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108 年度第三次委員及諮詢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3F 巴本廳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主席：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林校長文河

紀錄：游宜蓁、江宛庭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略)
二、108 年度第二次委員及諮詢委員會議執行情形
討論事項

決議

有關本中心 108 年度工

109 年度工作指標「中心特色工作自發性課程

作指標「中心特色工作

推動」維持中心今年度(108 年)特色工作，其

自發性課程推動」執行

中辦理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或研習，建議針對

狀況，提請討論。

跨領域學習課程設計方面進行規劃。

執行情形

規劃中。

建議工作執行情形成果呈現將參與率後面括弧
有關本中心 108 年度上

說明計算公式。另，如研習係屬分區研習，則

半年工作指標執行狀

將分母改為分區服務校數，並刪減最後成果彙

況，提請討論。

整一覽表中工作小組會議及委員會議過於細項

已辦理完成。

之案由，俾便檢視執行成果。
有關「第三次委員及諮
詢委員會議」開會地
點，提請討論。

經委員決議，「第三次委員及諮詢委員會議」

目前順利進行

將於台中召開，會議場地則視中心經費而定。

中。

有關「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一般科目設備基準

刪除教學設備項目 3 中主要規格說明「教材提

（語文領域-英語文）」

示機」及項目 4 中主要規格說明「6x8 呎」，其

教學設備名稱，提請討

餘依中心審視後結果送交工作圈。

已辦理完成。

論。

三、 工作業務報告
(一) 行政組
1.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6 月 25 日(二)寄送技術型高中英語文推動中心「儲備種子教師」晉升
資格提醒。

2.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1 日(一)填報「108 年度第二季經費執行狀況」。
3.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2 日(二)完成「技高群科暨推動中心 108 年期中報告」並將紙本報
告書寄至工作圈。
4.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8 日(一)回覆工作圈「108 年度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研習活動規
劃」。
5.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19 日(五)回覆工作圈「108 年度下半年期間實作研習活動規劃」。
6.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24 日(三)回覆工作圈實地輔導訪談日期確認。
7.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24 日(三)呈報國教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領域推動中心
學校 108 年度新課綱宣導種子教師名單」。
8.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30 日(二)回覆工作圈「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參考答案暨疑義
處理作業參與教師數與題數」調查。
9.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30 日(二)回覆工作圈「108 年度性別平等議題融入教案名稱(主
題)」預訂辦理期程。
10.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8 月 7 日(三)繳交「108 年度英語文領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英語文領域宣導成果」至工作圈。
11.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8 月 12 日(二)召開「108 年度第六次工作小組會議」。
12.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8 月 19 日(一)前辦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教師資料調查」，目
前尚有 45 校未回覆教師數。
13.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8 月 22 日(四)繳交依委員意見修訂之期中報告。
14.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8 月 29 日(四)完成 108 年 1-8 月止各項計畫進度填報。
15.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9 月 11 日(三)辦理工作圈實地輔導訪談。
16.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9 月 18 日(三)回覆工作圈「108 年度至 12 月底研習活動調查」。
17.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9 月 19 日(四)回覆工作圈「教育部屬館所資源需求評估調查」。
18.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10 月 15 日(二)召開「108 年度第七次工作小組會議」。
19.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10 月 16 日(三)參加工作圈「技高群科暨推動中心 108 年度第 4 次聯
席會議」。
20.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預計於 9 月 24 日(二)至 12 月 30 日(一)止分區辦理推動中心種子教師共備
社群。
21.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預計於 10 月 1 日(二)至 31 日(四)辦理第二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英語文領域宣導」。
22.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預計於 11 月 13 日(三)上午 10 時整參加工作圈「108 年度結案報告暨 109
年度工作計畫」審查會議，並於 11 月 4 日(一)前繳交 108 年度結案報告、109 年度工作計畫
書至工作圈審查。
(二) 研發組
1.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7 月 4 日(四)辦理「108 年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IB 國際文憑課程中的教
學和學習方法(Approaches to Learning)實作工作坊」，共計 48 位教師參加。

