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課程與教學評鑑：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學校課程評鑑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2.01.15 台國字第 092006026 號「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本校校務發展計劃。  

貳、目的： 

  一、發展學校課程，建立評鑑、檢視的機制，確保課程與教學之品質與成效。 

 二、課程評鑑以持續提昇本校的課程與教學品質為主要考量，發現學校本位課程在籌畫、發展、實

施各階段中的問題，逐步進行調整、修正，並及時提供教師行政上的支援。 

 三、提供客觀資訊，以為下一階段課程計畫與課程實施之參考依據。 

參、評鑑實施原則： 

一、目標原則：檢核課程實施運作的過程，做為修正教材、改進教學與辦學績效之依據。 

二、參與原則：鼓勵實際擔任教學教師參與評鑑，反映教學實際狀況。 

三、主動原則：鼓勵教師同儕互評、共同成長。 

四、多元原則：採多元方式兼重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 

肆、評鑑執行單位： 

依本計劃各項評鑑所規範之權責單位實施，並由課程發展委員會統籌規劃與督導。 

伍、評鑑範圍： 

一、課程評鑑：包括「教科書或教材之選用」及「學校課程計劃」。 

二、教學評鑑：包括「教師專業評鑑」及「教學紀錄簿」。 

三、學習評鑑：對學生實施各學習領域之定期與平時評量檢核紀錄。 

陸、評鑑方式： 

採多元化方式實施並兼重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鑑，其他情形則視情況需求可輔以問卷調查、訪談、

測驗……等評鑑方式進行，相關詳細實施辦法則依權責另訂之。 

柒、評鑑實施時程：自 104 年 8月起至 105年 7月止。 

評鑑範圍 評鑑內容 評鑑者 完成/實施時間 

1.課程評鑑 

教科書或教材之選用 學習領域小組、教學團及課發會 每年 6 月 

課程計畫審核 課發會 每學期開學前 

課程計劃實施後評鑑 各學習領域小組 每學期結束前 

2.教學評鑑 

教師專業評鑑 教師自評、同儕互評、家長及評鑑委員 每年 5、12 月前 

教學巡堂紀錄簿 校長、二處主任、教務組長 每週一次 

教學檔案觀摩 教師自評 每學期結束前 

3.學習評鑑 
學生評量檢核紀錄 教師自評 

應配合定期考查實施，另平

時之紀錄則不定期實施 

學生作業調閱 校長、教導處、學習領域小組 每學期一次 

捌、評鑑紀錄： 

一、課程評鑑： 

（一）教科書或教材之選用：教科書選用辦法及各出版社教科書評選表（如附件一）。 

（二）學校課程計劃：含各年級教學團及全校課程計畫審查紀錄表（如附件二、三）。 

（三）課程計劃實施後評鑑：課程計劃實施後各學習領域小組自評表（如附件四）。 

二、教學評鑑： 

（一）教師專業評鑑：教師教學教室觀察表（如附件五）。 



（二）教學巡堂紀錄簿：含校長、二處主任、教務組長教學巡堂紀錄簿（如附件六）。 

（三）教學檔案觀摩：教師教學檔案觀摩報告表（如附件七）。 

三、學習評鑑： 

（一）對學生實施各學習領域之定期與平時評量檢核紀錄（如附件八） 

（二）學生作業調閱（如附件九）。 

經費來源： 

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評鑑結果： 

一.評鑑結果提供教師回饋，鼓勵教師群研討並提出改進策略，以提升教學成效。 

二.課程發展委員會對於評鑑結果以及所獲得的資料，應定期召開會議檢討，以作為學校總體課程、

教學計畫編寫改進之參考依據。 

拾、本計劃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經  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施瑞南                 主任：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附件一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民小學教科書選用辦法 
一、依據： 

