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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關廟區深坑國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 111 學年度 

課程規畫及審查教材會議 

 

一、時間：1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一時三十分 

二、地點：圖書室 

三、主席：王光宗 

四、紀錄：邵雅慧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六、主席報告：感謝各委員撥冗出席課發會，除了針對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實施情形進行檢

核，也就 111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相關事項進行討論與審查，以利校務之推

動，非常感謝各位的協助。 

七、業務單位報告： 

（一）感謝各委員撥冗出席，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依市府教育局規定須於 111 年 7 月 11

日(一)前上傳，因此邀集各委員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相關資料，以利教師後

續編寫課程計畫。 

（二）課程計畫相關資料皆放置於行政專區/40 課程計畫/111，請各位老師參閱，以利於

會議進行。 

（三）110 學年度的課程實施情形進行自我檢核，檢核成果上傳至課程計畫備查網。 

八、會議討論： 

【案由一】110學年度課程評鑑實施情形檢討，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函頒『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與「臺南市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評鑑試辦計畫」，檢核 110 學年度課程評鑑(自我檢

核)情形。依規定課程總體架構以一學年為檢核循環週期，歸納各位老師填寫之

109 學年度課程計畫檢核表內容，結果分項說明如下： 

(一) 教育效益：課程符合課綱精神與學校教育願景，以適合學生需要的內容與方式

實施，效益良好。 

(二) 內容架構：各領域及彈性時間總節數符合規定，且讓學生獲益良多。 

(三) 邏輯關連：能依社區特色與學校願景規劃課程及架構，與生活環境有相互連結，

讓學生更能認同在地文化。 

(四) 發展過程：規畫並定期召開跨領域教學研究會、教師專業社群，讓教師進行專

業對話，且課程計畫皆經課程發展委會通過。 

(五) 師資專業：本校教師皆有參加相關課程研習或教學研究課程。。英語領域教師

有參與相關工作坊，並和鄰近學校之英語教師組成課程專業社群進行彈性學

習課程共備。國語、數學皆有參與跨校專業社群，並聘請專家指導，精進教學

知能。辦理藝文相關教室研習，精進教學。 

(六) 家長溝通：會利用班親會、通訊軟體群組與聯絡簿的方式，讓家長認識學校的

課程計畫與學校行事活動。 

(七) 教材資源：場地與設備受限學校的面積與經費，部份未達課程實施的需求，但

在教材選用與編寫方面均能呼應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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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習促進：辦理自我挑戰、教學成果展及實施英語學習護照等多元方式，以檢

核學生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 

(九) 教學實施：學校同仁多能依學生特質進行適性化教學，亦會利用線上學習平台

進行差異化教學。 

(十) 評量回饋：教師能根據教學目標，設計教學評量，並根據評量結果，進行有效

教學。 

(十一) 教育成效：透過教學的適性化，提升學生的在各領域上的表現，雖不能每位

學生都達到標準，但整體而言，有逐年進步的趨勢。 

【決  議】依上述說明，得以了解 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執行情形，課程實施成效佳，會再就

需要調整的部份進行滾動式修正。 

 

【案由二】111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及學生學習節數分配，請討論。 

【說  明】1.C1-1：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請參閱【C1-1】。 

2.C2-1：學校課程願景，請參閱【C2-1】。 

3.低年級每週 23 節課；中年級每週 29 節課；高年級每週 32 節課，各領域與彈性

課程節數請參閱 C3-1 各年級總體課程每週學習節數一覽表與 C3-1-1 學生每週

學習節數一覽表(國小)。 

4.第 1 學期自 111 年 8 月 30 日(二)至 112 年 1 月 19 日(四)止計 21 週， 1 月 19 日

(四)休業式當天上課半天。；第 2 學期自 112 年 2 月 13 日(一)至 6 月 30 日(五)

止計 20 週， 6 月 30 日(五)休業式當天上課半天。 

【決  議】符合課程綱要規定，具備本校校務發展需要，規畫合宜，故照案通過。 

 

【案由三】111學年度學校重大行事預定排定日期(含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戶外教育)，

請討論。 

【說  明】111 學年度學校重大行事預定排定日期與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1.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規畫戶外教育，並結合各年

級課程內容進行規畫全校性戶外教育課程。本校預訂於 111 年 11 月 8 日(二)

實施。 

2. 訂於 112 年 4 月 8 日(六)舉辦六十週年校慶暨教學成果展，當天不列入課程計

畫節數，4 月 10 日(一)補假當天之節數全部扣除。 

3. 訂於 112 年 6 月 16 日(五)下午 4：00 舉辦畢業典禮。 

4.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一至五年級期末評量訂於 112 年 6 月 26 日(一)與 6 月 27

日(二)二天舉辦。 

5. 其他相關學校行事請詳閱 C9-2-111 學年度行事曆。 

【決  議】配合教育局行事曆與學校校務規畫時程，故照案通過。 

 

【案由四】111學年度全校一週作息表排定，請討論。 

【說  明】依據低、中、高年級每週學習節數排定一週作息表，請參閱 C9-1 全校一週作息

表。 

【決  議】安排合宜，故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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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111學年度全校(含普通班、藝術才能班、體育班、各類特殊教育班)各年級校訂

