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時間：110年 6月 28日(星期一)15：30 

地點：線上會議室 

主席：秦文智校長 

出席：如簽到表                                                 記錄：邱湘茵 

*     Meet - iyn-nvci-ope 

*     Meeting code: iyn-nvci-ope 

*     Created on 2021-06-28 03:04:08 

*     by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google-meet-attendance-

li/appcnhiefcidclcdjeahgklghghihfok 

Full Name First Seen 

吳宗芳 2021/6/28 03:24 

國中部主任彭美娟 2021/6/28 03:10 

國中部教學組長莊惠雅 2021/6/28 03:22 

國中部教師-702 張秀鈴 2021/6/28 03:43 

國中部教師-704 魏鈺珊 2021/6/28 03:36 

國中部教師-708 張炳輝 2021/6/28 03:35 

國中部教師-803 李嘉峰 2021/6/28 03:32 

國中部教師-905 蘇耿興 2021/6/28 03:26 

國中部教師-907 陳姿雯 2021/6/28 03:28 

國中部教師沈益丞 2021/6/28 03:33 

國中部教師蔣依錦 2021/6/28 03:33 

國中部教師郭元貞 2021/6/28 03:37 

國中部教師錢苾先 2021/6/28 03:36 

國中部教師陳怡芳 2021/6/28 03:41 

學務主任江宜襄 2021/6/28 03:35 

教務主任黃詞凰 2021/6/28 03:28 

教學組長邱湘茵 2021/6/28 03:04 

校長秦文智 2021/6/28 03:34 

訓育組長錢苾先 2021/6/28 03:37 

設備組長陳育琪 2021/6/28 03:35 

輔導主任張毓洪 2021/6/28 03:35 

高中部教師-111 陳淑美 2021/6/28 03:18 

高中部教師-113 劉雅茵 2021/6/28 03:27 

高中部教師-214 盧淵智 2021/6/28 03:33 

高中部教師蔡宛凌 2021/6/28 03:26 

高中部教師陳郁蕙 2021/6/28 03:32 

共 26位參加 

 

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教務處報告  

一、教務主任報告： 

升大學成果概述:  

   110年本校應屆 120位考生應考，全校各科前標皆達全國頂標以上，達頂標及前標人數

比去年大為增加。 

南科實中 110年學科能力測驗頂標前標人數分布 

  國文

(120 人) 

英文

(120 人) 

數學

(120 人) 

自然

(101 人) 

社會(99

人) 

自然組(國英

數自 101 人) 

社會組(國英

數社 99 人) 

頂標

人數 

52 34 30 30 32 20 16 

統計

百分

比 

43.3% 28.3% 25.0% 29.7% 32.3% 19.8% 16.2% 

前標

人數 

80 54 57 42 52 47 36 

統計

百分

比 

66.7% 45.0% 47.5% 41.6% 52.5% 46.5% 36.4% 

本校應屆畢業生 120人，截至目前共 71人金榜題名。錄取台大 1人、清大 3人、交大 3

人、成大 7人、政大 1人，共計 15人，占上榜人數 21%；國外升學 6人，升學成績亮眼。

110學年學年度指考日期因應疫情延至 7月 28日~7月 30日，高三尚有 48位同學仍持續努

力準備指考，期望指考考試順利。 

 

1. 109學年度暑期課程及營隊 

名稱 實施日期 地點 備註 

暑期重補修 7/26 開始 線上 1. 報名時間為

7/16-23，同步開

始數學重補修課

程。 

2. 7/26-8/31為其

他科目重補修。 



高一分班及國際數理

實驗班考試 

8/9 依公告實施  

高三暑期輔導課 8/9-8/24 

(共 12日) 

線上或高三各班教室  

新生世界文化英語營 8/11-8/13 C108、一樓韻律教室  

新生訓練 8/16-8/17 依公告實施 學務處辦理 

新生科學營 8/18-8/19 K館及實驗室  

高一銜接課程 8/23-8/24 依公告實施  

 

2.  110學年度年度計畫: 

為增加資源挹注，提升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教務處規劃於 110學年度辦理高中優質化

計畫、部份領域雙語課程計畫及全英語教學計畫，並於 111年 1月開始實施科技部科學

園區管理局雙軌優化課程計畫等。 

 

計畫名稱 執行起訖 計畫經費 申請核定情形 

高中優質化計畫 110.8.1.-111.7.31 190萬 已核定 

部份領域雙語課程教學計畫 110.8.1.-111.7.31 50萬 申請中 

全英語教學計畫 110.8.1.-111.7.31 25 萬 申請中 

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 110.8.1.-111.7.31 35 萬  申請中 