教育處「南投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注意事項」。 

二、目的：引導學生學習，提昇教學效果，達到教學目標。 

三、辦法： 

（一） 成立「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會成員包括： 

1.教務處教學組長。 

2.任教該年段全體教師。 

3.家長代表一人。 

（二）委員會應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具有效期限內執照的教科書。 

（三）選用作業一學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應於六月底前辦理完成。 

（四）選用程序如下： 

           1.由各年段任課教師，蒐集各家版本及相關資料，於五月底前將評 

            審表送「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 

           2.必要時可邀集書商、編輯者辦理說明會，亦得邀專家學者參與。 

           3.六月十五日前召開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並完成教科書之選用。 

           4.選用過程應做成記錄呈送校長核閱，並公佈研商結果。 

（五）評審表應明列紙張、印刷、篇幅、適用性、連貫性、價格等評審 

項目。 

（六）同一學年採用同一版本之教科書為原則，若使用一年後有意更換， 

應於召開「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時，明列無法繼續使用的理由列入備

查。 

（七）參與教科書採擇人員，不得接受出版商或相關人士的饋贈或招待。 

（八）由教科書股辦理教科圖書採購作業，並適用政府採購法。 

（九）簽訂採購合約時，應將點字及大字體課本需求納入，並明定所需點字或

大字體教材，應比照普通印刷課本，於開學時即時供應視障學生使用，

以保障其權益。採購合約應明定各審定本出版業者應負責提供點字或大

字體教科圖書及經費分擔方式，其書價標準以國立編譯館招標印製之價

格為準。 

 

四、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何佩芳            教導主任：施瑞南            校長：沈春木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教科書評鑑表 

科目：                  冊別：適用       年級  第        冊     日期： 

【說明】評分欄可依各版本在該項指標之達成度及滿意度，給予 5~1 之比分 

評審指標 
出版單位 

康軒版 南一版 翰林版 國編版 牛頓版  

 1.適合教學目的        

 2.適應社會需要與時代精神        

 3.適合學生程度與興趣        

 4.內容充實而有體系        

 5.有助學生自學輔導        

 6.保留彈性以便教師增刪        

 7.文字簡明生動而不空洞        

 8.音節和諧便於誦讀        

 9.富於暗示性以便啟發學生

思考  
      

10.層次井然、結構嚴密        

11.課文要點敘述清楚        

12.文字流暢優美，增加學生

學 習興趣 
      

13.教本大小適宜        

14.裝訂牢固        

15.紙張良好        

16.印刷清晰        

17.字體大小適當        

18.插圖鮮明       

19.總分       

20.評審結果  擬採用版本：1.          2.           3.          

評鑑者  

※評定統計完後，請將評鑑表交至教科書負責人，以利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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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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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各年級教學團課程計畫用】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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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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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領域：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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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教師教學教室觀察表  

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觀察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                  評鑑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各評鑑委員在以下各項□勾選適當的等級，並於其分項之○勾選已做到之項目。 

                    優    可    待改進 

一、教學策略…………□    □    □ 

（一）提供學生積極且成功地參與活動的機會 

○設計多樣化（三種以上）的教學活動 

○安排小組教學合作學習，並有良好的互動 

  ○提供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機會，提昇學習成效 

  ○運用適當的發問技巧，掌握學生的反應，給予不同程度

的學生都有成功機會 

  ○引用學生的想法，延伸學生的反應或表現 

  ○依據學生的程度，給予學生適當的待答及作答時間 

（二）上課時給進步的學生正面的評價與回饋 

  ○一開始上課時，明確地告知學生學習目標、程序及責任 

  ○掌握學生的反應與回答，以確定學生學習情形 

  ○要求學生的反應或示範以達到學習的目標 

  ○對學生正確的反應，給予適當的增強 

  ○清楚、明確地對學生的錯誤觀念加以澄清 

（三）簡評： 

 

 

                    優    可    待改進 

三、呈現主題…………□    □    □ 

（一）教師認知、情意與心理知能 

  ○一開始上課，即說明上課重點及目標 

  ○掌握教材教法由簡入繁，具體到抽象，讓學生經由示範

或例題的練習一步步達到有效能的教學 

  ○提供舊經驗與新知識及未來學習的完整的內容架構 

  ○運用各種技巧，講解學習概念、內容，讓學生了解 

  ○提供不同練習方法、機會給學生學習新的學習內容 

  ○課堂結束前，做綜合要點的活動 

（二）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 

  ○運用技巧，有系統的表達上課內容及重點 

  ○運用學生了解的語言來解釋上課內容及架構 

  ○傾聽並鼓勵學生的表達，表現熱忱及關切 

  ○運用手勢、注視、微笑等溝通技巧建立自信，以引起學

生學習動機 

（三）簡評： 

 

 

