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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英語科教學與家長面對面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5 年 10月 14 日下午 5 時 

二、 會議地點:中學部 2 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江校長家珩 

四、 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五、 會議紀實: 

(一) 校長致歡迎詞:略 

(二) 教務主任業務報告: 

1. 首先說明中學部各年級英語課程規劃﹑節次及任課教師名單，詳細

如會議資料所附。 

2. 其次由國際教育中心黃湘絮主任和各位家長做有關外師部份的業務

報告。 

3. 因為今日有外國老師在場，因此請國教中心黃主任擔任翻譯使外國

老師也有參與感，知道今天會議的討論內容。 

4. 教務主任做英語科課程安排說明如下所示:並做說明所有英文科教

師(中師外師)皆有教學計畫掛在學校網站中學部教學計畫區家長可

上網查閱並說明校內教師授課是依照教學計畫進行的。 

(1) 105 學年國中部英語課程說明: 

7 年級分組上課:(其他)中師 4 節,外師 4 節: 

(精熟組)中師 2 節,外師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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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級不分組：8A 班中師 2 節,外師 6 節； 

8B，8C 班中師 4 節,外師 4 節。 

9 年級不分組：9A,B,C 班 中師 4節,外師 4 節。 

10﹑11﹑12 年級:中師 3 節,外師 2 節。 

◎各班級任課教師如下表: 

班級 中師 外師 班級 中師 外師 班級 中師 外師 

7精熟

(2+6) 
黃湘絮 Alenka 

8A 

(2+6) 
吳政鋐 Garteh 

9A 

(4+4) 
劉益賢 Alenka 

7普通

(4+4) 
林佩誼 Garteh 

8B 

(4+4) 
劉益賢 Garteh 

9B 

(4+4) 
張文昀 Alenka 

7加強

(4+4) 
吳政鋐 Seamous 

8C 

(4+4) 
劉益賢 Alenka 

9C 

(4+4) 
張文昀 Alenka 

班級 中師 外師 班級 中師 外師 班級 中師 外師 

10A 林佩誼 Alenka 11A 張文昀 Garteh 12A 柯良潔 Garteh 

10B 林佩誼 Garteh 11B 柯良潔 Garteh 12B 柯良潔 Garte 

備註:10,11,12年級均為 3+2 

(2) 教師教學計畫請參閱本校網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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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國際教育中心主任對外師教學作補充說明:無特別說明。 

(三) 教務主任彙整家長意見並說明前六項次家長因不克參加,學校會以

書面再行回覆，並將前 6 項提問告知與會家長，現整理並回覆如下: 

1. 希望外師的教學可以因材施教,避免浪費學生的受教權,目前太過於

小學生化了,希望能有所改變,受益孩子。(11A) 

回覆:對談會中已回覆(國際教育中心回覆補充:請提問家長近一步說明

小學生化的教材與實例,以便於與任課教師溝通。但因提問家長未到,故

請教務處提供提問家長資料,以便於深入瞭解實際狀況,以使能有效督

促外籍教師做改善。) 

2. 英外課影響其他課的節數。(11A) 

回覆:課程節數排定為課發會權限，已將本案提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並

經委員決議本學期仍然維持外師 2 節課,但輔以分組學習方式使學生能

認真學習達到教學成效。 

3. 英文希望以落實基礎為準,單字必須多背,文法的部分須逐步強化。

(9B) 

回覆:責成英語科教師督促學生。 

4. 英語科的節數太多(8 堂課),壓縮到其他科目的學習,造成老師趕課

同學吸收不良!煩請校方重新檢討調整方針。(8A) 

回覆: 已將本案提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並經委員決議本學期仍然維持

外師 2 節課,但輔以分組學習方式使學生能認真學習達到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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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國小雙軌班升上國中之學生英文程度較普通班學生高,目前所安

排之課程內容(A 班)相對來說都過於簡單,感覺是浪費時間建議依程

度給予適當之師資與課程。(7B) 

回覆:會同國際教育中心了解外師教學狀況研擬改善方針。 

6. 希望在課程安排考量本校孩子程度落差較大的情況(許多同學以前

小學及在 A 班雙語)設計更符合學生需求的教學,不致產生大部分學

生感覺未獲助益。 

建議:會話課應分程度教學應可改善。(11B) 