AI 雙軌優化課程計畫 111.1.1- 111.12.1 740萬 申請待核准 

 

二、教學組報告： 

3. 109學年度共開設 13場教師研習。 

編號 研習課程名稱 研習日期 研習時數 

1 南科學共備研習 109.09.09 3 

2 南科學共備研習 109.09.23 3 

3 南科學共備研習 109.10.07 3 

4 南科學共備研習 109.11.25 3 

5 南科學共備研習 110.04.13 3 



6 南科學共備研習 110.04.28 3 

7 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審查實務研習 109.09.07 2 

8 學生歷程檔案「輔導策略」教學策略 110.05.12 3 

9 知性寫作工作坊 109.11.26 3 

10 線上教學指導研習 110.05.19 4 

11 自主學習分享研習(社會科) 110.03.30 1 

12 自主學習分享研習(自然科) 110.05.06 1 

13 自主學習分享研習(國文科) 110.06.24 1 

 

4. 109學年度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成績斐然: 

競 賽 名 稱 獲 獎 項 目 名 次 班   級 學生姓名 

台南市 109年國語文競賽北區決賽 國語演說 優勝 311 林采頤 

國語演說 優勝 212 林千地 

國語演說 優勝 社會組 邱琮崴 

國語朗讀 優勝 311 林若奕 

國語朗讀 優勝 212 汪巧婷 

作文 優勝 113 陳泯璇 

2020 年第十屆臺南文學獎 新詩 

 

佳作 113 陳泯璇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演講比

賽南區決賽  

高級中等學校英

語演講比賽 

佳作 211 陳姵孜 

https://www2.inservice.edu.tw/script/CourseModify.aspx?cid=2963933
https://www2.inservice.edu.tw/script/CourseModify.aspx?cid=3067288


109全國英文單字比賽南區決賽 109全國英文單

字比賽 

佳作 214 黃翊 

110年度普技高英閱大師比賽 

 

普技高英文閱讀 英閱大

師獎 

311 王琪 

109學年度 Cool English 閱讀王比

賽獎 

 

Cool English 閱

讀王 

閱讀王

獎 

311 王琪 

Cool English 閱

讀王 

閱讀王

獎 

312 沈昭成 

2021哈佛大學書卷獎 多元表現優秀 
 

211 陳心平 

 

 

提案一、審查 109學年度國際數理實驗班轉入成績修訂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內容：審查 109學年度國際數理實驗班轉入成績修訂，提請通過 

提案說明: 

因應疫情高一下化學取消第二次及第三次定期評量，故將影響到審查轉入成績的公正

性，故調整成績比序計算方式，由採五次定期評量成績改採全學年成績。 

原計畫書辦法 (二) 轉入：如有缺額，在學期末得由學生依個人意願提出申請。 

在高一學年結束時辦理為原則，由非實驗教育班學生提出轉入申

請，報名資格為本校高一升高二學生數學科、物理科、化學科及英

文科學年總排名在前 50% 者，並依成績擇優遞補。 

申請國際數理實驗教育班學生學習成績比序計算方式，以各學科成

績做下列方式計算： 

(1)採計本學年五次定期考查，4科成績之平均數。 

(2)總成績=英文 x1+數學 x1+物理 x1+化學 x1 

(3)錄取序位依總成績由高而低依序錄取。 

(4)同分比序依照下列科目成績由高而低依序錄取:自然、數學、英

文。 

修訂辦法 (二) 轉入：如有缺額，在學期末得由學生依個人意願提出申請。 

在高一學年結束時辦理為原則，由非實驗教育班學生提出轉入申

請，報名資格為本校高一升高二學生數學科、物理科、化學科及英

文科學年總排名在前 50% 者，並依成績擇優遞補。 

申請國際數理實驗教育班學生學習成績比序計算方式，以各學科成

績做下列方式計算： 

(1)採計本學年五次定期考查，4科學年成績之平均數。 

(2)總成績=英文 x1+數學 x1+物理 x1+化學 x1 

(3)錄取序位依總成績由高而低依序錄取。 

(4)同分比序依照下列科目成績由高而低依序錄取:物理、化學、數

學、英文。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110學年度國際數理實驗班入班考試的防疫應變措施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內容：110學年度國際數理實驗班入班考試的防疫應變措施，提請通過 

提案說明: 

為防止疫情造成國際數理實驗班無法進行入班測驗,擬定應變措施如下： 

 1.已解除三級警戒: 入班考試照常於 8月 9日舉行,每班人數減為 20人,人與人距離  

  為 1.5公尺 

  2.未解除三級警戒: 入班考試取消,採書面審查方式: 

原入班測驗

評分方式 

  