彈性學習課程課程內涵的審查，請討論。 

【說  明】本校 111 學年度各年校訂彈性學習課程課程內涵說明如下： 

1.低年級：校訂彈性學習課程每週 3 節，其課程內容依據新課綱規定編寫，採統

整性探究課程─主題，分為二大主題：文化奠基．創意先行(1 節)、世

城鄉遇在關龍課程(英語融入)(2 節)。 

2.中年級：校訂彈性時間課程每週 4 節，依據新課綱規定編寫，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分為二大主題：文化奠基．創意先行(1 節)、世城鄉遇在關龍課

程(英語融入)(1 節)；社團活動-運算思維探險家(科技融入)與深坑閱讀

心世代（2 節） 

3.高年級：校訂彈性時間課程每週 5 節，節數採九年一貫課程規定，而其課程內

容依據新課綱規定編寫，統整性探究課程─主題，分為二大主題：文化

奠基．創意先行(1 節)（PBL）、世城鄉遇在關龍課程(英語融入)(1 節)；

其他類課程（1 節）；社團活動-運算思維創意家(科技融入)與我是小小

書法家（2 節） 

【決  議】低、中年級課程依據新課綱規定編寫，且符合跨領域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精神；

高年級課程節數依據九年一貫課程規定，內容依新課綱規定編寫。上述課程內容

與節數皆安排合宜，故照案通過。 

 

【案由六】111學年度各年級領域教科書選用版本一覽表，請討論。 

【說  明】111 學年度各年級領域教科書版本經教科書評選委員會討論決定，結果請參閱【附

件一】深坑國小 111 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選用結果與 C8-1 各年級歷年教科書選用

版本一覽表(國小)。 

【決  議】111 學年度各年級領域教科書版依教科書評選委員會決議審查，照案通過。 

 

【案由七】111學年度各年級教師(含普通班、藝術才能班、體育班、各類特殊教育班)自編、

自選的教材內容的審查，請討論。 

【說  明】1.一、二年級校訂彈性學習課程教材採【關龍區英語策略聯盟】自編教材，並參酌

本校跨領域教學研究會就學生英語學習情形之討論結果，依學生學習需要，另自

選翰林 hooray1-2(一年級)、翰林 hooray3-4 (二年級)作為輔助教材使用。 

2.依據目前資訊教育之發展重點，並參考本校跨領域教學研究會就學生資訊科技學

習情形之討論結果，111 學年度高年級採社團方式辦理-運算思維創意家(科技融

入)、深坑小小書法家，教材自編；111 學年度中年級採社團方式辦理-運算思維創

意家(科技融入)、深坑閱讀心世代，教材自編。 

3.一至六年級的彈性學習課程由老師自編/自選教材，建置在教學專區\58 十二年國

教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請參閱。 

【決  議】低、中、高年級課程依據新課綱規定編寫，且教材的編寫與選擇符合跨領域統整

性主題探究課程精神，自編或選用的教材內容合宜，故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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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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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無部定與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 

【決  議】無需審查。 

 

【案由九】111學年度課程評鑑實施計畫，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函頒「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臺南市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評鑑試辦計畫」與「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建議

參考計畫」訂定本校 111 學年度課程評鑑實施計畫，請參閱【C4-1】後討論。 

【決  議】本校 111 學年度課程評鑑實施計畫符合課程評鑑實施原則，照案通過。 

 

【案由十】111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頒『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年 10 月 17 日臺

教國署國字第 1050111992 號函頒『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參考原則』，制訂本校 111 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請參閱【C10-1】。 

【決  議】本校 111 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依規定制訂並規畫合宜，故照案通

過。 

 

【案由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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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檢視 111 學年度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 

1. 從 108 學年度起，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以平時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期，並

納入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計算，請一至四年級老師於擬訂成績評量計畫時，

需注意評量方式與計算比例。 

2. 今年在評量計畫裡新增「□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這項說明，若老師們有勾

選，請在撰寫課程計畫時，在評量欄位以其它顏色註明並簡要說明之。 

3. 另請教師注意彈性學習課程若是採新課綱規範，在擬訂成績評量計畫時，也特

別注意。 

4. 【C9-4】111 學年度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 

【決  議】111 學年度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符合領域與彈性學習課程規定，照案通過。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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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深坑國小 111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選用結果如下： 

      年級 

科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語 康軒 南一 康軒 康軒 翰林 康軒 

數學 南一 翰林 康軒 翰林 康軒 康軒 

生活 翰林 南一     

健康與體育 康軒 翰林 南一 康軒 康軒 翰林 

綜合活動   康軒 康軒 康軒 翰林 

社會   翰林 康軒 康軒 康軒 

自然與生活科

技 

  南一 康軒 翰林 康軒 

藝術與人文   翰林 康軒 翰林 康軒 

本土語言 

(閩南語) 
康軒 康軒 康軒 康軒 真平 真平 

英語   

翰林 

Here We 

Go 

1-2 

翰林 

Dino on 

the Go 

3-4 

翰林 

Dino on 

the Go 

5-6 

翰林 

Dino on 

the Go 

7-8 



C7-1-2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規畫及審查教材會議討論題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