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7-1-3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計畫審查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臺南市公立新營區新民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 
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審查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年 7月 8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 線上會議室 

三、主席： 黃耿鐘校長 

四、紀錄： 林珊卉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六、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加本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請各位委員就本次各項提案討論，提供 

              寶貴建議，謝謝大家。 

七、業務單位報告：1.本會議依據臺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課程計畫編寫及審查作業要點處理。 

                  2.請各位委員審查 110學年度課程評鑑和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謝謝！ 

 
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110學年度課程評鑑實施情形檢討，請討論。 

【說  明】針對 110學年度課程總體架構、各領域課程以及各彈性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 

          實施過程和效果評估等課程發展進程進行評鑑，評鑑結果提請各位委員討論。 
【決  議】 
 

【案由二】111學年度部定與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規劃節數審查，請討論。 

【說  明】目前無規劃協同課程節數。 

【決  議】 

 

【案由三】111學年度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可含學校成績評量作業要點的訂定)，請討論。 

【說  明】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已由各學年老師討論訂定完成，詳如附件。 

【決  議】 
 

【案由四】審查一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含普通班、各類特殊類型教育班)，請討論。 

【說  明】一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如附件，請各位委員依 A03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中各指標 

          細項之內容與品質原則，進行審查。 

【決  議】 

 

【案由五】審查二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含普通班、各類特殊類型教育班)，請討論。 

【說  明】二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如附件，請各位委員依 A03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中各指標 

          細項之內容與品質原則，進行審查。 

【決  議】 

 

【案由六】審查三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含普通班、藝才班、各類特殊類型教育班)，請討論。 

【說  明】三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如附件，請各位委員依 A03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中各指標 

          細項之內容與品質原則，進行審查。 

【決  議】 

 

【案由七】審查四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含普通班、藝才班、各類特殊類型教育班)，請討論。 

【說  明】四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如附件，請各位委員依 A03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中各指標 

          細項之內容與品質原則，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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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由八】審查五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各類特殊類型教育班)，請討

論。 

【說  明】五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如附件，請各位委員依 A03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中各指標 

          細項之內容與品質原則，進行審查。 

【決  議】經委員審議後，決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九】審查六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各類特殊類型教育班)，請討

論。 

【說  明】六年級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如附件，請各位委員依 A03學校課程計畫自我檢核表中各指標 

          細項之內容與品質原則，進行審查。 

【決  議】經委員審議後，決議通過。 

 

【案由十】審查 111學年度全校特教學生課程調整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含特教教師入普通班支援

教學)，請討論。 

【說  明】1.各類巡迴個案由巡迴教師撰寫課程計畫後送個案所屬學校課發會審查。 

2.特教教師一對一排課且入普通班支援教學者，每週不超過 2節。 

【決  議】經委員審議後，決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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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公立新營區新民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審查會議簽到單(如附件) 

職稱 姓名 簽到 

校長 黃耿鐘  

教務主任 施瀛欽  

學務主任 袁桂盛  

輔導主任 王雅緹  

總務主任 盧怡君  

課研組長 林珊卉  

一年級學年主任 卓香君  

二年級學年主任 林秀絹  

三年級學年主任 黃淑媛  

四年級學年主任 許淑美  

五年級學年主任 魯秀鳳  

六年級學年主任 沈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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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簽到 

語文領域(國語)召集人 郭雅珮  

語文領域(英語)召集人 陳思廷  

語文領域(本土)召集人 陳必瑩  

社會領域召集人 陳靜怡  

數學領域召集人 張麗芬  

健康與體育領域召集人 許金貴  

自然與生活科技召集人 陳瑋民  

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 顏伶娟  

生活領域召集人 石月秀  

綜合領域召集人 沈佳霖  

藝才班課程教師代表 黃鈴雅  

特教人員代表 王秋怡  

家長代表 張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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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24.345,00:00:27.345 郭老師: 郭雅珮簽到 00:00:28.955,00:00:31.955 許淑美: 許淑美簽

到 00:00:31.117,00:00:34.117 秀絹: 林秀絹簽到 00:00:49.963,00:00:52.963 顏伶娟@stud: 顏

伶娟 簽到 00:00:57.432,00:01:00.432 許老師: 許金貴簽到 00:01:55.683,00:01:58.683 張麗芬

@stud: 張麗芬簽到 00:02:06.742,00:02:09.742 黃耿鐘: 黃耿鐘 簽到 

00:02:13.058,00:02:16.058 陳靜怡: 陳靜怡簽到 00:02:17.089,00:02:20.089 王芳鈞: 王芳鈞簽

到 00:02:19.635,00:02:22.635 卓香君: 卓香君簽到 00:02:31.484,00:02:34.484 沈佳霖: 沈佳

霖 簽到 00:03:31.824,00:03:34.824 台南市 新民國小施瀛欽: 施瀛欽簽到 

00:04:41.294,00:04:44.294 王芳鈞: 案由一通過 00:04:42.487,00:04:45.487 許老師: 案由一 

OK 00:04:42.506,00:04:45.506 張麗芬@stud: 案由一 同意 00:04:42.694,00:04:45.694 陳思廷: 

