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簽到單 

日期：109年 9月 2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109年 9月 2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 

主持人：校長 陳鍾仁                     記錄：教導主任 江宏笙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於暑假期間順利完成本學度課程計畫，今日召開期初會議，請

各位委員報告。 

 

貳、業務報告： 

江主任： 

1. 本校總體課程計畫檔案存放於學校網站中，請同仁事先檢視做教學準

備。 

2. 本校課程計畫於8月27日過審查。請參考附件109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

年級學習節數配置表。 

3.請老師依課程計畫實施，本會將於學期末召開檢討會議。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參與課程規劃，也感謝各位老師如期配合課發會計畫期程，

本週為課程準備週，希望各位同仁能事先教學準備，並確實做好班級經營，

讓課程順利執行，散會。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簽到單 

日期：109年 10月 14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發展委員

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109年 10月 14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 

主持人：校長 陳鍾仁                     記錄：教導主任 江宏笙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檢討 108學年度課程實施，檢視本校學生在整體課程的學習成就分析與

策進作為，提請討論。 

 

貳、業務報告： 

江主任： 

1.表列 108 學年學習扶助篩選測驗以及成長測驗成績，請同仁檢視並討論。 

2.依據108年5月學力測驗結果，請提出檢討。 

3.根據學力測驗檢討現行校本課程計畫，請提出建議。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檢討 108 學年度學力測驗結果，檢視本校學生在整體課程的學習成

就分析與策進作為，提請討論。 

說 明：檢視學生學習結果在學校定期評量、教學扶助測驗，參考學生學習成

就，請各領域老師做為課程、教學、評量等面向的提出具體策進作為，

提請討論與決議。 

 

校長：英語課的教學補救請任課的明勳老師說明。 



明勳：目前按照前次學力測驗的成績依據做補救，我發現學力測驗的題型在聽

力測驗方面偏難，今後會利用每堂課五到十分鐘的時間，加強學生對於

聽力題型的練習。另外，為了增強全校學生的語音語文能力，會多介紹

ICRT的廣播節目，在本校校網有連結可用，利用中午午休時間收聽。 

校長：請各班能夠配合收看 ICRT節目，可指定學生協助撥放。請六年級導師說

明如何針對該班學生成績做補救。 

昆輝：以前次學力測驗成績，我認為是還算能夠接受。對於國語科的部分，學

生對閱讀比較長的文章，長文的題型比較困難，所以應該要加強的是大

量閱讀。數學科方面，其中學生語彤成績偏低，是因為對於數學一向就

有畏懼，會持續在各方面輔導她建立自信，增進其學習成就。對於全班

就是會給學生做一些過去的考古題，從中檢測出學生能力不足的部分，

再加以補救。 

 

校長：請老師多注意學生大量閱讀的成效，並且在日常的課程中多做檢視。或

者是配合學校為愛而讀的活動，也邀請家長多予以協助。請各班老師提

出建議。 

 

菊美：感覺輔導學生的時間不足，因為學校活動太多，給學生改正功課的時間

內不足，只好為留學生下來做補強，可能會佔用到上體育和音樂課的時

間。 

 

棒權：時間不足的部分，可以考慮將學校共同打掃的時間做調整，打掃的時間

週一到五，不需要太多次，而打掃的內容內各班也可以不需要一致，可

節省一些時間指導作業。 

 

宏笙：關於學校彈性課程的部分，可以做一些修正。例如說，學校共同行事的

部分也可以減少一些食農的課程的規劃，或者是課程以外的活動，可回

歸給各班原本彈性課程補救教學時間。評估學生數學能力，可參考科技

化評量網站的資料，可清楚了解待補救之處。 

 

素榕：我覺得家長在協助回家作業的部分還不足，常常在連假之後，出現學生

缺交作業的部分。另外，英語課的部分有建議是，可以在每日的作業固

定給學生習寫語詞、單字，這樣長久練習可以提升學生的能力。 

 



國翰：建議可以在學生晨會的時間讓學生做英語對話練習，也贊成縮短共同打

掃的時間。 

 

進成：學生的學力測驗成績不好，並不是明勳老師在英語方面的教學內容不佳，

但可能不利於學生準備應付學力測驗，這個方面還可以再調整。 

 

校長：綜合以上結論， 

一、改善六年級學生數學能力的部分，會撥空協助導師補救語彤的數學。請任

課老師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如附件) 

二、目前共同打掃的時間能仍然維持不變。 

三、網球練習的從下週開始注意需要補強的學生，請各班提出有補救需求的名

單。 

四、明年不申請共榮計畫，食農課程將暫停辦理。 

五、下學期學習扶助將申請開班。 

 

