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01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0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7月16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提案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柒、實施要點暨《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5條，組織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經校務會

議通過，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以推動我國教育目標，實現本校學校願景，規劃學校特色課程，

以符應學生需求及家長期待為宗旨。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29人，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自每年8月1日起至隔年7月31日

止，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學校行政人員：由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

任、外語部主任、研發主任、教學組長、設備組長及實習組長擔任

之，共計10人；並由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教學組長兼任副執行秘

書。 

(三)科主任：由國中部、餐飲管理科之科主任擔任之，共計2人。 

(四)學科教師：由各領域含國語文、外國語文（含英語文、第二外語）、數

學、自然、社會、藝能（含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國

防）等各科召集人擔任之，每領域1人，共計6人。 

(五)專業群科教師：由餐飲管理科一名教師擔任之，共計1人。 

(六)各年級導師代表：由各年級導師推選之，共計4人。 

(七)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1人擔任之。 

(八)產業代表：由學校聘任產業代表1人擔任之。 

(九)社區代表：由學校聘任社區代表1人擔任之。 

(十)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1人擔任之。 

(十一)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代表1人擔任之。 

四、本委員會執掌如下： 

(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總體課程。 

(二)規劃、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審查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四)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五)審議與課程相關之行政規劃。 

(六)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五、本委員會運作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11月前

及6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本委員會每年11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

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三)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

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四)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

討。 

(五)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 

六、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 

(一)各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學科、群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 

(二)課程發展小組：由行政人員、各科教師及產業代表組成，每學期依據

課綱規範、學校特色、學生發展及考招制度進行課程發展之規劃、檢

討及修正，由教務主任擔任小組召集人。 

(三)課務規劃小組：由行政人員、各科教師組成，每學期依當年度主管機

關核定之課程計畫、學校師資、教室及設施實際狀況進行課務規劃、

執行、檢討及修正，並由教學組長擔任小組召集人。 

(四)教材審議小組：由行政人員、各科教師、家長委員會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成之，每學期對課程進行所需之教材進行審議時程之規劃、執行、

檢討及修正，並由設備組長擔任小組召集人。 

(五)課程評鑑小組：由行政人員代表、各科教師、專家學者及社區代表組

成之，每學期對課程自我評鑑，檢討並修正，並由教務主任擔任小組

召集人。 

七、各教學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研議課程架構、教學大綱及評量方式等相關事宜。 

(二)協助規劃設計各科教學活動。 

(三)協助研發課程發展及教學方法。 

(四)協助評選教科書及研發自編教材和補充教材。 

(五)協助推動課程評鑑工作。 

(六)協助推動公開教學觀摩及觀課活動。 

(七)協助建置課程教學檔案。 

八、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109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組織成員名單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號 身分 姓名 備註 

1 召集人 詹義農 校     長 

2 執行秘書 徐崇哲 教務主任 

3 副執行秘書 林雅欣 教學組長 

4 行政主管 方慧徽 秘    書 

5 行政主管 詹明仁 學務主任 

6 行政主管 陳明敏 輔導主任 

7 行政主管 黃淑娟 外語部主任 

8 行政主管 黃文貞 研發主任 

9 行政人員 林紫涵 圖書館主任 

10 行政人員 林文君 實習組長 

11 行政人員 林佑欣 設備組長 

12 行政人員 吳健民 國中部主任 

13 科主任 潘嘉如 餐飲管理科 

14 導師代表 林玉珉 一年級導師 

15 導師代表 伍家麟 二年級導師 

16 導師代表 蕭丞顯 三年級導師 

17 導師代表 林于安 國中部導師 

18 一般科目領域代表 吳月容 國文領域 

19 一般科目領域代表 劉俞辰 英文領域 

20 一般科目領域代表 洪婕薰 數學領域 

21 一般科目領域代表 駱立揚 自然領域 

22 .一般科目領域代表 林幸蓉 社會領域 

23 一般科目領域代表 吳耿昇 藝能領域 

24 職業類科領域代表 蔡孟娟 餐飲管理科 

25 專家學者 陳錦杏 中臺科技大學副校長 

26 產業代表 蔡明憲 葳格國際會議中心經理 

27 社區代表 詹盛源 社區居民代表 

28 家長委員會代表  家長委員 

29 學生代表  學生會代表 

 

 



 (二)、領域、群科教學研究會： 

領域/群科 科目 召集人 

語文 國文 吳月容 

語文 英文 劉俞辰 

數學 數學 洪婕薰 

社會 歷史、地理、公民 林幸蓉 

自然 物理、化學、生物、地科 駱立揚 

藝能 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體、國防 吳耿昇 

餐飲管理科  潘嘉如 

觀光事業科  林文君 

應用英語科  黃淑娟 

 

(三)、課程發展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小組召集人，成員如下 

編號 身分 姓名 職務 任教領域 

1 小組召集人 徐崇哲 教務主任 自然 

2 

小組成員 

詹明仁 學務主任 體育 

3 陳明敏 輔導主任 輔導 

4 黃淑娟 外語部主任 英文 

5 黃文貞 研發主任 社會 

6 林紫涵 圖書館主任 國文 

7 林文君 實習組長 觀光 

8 吳健民 國中部主任 自然 

9 潘嘉如 餐飲科主任 餐飲 

10 陳錦杏 專家學者 中臺科技大學副校長 

11  學生代表 學生會代表 

 

(四)、課務規劃小組：由教學組長擔任小組召集人，成員如下： 

編號 身分 姓名 職務 任教領域 

1 小組召集人 林雅欣 教學組長 餐飲 

2 

小組成員 

詹明仁 學務主任 體育 

3 吳月容 國文領域召集人 國文 

4 劉俞辰 英文領域召集人 英文 

5 洪婕薰 數學領域召集人 數學 

6 駱立揚 自然領域召集人 自然 

7 林幸蓉 社會領域召集人 社會 

8 吳耿昇 藝能領域召集人 輔導 

9 蔡孟娟 職業類科領域代表 餐飲 

 

 



(五)、教材審議小組：由擔任小組召集人，成員如下： 

編號 身分 姓名 職務 任教領域 

1 小組召集人 林佑欣 設備組長  

2 

小組成員 

林紫涵 圖書館主任 國文 

3 林玉珉 一年級導師 國文 

4 伍家麟 二年級導師 自然 

5 蕭丞顯 三年級導師 數學 

6 林于安 國中部導師 社會 

7 蔡孟娟 職業類科領域代表 餐飲 

 

(六)、課程評鑑小組： 

編號 身分 姓名 職務 任教領域 

1 小組召集人 徐崇哲 教務主任 自然 

2 

小組成員 

方慧徽 秘書 餐飲 

3 吳月容 國文領域召集人 國文 

4 劉俞辰 英文領域召集人 英文 

5 洪婕薰 數學領域召集人 數學 

6 駱立揚 自然領域召集人 自然 

7 林幸蓉 社會領域召集人 社會 

8 吳耿昇 藝能領域召集人 輔導 

9 陳錦杏 專家學者 中臺科技大學副校長 

10  學生代表 學生會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