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德高國小學校一○三學年度下學期期末 

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4年 6月 30日 10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自然科教室 

三、主    席：高彩珍校長                            記錄： 劉倍岑老師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 

（一）感謝教導主任的規畫和構思及班級導師列席參與，利用期末休業式進行下

學期的課程發展會議。 

（二）今日課發會議題主要針對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及課程計畫中幾項重

要議題做出討論與決議，並請各領域及班級任課教師詳擬該學期課程規劃，以利

課程計畫編寫。 

六、提案討論 

案由ㄧ：討論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年級學習節數(含領域學習節數、彈性節數)

分配，請各領域及班級教師踴躍提出討論。 

說明：1.請各位老師針對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年級學習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的

安排，在實際執行上是否需要再調整安排，以做為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各年級學習領域節數的依據。(如附件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年級各領域

學習節數所示進行討論)。 



2.彈性學習節數規畫上，全校性活動無需附教學活動設計，學校特色課程

為今年新申請的民族教育課程，民族教育課程自編教案:低年級 4節、中

年級 4節、高年級 7節之教學設計，並視需求安排學習領域延伸課程、

補救教學、班級輔導與資訊教育。 

3.彈性學習節數規畫上，為補重要領域節數不足，教師可規劃每週 1節國

語、1節數學進行延伸教學。中年級每週彈性學習節數增列 1節英語延

伸教學，因壓縮彈性學習節數，故請審慎規劃。另配合教育處規定三~

六年級每學期需有 4節書法課程，請將課程內容編入總表以利審核。 

決議：104學年度第一學期低、中、高年級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的安排

延用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所制定的節數，並配合教育處規定，三~六年納

入 4節書法課程。 

案由二：針對本校重大行事活動安排及校本特色課程-「民族教育課程」實施，

提出意見討論。 

說明：1.本校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重要行事如列表，9/25(五)親師座談暨歡

慶中秋活動、11/14(六)里校聯合運動大會、12/25(五)~12/27(日)校

外教學、1/27(三)休業式、2/15(ㄧ)開學，請各師留意時間上的安排

是否需要調整。 

2.本校 104學年度校本課程以民族教育為主軸，基於傳承與發揚在地阿美

族文化，讓原住民孩童探尋自身傳統歷史，啟發族群認同感，增強主動

學習動機；並統合傳統技藝教育與在地文化特色，結合學校內外在資

源，共塑學校特色，讓傳統知識與現代重新醞釀，以保存在地族群特色，

進行傳統民族文化扎根活動，開啟本校民族教育的發展方針。視各年級

學生需求規劃 4-7節納入彈性課程，其餘視各課程性質融入生活健體、

社會、藝文、綜合等課程。 

辦法：1.內涵：「阿美族歲時祭儀文化課程」、「阿美族傳統歌舞教學」、「阿美族

傳統工藝學習與體驗」及「漁獵文化」等四大範疇。 

      2.課程特質：統整課程之精神、螺旋式課程模式。 

      3.課程實施 

       (1) 歲時祭儀文化課程：歷史沿革、傳統制度、豐年祭、河祭。 

       (2) 傳統歌舞教學：祭儀歌舞、童謠、生活歌舞、到部落報訊。 

(3) 傳統工藝學習與體驗：傳統竹製器具、植物敲拓染、採集材料搭蓋



Taroan、認識阿美族傳統植物纖維與編織。 

(4) 漁獵文化-與卑南溪有約：阿美族漁獵文化概要、阿美族漁獵資源、

漁獵植物介紹、溪流漁獵實務、漁獵工具的使用與漁獵方法、捕魚

技巧、魚獲分配。 

      4.檢核機制：檢核、回饋、討論、修正 

決議：1.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校行事活動安排如表所示。 

2.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校本課程全體教師決議通過。 

 

案由三：針對本學期教科書的選用(如教科書選用一覽表)及各學習領域或彈性課 

       程自編教材的需求，請各師提出意見討論 

說明：1.104年 5月 26日由各年級(各領域)教師決議新學期教科書版本，請各 

老師詳閱，如無異議將照案通過。 

      2.彈性課程或學習領域課程需有自編教材需求的進行逐項討論(例如家庭

教育課程自編教材，各年級設計的範圍…) 