案由一 OK 00:04:43.505,00:04:46.505 秀絹: 案由 1ok 00:04:43.856,00:04:46.856 沈佳霖: 案

由一 OK 00:04:44.485,00:04:47.485 許淑美: Ok 00:04:44.884,00:04:47.884 石月秀老師: 案由

一 ok 00:04:45.438,00:04:48.438 王雅緹: 案由一 OK 00:04:46.939,00:04:49.939 郭老師: 案由

1ok 00:04:48.471,00:04:51.471 黃鈴雅: 案由 1 ok 00:04:48.486,00:04:51.486 卓香君: 案由一 

ok 00:04:48.980,00:04:51.980 台南市新民國小施瀛 欽: 案由一 ok 00:04:54.088,00:04:57.088 

顏伶娟@stud: 案由 1ok 00:04:55.391,00:04:58.391 陳 靜怡: 案由一通過 

00:05:30.623,00:05:33.623 張麗芬@stud: 案由二 ok 00:05:31.545,00:05:34.545 石月秀老師: 

案由二 ok 00:05:31.647,00:05:34.647 魯秀鳳: 案由二 ok 00:05:32.314,00:05:35.314 王芳鈞: 

案由二通過 00:05:32.350,00:05:35.350 秀絹: 案由 2ok 00:05:38.188,00:05:41.188 沈佳霖: 案

由二 OK 00:05:40.541,00:05:43.541 王雅緹: 案由二 OK 00:05:42.507,00:05:45.507 卓香君: 

案由二 ok 00:05:42.845,00:05:45.845 許老師: 案由二 沒意見 00:05:45.649,00:05:48.649 郭老

師: 案由 2ok 00:05:50.145,00:05:53.145 陳靜怡: 案由二 ok 00:05:51.367,00:05:54.367 台南市

新民國小施瀛欽: 案由二 ok 00:06:02.624,00:06:05.624 黃鈴 雅: 案由 2 ok 

00:06:04.348,00:06:07.348 顏伶娟@stud: 案由 2ok 00:07:05.015,00:07:08.015 王芳 鈞: 案由

三通過 00:07:05.085,00:07:08.085 魯秀鳳: 案由三 ok 00:07:05.688,00:07:08.688 卓香君: 案

由三 ok 00:07:06.456,00:07:09.456 郭老師: 案由三 ok 00:07:06.767,00:07:09.767 石月秀老師: 