回覆:會同國際教育中心了解教師教學狀況並研擬改善方針。 

7. (1)高中部英文中師只有 3 堂不夠時間上完課程,其餘由學生自學。

此方案實施至今成效不彰，因並非所有學生都有能力自學以這次月

考為例老師真正上完 2 課,另 2 課重點整理發給學生。程度較低學生

根本看不懂,單字也不會唸請學校慎思。 

回覆:辦理週六拔尖扶弱英語學習營隊,鼓勵學生參加。 

(2)9 年級時全年級共分 3 個級數,10 年級時不分級數，全班一起上

課程度落差大。而且訪問過很多同學外師上課時中下程度的同學不

是睡覺玩手機就是發呆,因為聽不懂也不知有線上作業要完成或不

知要完成到何種程度?如此下去只會浪費了外師的 2 堂課課?流為形

勢。 

回覆:已於對談會中討論，請參閱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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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與對話: 

◎蔣主任說明: 

今天因為有外國老師和中國老師到場可以和家長面對面溝通英語教

學是個難得的機會,所以先請黃主任就上述問題做一些回應，希望大

家可充分討論。 

◎黃主任回應: 

1.家長提問的問題自家長大會至今已陸續提出多次，國教中心也陸

續做了多次回應，這些問題和外國老師沒有直接的關係反而是課程

規劃的問題。例如:第一點太小學生化了,希望能有具體的說明，如

果有人事時地物的提供應該有助於問題的釐清；以我的觀點來看教

材應不至於有太小學化的現象，因此希望能與家長互相討論這樣會

有助於問題的釐清。 

2.說明 7年級學生中師所授的英語教材學生覺得簡單,但因為是和臺

灣國中一樣的教材所以無法改變若是學生覺得太簡單，對於精熟程

度的學生來說教師可自製補充教材加深學習內容。但若是學校家長

教師有共識要自訂全英語的教學教材，只要有共識及規範，國際教

育中心也可配合辦理。 

◎家長回應:本問題為 11 年級家長提問，可向家長詢問再行討論。 

◎校長致詞: 

1. 感謝家長們自開學至今在各項會議中如親師座談及家長委員會議都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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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學有許多的指導與建議並謝謝家長的關心，同時說明全面提升英語

計畫是董事會及家長會既定的政策與共識，學校教務處及國際教育中心

要非常落實執行大家應全力全面提升英語能力，不應因個人喜惡或主張

而有改變。 

2. 說明教育需要長期耕耘而語文學習更需要情境的營造並非單方面的學習,

學校學生在段考時的積極性及認知很重要,因此首先需要改變學生學習

的態度，培養學生對學習的習慣與態度為當務之急，其次才是課程規劃

與教師的教學。並說明家長陪伴帶領孩子學習的重要性，而今學校有外

師的搭配教學就是情境的營造。請大家思考在現階段的配套如何讓孩子

更進步，並請大家互相討論。 

3. 說明 12年級學生希望將外師課程寫作和閱讀換成英聽為急就章的模式這

是不好的,因為英聽需長期培養語感,並非每週一堂課就可以有所成就，

家長﹑學校及教師要鼓勵孩子長期經營，利用早上精神好的時間學習英

語及記憶才是有效的。 

4. 鼓勵中師外師一起合作參加 PLC互相搭配課程把最精緻的教材給孩子使

學生學到精髓更加進步，大家應該拋棄本位共同討論使學校能往前走教

學能更進步。 

5. 外籍教師教學分享: 

(1) Gareth:(由黃湘絮主任翻譯) 

老師任教班級為 11A 及 8A﹑7B 年級,這兩班對於老師教學的考驗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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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但老師已盡力去把學生教好這是非常大的挑戰，在 8A 班有四

位學生程度非常優異，至於教師教學方式是以分組討論專題的模式由

成績好的學生帶領其他學生一同研讀。11A 這班學生因為程度分歧大，

所以要再跟老師們討論是否要分組教學。 

另外一班為 7B 學生,這班學生程度落差很大，老師可以做的就是分組

分程度利用分組教學的模式進行授課。 

另外對於程度參差不齊的學生，可以利用的是個別化的指導使其進步,

另一方面對於程度高準備出國讀書的學生,英語就像是母語一般，他們

甚至在準備 SAT的測驗,這些學生若能給他們個別化的出國深造的準備

課程應該更好。以上這些都是未來可討論改進教學方法的方案之一。 

◎家長提問 1: 

感謝老師對於不同程度學生調整教學法的付出。學生程度的不一確實

是教師教學的一大挑戰,請問老師是否有建議給學校或家長呢? 