決議：1.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年級教科書版本評選結果如下表。 
年級 

版本別 
領域別     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語

文 

本

國

語

文 

國語文 104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翰林 翰林 

閩南語 104 上   金安 金安   

客家語 104 上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原住民語 104 上 
原住民族語 

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語 

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語 

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語 

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語 

研究中心 

原住民族語 

研究中心 

英語 104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健康與體育 104 上 康軒 南一 康軒 南一 康軒 南一 

數學 104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部編 

生

活 
課

程 

社會 104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翰林 康軒 

藝術與人文 104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自然與 
生活科技 

104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綜合活動 104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資訊教育 104 上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2.彈性課程中的「校本特色課程-民族教育」需自編教材。 

      3.資訊課程採自編教材納入彈性課程實施。 

 

案由四：針對學校本學期教學評量的時機及方式，請各學年教師提出意見討論。 



說明：1.依成績評量準則規定，評量方式有紙筆、實作及檔案評量，評量時機採          

定期及平時評量二種方式，針對本校定期評量的次數及方式及平時評量 

的方式進行討論。 

2.104學年度第 1學期定期評量為二次，時間為期中評量 11/3-4(二~三)、

期末評量 1/14-15(四~五)。 

決議：本校定期評量採紙筆測驗，每學期進行二次；平時評量兼採紙筆、實作及

檔案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評分比重定期與平時評量皆佔 50%，請各師依

照辦理，並於每學期課計畫編寫時，規畫教授科目領域的評分方式，完成

「各領域多元評量表」。 

案由五：課程計畫審查預計課程計畫審查會，送交課發會進行複評，複評時間預 

        計訂在 104年 7月 8日，請針對審查時間及方式提出意見討論 。 

說明：1.各撰寫格式均採教育處規定統一格式，請各師勿任意修改；謝謝！ 

2.因限於 7月 15日(三)需函報學校總體課程計畫、民族教育課程計畫及

自編教材至原民會，請各師於 104年 7月 7日（一）下班前將課程計畫

撰寫相關文件上傳，以利 104年 7月 8日(三)課程審查會議進行。並訂

於 9月 8日(二)13：30召開 1041課程發表，請各師備妥特色課程-民

族教育)，word或簡報檔均可，學習單、教學媒體等資料各師可自行呈

現，每師提供 10分鐘運用。 

並請備妥相關報告簡報或 word檔均可，學習單、教學媒體等資料可自行

呈現，每師提供 5-10分鐘運用。 

3.各師於課發會審查完後，請將修正檔案、報告檔、學習單、教學媒體等

資料上傳 FTP/1041課程計畫資料夾內存查。 

決議：全體教師決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12：00 

 

 



臺東縣德高國小學校一○三學年度下學期期末 

第二次課程發展會議紀錄(審查) 

一、會議時間：104年 7月 8日 9時 00分 

二、會議地點：本校會議室 

三、主    席：高彩珍校長                          記錄： 劉倍岑老師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報告 

