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集國小 103 學年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運作會議記錄

----103/08/04 集集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主旨：審查 103學年課程規劃與行事、課程發展相關提案討論 

◎主席：沈春木  校長 

◎出席：（名單詳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 

於暑假期間邀請各位委員來參加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重點在於要審查「103 學年度總

體課程計畫」及其它相關議題，期望能在開學前，就先把一些教學計畫確定，有了方

向，腳步就更扎實些，請同仁依今天會議主要議題進行討論。 

 

主旨一：103 學年度教師授課時數審查分配 

◎胡朝欽老師：  

※本學期授課節數安排原則： 

1.縣府頒訂每週授課節數表如下。 

府教學字第 1010020292號 

南投縣國民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班級數 
每週授課節數 

備註 
主任 組長 級任 科任 

7 班至 12 班 7 15 16 20    

2. 依公文減課：游顯宗老師<兼任輔導團教師>(4)。 

3. 其餘減課為： 

◎長期訓練團隊之領隊減 1節－張弘坤主任(扯鈴)、施瑞南主任（美勞）、 

                            王政荷老師(跳繩)。 

◎出納(李師)減 3節、午餐(張主任)減 2節、資訊設備維護(胡師)減 2節。 

4. 教師、組長、主任上課時數經協同教學後，已達縣府規定最高上限。 

5. 書法課協同教學時間，請各師需在場協助上課老師。 

6. 排課原則： 

◎「高年級導師」與「科任教師」除了週三下午外，至少有一個下午不排課。 

◎除外聘鐘點教師及中年級導師以外，每師每次段考最多命題 2個科目。 

◎除外聘教師以外，每位老師每天最多 5節課(有特殊需求者、自行調整課表者除外)。 

   ◎三升四、五升六科任課程(社會自然英語)以原師為原則(學生不必重新適應)。 

   ◎「五年級英語領域」考量「班級學生數多」、「英語學習落差大」，故英語教學分成兩班 

     進行「適性教學」，另一班由英語領域召集人何佩芳老師協助教學。 

 



7. 專科教室安排原則： 

◎三到六年級自然課(每週 3堂)皆可在「自然教室」上課。 

◎一至六年級音樂(每週 1堂)、四至六年級美術課(每週 2堂)皆在「音樂教室」、「美勞教

室」上課。 

◎除了電腦課以外，欲使用「電腦教室」者，請上學校網站預約(急用者請與預約者協調)。 

8. 本學期「分組活動」調整至每週三上午第 1節。 

 

◎主席： 

    如無其他意見，按教務組規劃通過。 

 

主旨二：103 學年度生活作息修正 

 

◎劉麗娜老師： 

    103 學年度生活作息修正，主要是在晨光時間項目的更動，就請各位同仁提出意見，請

教師討論。 



南投縣集集國小 103 學年度學生上課作息時間表 

時間 行事 備註 

07:20-07:40 上學時間 
1.早到同學集中至 1 樓圖書室等候 

2.登記遲到同學並於聯絡簿知會家長 

07:30-07:45 打掃時間 加強打掃外掃區域 

07:45-07:55 
學生晨光閱讀 班級進行讀報運動、晨光閱讀、精進語文能力教學 

教師晨會 星期一、星期五全體教師進行教師晨會 

07:55-08:35 第一節課 

1.星期一至大操場舉行學生朝會(一至六年級)、健身操 

2.星期二體適能時間(一至六年級)、導師時間(四至六年級) 

3.星期三社團活動時間 

4.星期四語文活動時間 

5.星期五健走時間（導師時間） 

08:40-09:20 第二節課 依課表排定課程上課導師時間學生朝會 

09:30-10:10 第三節課 依課表排定課程上課 

10:10-10:30 課間活動 望遠凝視、課間操活動時間 

10:30-11:10 第四節課 依課表排定課程上課 

11:20-12:00 第五節課 依課表排定課程上課 

12:00-12:30 午餐時間 各班導師指導午餐教育 

12:30-12:40 餐後潔牙時間 各班導師指導餐後潔牙 

12:40-12:50 
全校週三放學時間 

至定點放學 

1.低年級放學時間(星期二除外) 

