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1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七 年級 

科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表 

教師姓名：林俊明                 教材來源：自編或  康軒版      任教班級：七年級 

 

學習

目標 
生活有藝術,藝術有生活 節數 每週         節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作業/評量方式 
重要議題融入 

（請刪除不要的！） 
備註 

一 8/26～9/1 

 

  開學準備週 

 

多元認知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8/30開學 

二 9/2～9/8 

  課程簡介(小點心) 

  兩人三腳-肢體篇 

 

功夫技巧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三 9/9～9/15 

 

  比手畫腳-肢體篇 

 

功夫技巧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四 9/16～9/22 

 

人型文字 D-肢體篇 

 

功夫技巧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五 9/23～9/29 

 

 恐怖箱找碴-肢體篇 

 

   功夫技巧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六 9/30～10/6 

 

 翻山越嶺-肢體篇 

 

功夫技巧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七 10/7～10/13 

 

鐘樓怪人-聲色篇 

 

綜評觀賞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八 10/14～10/20 

 

鐘樓怪人-聲色篇 

 

綜評觀賞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10/16.17（二.三）第一次

定評 

九 10/21～10/27 

 

老人妝 PK -顏面神經篇 

(錄影) 

 

VCD欣賞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 10/28～11/3 

 

老人妝 PK -顏面神經篇 

(錄影) 

 

執行製作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作業/評量方式 
重要議題融入 

（請刪除不要的！） 
備註 

十一 11/4～11/10 

 

老人妝PK -顏面神經篇 

(錄影) 

 

綜觀評析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二 11/11～11/17 

 

街頭藝人-舞動篇 

(假髮道具固定角色) 

 

    創意市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三 11/18～11/24 

 

街頭藝人-舞動篇 

(假髮道具固定角色) 

 

    創意市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四 11/25～12/1 

 

街頭藝人-舞動篇 

(假髮道具固定角色) 

 

    創意市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11/29.30（四.五）第二次定

評 

十五 12/2～12/8 

 

瘋人同誌-演派篇 

    

   快言快語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六 12/9～12/15 

 

瘋人同誌-演派篇 

 

  快言快語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七 12/16～12/22 

 

瘋人同誌-演派篇 

 

  快言快語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八 12/23～12/29 

 

各國戲服彩排 

(高中制服篇) 

 

綜觀評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九 12/30～1/5 

 

一公升眼淚 

 

綜觀評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九 1/6～1/12 

 

一公升眼淚 

 

  綜觀評筆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九 1/13～1/19 

 

課程結束週 

 

多元認知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1/16.17（三.四）第

三次定評 

請家長 

配合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