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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報告表 
           【請依實際辦理情形詳填，表格不足請自行延長】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學習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領域人數 九位專任老師、兩位兼課老師(不含兩位行政組長) 

共同備課主題 人際溝通課程─【我想告訴你我的心】 

量化呈現辦理成效 

1. 領域共同備課：2次。科內共同備課：每周至少一次。 

2. 同儕公開觀課(含說課及議課)：1次。 

3. 領域共同研習：3次。 

4. 領域行政事項討論：2次。 

質性說明辦理成效 

★目標檢核： 

本學期領域八次工作坊順利完成。 

 

★社群運作過程敘事分享： 

在各種備課、研習討論過程中各科老師可由自身專業與經驗出發提供意

見，彼此交流，在討論過程中老師們可各有所獲。 

 

★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影響分析： 

1. 採雙層備課方式進行：先在科內進行課程討論，有初步架構後再至

領域內進行討論。 

2. 科內教師進行共備時採取滾動式修正，一邊進行課程一邊與同科老

師進行討論與課程修正，以使課程更為精緻極適合本校學生。 

  

未來展望 

1. 下學期領域研習預計辦理家族排列、志工服務等方面之知能成長研

習。 

2. 下學期持續規劃領域共同備課，發展系統共備之架構，並盡量推動

領域教師進行同儕教學觀摩。 

3. 期待建置輔導活動科專科教室。 

附件資料 

 

附件一：領域教學研究會暨專業學習社群會議時間 

附件二：各項會議紀錄 

附件三：共備研習發表 

 

 

填表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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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研究會暨專業學習社群會議 

 

編號 研習日
期 起迄時間 地點 主   題 主講 記錄 

1 8/28 15：00~16：00 
活動中心 2

樓會議室 
期初會議 曉郁 雅筑師 

2 9/17 9：00~12：00 簡報室 

資訊議題 

融入教學探討 

怡旻師 

爾雅師 

政聖師 

3 10/15 9：30~11：30 簡報室 公開觀課課前討論 曉郁 怡旻師 

4 10/29 9：00~12：00 簡報室 公開觀課 曉郁 祖平師 

5 11/5 9：00~12：00 萬芳高中 第五群組領域共備 第五群組 曉郁師 

6 11/19 
9：00~12：00 

簡報室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輔導室 爾雅師 

7 12/10 
10：00~12：00 

簡報室 生涯發展教育研習 輔導室 常辰師 

8 12/17 
9：00~12：00 

四樓生科教

室 
校慶教學成果展布置 教務處 慧靜師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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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會議記錄 

時間：104年 8月 28日 15:00~16：00 

地點：活動中心 2樓會議室 

主題：期初領域會議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 

會議內容： 

一、 請夥伴領取行事曆、共備單及領召研習等資料。 

二、 歡迎領域新進教師滕常辰老師。 

三、 討論本學期領域共備進行方式：由於本學期須於 10月底以前完成共備，且考量共備單

須完成之細節，故於本學期重新進行分科共備，由曉郁進行公開觀課。 

四、 討論本學期領域研習時間。 

五、 教學進度表 9/9 前需繳交至教務處。 

六、 各科老師如有設備需求可於 9/10前告訴曉郁或是逕至設備組報備。 

七、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本學年度所認領之議題為誠信教育及資訊素養與倫理，資訊素

養與倫理議題如去年所做那樣，須請老師們於上、下學期繳交課程資料給資訊組(組長

表示會再與老師們私下確認)，誠信教育部分今年則輪到昀謙老師負責。 

八、 12月份領域研習講座請慧靜老師協助邀請，日期與講題確定後會再另行通知大家。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會議記錄 

壹、 時間:    10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 四) 

貳、地點:    輔導室 

參、與會人員:詳見簽到表。 

肆、主題:    綜合活動期末領域會議。 

伍、會議內容:  

一、觀課前教案的討論 

(一)八年級的輔導課單元:人際溝通—我想告訴你我的心(詳見教案) 