散會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簽到單 

日期：110年 2月 24日 13點 30分 

地點： 教師辦公室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110年 2月 24日 13點 30分 

地點： 教師辦公室 

主持人：校長 陳鍾仁                     記錄：教導主任 江宏笙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感謝各委員撥冗出席，請各位就本學年度下學期課程提出討論 

貳、業務報告：感謝各委員撥冗出席，今天特別邀集各委員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視第二

學期課程計畫，提請討論。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檢視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請討論。 

說 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延後開學，行事曆時間已經修正，檢視修正之行事曆，詳如附

件一。 

決 議：第二學期課程計畫照案通過。 

 

 

提案二：原規畫下學期活化教學計劃校外參訪是否辦理，提請討論。 

說 明：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師生參訪的安全問題，原本規畫於 3 月的活化教學參訪，是否

取消或改期，提請討論。 

決 議：原規畫於 3月的參訪改期至 4月初，視疫情發展再作確認。 

 

 

 

附件一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計畫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簽到單 

日期：110年 6月 9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期：110年 6月 9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 

主持人：校長 陳鍾仁                     記錄：教導主任 江宏笙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感謝各委員撥冗出席，請各位就 110學年度年教科書評選、課程規劃及評鑑

作討論 

貳、業務報告：感謝各委員，今天先進行教科書評選，再就 110學年度年課程規劃，以及課

程評鑑實施計畫進行討論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評選 110學年度教科書版本 

說 明： 

小組審閱：依教科書評選職務分配小組，進行各家出版社教科書審閱。 

初選會議：經審閱、領域研討後，進行教科書遴選，請利用評選表評選，並選出

110學年度教科書版本，確定下學年度教科書版本。 

 

決 議：依據評選小組審查，結果如附件一。 

 

提案二：審查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非審訂版或自編教材。 

說 明：本校 110 學年度僅 3-6 年級彈性課程資訊課採用自編教材，課程計劃詳如本校教

師共用資料夾。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規劃本校 110學年度學習領域節數及彈性學習節數，請議決。 

說 明：各學習領域節數(低年級 20節、中年級 25節、高年級 27節)  

        彈性學習節數每週節數(低年級 3節、中年級 4節、高年級 5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110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之規劃工作，請議決。 

說 明： 

    （一）各年級(領域)應提報內容： 

          （1）各領域課程教學計畫（其中科任課課程教學計畫由科任教師提報） 

          （2）彈性課程教學計畫 (班級行事活動) 

          （3）學校課程計畫總表 

 

    （二）教學組長應提報內容： 

          （1）學習節數配置表 

          （2）教科書選用及選改編或自編教材一覽表 

          （3）彈性課程教學計畫(年級行事活動) 

           

    （三）訓導組長應提報內容： 

          （1）彈性課程教學計畫(學校行事活動) 

 

    （四）教導主任提報內容： 

          （1）學校教學背景分析 

          （2）學校教育目標及學校願景 

          （3）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之運作規範 

          （4）課程與教學評鑑計畫 

          （5）通過學校課程計畫審查資料上傳及學校網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審查 110學年課程評鑑實施計畫，請議決。 

說 明：依照南投縣辦理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規定制定本計畫，提請討論與

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附件一 

 

  

南投縣永興國小 110學年度各年級教科書選用版本一覽表 

學科/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語 

文 

國語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閩南語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英語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數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生 

活 

自然與生活科

技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社會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藝術與人文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健康與體育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綜合活動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一版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簽到單 

日期：110年 6月 30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 

  



南投縣永興國小一 O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期：110年 6月 30日 13點 30分 

地點：校長室 

主持人：校長 陳鍾仁                     記錄：教導主任 江宏笙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感謝各委員撥冗出席，今天要請大家審核總體課程計畫，各學年的課程計畫

都已完成，請各委員就節數、課程安排部份是否正確、合理逐項審視。 

 

貳、業務報告：依照規定今年課程計畫送審，除審查 110 學年度各年級普教課程計畫外，亦

頇包含特殊教育課程計畫送審，故今日進行各年級課程計畫審查(含特殊教育

課程）。請各位老師針對委員意見作修正，並請於 7月 2日前完成修正並上傳

至學校備份硬碟。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查 110 學年度第 1、2 學期學校課程計畫，請議決。 

說 明：針對本學期課程計畫內容，提請討論與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審查 110學年度一年級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調整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請討論。 

說 明：針審查本校一年級特殊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決 議：本案學校一年級巡輔教師尚未派案，免入案討論。 

 

肆、臨時動議： 

散會：16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