案由三 ok 00:07:07.005,00:07:10.005 秀絹: 案由三 ok 00:07:07.469,00:07:10.469 沈佳霖: 案

由三 OK 00:07:07.616,00:07:10.616 顏伶娟@stud: 案由 3ok 00:07:08.355,00:07:11.355 王雅

緹: 案由 三 OK 00:07:09.306,00:07:12.306 陳思廷: 案由三 OK 00:07:09.764,00:07:12.764 許

老師: 案由三 OK 00:07:10.375,00:07:13.375 陳靜怡: 案由三 ok 00:07:16.736,00:07:19.736 黃

鈴雅: 案由 3 ok 00:07:21.665,00:07:24.665 盧怡君 Kyle: 案由 3通過 

00:07:21.863,00:07:24.863 台南市新民國小 施瀛欽: 案由 3ok 00:07:31.165,00:07:34.165 王芳

鈞: 案由四通過 00:07:31.440,00:07:34.440 張 麗芬@stud: 案由三 ok 

00:07:31.452,00:07:34.452 卓香君: 案由四 ok 00:07:31.464,00:07:34.464 石月秀老師: 案由四

ok 00:07:31.752,00:07:34.752 魯秀鳳: Ok 00:07:32.676,00:07:35.676 沈佳 霖: 案由四 OK 

00:07:32.871,00:07:35.871 郭老師: 案由四 ok 00:07:33.014,00:07:36.014 顏伶娟 @stud: 案由

4ok 00:07:33.953,00:07:36.953 秀絹: 案由四 ok 00:07:34.536,00:07:37.536 王雅緹: 案由四 ok 

00:07:35.033,00:07:38.033 陳思廷: 案由四 OK 00:07:36.411,00:07:39.411 盧怡君 Kyle: 案由 4

通過 00:07:36.575,00:07:39.575 陳靜怡: Ok 00:07:37.819,00:07:40.819 許老師: 案由四 沒 意

見 00:07:37.837,00:07:40.837 張麗芬@stud: 案由 4ok 00:07:37.847,00:07:40.847 黃鈴雅: 案 

由 4 ok 00:07:39.846,00:07:42.846 台南市新民國小施瀛欽: 案由 4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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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46.660,00:07:49.660 盧怡君 Kyle: 案由 5通過 00:07:47.055,00:07:50.055 沈佳霖: 案由

五 OK 00:07:48.066,00:07:51.066 石月秀老師: 案由五一 ok 00:07:48.078,00:07:51.078 張麗

芬@stud: 案由 5ok 00:07:48.337,00:07:51.337 魯秀鳳: Ok 00:07:48.368,00:07:51.368 郭老師: 

案由五 ok 00:07:48.885,00:07:51.885 王芳鈞: 案由五通過 00:07:49.050,00:07:52.050 陳思廷: 

案由五 OK 00:07:49.873,00:07:52.873 王雅緹: 案由五 ok 00:07:51.694,00:07:54.694 秀絹: 案

由 5ok 00:07:51.899,00:07:54.899 許老師: 案由五 沒意見 00:07:56.312,00:07:59.312 陳靜怡: 