(二)因為尚未在任何一個班實施，所以請各位給意見。 

(三)預定教學觀摩的班級是 809，這個班級女生很活潑，很有主見，男生也積極參與活動。 

(四)家政課曾經讓學生四人以聯想律動讓同學猜年菜的海鮮，當時的困境；表演的同學扭捏

或是台下同學沒有參與感。 

(五)溝通的任務條的內容可以更有變化；例如口氣與語言文字是不一致。 

(六)可以用小組競賽猜表演同學的情緒，這樣比較有參與感。 

(七)強化眼神的部分，例如:講到哪裡眼神要睜大。 

(八)電視媒體就有說明要放慢速度才可以看到。 

(九)觀課的重點:大家當日觀課重點是學生是否能跟上老師角度，參與活動的程度，再者是否

透過活動學到傾聽是真實含意。當時要有座位表方便大家做紀錄。 

(十)觀課一節之後馬上進行觀課後的討論。 

(十一)孩子如何練習傾聽，例如眼神是看嘴巴高度因為看眼睛，再來是否可以回覆說話的內

容。 

(十二)除了看講台的學生表演之外，可以讓學生多一些練習的機會，可以再把任務條包裝得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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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整一些。 

 

二、校慶教學成果展的討論 

因應三十周年校慶，各個領域需展現教學成果。請大家集思廣益。 

(一) 三十而”麗”—學生的豐富美麗的歷年作品都可以展現。 

(二) 可以有動態展也可以靜態展。 

(三) 實習的時候，老師穿著多元文化的服裝，學生主動來找老師蓋章，集章換獎品。 

(四) 校慶接近聖誕節，可以讓學生來輔導室來寫祝福小卡，最後集結成許願樹。 

(五) 靜態展可以結合童軍的工程模型和家政科的小小兵偶和學生作的花朵， 

(六) 可以簡介景興領域的校友成就結合輔導室生涯教育。 

(七) 大家可以各自準備可以展出的教學成果，靜態的展出。  

三、臨時動議: 

(一)十一月五日領域時間要大家一起去萬芳開會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會議記錄 

壹、時間：104年 10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10:00~12:00 

貳、地點：2樓輔導室 

參、與會人員：（參見簽到表） 

肆、主題：觀課心得 

伍、會議內容： 

1.上週共同備課，曾討論過是否能讓全班都有機會練習「只聽不看猜說話者的感受」的

這項活動，後來在兩個班嘗試過後，發現會無法控制班上每個小組結束的時間，所以

活動又回到講台上。 

2.這堂課的內容為：一、體驗完整的聽是要用用耳朵聽，加上眼睛觀察，還要用心聽；

二、口語強化學生對溝通的認知。這兩點都重複了學生他們原本就知道的事，如何成

為一個良好的傾聽者與個人特質很有關係，很難透過一堂課就做到。未來如何再運用

課程引導學生，還需要再想想。 

3.隔壁班在上表演藝術課，音量較大，所以教室後方同學可能會聽不到聲音，教學者會

重複同學的應答讓其他同學聽到，這點很好。 

4.教學者在課堂開始有很多的暖身，藉著一問一答讓學生回想過去經驗，再去把學過的

東西的層次拉出來，暖身暖得很夠。之後又用繪本再暖一下主題，使得學生更能進入

狀況。 

5.上台活動有兩輪，第一輪表現得很精彩，能展現出「用眼觀察」在溝通中的重要性，

第二輪同學的表演台下不好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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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學者在課堂活動中，四次照顧到班上學習動機較低落的學生。 

