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德高國小學校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4 年 1 月 7日 13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一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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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各班級導師列席參與此次課程發展會

議。 

（二）今日課發會議題主要針對 103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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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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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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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各年級學習領域節數的依據。(如附件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年級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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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多元展風華」6-12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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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教育處規定，為落實本縣國中小書法

教育，103 學年度起國小三~六年級每學期至少安排 4節書法課程，請將

課程內容編入總表以利審核。 

決議：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低、中、高年級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的安排

延用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制定的節數，三~六年級於彈性課程至少納入

4節書法課程。 

案由二：針對本校行事活動安排及校本特色課程-「悅讀多元展風華」實施，提

出意見討論。 

說明：1.本校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重要行事如列表，5/1 是校外教學，5/8

的多元文化學習成果展是配合感恩母親節活動，6/23 是畢業典禮，請

各師留意時間上的安排是否需要調整。 

2.本校 103 學年度校本課程以國際教育、新住民火炬計畫以及多元文化融

合為發想，上學期的「世界真奇妙」已讓學生體驗不同的文化藝術，本

學期配合火炬計畫，以多語多元文化繪本為教材，配合五月感恩節的親

子共讀模式，辦理故事心得發表及多元文化學習成果展為核心設計，視

學生需求規劃 6-12 節納入彈性課程。 

辦法：1.閱讀多元：多元文化繪本教學 

        (1)心得寫作教學課程設計：預計 5/1(五)徵稿結束(每年段錄取 5名) 

(2)故事發表教學課程設計：故事發表：預計 5/5~7(二~四)分別由低、

中、高年段於晨光活動 8：00~8：30 進行(每年段錄取 5名) 

(3)多元文化繪本製作 

2.展風華：多元文化成果展 

(1)根據上、下學期課程進行成果產出:如玩具、服裝、建築、相關報導

文案、心得寫作、蒐集異國文物…等。 

(2)4/27(ㄧ)~5/01(五)多元文化學習週：各班設計國家特色海報、體驗

活動，學生於課間活動到各班進行體驗及欣賞。 

(3)培訓學生成為多元文化解說員，負責擔任關主。 

(4)設計闖關關卡讓入班學生參與，闖關 6關成功即可核章，由教導處 

核發獎品。 

決議：1.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行事活動安排如表所示。 



2.103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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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年 12 月 30 日由各年級(各領域)教師決議延用上學期各學習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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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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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 103 下 康軒 南一 康軒 康軒 翰林 翰林 

閩南語 103 下  金安 金安    

客家語 103 下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本

國

語

文 
原住民語 10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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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文 

英語 103 上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健康與體育 103 下 南一 康軒 南一 康軒 南一 南一 

數學 103 下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部編 部編 

社會 103 下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藝術與人文 103 下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生

活 
課

程 
自然與 

生活科技 
103 下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綜合活動 103 下 康軒 翰林 康軒 翰林 康軒 翰林 

資訊教育 103 下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2.彈性課程中的「校本特色課程- 悅讀多元展風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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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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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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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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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限於教育處 1月 19 日中午 12點前上傳截止，請各師於 104 年 1月

12 日（一）中午前，將課程計畫撰寫相關文件上傳，以利 104 年 1月

14 日(三)課程審查會議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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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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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臺東縣德高國小學校一○三學年度下學期 

第一次課程發展會議紀錄(審查) 

一、會議時間：104 年 1 月 14 日  13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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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班級導師列席參與此次課程發展審查會議。 

 （二）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已由教導於 1月 12 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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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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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一：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進行審查及討論  

說明:本校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設計已於 1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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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6 日送課發會再

次進行複審。 

決議:103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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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性、環境、資訊、家政、人權、生涯 

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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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家庭教育課程不可融入領域課程，要安排入非正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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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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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