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1學年度第 1 學期 七年級視覺  科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表 

教師姓名： 林惠珠                        教材來源： 康軒               任教班級：701-708 

學習

目標 

一、 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引導學生對

美的認知與感受，以藝術的途徑表達自

己的想法。 

節數 1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對應能力

指標 
重要議題融入 作業/評量方式 備註 

一 8/26～9/1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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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口頭回答  

二 9/2～9/8 

美化教室 1-4-1 

1-4-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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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分組團隊 

9/4~9/5九年級第

一次複習考 

三 9/9～9/15 

美化教室 1-4-1 

1-4-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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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分組團隊 

 

四 9/16～9/22 

美化教室 1-4-1 

1-4-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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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分組團隊 

9/19~9/21 

九年級畢旅 

五 9/23～9/29 

美化教室 1-4-1 

1-4-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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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分組團隊 

9/29學校日 

六 9/30～10/6 

美化教室 1-4-1 

1-4-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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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分組團隊 

9/30中秋節 

七 10/7～10/13 色彩的奧妙 

1-4-3 

2-4-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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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鑑賞 

資料蒐集 

10/10國慶日 

10/11~10/12 

第一次定評 

八 10/14～10/20  彩繪風箏 

1-4-3 

2-4-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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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九 10/21～10/27 彩繪風箏 

1-4-3 

2-4-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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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十 10/28～11/3 彩繪風箏 

1-4-3 

2-4-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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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十一 11/4～11/10 彩繪風箏 

1-4-3 

2-4-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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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11/9校慶預演 

11/10校慶 

十二 11/11～11/17 創意表現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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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鑑賞 

資料蒐集 

11/12校慶補假 

11/16七年級校外

教學 

十三 11/18～11/24 線條之美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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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十四 11/25～12/1 線條之美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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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11/26~11/27 

第二次定評 

11/29 八年級露營 

十五 12/2～12/8 線條之美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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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十六 12/9～12/15 線條之美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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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12/11~1作業抽查 

十七 12/16～12/22 

賀年卡片設計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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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 

鑑賞 

資料蒐集 

12/20~12/21 

九年級第二次複

習考 

12/22 上班上課

(補行12/31) 

十八 12/23～12/29 

賀年卡片設計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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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十九 12/30～1/5 

賀年卡片設計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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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12/31調整放假 

1/1開國紀念日 

二十 1/6～1/12 

賀年卡片設計 3-4-11 

3-4-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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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表現 

實做練習 

 

二十一 1/13～1/19 

成績評定   

 

1/16~1/17 

第三定評 

 

給分依據及 

家長注意事項 

1.多帶孩子參加藝文活動，提醒孩子上課記得攜帶材料。 

2.成績評量:學習態度 40%作品 30%創意技巧鑑賞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