                      優    可    待改進 

二、教室經營及管理……□    □    □ 

（一）教學常規與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中能掌握學生的參與和注意力 

  ○善用教學流程、常規，使教學時間充裕、流程順暢 

  ○給學生明確的指示，以協助其進入另一個學習階段 

（二）掌握教學及學習的時間 

  ○立即上課，不遲到、早退，避免浪費學生學習時間 

  ○運用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與適當進度，提昇學習成效 

  ○把握教學目標，並持續維持學生的注意力 

（三）管理學生行為 

  ○明確告知學生，可獲獎勵的正確行為及會受處罰的行為 

  ○有效掌握上課秩序，立即制止不當的行為 

  ○公平一致地對待每個學生，並持續要求學生的正確行為 

  ○對於學生的正確行為，給予特別的獎勵以達正增強效應 

（三）簡評： 

 

 

                    優    可    待改進 

四、學習環境…………□    □    □ 

（一）運用技巧去激勵學生學習 

  ○利用與學生有關的經驗或感興趣的範例，增加學習動機 

  ○強調教學活動的價值與重要，以增加其學習意願 

  ○運用各種方式獎勵學生的努力及進步 

  ○適時增加學習活動，給予學生適當的挑戰 

  ○適當地使用黑板及利用其他教學媒體，引起學生興趣 

（二）保持有益學習的環境 

  ○在學習中引發學生正面的感受，給予學生正面的期許 

  ○學生犯錯時不對學生作負面的批評及諷刺 

  ○傾聽、讚美、鼓勵以建立和諧、互尊、互信的班級氣氛 

  ○耐心等待學習有困難的學生，給學生成功的機會 

  ○營造溫馨、支持及肯定的學習環境 

  ○佈置有利學習的教學情境 

（三）簡評： 

 

 



附件六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巡堂紀錄表(含幼稚園與資源班) 
 

      年    月    日  星期               記錄方式：「 ˇ 」良好；「 △ 」待改進 

 

巡堂人員：                   教務主任：               校長：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班    別 一甲 一乙 二甲 三甲 四甲 四乙 五甲 五乙 六甲 六乙 幼稚園 資源班 

授課科目             

節    次             

任課教師             

教
師
授
課
情
形 

按課表科目             

準時上課             

教學態度             

精神狀況             

師生互動             

教具運用             

             

學
生
學
習
情
形 

專心聽講             

氣氛活潑             

禮節周到             

秩序良好             

             

學
習
環
境 

班級整潔             

公共整潔             

             

             

重
大
或
突
發
事
件 

特殊或問題事項 處理情形 會辦處室 會辦處室意見 

    



附件七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檔案觀摩報告表 

受觀摩教師  評鑑委員  

一、受觀摩教師足供仿效之事實： 

 

 

 

 

 

 

 

 

 

 

 

 

二、「已經很好、但如果這樣做也不錯」之建議： 

 

 

 

 

 

 

 

 

 

 

 

 

三、有待持續追蹤訪視之處： 

 

 

 

 

 

 

 

記錄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八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生成就評量結果檢核表 

班    級 ____ 年 ____ 班 評量時程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評量類別 □平時評量        □定期評量      □綜合評量 

評量領域 

□國語文  □英語  □鄉土語   □數學  □社會  □生活   

□藝術與人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  □綜合活動 □電腦資訊   

□健康與體育 

評量方式 

□筆試  □口試  □表演  □實作   □作業   □報告  

□資料搜集整理  □鑑賞  □晤談  □實踐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量結果 

（量化紀錄以百分法計） 

 

甲等（90分以上者）：________________ 人 

乙等（80分以上者）：________________ 人 

丙等（70分以上者）：________________ 人 

丁等（60分以上者）：________________ 人 

戊等（未滿 60分者）：________________ 人 

評量省思 

 

備註  

 

記錄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九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作業調閱意見表 

班 級       年      班 調 閱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業 科 目  作 業 名 稱  

應 交 本 數  實 交 本 數  缺 交 本 數  

調 閱 意 見 

主要作業內容 

（教師填寫） 

作業批改方式 

（教師填寫） 

學生寫作態度 

（請填人數） 

(以下兩欄由教學組填寫) 

教學進度

配合 
建議事項 

□文字呈現 

□數字呈現 

□符號呈現 

□圖畫呈現 

□表格呈現 

□多種方式 

混合呈現 

□其它： 

□等第式 

□百分式 

□評語式 

□開放式 

□多元式 

□其它： 

非常認真  

□是 

 

□否 

 

很認真  

還不錯  

再加油  

宜多加強  

教務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