7.課堂剩下的時間，教學者以大十字的方式，讓學生總結課程重點，為這一堂做了一個

畫龍點睛的效果。 

8.教學者的課程緊湊，語速是快的。這班程度很好，很快就會有回應，如果在別班，可

能會需要比較多的時間等學生吸收。 

9.可以考慮繪本的部分插圖，在活動後再拿回來讓學生討論它們看到或感受到什麼。 

10.可以考慮以影片展現非語言訊息的表達與重要性。 

11.有時候溝通的情境及溝通者的身分，也會影響聽者使否想同理對方的意願。 

12.戀愛中的男友關心女友的例子讓人很有印象，建議可以再深入一點說明。例如可以再

加入一些男女思想可能不同，或是一些心理學的內容。關於「人際距離」的部分，建

議可以讓學生自己體驗。 

13.上完課會遺忘繪本的內容，建議設計學習單請學生思考有哪些情境可以應用所學內

容。 

14.有些同學課堂不會發言，但會思考，能將所學反映在學習單上。 

15.不過學習單的批改有時又會成為很重的負荷。 

16.童軍科的變通方法：每位學生一學期有一本小的藍色簿本，每次可記下一兩句課堂心

得，老師可以在每次段考前收回批改一次。例如：可以請學生選一張與我自己最有聯

結的繪本插圖，寫下它如何對應到我的生活經驗。 

17.課程的重點可以用關鍵字寫於黑板上，讓學生一直看得到，比較不會忘。例如：最後

的「聽」字分析可以聚焦。 

18.人際的距離建議可用圖片說明，例如：媽媽抱嬰兒。 

19.溝通時，學生站著、蹲著，也會對溝通的進行產生影響。 

20.影片「我的少女時代」某片段可以做為溝通不良的說明。 

21.溝通的過程似乎多做一點也沒有關係，多確認一點也沒關係。 

22.觀課的重點可以是學生，教室桌椅的擺放方式建議讓老師們可以觀察，但又不影響課

程。可以借用其他教室以安排座位。 

23.分組學習會因學生自己分組，或是老師均質分組，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24.七年級比較好分組，有專科教室也比較好分組。七年級願意搬動桌椅，八年級孩子較

難。 

25.童軍分組分享：分組可以隨機分組，再以課堂成品來控制每一組的學習進度。全組都

有做到一定程度，才能再問老師問題。學生若抱怨同學速度慢，可以回應學生：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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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兩次上課後，學得快的就願意教導別人，並且從教導中覺得

有挑戰。 

陸、散會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會議記錄 

時間：104年 11月 5日 9:00~12：00 

地點：萬芳高中會議室 

主題：綜合領域各校共備經驗分享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陳曉郁 

 

會議內容： 

九、 輔導、童軍及家政三科分科至各準備地點進行共備經驗分享。 

十、 各校經驗分享。 

十一、 輔導團成員回饋：各校準備辛苦，希望可養成共備習慣，也將共備時間固定下來，

以讓課程更加精緻。 

十二、 領域夥伴心得分享： 

甲、 各校共備大部分為分科進行，考量實際合作狀況，以分科共備會較為順暢。 

乙、 本校共備是以分科共備為基礎，同時也回到領域內進行討論，雙層共備是我們

的特色。 

丙、 因為有共備讓教學更安心。 

丁、 我們的共備課程在實際運行時是一種滾動式的修正，透過上課→討論→修正→

再上課的過程，讓課程更符合學生所需，教師也在此過程中彼此學習成長。 

十三、 臨時動議：無 

十四、 散會。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會議記錄 

時間：104年 11月 19日 9:00~12：00 

地點：活動中心會議室 

主題：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陳曉郁 

紀錄：葉爾雅 

會議內容： 

壹、綜合活動領域之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貳、研習大綱: 

1.家扶中心服務項目說明 

2.文山老人服務中心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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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山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介紹 

4.個案影片討論 

5.身心障礙類別介紹 

6.精神障礙之幻聽體驗 

7.認識家暴與保護令 

8.家暴加害與受害感受體驗 

9.高風險、目睹兒之辨識與通報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會議記錄 

時  間：104年 12月 10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分 

地  點：輔導室 

主  席：陳曉郁               記錄：陳慧靜、陳曉郁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今日教學研究會主題為「生涯發展教育研習」，大家參閱資料並請資料           

組長說明。 

  2.12/17（四）進行本校 30週年校慶各學習領域成果展之前置工作，請     

大家一起來布置。 

二、上次會議決議案及相關事項執行情形：無。 

三、各單位業務報告：生涯發展教育研習－輔導室資料組(如附件一、二) 

  1.各年級相關測驗結果已完成，需要個別資料者請洽資料組。 

  2.九年級適性輔導部分： 

    （1）1/4 - 1/8進行九年級第一次志願選填，另行召開導師及輔導   

    老師之說明會。 

    （2）104-2再安排職校參訪及畢業學長姐經驗分享座談會。 

    （3）104-2技藝班學生報名表加入輔導老師簽名部分，更深入瞭解學      

生是否適合參加某一職群課程（另行討論）。 

    （4）105國中教育會考後的安排，另行討論細節。 

    （5）九年技優甄選部分，可引導有家庭經濟協助需求並具明顯職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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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學生，報名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入學管道。 