2.一至四年級星期五放學時間 

12:40-13:20 午間靜息 各班導師指導午休,糾察隊及導護老師巡視 

13:30-14:10 第六節課 依課表排定課程上課 

14:20-15:00 第七節課 依課表排定課程上課 

15:00-15:20 打掃時間 加強教室內外打掃 

15:20-16:00 第八節課 依課表排定課程上課 

16:00-16:10 放學時間 

各班級由各路隊長帶隊至指定地點統一放學: 

(各班導師依負責路隊至定點協助放學) 

東大路隊:交通導護(各年級班導師協助) 

西大路隊:替代役(各年級班導師協助) 

家長接送東路隊:訓導人員協助 

家長接送西路隊: 班導師協助 

安親班待接路隊：一樓走廊(總導護人員協助) 

學生服裝儀容及請假外出規定 

1.星期三穿著便服；星期一,二,四,五視各班課表若排定有體育課，該日全班穿著體育服裝， 

其餘時間請穿著制服；體育服裝及制服均需縫上名牌；上衣下擺要紮進褲子裡。 

2.學生頭髮以乾淨及梳理整齊為原則，頭髮不得遮住眼眉及不得披頭散髮。 

3.不得在教室以外地點穿著拖鞋。 

4.未經校方允許，學生不得在上課時間擅自離校。如因事或病假者請填寫離校申請書，並經 

班級導師及訓導處人員簽名後方可離校。 



 

◎ 胡朝欽老師： 

    由於牽涉到 2688 外聘教師排課問題，提議 07:55-08:35 第一節課進行部份調整， 

1.星期一至大操場舉行學生朝會(一至六年級)、健身操 

2.星期二社團團練活動時間、說故事時間(一至六年級) 

3.星期三導師時間、語文活動時間（每 4 週舉行班、週會） 

4.星期四教師讀書會、晨會時間 

5.星期五健走時間（導師時間） 

 

◎ 莊莉萍老師： 

    健走時間希望能依舊維持。 

 

※會議結果無異議維持原案通過。 

 

主旨三：審查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 

 

◎ 主席： 

審查過的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屆時會置放在學校網頁上，公開接受檢視，因此請各

委員協助並細心審查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辛苦大家了。 

 

    說明一：領域與彈性學習節數配置，包含各年級總授課節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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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 

綜合活動 10%─15% 10% 2 10% 
3 

（2.5） 
11% 3 

領域學習節數合計 20 25 27 



彈性學習節數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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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二：第一學期第 16 週 12/15-12/21『慶祝建校 116 週年校慶週』，預計於 12/20（六）    

            親職運動會，並於第 18 週 1/2（五）實施補假一天，提出討論。 

    說明三：彈性時間自編教材部分，請各委員通盤審視。 

    說明四：學校本位課程「集集復集集」、「國語文課程」教學後，請務必為學生的學習

成果留下記錄。 

 

※會議結果無異議通過。 

 

主旨四：課程與教學評鑑事宜 

 

◎ 施主任： 

    此次教育處的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審查表內，有再次提醒「學校評鑑實施計劃」等

事宜，結合 102 學年度學期末課程發展展委員會會議提案，103 學年度學校課程與教學

評鑑有進行修定，屆時，會提醒各位老師準備教學檔案，平時收集個人教學上的所得，

也方便日後有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也有相對應的資料可呈現，各位請討論。



南投縣集集國小 103 學年度教科書選用規準參考及各出版社教科書評選表 
 

領域名稱：【                 】 評鑑者簽名：【          】 
填表說明： 

1. 面向分成內容、教學、設計與發行四方面 

2. 每面向的細目，皆要評比分數；評分標準：每項評比滿分為 5 分。 

3. 5 分表非常符合；4 分表符合；3 分表普通；2 分表不符合；1 分表非常不符合。 

4. 滿分為 100 分，評比完，請計算出各出版社的總分與建議選用順序。 

面向 選用規準參考 

各出版社評選表 

       

壹
、
內
容 

1.文字敘述簡潔易懂        

2.內容符合學生認知心理發展且多變化        

3.內容能促進多元思考        

4.內容能銜接單元間先後的知識與概念        

5.內容顧及六大議題與多元性符合知識與社會的

發現與變遷 

       

