

檢核 

1.提升教育工作者的視野與內

涵，豐富士商領先計劃課程

內容，提升學生的思考、專

業與美學競爭力。 

2.自編人文美學教材，收集士

商人文背景資料與導覽”士

商學堂”故事，以及收集士

林區在地人文資料與導覽”

百年士林”故事。 

量化指

標檢核 

項目 數量 達成 

1.授課時數 92小時 0 

2. 成立美力

150教師社群 
10 人 11 人 

3.校外教學 2 次 0 

4.觀賞展覽 2 次 0 

5. 學生完成

繪本作品數 
40 本 0 

 

填表人 林彩鳳 
管考人/

主任 
李瓊雲 

執行摘要 
差異說明與改善對策 

【符合進度、落後、其他】 
績效考核自評 

1 藝術與創意課程-創作執行 符合進度 良好 

一、辦理藝術與創意課程-創作執行 

實施日期 106 年 04 月 5、6 日 實施時間 16:20~18:00 

實施地點 力行樓 

實施主題 創作執行 

講師 陳哲祥老師 

活動圖片 

  



  

 

執行進度報告表 
計畫名稱 106-4專業達人--群科特色專業課程計畫 

辦理事項 

11.商經科【行銷專題個案研討】課程規劃與導入  
 

2會計科【智富人生】課程規劃與導入 

3.國貿科【貿易商務】課程規劃與導入 

4.資處科【合作學習—APP與 機器人設計】課程規劃與導入 

5.應外科【商場英文口語訓練】課程規劃與導入 

6.廣設科【創意潛能開發】課程規劃與導入 

執行期程 

106年 1月 

至 

106年 12月 

經費 

分配 

 
核定金額(千元) 已執行金額(千

元) 

資本門 918 0 

經常門 1,761 378.117 

質化成效 

檢核 

1.透過跨領域選修課程，達到多元

學習及整合應用能力。 

2.學生透過「專題製作」課程，培

養創作及統整能力。 

3.學生能透過『士商四月天、商業

季』實習活動，統整其專業知能，

並培養溝通協調、團隊合作的軟

實力。 

量化指

標 

檢核 

項目 數量 達成 

1.學生通過全民英檢

初級或多益檢定 550

分  以上之人數 

200 人 0 

2.全校學生通過相當

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

檢定 780 分以上之人

數 

50 人 0 

3.畢業生丙級檢定合

格百分比(%) 
115% 0 

4.畢業生乙級檢定合

格人數 

145
人 

0 

5.技藝競賽獲獎人數 6 人 0 

6.專題製作及全國小

論文競賽獲獎人數 
5人 0 

 

填表人 陳靜蓉 
管考人

/主任 
周靜宜 



執行摘要 
差異說明與改善對策 

【符合進度、落後、其他】 
績效考核自評 

1 
辦理商業經營科高二學生職場

體驗參訪活動 

符合進度 績效良好 

2 
辦理會計科研習-虛擬投資、珼

金流遊戲 

符合進度 績效良好 

３ 辦理商經科佈置專題製作教室 符合進度 績效良好 

一、辦理商業經營科高二學生職場體驗參訪活動 

實施日期  106 年 4 月 18 與 20 日 實施時間  12  時 10 分～16 時 10 分 

實施地點 桃園昶捷物流參訪 

實施主題 商業經營科高二學生職場體驗參訪活動 

領隊老師 劉敏慧、林彩鳳   

活動圖片及文字說明 

  

  

 



二、辦理會計科研習-虛擬投資、珼金流遊戲 

實施日期  106 年 4 月 21 日 實施時間  14  時 10 分～ 16 時 00 分 

實施地點 力行樓二樓文創工作室 

實施主題 虛擬投資、珼金流遊戲 

主講人 鄭惠萍老師、徐秀曼老師 

活動圖片及文字說明 

  

虛擬投資 虛擬投資 

  

珼金流遊戲 珼金流遊戲 



     透過主講人寶貴的實際授課經驗與教材設計分享，更能了解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可能遇到的相關問題及解決的方案，有助於對該課程能做好課前規劃，發

揮本科的課程特色。 

   主講人授課中運用課程所學並透過競賽方式，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提昇

學習成果。  

三、辦理商經科佈置專題製作專業教室 

實施日期  106 年 3 月 21 日 實施時間 

 
實施地點 專題製作教室 

實施主題 辦理商經科佈置專題製作教室 

申請人 劉敏慧   

活動圖片及文字說明 

  

外面有 4個海報架，展覽當年商經科專題競賽

前 4名學生的成果海報 

裡面有 8個海報架，展覽歷年商管群科專題

進入決賽學生的成果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