  3.11月七年級進行技職院校參訪，104-2尚有「職業達人在我家」與「技    

職教育宣導」等活動。 

  4.104-2八年級進行技藝教育課程介紹（請鼓勵性向較明確之學生參與九 上之技藝

班課程）、社區高職參訪及生涯檔案介紹。 

  5.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教學，請各學習領域提供一份教案，並進行教師自我檢核

表（繳回資料組彙整）。 

四、專題報告： 

  11/19綜合領域進行性別平等教育暨兒少保護研習 3小時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105國中教育會考後的安排，希望今年可以有更完整的規劃。 

   （江怡旻提） 

說 明：希望 5月份教育會考後可以有整合性的規劃，以利九年級學生後續安     

排，避免學生心情浮動難以安頓。 

決 議：依據去年執行情形及參考曾有的辦理情形，另行規劃系列活動。 

參、臨時動議 

  一、下周四(12/17)早上九點請各位夥伴至生科教室(二)進行校慶教學成果展 

      的布置。 

  二、宣達教務處宣導事項：下學年度的行動研究與有效教學教案比賽請夥伴踴   

      躍參加，尤其是有效教學教案徵稿有不錯的獎勵。 

  三、由於資料組說明須讓每個領域在每一學年產出一份生涯發展教育教案以及   

      教師自我檢核表，此工作排序則依領域內既有排序輪流。 

肆、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的討論，若有其他建議事項，再與相關人員互動。 

伍、散會（11：30散會）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會議記錄 

時  間：104年 12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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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本校 4樓生活科技教室 

主  席：陳曉郁               記錄：滕常辰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今日進行本校 30週年校慶各學習領域成果展之前置工作，大家一起

來布置。 

二、 成果發表會前置作業：討論領域學生成果發表會的作品擺放，作品內容包含童軍

科的營帳餐桌、家政科的手縫作品，藉由作品的擺放產生互動，呈現綜合活動領

域課堂間活潑有趣的授課方式。此外，亦參觀其他領域的成果內容，進行課程討

論與精進，促進領域間各科的教學結合。 

貳、討論事項 

一、 依教育部規定討論下學期生涯發展與誠信課程負責老師：講解下學期生涯發展教

育及誠信課程的實施內容，協調後決定由常辰老師負責生涯發展教育，誠信課程

則由輔導科教師負責。課程實施時間於下學期，需繳交相關教案及教學資料照

片，可自行繳交給教學組或領召。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的討論，若有其他建議事項，再與相關人員互動。 

伍、散會（11：30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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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輔導活動科為例

綜合領域共備歷程分享

學校：景興國中

 

我們教師發展專業社群的組成
 人員：

 領域教師專業社群：領域老師

 備課專業社群：校內兼輔老師為主，領域老師為輔。

 時間：

 周五及周一的第八節或空堂

 隨時隨地

 地點：我們的辦公桌

 進行方式：討論(釐清課程目標→

丟想法→吃東西→打岔→課程逐漸成形)

我們的共備課程
 八年級的輔導活動課程

 本次共備分享之報告單元：

名稱：人際溝通『我想告訴你我的心』

選擇原因：配合領域時間與行事曆

單元學習活動設計
 主要概念：人際互動

 學習目標：

 透過課程使學生了解順暢的溝通需要有積極的傾聽與
良好的表達。

 透過活動讓學生學習積極傾聽。

 透過討論活動讓學生覺察自己的溝通類型，並學習良
好合宜的表達方式。

 

 教材組織分析：

 教學流程：

 第一節課：繪本分享→學生上台演出，體驗積極傾
聽→語言訊息與非語言訊息的重要性。

 第二節課：小組討論。

 第三節課：溝通類型覺察→Satir冰山理論→學習一
致性溝通。

共備歷程

 課前討論：

 同科輔導老師每周固定時間討論，產出課程，隨時
隨地修正與調整。

 觀課前在領域內討論，聽到各科老師不同的教學經
驗與觀點。

 公開觀課

 議課歷程：

 提供不同觀點

 老師的教vs.學生的學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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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共備亮點
 轉身就共備

 腦力激盪+支持性小團體

 資源共享

 雙層共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