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109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 5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6月 10日(四)下午 4：10  

會議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http://meet.google.com/qqq-ceuc-cic) 
主 持 人：余校長耀銘                                     記錄：詹永義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 主席致詞 (略) 

 

二、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討論提案及主席指示事項 決議 執行情形 

案  由：審議 108-110年度日間部課

程總體計畫書之科目內容與學分數

表，提請討論。 

修正後通過，請儘速與課程填

報中心聯繫修改事宜，並於送

出填報時，再次交叉比對及與

科召確認，以確保資料正確無

誤。 

已執行 

 

三、工作報告 

    (一)感謝各科召及各任課教師於停課期間的協助，仍用心線上課程教學，讓 

學生得以正常學習成長，線上課程比實體課程更加辛苦，再次感謝大家 

的專業堅持，而有關線上教學紀錄表請於開學復課後2周內繳交，若如 

期開學，則請於8/30~9/13交至教學組。若未來仍有停課不停學之線上 

課程需求，則線上教學紀錄將改以Google表單方式進行，以達即時及環 

保之效。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6月7日北市教國字第1103053383號函：為 

因應嚴重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全國進入第三級 

警戒，本市各級學校及教育機構延長停課至110年7月2日止。 

    (三)依據110年6月9日臺北市中等學校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相關配套及常見問 

題QA。 

綜上(二)、(三)討論本校109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評量、補考、高三暑輔及重 

修班等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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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案討論 

案由一：研議本校109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考因應疫情調整措施，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1.已於 6月 2日於課程核心小組 line群組請各科召先行與科內研

議期末考因應疫情之措施。 

2.又於 6月 8日得知局端已請新校務系統-虹橋公司設計系統可調

整成績比例事宜，目前已確定可調整成績比例，惟需先由註冊組

後台調整成績比例，另基於維護學生權益，故以同年級同一科目

需具一致性。 

    3.建議方案如下： 

甲案：不辦理期末考試，調整學期各項成績比率；以同年級同 

一科目調整成績比例，並於 6月 15日前回傳註冊組，請 

註冊組於 6月 18日前完成比例設定。 

乙案：以多元評量代替期末考，維持原成績比例。 

丙案：以線上考試方式進行期末考，維持原成績比例。 

丁案：其他建議(歡迎提出) 

4.敬請各任課教師依課表上課至 7月 2日，並配合 7月 7日前完成 

學生成績輸入作業。 

決  議：1.經充分討論，尊重各學科依照教學研究會師長討論的結果，但請 

秉性多元、從寬認定的原則，且遵循同年級同一科目一致性的要 

求。 

    2.請於 6月 15日前回傳彙整表予教務處，讓教務處可公告周知， 

並調整成績比例，以利各教師成績處理事宜 

3.請各任課教師務必在線上課堂中向學生預先公告及充分說明。 

4.資處科高二「數位科技應用」將採全年級統一線上考試，教務處 

 協助其時間安排，暫定 6/25下午，實際時間再由資處科告知， 

 另線上測驗相關說明、監考及成績事宜，敬請任課教師協助。 

 

 

案由二：研議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統一補考因應疫情調整措施，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1.非統一排考程科目由各科援往例自行處理，若復課前需測驗請以

線上測驗或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2.統一排考程科目建議方案如下： 

     甲案：開學復課後採第 8-9節統一實體補考。 

乙案：依原定 7月 13日進行線上測驗，由教務處排考程，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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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於 7月 2日前繳交線上測驗連結說明予教務處彙整，教 

   務處依期程公告補考名單及補考測驗方式，援往例由各科 

   補考監考。 

丙案：各科改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丁案：其他建議(歡迎提出) 

3.基於疫情，補考成績請於開學復課後一週內繳交。 

決  議：1.經充分討論後投票，通過甲案(甲案:17票；乙案:0票；丙案:3

票；丁案:1票)。 

        2.有關社會科提出歷史與地理排入統一考程事宜，因歷史與地理援

往例為非統一排考程科目，需自行補考，但本次因應疫情，敬請

教務處在不超出 10節統一排考情況下，盡力協助，並於會後盡

速回覆社會科，以利社會科老師安排後續事宜。 

      

 

案由三：研議本校 109學年度暑假高三課輔方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1.高三暑輔每班開班人數以 25位為原則，有特殊情況班級，則最

低為 22人，方足以支應鐘點費。 

      2.建議方案如下： 

      甲案：取消辦理，開學復課後，援往例調查學期間第 8或 9節課 

輔開課意願。 

      乙案：依原行事曆表定 7/26-8/13上課，採線上課程方式，待疫 

情減緩，方改採實體課程。 

丙案：其他建議(歡迎提出) 

決  議：經充分討論後投票，通過甲案(甲案:16票；乙案:2票；丙案:2票)。 

 