6.內容能讓教師依學校需求做彈性增刪         

7.內容符應該學期節慶與時令的順序且份量適當        

貳
、
教
學 

1.教學設計能引起學生興趣和學習動機        

2.強調學生知識的運用能力非止於記憶        

3.有完善的補救教學設計        

4.教學設計能顧及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        

5.提供教師不同的教學活動設計        

6.評量方式多元化，評量面向兼顧知、情、技        

參
、
設
計 

1.版面、插圖設計、顏色配合得當        

2.字體大小符合規定，色彩印刷品質良好        

3.裝訂堅固，妥善耐用，紙質佳，不反光        

肆
、
發
行 

1.教學資源或教學媒體便於取得或有替代品        

2.教學指引編排清楚、.提供教學相關的參考資

訊，索引容易 

       

3.習作的份量、難易程度適中        

4.提供完善的行銷及售後服務        

總    分（滿分為 100 分）          

建議選用順序        



附件二 

【審查各年級教學團課程計畫用】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  ）年級課程計畫審查紀錄表 

 
教學 
進度 
總表 

1.呈現彈性學習及學習領域各週節數 □符合  □請修正                   …. 

2.彈性學習節數全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符合  □請修正                   …. 

3.各學習領域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符合  □請修正                   …. 

語
文
領
域 

國語文課程計畫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鄉土語言課程計畫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英語課程計畫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 

數學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生活課程課程計畫（低年級）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社會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 

自然科技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 

藝術人文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低年級無此項） □符合  □請修正                   …. 

健康體育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符合  □請修正                   ….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含改編或自編單元） □符合  □請修正                   …. 

審查重點： 

一、各領域課程計畫檢核內容：『學期目標、能力指標、單元名稱、各單元節數、評量方式』等。暨

配合施政主軸、數學補強或本縣地方課程之規定，須呈現於課程計畫中者。 

二、語文領域「國語文」：含閱讀教學若干節（亦可調整於彈性節數中實施）。 

三、數學領域：中、高年級須含註明數學補救教學時間（領域內或彈性節數）。 

四、社會領域：各年級配合課程安排本鎮各鄉土景點和文教機構的校外教學活動（如美術館、圖書

館、廟宇、歷史文物館、文化中心、火車站、集集大山等，可結合彈性節數實施）。  

五、藝術與人文領域：四、五、六年級須安排參觀「藝術展演活動」之校外教學活動（可結合彈性節

數實施）。 

六、「家庭教育法」規定各校每學年至少安排 4 小時在正式課程以外時間實施，可安排於彈性節數或

學校活動，亦可與親職教育結合。 

七、「教育部施政重點---海洋教育」請融入相關課程。 

八、「課程進度總表」須包括各週、各領域與彈性的節數小計欄；註明「校本課程的實施週次與單元」、

「校外教學週次、日期、地點」、「國定假日暨假日辦理校慶或全校活動的日期與補假日期」等。 

九、 

彈性 
學習 
節數 

1.彈性學習節數規劃表 □符合  □請修正                   …. 

2 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計畫 □符合  □請修正                   …. 

初審 

結果 

□ 同意備查  

□ 建議修正   日期：（          ） 

※須修正者，請於  月  日前完成，並
交付  貴年級的審查委員複審。 

複審 

結果 

□同意備查     日期：（              ） 

□建議再修正    

 

※【  】年級審查委員初審簽章：                     ※複審簽章：                 

項目 檢   核   內   容 檢核情形紀錄 



附件三 

【審查全校課程計畫用】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全校審查表 

項目 內           容 審 查 意 見 
計畫 
首頁 

學校課程計畫格式 □符合    □請補送 

學校 
資料 

學校基本資料 □符合    □請補送 

背景 背景分析 □符合    □請補送 

願景 
目標 

願景與教育目標 □符合    □請補送 

架構圖 學校本位課程架構圖 □符合    □請補送 

課發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方式 □符合    □請補送 

課發會 第   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紀錄 □符合    □請補送 

作息表 一週的學生作息時間分配表 □符合    □請補送 

教科書 全校教科書版本一覽表 □符合    □請補送 

課程 
評鑑 

學校或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評鑑的計畫 □符合    □請補送 

節數 

分配表 

各學習領域及彈性學習節數合乎課程綱要之
規定 

□符合    □彈性學習節數不符合 
□              學習領域不符合 

教學 
進度 
總表 

1.呈現彈性學習及學習領域各週節數       

2.彈性學習節數全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3.各學習領域學期總節數合乎規定       

語
文
領
域 

國語文課程計畫 如備註       

鄉土語言課程計畫 如備註       

英語課程計畫 如備註      

數學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生活課程課程計畫 如備註    

社會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自然科技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藝術人文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健康體育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       

