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 6 月 5 日集集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校課程發展會議提案單 
壹、時間：102 年 6 月 5 日 

貳、地點：本校視聽教室 

參、研討內容： 

一、101 學年度各學習領域小組課程計劃實施後評鑑。 

二、102 學年度重大教學行事安排說明與討論。 

三、102 學年度彈性課程自編教材說明與討論。 

四、課程計畫發展會議提案討論 

五、臨時提案討論 

 



集集國小 101 學年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運作會議記錄

----102/06/05 集集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主旨：課程與教學評鑑、下學年課程規劃與行事、編寫新課程事宜 

◎主席：施瑞南  主任 

◎出席：（名單詳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重點為下學年課程規劃與行事、編寫新課程事宜、課

程與教學評鑑，還要請各位委員討論，以利學校總體課程規劃，為學校課程發展

定位。 

 

主旨一：101學年度各學習領域小組課程計劃實施後評鑑。 

◎主席： 

    學期末請各位教師依職責提交「課程與教學評鑑表」--〈教師自我檢核表〉、〈學校課

程檢核表〉。 

 

◎主席： 

    藉由「課程與教學評鑑表」，可以自我檢視教學課程計畫是否完善、教學活動是否能引

有善運用，以提供下學年度計畫編寫參考。此外，針對「課程與教學評鑑表」的設計，

各位委員也可提出修正的議題，以臻於適切性。 

 

主旨二：102 學年度重大教學行事課程規劃與討論。 

◎主席：  

    下學年課程規劃與行事先從領域學習節數分配審查開始，若委員有意見請提出： 

一、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各年級各領域學習節數分配表 

學習領域 
課程綱要

百分比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五、六年級 

百分比 週節數 
百分

比 
週節數 

百分

比 
週節數 

語文 

國語文 

20%─30% 30% 6 

5 

28% 7 

5 

30% 8 

6 

鄉土語言 1 1 1 

英語文 0 1 1 

數學 10%─15% 15% 3 15% 
3 

（3.75） 
15% 4 

自然與 

生活科技 
10%─15% 

35﹪ 7 

12% 3 11% 3 

社會 10%─15% 10% 
3 

（2.5） 
11% 3 

藝術與人文 10%─15% 14% 
3 

（3.5） 
11% 3 



健康與體育 10%─15% 10% 2 11% 
3 

（2.75） 

健康 1 
11% 3 

健康 1 

體育 2 體育 2 

綜合活動 10%─15% 10% 2 10% 
3 

（2.5） 

綜合 1 

11% 3 

綜合 1 

社團 1 社團 1 

電腦 1 電腦 1 

領域學習節數合計 20 25 27 

彈性學習節數 3 

英語補救教學

（1） 

4 

英語補救教學

（1） 

5 

英語補救教學

（1） 

國語文補救教

學（1） 

國語文補救教

學（1） 

國語文補救教

學（1） 

學校行事、本

位課程（1） 

數學補救教學

（1） 

數學補救教學

（2） 

學校行事、本

位課程（1） 

學校行事、本

位課程（1） 

每週總節數 23 29 32 

課表安排 週二下午排三節課 週三週五下午不排課 週三下午不排課 

 

◎主席： 

    如無其他意見，按規劃通過。 

 

◎主席： 

彈性課程規劃：請委員審查規劃 102 學年度重大教學行事安排，若有意見請提出。 

1. 在主題活動部份：除了「『發現集集』主題活動」（教）、「安全教育主題活動」（訓）、 

                   「母親節主題活動」（輔）等三項固定性行事安排外，英語文領域 

                   提議安排「萬聖節英語主題活動」，若其他學習領域有規劃亦歡迎 

                   提出。 

2. 在重大行事部份：學校重大行事安排無太大的更動，若有意見請提出。 

 
◎王政荷老師： 

期末本位課程編修會議提出「『發現集集』主題活動」的時間安排提到六年級第一學期， 

不知可行，請討論。 

 

◎主席： 

    「『發現集集』主題活動」的設計在於統整一~六年級「學校本位課程--『集集復集集』」  

     的學習成果發表，所以若「『發現集集』主題活動」的時間安排到六年級第一學期實施， 

     那麼六年級第二學期便應發展出相對應的「學校本位課程--『集集復集集』」教學計劃。 

 

◎游顯宗老師： 

    依照目前五年級課程的調整來考慮，建議「『發現集集』主題活動」的時間安排到六年級 

    第二學期。 

 

◎呂雅鈴老師： 



    是否可安排「性別平等」與「生命教育」兩大議題上的課程規劃？ 

 

◎主席： 

    「性別平等」與「生命教育」兩大議題的課程規劃，目前我們是採議題融入課程教學上 

     實施，並在「母親節主題活動」設計上，緊扣住「性別平等」與「生命教育」兩大議題，  

     而在「學校本位課程--『閱讀活動』」課程設計上，我們也期望教師能將「性別平等」 

     與「生命教育」，甚至「海洋教育」、其他重大議題進行適當的安排設計。 

 

◎主席： 

    高年級的「學校本位課程--『集集復集集』」課程設計，請高年級班級導師相互審視討論， 

    「『發現集集』主題活動」的時間就安排到六年級第二學期，如無其他意見，其餘按規劃 

    通過。 

結論：二、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2 學年度各年級彈性學習節數分配表 

 

項目 活動內容(節數) 

班級教學 依各年級規劃補救教學 

學校本位課程 集集復集集 低年級（10）、中年級（10）、高年級（10） 

學校行事活動 

學校主題活動 

第一學期： 

1.「學生安全教育宣導活動」主題活動（2 節） 

2.「萬聖節英語主題活動」主題活動（2 節） 

3.校外教學（4 節） 

4.校慶活動（4 節） 

 