 

案由四：研議本校 109學年度重補修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1.因應疫情，高三應屆畢業生六月全面採線上課程方式辦理。 

    2.考量高三學生畢業權益問題，故七月及八月應開課，但若只開高

三，沒有高一及高二加入，除有收費不敷支應鐘點費之虞，更

有可能未來得因應高一及高二學生的畢業問題，而需在學期間

開設重補修班，亦導致各科需協助重補修上課教師人次增加。 

    3.建議方案如下： 

     甲案：以高三為開課對象，但適用高一、二新課綱上課，則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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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二學生參加，採線上課程方式，待疫情減緩，方改 

        採實體課程，另高一、二不適合與高三合併上課之 108課 

綱課程，則於學期間開設重補修班。 

     乙案：以高三為開課對象，不開放高一、二學生參加，採線上課 

程方式，待疫情減緩，方改採實體課程；高一及高二學生 

則於學期間開設重補修班。 

     丙案：高一、二、三學生為開課對象，採線上課程方式，待疫情 

        減緩，方改採實體課程。 

     丁案：其他建議(歡迎提出) 

決  議：經充分討論後投票，通過丙案(甲案:3票；乙案:1票；丙案:20票)。 

 

五、臨時動議： 

  提案：高二升高三模擬考範圍及時間公告與線上電子書提供一案，提請討 

          論。                                  (提案人：二年級代表)  

決議：模擬考範圍及時間已請廠商提供中，最晚 7月初公告於學校首頁， 

      另有關電子書下載部份，將由設備組負責彙整書商訊息後，公告周 

      知。 

 

六、主席結論：感謝各委員因應疫情作最適當調整，另後續會請圖書館資訊組 

       建置高二升高三專區，以利統一資訊公告，讓學生得以順利準 

備升學事宜。 

 

七、散會：下午 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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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戳記 電子郵件地址 您的職稱 您的姓名

6/10/2021 15:50:46 joe197798@gmail.com 教學組長 詹永義

6/10/2021 15:53:16 chiasan72@gmail.com 輔導主任(輔導科召集人) 吳佳珊

6/10/2021 15:53:55 wonder501027@slhs.tp.edu.tw 進修部教學組長 王春輝

6/10/2021 15:54:27 sawaei@gmail.com 進修部主任 陳澤榮

6/10/2021 15:55:32 alger9218@hotmail.com 國貿科主任 翁英傑

6/10/2021 15:56:08 fon@slhs.tp.edu.tw 商經科主任(教師會會長) 林彩鳳

6/10/2021 15:56:17 yishoun@slhs.tp.edu.tw 國文科召集人 羅翊瑄

6/10/2021 15:58:09 n22667422@gmail.com 實習主任(健康與護理科召集人) 劉淑華

6/10/2021 15:58:27 iris650510@gmail.com 全民國防教育科召集人 鍾龍沅

6/10/2021 15:58:32 martin@slhs.tp.edu.tw 廣設科主任 陳哲祥

6/10/2021 15:58:59 elisa01030727@gmail.com 日間部學生代表 林佳宜

6/10/2021 16:00:32 taijen@slhs.tp.edu.tw 教務主任 吳鳳翎

6/10/2021 16:02:56 maolung@slhs.tp.edu.tw 體育科召集人 林茂隆

6/10/2021 16:05:26 wanningpao@gmail.com 特教組長(特教科召集人) 陳婉寧

6/10/2021 16:06:19 djwl0114@gmail.com 三年級代表 李如雯

6/10/2021 16:06:54 ymyu6926@gs.tp.edu.tw 校長 余耀銘

6/10/2021 16:07:21 laparascope@gmail.com 應英科主任(英文科召集人) 黃韻如

6/10/2021 16:09:30 annyhtlan@gmail.com 二年級代表 藍秀子

6/10/2021 16:10:29 red@slhs.tp.edu.tw 資處科主任 王幸紅

6/10/2021 16:10:32 wenyulee66@gmail.com 社會領域召集人 李文玉

6/10/2021 16:11:32 wei540315@gmail.com 藝術領域召集人 黃淑薇

6/10/2021 16:11:34 pan9612car@gmail.com 數學科召集人 潘美娥

6/10/2021 16:12:36 doris@slhs.tp.edu.tw 會計科主任 張慈娟

6/10/2021 16:19:55 charming@slhs.tp.edu.tw 自然領域召集人 趙秋米

6/10/2021 16:24:13 slhs28324511@gmail.com 總務主任 劉昆龍

6/10/2021 16:28:25 anthony@slhs.tp.edu.tw 圖書館主任 鍾允中

6/10/2021 16:43:43 adaweng98@gmail.com 一年級代表 翁憶德

6/10/2021 16:59:15 digo69@yahoo.com.tw 學務處主任 鄭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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