◎Gareth:(由黃湘絮主任翻譯) 

學校目前有傳愛基金會的計畫提案,或許可以由基金會的支援協助聘

請老師給予學生個別化的指導，而目前的狀況下仍然只有依照程度給

予不同的主題教材分組進行。 

◎家長提問 2: 

剛才提到 8 年級程度有落差,但 11 年級的學生落差也很大，是否有辦

法在 11 年級採用分程度分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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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絮主任回應: 

我們已了解家長現在最希望的是能力分組教學,但現在老師課表無法

調動因為這些班級並非在同一時段上課且同一位教師可能在不同時段

上同一年級,而這些課程在前一學年即已確定可能要 2 到 3 倍人力，目

前學校的人力實在無法支援，若安排在下學年或許有機會，但還必須

經過討論才可行。 

◎家長提問 3: 

建議分成高級班或基礎班仍然無法進行嗎?另外是否可建議程度較差

的同學由中籍老師進行基礎教學呢? 

◎校長回應: 

這問題之前也有和教務處討論過解決的方式,目前可以分為幾種模

式。 

第一:若班上學生程度有差異時可以將學生分組這個就是差異化教學

或分組合作學習也就是學習共同體的概念，這在實施 107 課綱的推動

準備上教師都必須學習而且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有參加研習受過訓練

相信在這方面不成問題。 

第二:若家長認為需要馬上調整那全校的課表就必須全部調整，這樣

就是一大工程，課務組就必須配合調動。但如果家長們願意給老師給

學生時間調適，下學期進行分組也是可行這些都是技術性問題，但如

果只是分為兩組進行教學，個人也認為意義不大。前提是請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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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值得?因為語文學習重要的還是學生學習的態度。 

◎家長提問 4: 

學校對於程度落差大外師上課時中下程度的同學不是睡覺玩手機就

是發呆,因為聽不懂也不知有線上作業要完成或不知要完成到何種程度? 

◎校長回應: 

1. 剛才主任有提到傳愛基金會這是個封閉式的基金會是由家委贊助

的,學校下週也會就英語教學方面提出計畫和基金會討論希望在這

部分能夠給學生幫助。 

2. 課堂上的差異化教學展現了教學的專業在美國也是如此，教師依照

學生的差異給予指導希望學校教師能做到這點給予孩子應有的指

導與照顧。 

3. 在拔尖扶弱上努力，教師可以對學生給予個別或團體的輔導讓孩子

能跟上大家的腳步 

◎Seamus 老師:(由黃湘絮主任翻譯) 

1.老師任教於 7年級 C班,這班學生程度不是很好對於閱讀和寫作上由

於單字量和文法訓練的不足，所以在上課時會覺得無聊,但是老師仍

然認真的教導。 

2.有些學生在說的方面可能沒有問題，但是如果要寫文章仍然要經過

一個過程來訓練,而文章的撰寫一定要經過這個辛苦的過程,因此會

對學生有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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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提問 5: 

7A 班學生是由小學 6A 班升上來的在英文上有一定水準,據了解高級班

的學生普遍覺得外師上課時教材內容過於簡單。不知是否有 7A 班外師

在場，可以使我們了解孩子學習狀況?  

◎黃主任回覆: 

今天因為會議通知較為臨時而教師已有其他安排故而任教高級班的外

師無法到場,所以無法了解。 

◎家長提問 6: 

沒關係,請黃主任再行了解,因為有多位家長反映孩子回家都說老師教

得太簡單因此覺得無趣。 

◎黃主任回覆 

學生目前學習課程內容在小學是以故事形態表現而現在升到 7年級是

以讀小說配合專題研究方式進行，至於學生學習文法及寫作部分有可

能會覺較為無趣。 

◎家長回應: 

根據孩子回家所說 2節簡報課是較為有趣的反而另外的 4節課較為無

趣,本來今天是希望可以和英語外師直接洽談但不巧老師請假；希望

主任幫忙了解詢問孩子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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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主任回覆: 

因為直接的詢問易造成誤會等,我校外師上課是非常開放的歡迎家長

來觀課，了解學生學習狀況。我可以陪同擔任翻譯,相信如此家長會

更了解孩子在校學習狀況。 

◎家長提問: 

10 年級學生班級是否可以調整中師課程節數?學校英語課程進度是否

可以達成?有些學生程度很差,想知道學校中師的想法。 

◎林佩誼老師回覆: 

目前中師在英文課教學的策略上是以 2課課文加上重點整理方式作為

考試內容,但有些學生連單字背誦都有問題，因此還是有困難。 

◎ 家長提問: 

學校對程度較低學生是否有計劃給予學生在週六的補救教學課程？ 

◎ 蔣主任回覆： 

學校已擬定週六的補救教學課程預定 11 月自期中考後開班，學校

會發調查調查並鼓勵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 家長提問: 

有關線上作業的方面是學校是否能給學生明確的指導或是紙本說明

或是將通知單放在網路上？說明書是否可以中英雙語的模式發給。 

◎黃主任回覆: 