第二學期： 

1.「發現集集」主題活動（2 節） 

2.「母親節孝親感恩」主題活動（2 節） 

3.校外教學（4 節） 

4.畢業典禮（4 節） 

其他 

第一學期： 

1.交通安全--保腦宣導【班、週會】（ 1 節） 

2. 婦幼保護宣導【班、週會】（ 1 節） 

 

第二學期： 

1. 法治教育宣導【班、週會】（2 節） 

 

主旨三：102 學年度彈性課程自編教材說明與討論。 

 

◎主席： 



     1.「學校本位課程--『集集復集集』」的課程編修已在本學期進行，因此請各班級老師將 

「101 學年度學校本位課程成果檔」與編修後「102 學年度學校本位課程教學計畫電 

子檔」一併提交。 

     2.主題活動課程教學計畫編寫請相關處室承辦同仁結合教學團隊進行編寫。 

     3.英語領域補救教學活動課程教學計畫編寫，請英語領域召集人何佩芳老師，結合英語 

       領域研究小組進行編寫。 

     4.數學領域補救教學活動課程教學計畫編寫，請各班級授課老師進行編寫。 

 5.本學年度「彈性本位課程—補救教學」部份，「班級語文領域」教學，可結合之前「 

    本位課程—閱讀課程」的教學計劃，再依各年級發展班級語文活動的課程設計，平 

   均每年級每學期 16 節，請依規劃編寫。 

6.各年級編寫課程的設計人員，將依照「101學年度校務工作分配表」級務安排來規畫： 

 （一）、「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依照學期中編修會議安排編寫。 

 （二）、各年級課程規劃 

教師姓名 負責編寫彈性課程教學計畫項目 

吳家綺 ◎102 學年度『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計畫（一上 10 節＋一下 10 節） 

◎102 學年度『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計畫（二上 16 節＋二下 16 節） 張玉娟 

呂雅鈴 
◎102 學年度『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計畫（二上 10 節＋二下 10 節） 

◎102 學年度『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計畫（一上 16 節＋一下 16 節） 

游棒權 

◎102 學年度『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計畫（三上 10 節＋三下 10 節） 

◎102 學年度『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計畫（四上 16 節＋四下 16 節） 

◎102 學年度『數學補救教學』課程計畫（四上 20 節＋四下 20 節） 

張玉如 ◎102 學年度『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計畫（四上 10 節＋四下 10 節） 

◎102 學年度『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計畫（三上 16 節＋三下 16 節） 

◎102 學年度『數學補救教學』課程計畫（三上 20 節＋三下 20 節） 王政荷 

游顯宗 

◎102 學年度『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計畫（五上 10 節＋五下 10 節） 

◎102 學年度『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計畫（六上 16 節＋六下 16 節） 

◎102 學年度『數學補救教學』課程計畫（六上 40 節＋六下 37 節） 

何佩芳 ◎102 學年度『集集復集集』本位課程計畫（六上 10 節＋六下 10 節） 

◎102 學年度『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計畫（五上 16 節＋五下 16 節） 

◎102 學年度『數學補救教學』課程計畫（五上 40 節＋五下 40 節） 李美妹 

張宇翔 

◎「學生安全教育宣導活動」主題活動（2 節） 

◎102.1 校外教學（4 節）＋102.2 校外教學（4 節） 

◎「交通安全--保腦宣導」計畫（1 節） 

◎「婦幼保護宣導」計畫（1 節） 

◎「法治教育宣導」計畫（2 節） 

胡朝欽 ◎「發現集集」主題活動（2 節） 

呂雅鈴 ◎「母親節孝親感恩」主題活動（2 節） 



何佩芳 
◎「萬聖節」英語主題活動（2 節） 

◎英語一~六年級班級教學 

施瑞南 
◎「校慶活動」計畫（4 節） 

◎「畢業典禮」計畫（4 節） 

 

（三）、學校行事活動規劃 

項目 學校行事活動規劃 

編寫

人員 

第一學期： 

1.「安全教育闖關活動」由訓導組安排籌畫。 

2.「萬聖節」英語主題活動，由教導處、英語領域召集人負責。 

第二學期： 

1.「發現集集」主題活動，由教務組、六年級教學團隊負責。 

2.「母親節孝親感恩」主題活動由教導處、輔導股安排籌畫。 

 

◎校外教學：由訓導組籌畫教學地點。 

 

◎主席： 

如無其他意見，按規劃通過。 

 

◎主旨四：課程計畫發展會議提案討論。 

※提案一：102 學年度「分組活動」時間？週四？週五？其他時間？（弘坤主任） 

  說明：週二下午時間由於第二學期下午常會碰到雷陣雨，影響戶外社團進行，故提議是否 

        更動「分組活動」時間，請討論。 

 

  結論：定於每週三第一節課為「分組活動」時間 

 

 

※提案二：102 學年度「書法教學」安排？週三早自修？暫緩實施？其他時間？（朝欽組長） 

  說明：「書法教學」安排是否可安排於正式課程，抑或由班級利用晨光語文活動進行？ 

         請討論。 

 

  結論：於「語文領域」時間，安排外聘支援教師協同班級導師時間進行教學。 

 

主席： 

    「課程是發展出來的」，所以在教學現場上，沒有理想課程，只有課程理想。身為一位教 

    學實務者要時時反省自己的教學，並且看待經驗傳承，課程就有了意義。 

 

主席： 



是否有其他意見，若無散會。 

 



102/06/05 集集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期末檢討簽到簿 

 



102/06/05 集集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期末檢討活動相片 

 

  
討論內容說明 102 學年度重大行事安排規劃 

  
「國語文寫作」彈性課程議題討論 課程計畫發展會議提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