 （一）感謝兩位主任和組長，以及班級級導師列席參與此次課程發展審查會議。 

 （二）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計畫已由教導於 7月 7日（二）進行初審完畢，

今日會議主要為確認各領域課程計畫，並請課發會委員予以審查。 

六、工作報告 

    本次會議針對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課程計畫進行審查，審查的內容依課

綱規範的各項要點及本校課程計畫自評表(詳如附件)進行審查。 

七、提案討論 

案一：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計畫進行審查及討論  

說明:本校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設計已於 7月 7日完成，請各審查委員依本

校課程計畫審查自評表的項次逐一進行審查，如有不符規定情形，請各課

程計畫撰寫人員依不符合事項進行修訂，並於 104年 7月 12日送課發會再



次進行複審。 

決議: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計畫審核資料，經課發會委員審查結果如下：  

1.課程依據 審核決議：通過 

2.課程目標 審核決議：通過 

3.學校資源及特色分析 審核決議：通過 

4.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 審核決議：通過 

5.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 審核決議：通過 

6.學習節數分配 審核決議：通過 

7.教科用書一覽表 審核決議：通過 

8.教科用書評選 審核決議：通過 

9.各年級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列出各領域課程包含學年/學期學習目標、 

能力指標、對應能力指標之單元名稱、節數、評量方式、備註等 審核決議： 

通過 

10.各年級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將性平、環境、資訊、家政、人權、生涯 

發展、海洋教育等重大議題妥善規劃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 審核決議：通過 

11.彈性時數符合課程綱要規定，並規劃於學校重大活動、推展校本課程及班級 

活動進行 審核決議：通過 

12.法定重要教育工作納入課程情形 審核決議：通過 

13.學校課表(教學)進度表應有「全學期」節數、評量週、總複習週編列進度、 

彈性節數規劃內容相符 審核決議：通過 

14.課程評鑑建立學校課程與教學評鑑相關配套措施 審核決議：通過 

15.建立自編課程（資訊教育）進度及課程設計、教學評量等配套措施 審核決議： 

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 10：30 



附件      

臺東縣德高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審查自評表 

項目 檢核內容 結果 備註說明 

一、依據 依據課程計畫撰寫項一之 1-14 點 

1.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實施

計劃。 

2.臺東縣政府 102年 12月 5日府教督字

第 1020234459號函辦理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二、課程目標 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生身心能力發展
歷程；尊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
涵泳民主素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
養科學知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引導
學生達成十項基本能力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參考九年一貫課程

目標 

三、學校資源及

特色分析 

學校基本資料及學校課程發展條件分析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四、學校願景與

教育目標 

學校已建構發展之願景且願景已轉化為

教學目標，並能與中央及地方課程願景

結合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學校願景需呼應 12

年國民教育基本願

景 

五、課發會組織 課發會組成及方式由校務會議決定，並

說明組織的任務及分工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可參考九年一貫課

綱 

六、學習節數分

配表 

各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定(填每週節數) 

 年級
領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語文 6 6 6 6 5 5 

英語 0 0 1 1 2 2 

數學 3 3 3 3 4 4 

生活 7 7 0 0 0 0 

自然 0 0 3 3 4 4 

社會 0 0 3 3 3 3 

藝文 0 0 3 3 3 3 

健體 2 2 3 3 3 3 

綜合 2 2 3 3 3 3 

領域合計 20 20 25 25 27 27 

彈性合計 3 3 4 4 5 5 

總節數 23 23 29 29 32 32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1.須於課發會呈現
討論學習節數分配
之會議記錄 
2.語文欄含本土
語，(語文+英語)節
數須符合課綱中【語
文領域學習總節數】
規定 
3.國中部分填寫一~
三年級 
4.使用教育部公告
的學習節數表(如
【無非學習節數】時
請在欄位內填”
無” 
5.請依各年級逐年
級進行檢核並填入
節數 



 
項目 檢核內容 結果 備註說明 

七、教科用書一

覽表 

1.呈現上下學期所有領域教科書版本 

2.跨學習階段換版本，提出銜接課程並由 

  課發會審查通過紀錄。 

3.自編教材有課發會審查通過的紀錄字樣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須有課發會相關紀

錄佐證，自編或銜接

教材留校備查 

八、彈性學習節

數規劃 

1.依各校實際規劃彈性課程名稱列於學

校課程進度表及彈性學習節數規劃表 

2.彈性學習節數符合課綱上下限規定，

與領域學習節數加總後符合該年級總節

數規定 

3.彈性課程教材如為自編教材，應有課

發會審查通過紀錄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九、法定重要教

育工作納入課

程 

1.家庭教育每學期3節課(或全學年6節課)，需

設計課程於正式課程外實施，不可採融入方式 

2.性平教育每學期6節課(可採融入或彈性課實施) 

3.性侵害防治教育每學期3節課(或全學年6節課) 

4.環境教育每學期3節課(或全學年6節課) 

5.家庭暴力防治每學期3節課(或全學年6節課) 

上述課程各年級有依【學期別/年級/週

次/彈性或領域別/節數】填妥於法定工

作表內。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學年度在撰寫第二

學期課程計畫，本表

須詳列上、下學期法

定課程規劃辦理情

形 

十、學校課程進

度表 

1.（）中填入的『全學期』節數以 20週

計算，填妥無誤。 

2.評量週、總複習週有編列進度內容。 

3.彈性課程部分與彈性學習節數規劃課

程內容一致。 

4.重大議題若融入各學習領域有標示清楚。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十一、課程評鑑 有學校課程與教學評鑑相關配套措施。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佐證資料:期末課程

評鑑表或相關教學

評鑑實施紀錄表 

十二、校外教學 參考【校外教學實施計畫】各要項撰寫 ■符合

□不符 

□修訂 
  通過 
□未辦 

 

如學校不辦理請勾

選 ”未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