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計畫 如備註及改編或自編單元       

備註：各領域課程計畫檢核內容：學期目標、能力指標、單元名稱、各單元節數、評量方式。 

彈性 
學習 
節數 

1.彈性學習節數規劃表       

2 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計畫       

初審 

結果 

□ 同意報局備查  

□ 建議修正   日期：（          ） 

複審 

結果 

□同意報局備查   日期：（              ） 

□建議再修正    

※ 各項目須修正者，請於    月    日前完成，並交付委員複審。   

 

※  課程發展委員簽章：                     

項目 檢   核   內   容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附件四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課程計劃實施後各學習領域小組自評表 

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結果 

甲 乙 丙 丁 戊 

教學前

準備 
熟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內涵      

教學目

標的訂

定 

教學目標依據各領域能力指標發展設計 
     

教學目標包括認知、技能、情意等部分      

教學活

動的設

計 

教學活動設計能符合學校總體教學，適合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 
     

教學活動設計掌握各領域的教學時數，符合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設計符合領域間的統整原則      

能創新發展或改進教學活動設計      

教材的

選擇 

能配合能力指標蒐集教材並掌握教材重點      

能注重各領域教材及彈性教學時數之間的統整      

能依據學生的學習情況，編製補救教學及充實教學教材      

學生學

習評量 

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能夠運用多元評量，包括檔案、觀察、實作、訪談等      

評量可以檢核出學生的分段能力指標，回應教學目標      

其他 

能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問題進行行動研究      

能與家長作課程與教學的溝通與合作      

能與其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補充說

明及綜

合意見 

 

註：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者。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三、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四、丁等：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 

五、戊等：未滿五十分者。             評鑑者簽章：                     



附件五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3 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評鑑表 

〈學校課程檢核表〉 

評鑑 

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結果 

優 良 中 可 劣 

課程的

理念 

課程的設計呼應學校的願景，有具體的實踐步驟      

課程的設計能夠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      

課程的

設計與

運作 

 

依規定成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並實際的運作      

依規定成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並實際運作      

課程的目標與架構符合學校總體課程目標      

課程的計畫包含學年學期目標、單元活動、相對

應能力指標、節數等 
     

課程的設計符合領域節數及彈性節數規定      

課程設計的教學活動能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      

課程設計融入六大議題      

學校重要行事活動融入課程設計      

課程與

教學的

實施 

教學過程能掌握教學目標與教學進度      

教師教學中能注意到課程的統整      

教師彼此互動，能進行協同教學      

能注意學習間的個別差異，進行補救及充實教學      

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生開放的學習空間      

教學資

源的運

用 

教學情境佈置符合課程設計      

能有效運用視聽媒體輔助教學      

能運用學校及社區資源進行教學      

教學的

評量 

配合多元評量設計，兼顧認知、技能、情意設計      

能夠評量學生十大基本能力      

能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教師自編教材亦編有學習評量      

行政配

合措施 

學校的作息時間能夠配合課程的實施      

實施學校課程評鑑，進行檢討與改進與回饋      

進行教師專業發展，鼓勵教師創新研究      

教科書選用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符合規定      

補充說

明及綜

合意見 
                            評鑑者簽章： 



※會議結論：評鑑事宜無異議通過，也請同仁隨時整理資料檔案。 

 

◎ 主席致詞： 

        課程發展委員會掌握了學校課程的發展方向，並定調出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發展

出本校有別於他校的特異性。總體課程計畫審查完後，接下來就是各教學者落實執行，

並依照評鑑的執行，領域小組的對話，對整個教學進行自我檢視，讓我們自己的教學品

質更加提昇昇，讓我們的學子受惠更多。若發現任何問題，隨時提出，課委會會盡快處

理，最後感謝各位委員出席，若無其他意見，散會。



103/08/04 集集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活動簽到單 

 

 



103/08/04 集集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活動相片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 103 學年度各學習領域節數審查分配 

  
行事曆規劃討論 行事曆規劃討論 

  
審查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 審查 103 學年度總體課程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