2.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8 月 20 日(二)及 8 月 22 日(四)辦理「108 年領域召集人與領綱宣導、
領域發展課程經驗分享、適性分組宣導、議題融入教學分享暨分區諮詢輔導研習」含北區東
區場及中區南區場，共計 2 場次，分別有 47 位及 57 位教師參加。
3.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預計於 10 月 25 日(五)辦理「108 年度英語文素養導向評量說明及命題實作
工作坊」。

4.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預計於 11 月 20 日(三)辦理「課程調整暨英語文教師專業發展增能工作
坊」。
(三) 資訊組
1. 六月維護推動中心臉書：
(1) 新增公告消息 1 則。
(2) 新增研習消息 1 則。
(3) 單月發文點擊量：238 人。
2. 七月維護推動中心臉書：
(1) 新增研習消息 1 則。
(2) 單月發文點擊量：121 人。
3. 八月維護推動中心臉書：
(1) 新增公告消息 1 則。
(2) 新增研習消息 1 則。
(3) 單月發文點擊量：207 人。
4. 九月維護推動中心臉書：
(1) 新增公告消息 6 則。
(2) 新增研習消息 1 則。
(3) 單月發文點擊量：580 人。
5. 六月維護推動中心網站：
(1) 研習訊息 1 筆。
(2) 教學資源-課程新知 1 筆。
(3) 新增會議記錄 2 筆。
(4) 新增「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題庫」(104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5 筆。
(5) 發行電子報第 11 期。
(6) 網站瀏覽人數：2,729 人。
6. 七月維護推動中心網站：
(1) 最新消息-動態報導 1 筆。
(2) 新增研習訊息 4 筆。
(3)
(4)
(5)
(6)

新增教學資源-課程新知 1 筆。
新增成果報告-期中&期末報告 1 筆。
發行電子報第 12 期。
網站瀏覽人數：3,050 人。

7. 八月維護推動中心網站：
(1) 新增教學資源-課程新知 1 筆。
(2) 新增會議記錄 1 筆。
(3) 發行電子報第 13 期。
(4) 網站瀏覽人數：4,026 人。
8. 九月維護推動中心網站：
新增最新消息 5 筆。
新增研習訊息 1 筆。
新增教學資源-課程新知 1 筆。
發行電子報第 1 4 期。
網站瀏覽人數：5,231 人。

(1)
(2)
(3)
(4)
(5)

9.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9 月 20 日(五)由中心協同主持人及助理參與國教署召開之「108 年度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清單研商會議」。
10. 本英語文推動中心業於 10 月 4 日(五)前回覆宜蘭高中「一般科目教學設備清單」規格等相關
資料。

四、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中心蒐集彙整課程綱要實施問題意見及中心處理回應情形，敬請委員提供卓見。
說

明：
一、為瞭解 108 年度各校在推動新課綱課程之執行疑慮及困難，本中心經由新課綱宣導研習及
各場次研習向教師徵詢相關意見。
二、中心彙整後將蒐集之建議分為教材教法、課程設計、素養教案與評量觀摩示範及素養命題
四大面向，並請分區諮詢輔導委員初步回應，相關意見及處理回應情形請詳參附件一。
三、依課綱問題處理流程，敬請委員提供卓見，後續結果將提供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
程推動工作圈或主政單位。

決

議：依各委員所提出之建議進行修改。

案由二：有關「建立新課綱校訂參考科目及教學大綱」工作項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技術型高中群科暨推動中心修訂與新增學校校訂參考科目流程」辦理，如附件二。
二、中心依工作圈提供之「108 學年度校訂課程科目資料庫」，刪除與新課綱部定科目相同者
後，蒐集並彙整各校課程教學大綱，提請委員進行審查與修訂，請詳參附件三。
三、敬請委員先行勾選科目，再由科目中參酌各校教學大綱，勾選出擬納入校訂參考科目表之
學校，會後中心將進行統計及彙整，將定稿之校訂參考科目表及教學大綱公告於中心網
站。

決

議：依各委員勾選之科目及教學大綱納入校訂參考科目表。

伍、臨時動議
建議於繳交今年度(108)結案報告及明年度(109)工作計畫至工作圈前，先將草擬之計畫提至委
員會議中與委員研討，經決議擬訂於 10 月 29 日(二)召開 108 年度第二次臨時委員會議。

陸、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