(一)報名資格： 錄取本校之高一學生，皆可進行校內甄試報名、參加

甄選。 

(二)甄選流程：成立國際數理實驗教育班甄選小組。 

1.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2.第二階段：數理性向及英語文表達測驗筆試。 

實施數學性向、自然學科性向及英語文表達等測驗，依甄選成績高低

序正取前 30名，另備取 10名。 

 (1)甄選成績=數學性向測驗 x 30%+自然科性向測驗 x 40%+英語文表

達測驗 x 30%。 

 (2)數理性向及英語文表達測驗範圍及分數說明。 

     數學性向測驗(國中課程範圍)，滿分 100分。 

     自然學科性向測驗(國中程度範圍)，滿分 100分。 

     英語文表達測驗(約中級英檢程度)，滿分 100分。 

因應三級警

戒無法辦理

筆試時，改

由申請方式

辦理 

(一)   報名對象： 錄取本校之高一學生。 

(二)申請流程： 

1.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2.第二階段：由會考成績替代數理性向及英語文表達測驗筆試。 

會考成績換算: A++ 7 , A+ 6, A5, B++ 4, B+3, 

B2, C 1 

   依成績高低序正取前 30名，另備取 10名。 

(1)總成績=數學會考成績 x 30%+自然會考成績 x 40%+英語會考成

績 x 30%。 

(2)同分比序依照下列科目成績由高而低依序錄取:自然、數學、

英文。 

(3)若比序至最後一項仍同分，則增額錄取。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110學年度入學生選課輔導手冊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內容：110學年度入學生選課輔導手冊，提請討論通過。 

提案說明： 

為幫助家長、學生與教師了解各校開設課程情形，簡化課程諮詢業務，連結學生課程

學習與生涯發展的關係，依規定完成選課輔導手冊編輯，已於 6月教務會議通過，並

經課發會通過後公告於學校網站，手冊內容請參閱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審議 109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內容：109學年度課程評鑑結果，提請討論通過。 

提案說明： 

經過校內師生共同填寫問卷，結果如附件，已通過課程評鑑小組會議。依據各向度說

明概況，提請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審議 11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 

提案單位：輔導室 

提案內容：審議 11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 

提案說明： 

(一)「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專指依照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安排之課

程。 

(二) 安置在本校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特殊學習需求，經專業評估後，提供生活管理、

社會技巧、學習策略、功能性動作訓練等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該領域/科目需依據個別

化教育計畫，以及參考教育部研訂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綱要」進行規劃與實施。 

(三) 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須針對學生各領域課程規劃之學習內容，

包含學習節數配置比例與學習內容之調整進行決議。 

(四) 110 學年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已於 110年 6月 24日特教推行委員

會通過，提送本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如附件，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修訂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四條之補充規定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內容： 修訂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四條之補充規定。 

提案說明： 因應特殊狀況及教育部來函，增訂本校高中部學生學習評辦法暨補充規定。 

 

修正對照表: 

原規定 修訂(增列補充規定第三點) 

第四條 

 學業成績評量，採百分制評定，並得註記

質性文字描述。 

 學業成績評量，按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兼顧科目認知、技能及情意之教學目

標，採多元評量方式，並於日常及定期為

之；其各科目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之占

分比率，由學校定之。 

 前項多元評量，得採筆試、作業、口試、

表演、實作、實驗、見習、參觀、報告、資

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實踐、自我評

量、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方式辦理。 

第四條 

 學業成績評量，採百分制評定，並得註記

質性文字描述。 

 學業成績評量，按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兼顧科目認知、技能及情意之教學目

標，採多元評量方式，並於日常及定期為

之；其各科目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之占

分比率，由學校定之。 

 前項多元評量，得採筆試、作業、口試、

表演、實作、實驗、見習、參觀、報告、資

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實踐、自我評

量、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方式辦理。 



補充規定 學業成績考查，其方式及比重如

下： 

一、日常考查：百分之四十，通過免修課程

鑑定之學生依照自學計畫由指導老師進行多

元評量考察。 

二、定期考查：百分之六十。舉辦三次定期

評量(每次百分之二十)， 另得依年級或學

科性質之不同採定期考查二次(每次百分之

三十)。 

補充規定 學業成績考查，其方式及比重如

下： 

一、日常考查：百分之四十，通過免修課程

鑑定之學生依照自學計畫由指導老師進行多

元評量考察。 

二、定期考查：百分之六十。舉辦三次定期

評量(每次百分之二十)， 另得依年級或學

科性質之不同採定期考查二次(每次百分之

三十)。 

三、如遇特殊狀況，經教育部公告同意各校

自訂彈性評量方式，則由本校教務會議共同

制定日常考查及定期考查的比例，經課程發

展委員會決議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