可由老師製作紙本而且一定要有回條確實通知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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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任補充: 

可請國教中心將英語教學平台說明放在網站上作一說帖給家長，讓家

長了解使用方法。 

◎校長回應: 

1.學習的主體是孩子，政策的改變要看孩子的學習狀況及反應而定,

家長要在陪伴的角度思考問題,若是一昧以自己所想的加到孩子身

上也未必是好事。 

2.分組教學是否有成效還待評估，去年實施了分組教學今年為何又停

止？可見分組亦未必是唯一可行的好策略。現在全球推動學習共同

體、分組合作學習等就是好例子，所以要怎麼做才最好還有待評

估。 

3.請本校高三學生劉同學家長為大家分享孩子學習語文的經驗；劉同

學本次模擬考為全校最高分且英文為 14 級分，相信這個分享一定

可以給大家一些啟發。 

◎劉同學家長分享: 

1.語言學習要有環境的支持。 

2.不能因學生程度不好就由中師教授,這是剝奪學生受外師指導的受

教權。 

3.不要作能力分班這會影響到學生學習的心理,教育政策也不允許能

力分班,應該要有教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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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長不要干涉學校太多要給學校空間和時間,校長、主任都有心辦

學要把學校教學辦好,家長不要干涉太多從旁觀察就好。 

5.常態分班對學生才是好的,家長也要負起督促的責任，不能所有事

情都要學校負責,家長要共同一起督促孩子學習才會有成效。 

◎校長結語: 

聽到家長的分享，大家應該能體認孩子的學習過程中陪伴孩子健康

成長是我們的天職，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五)散會: 

   時間 1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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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英語科教學與家長面對面座談會 

                        國教中心會議紀錄意見註記           附件三 

 

*依據教務處 105年 10月 31日”中學部英語科教學與家長面對面座談會會議記

錄修正版簽呈”所提意見註記如下: 

 

1. 新會議紀錄 p.3 家長提問 1(11A 家長提問)有關教材小學生化部分，經與提

案家長聯絡與澄清後，家長修正表達之意見為: 依據孩子回家反應教師之教材

對他來說簡單，希望老師能增加教材之難度，才不枉舟車勞頓到校學習。因此

經與外籍教師進一步商討後，外師將依學生之程度調整教學及教材分組教學。 

2. 新會議紀錄 p.4 家長提問 5(7B 家長提問)有關七年級應與菁英班之教學，經

與外師討論後，外師已在課程中加入專題研究(project-based learning)的部

分以增加課程之深度，並引導學生透過電腦教室中之設備做個別化教材學習，

近期並將考慮增加對學生之寫作指導，以利學生以正確之語法來寫作。 

3. 新會議紀錄 p.4 家長提問 6(11B 家長提問)有關分組教學部分，經與教師討

論後，教師同意將依教材之情況，儘量給予學生分組討論、分組對話練習，最

後再回到大課堂中分享的方式進行。 

4. 新會議紀錄 p.10 家長提問 5與提問 6 增加之說明如上述 2.之外，外師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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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基本上學生對教材之閱讀理解及生字都還不錯，但需要加強寫作技巧，

未來將加強其寫作技巧之訓練，比如語意之表達，正確語詞之選用，文章結構

等等。 

5. 新會議紀錄 p.11 家長提問有關”英語教學平台”的網路訊息部份如下: 

   * 任課教師澄清這個功課每星期皆已通知個別學生及全班學生，不理解為何

會有學生或家長反映不知此功課。 

   英文版網站名稱及說明:  

    https://iq.ouponlinepractice.com/auth/index  

          Step 1: Go to the website 

          Step 2: log in with your account details (or create an account) 

          Step 3: click the textbook 

          Step 4: Click on the Activities and resources 

          Step 5: Choose the Unit 

          Step 6: Choose the activity 

          Step 7: Complete and Submit. 

        

        中文版網站名稱及說明: 

   網頁網址: https://iq.ouponlinepractice.com/auth/index  

   步驟一:輸入網址 以進入網域 

   步驟二:以帳號(或建立新帳號)進入網站 

   步驟三:點選”textbook”選項 

   步驟四:點選”the Activities and resources”選項 

   步驟五: 依照教師給予的功課 點選”the Unit”中相對應的選項 

   步驟六: 依照教師給予的功課 點選”the Activities”中相對應的選項   

https://iq.ouponlinepractice.com/auth/index
https://iq.ouponlinepractice.com/auth/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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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七: 完成點選步驟六之後所呈現的作業內容，然後點選”送出”選項，就  

           能完成繳交作業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