Ok 00:07:57.324,00:08:00.324 黃鈴雅: 案由 5 ok 00:07:57.338,00:08:00.338 台南市新民國小

施瀛欽: 案由 5ok 00:08:01.051,00:08:04.051 卓香君: 案由五 ok 00:08:13.655,00:08:16.655 顏

伶娟 @stud: 案由 5ok 00:08:16.392,00:08:19.392 陳靜怡: 案由五 ok 

00:08:38.945,00:08:41.945 袁桂 盛: 案由 5ok 00:09:51.952,00:09:54.952 魯秀鳳: 案由 6ok 

00:09:51.965,00:09:54.965 張麗芬 @stud: 案由 6ok 00:09:52.673,00:09:55.673 秀絹: 案由六 

ok 00:09:52.815,00:09:55.815 石月秀 老師: 案由六 ok 00:09:53.540,00:09:56.540 顏伶娟

@stud: 案由 6ok 00:09:53.560,00:09:56.560 卓香君: 案由六 ok 00:09:53.726,00:09:56.726 許

老師: 案由六 OK 00:09:54.420,00:09:57.420 黃 鈴雅: 案由 6 ok 00:09:54.758,00:09:57.758 

王雅緹: 案由六 ok 00:09:55.433,00:09:58.433 沈佳 霖: 案由六 OK 00:09:56.117,00:09:59.117 

郭老師: 案由六 ok 00:09:57.160,00:10:00.160 陳思廷: 案由六 OK 00:09:58.311,00:10:01.311 

許淑美: 案由 6ok 00:10:03.188,00:10:06.188 陳靜怡: 案由 6ok 00:10:07.209,00:10:10.209 王

芳鈞: 案由六通過 00:10:08.872,00:10:11.872 台南市新民國小 施瀛欽: 案由 6ok 

00:10:10.639,00:10:13.639 盧怡君 Kyle: 案由 6OK 00:10:11.137,00:10:14.137 袁桂盛: 案由

6ok 00:10:31.542,00:10:34.542 張麗芬@stud: 案由 7ok 00:10:32.133,00:10:35.133 秀絹: 案由

七 ok 00:10:32.386,00:10:35.386 王芳鈞: 案由七通過 00:10:32.903,00:10:35.903 顏伶 娟

@stud: 案由 7ok 00:10:32.924,00:10:35.924 郭老師: 案由七 ok 00:10:32.993,00:10:35.993 許 

老師: 案由七 OK 00:10:33.342,00:10:36.342 石月秀老師: 案由七 ok 

00:10:33.389,00:10:36.389 卓香君: 案由七 ok 00:10:33.557,00:10:36.557 沈佳霖: 案由七 OK 

00:10:33.773,00:10:36.773 王 雅緹: 案由七 ok 00:10:33.958,00:10:36.958 魯秀鳳: 案由 7ok 

00:10:34.646,00:10:37.646 黃鈴雅: 案由 7 ok 00:10:36.260,00:10:39.260 陳思廷: 案由七 OK 

00:10:37.716,00:10:40.716 盧怡君 Kyle: 案由 7OK 00:10:40.132,00:10:43.132 台南市新民國小

施瀛欽: 案由 7ok 00:10:45.850,00:10:48.850 袁桂盛: 案由 7ok 00:10:51.373,00:10:54.373 陳

靜怡: 案由 7ok 00:10:52.243,00:10:55.243 魯秀鳳: 案由 8ok 00:10:52.937,00:10:55.937 王芳

鈞: 案由八通過 00:10:53.009,00:10:56.009 秀絹: 案由八 ok 00:10:53.496,00:10:56.496 石月

秀老師: 案由八一 ok 00:10:54.052,00:10:57.052 張麗芬@stud: 案由 8ok 

00:10:54.120,00:10:57.120 顏伶娟@stud: 案 由 8ok 00:10:54.429,00:10:57.429 許老師: 案由

八 OK 00:10:54.504,00:10:57.504 盧怡君 Kyle: 案 由 8OK 00:10:54.918,00:10:57.918 王雅緹: 

案由八 ok 00:10:54.989,00:10:57.989 卓香君: 案由八 ok 00:10:55.343,00:10:58.343 郭老師: 

案由 8ok 00:10:55.505,00:10:58.505 黃鈴雅: 案由 8 ok 00:10:55.733,00:10:58.733 沈佳霖: 案

由八 OK 00:10:56.006,00:10:59.006 陳思廷: 案由八 OK 00:10:59.144,00:11:02.144 袁桂盛: 

案由 8ok 00:10:59.492,00:11:02.492 許淑美: 案由 8ok 00:11:02.437,00:11:05.437 台南市新民

國小施瀛欽: 案由 8ok 00:11:02.680,00:11:05.680 陳靜怡: 案由 8ok 00:11:04.896,00:11:07.896 

魯秀鳳: 案由 9ok 00:11:05.854,00:11:08.854 王芳鈞: 案由九 通過 00:11:05.933,00:11:08.933 

石月秀老師: 案由九 ok 00:11:06.495,00:11:09.495 郭老師: 案由 9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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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6.545,00:11:09.545 許老師: 案由九 OK 00:11:06.714,00:11:09.714 沈佳霖: 案由九 

OK 00:11:07.012,00:11:10.012 陳思廷: 案由九 OK 00:11:07.032,00:11:10.032 卓香君: 案由九 

ok 00:11:07.090,00:11:10.090 王雅緹: 案由九 ok 00:11:07.733,00:11:10.733 黃鈴雅: 案由 9 ok 

00:11:10.902,00:11:13.902 盧怡君 Kyle: 案由 9OOK 00:11:11.478,00:11:14.478 秀絹: 案由 9 

ok 00:11:13.137,00:11:16.137 張麗芬@stud: 案由 9ok 00:11:13.980,00:11:16.980 許淑美: 案由

9ok 00:11:17.948,00:11:20.948 顏伶娟@stud: 案由 9ok 00:11:19.503,00:11:22.503 袁桂盛: 案

由 9ok 00:11:35.044,00:11:38.044 陳靜怡: 案由 9ok 00:11:44.429,00:11:47.429 台南市新民國

小施瀛欽: 案由 9ok 00:14:42.259,00:14:45.259 王芳鈞: 案由十通過 

00:14:43.325,00:14:46.325 顏伶娟 @stud: 案由 10ok 00:14:43.799,00:14:46.799 石月秀老師: 

案由十 ok 00:14:43.814,00:14:46.814 卓香君: 案由十 ok 00:14:44.028,00:14:47.028 秀絹: 案

由 10 ok 00:14:44.220,00:14:47.220 魯秀 鳳: 案由 10ok 00:14:44.524,00:14:47.524 袁桂盛: 案

由 10ok 00:14:44.535,00:14:47.535 王雅緹: 案由十 ok 00:14:44.851,00:14:47.851 沈佳霖: 案

由十 OK 00:14:45.323,00:14:48.323 陳靜怡: 案 由 10ok 00:14:46.145,00:14:49.145 黃鈴雅: 

案由 10 ok 00:14:46.613,00:14:49.613 張麗芬@stud: 案由 10ok 00:14:47.325,00:14:50.325 郭

老師: 案由 10 ok 00:14:47.937,00:14:50.937 盧怡君 Kyle: 案由 10OK 

00:14:47.959,00:14:50.959 許淑美: 案由 10ok 00:14:47.976,00:14:50.976 許老師: 案 由十 沒

意見 00:14:50.449,00:14:53.449 台南市新民國小施瀛欽: 案由 10ok 00:14:53.827,00:14:56.827 

陳思廷: 案由十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