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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發展組織 

一、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為有效落實與長期發展學校課程，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規定，訂定課程發

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如下：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95.09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訂定之。 

二、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以下簡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訂本校學校課程發展及修訂之原則。 

(二)審議本校全校性課程基本架構。 

(三)審議推動新課程之各項配合方案。 

(四)審議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節數，依正式綱要實施要點之規定，做合理適當

的分配。 

(五)審議整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並於每學年開學前二週送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備查後實施。 

(六)審議依各學習領域為單位提出之課程計畫。 

(七)審查本校教師自編之教材或教科書。 

三、本會設委員三十六人，其組成方式如下（圖 2-1）： 

(一)當然委員九人：包括校長、教務、學務、總務、研究、輔導等處室主任，

教師會代表一人以及課程組長與教學組長。 

(二)選舉產生委員二十四人：由各學年學科教師組成之各領域課程小組，每

學年代表兩人，各領域包括國語、數學、生活、特教、本土語言、英語、

綜合、健體、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藝文、資訊各推舉一人為委員。 

(三)除當然委員外，該委員需在學校任教五年以上(英語兩年以上)。 

(四)家長代表三人︰由家長會就低、中、高年級推（選）舉各一人。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年，自當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得連

任一次。 

五、本會得聘請學者專家一至三人為諮詢委員，由校長聘任之。 

六、本會委員任期內如因職務異動致代表身分喪失時，由該學年或領域推舉遞

補之。 

七、本會由校長擔任主席，每學期召開會議至少三次，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時，由指派代理人主持之。 

八、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教師執行本會委員職務時，以公假處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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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圖和組織分工表，如下： 

 

 

 

 

 

 

 

 

 

 

 

 

 

 

 

 

 

 

 

 

 

 

 

 

圖 2-1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行政人員代表 

王  瑀 

吳家瑞 

魏景銓 

陳思憓 

謝嘉睿 

陳韻如 

周永泰 

 

學年代表 

  莊淑如 許月玫 

  游彩雲 蘇怡如 

  廖淑玲 林倩瑛 

  虞茜如 黃心怡 

  王怡文 蔣曉萍 

  蘇慧珊 鄭芳怡 

各學習領域召集人 

洪如杏 李佩怡 

武秀韻 徐靜儀 

高士國 施富皓 

邱孟德 王姿敏 

黃亦孺 賴怡璇 

郭文傑 葉春香 

家長及社區代表 

陳憲政 

田本芳 

張如君 

教師會代表 

劉易奇 

 

召集人邱校長世明 

諮詢委員 

 (專家學者) 

執行秘書王 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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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06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分工表 

 106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分工表 

組別 召集人 成 員 任 務 內 容 

主任委員 邱世明   
1.召集委員會議。 

2.督導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 

執行秘書 王 瑀 陳韻如 

1.籌畫課程發展之各項工作。 

2.統整學校課程總體計畫。 

3.各項工作之聯繫與執行。 

4.各項成果之彙整與編印。 

初審課程

計畫組 
陳韻如 

基本課程 

本國語文：莊淑如、廖淑玲 

          王怡文、洪如杏 

本土語言：王姿敏 

英語：黃亦孺 

數學：蘇怡如、 林倩瑛 

      蔣曉萍、李佩怡 

生活：邱孟德 

自然(含特色)：武秀韻 

社會：徐靜儀 

藝術與人文：施富皓 

健康與體育：高士國 

綜合領域：賴怡璇 

          吳家瑞（大手牽小手） 

資訊：郭文傑 

進度表：陳思憓、周永泰 

        魏景銓、謝嘉睿 

        王 瑀、陳韻如 

資優資源班課程：葉春香 

特色課程 

走進臺北城：游彩雲、虞茜如、 

            鄭芳怡 

校慶靜態課程：許月玫、黃心怡、 

              蘇慧珊 

1.審查各學年各領域的教學計畫，針

對計畫提出審查意見。 

2.通知領域代表，針對審查意見進行

修正。 

複審課程

計畫組 
邱世明 全體委員 

1.審查各學年各領域的教學計畫是

否針對初審的審查意見完成修正。 

2.再度審查課程計畫。 

課程研發

組 
王 瑀 

基本課程 

各領域召集人與各領域任教老師。 

特色課程 

1.走進臺北城 

2.校慶靜態課程 

基本課程 

    針對計畫審查之整體問題、教師

自評意見、各能力指標之達成率等進

行討論。 

特色課程 

    針對教師自評、學年自評、互

評意見及教授的後設評鑑，舉開小

組會議進修課程架構的修正。 

教學支援

組 

王 瑀 

家長代

表 

郭文傑 

家長代表 

1.圖書、視聽媒體之整合運用。 

2.網路系統、隨選視訊之整合運用。 

3.社區資源之建立、整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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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6 課程發展委員會行事曆 

依106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確認，106學年度課發會行事曆如下： 

開會日期 預計行事 

第一次會議 

106/7/13（四） 

一、主席報告本學年課發會職掌及工作期程。 

二、審議 106學年上學期普通班課程計畫(含基本課程及特色課程)、特

教班（資優、資源、特教）課程計畫。 

三、審議自編教材。(請相關老師準備上臺報告之內容) 

四、審議 106學年學校課程總體計畫。 

第二次會議 

106/11/3（五） 

一、報告【106學年學校課程總體計畫】與【特教班課程】審議結果。 

二、各學年報告【特色課程】的執行情形。 

三、確認【H.O.T.學堂(暖冬工作坊)】實施日期。 

四、報告 108課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發展情形。 

第三次會議 

107/1/5（五） 

一、 各學年相關領域報告【本學期學校特色課程】的執行情形與評鑑。 

二、 報告 108課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發展情形。 

三、 確認 106下課程審查分工表。 

四、 確認下學期週三進修表。 

五、 審議下學期行事曆(定期評量時間)。 

六、 審議 106下各年級美勞料項目。 

七、 審議【六年級畢業授獎成績統計方式實施要點】 

第四次會議 

107/3/9（五） 

一、報告：106上課程評鑑教師自評結果。 

二、報告：學校本位課程學生學習手冊實施狀況。 

三、審議：普通班 106學年下學期基本課程計畫。     

    含:a各學年各領域基本課程進度表。 

       b各學年各領域能力指標與學力指標、教學活動對照表。 

       c各學年各領域評量項目與評量規準對照表。 

四、審議：特教班(含資優、特教、潛能)106學年下學期課程計畫。 

第五次會議 

107/5/11（五） 

一、各學年報告【特色課程】的執行情形。 

二、審議「107學年度教科書選用版本」。 

三、審議：107學年度低年級美勞料項目。 

四、報告 108課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發展情形。 

第六次會議 

107/6/8（五） 

一、 各學年相關領域報告【本學期學校特色課程】的執行情形與評鑑。 

二、 報告 108課綱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發展情形。 

三、 審議 107學年度行事曆。(定期評量時間) 
  

＊ 此為本學期規劃大綱，確認詳情以開會前之會議通知為準。 

＊ 除第一次會議外，其餘開會時間皆為週五下午 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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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 106 學年度「教師領域備課社群」設置情形 

本校 106 學年度成立 11 個領域備課社群，包含國語、數學、英語、自然與

生活科技、社會、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本土語言、生活以及特教。 

本校領域備課社群設置情形如下表：  

表 2-2  106 學年度「教師領域備課社群」一覽表 

項次 社群名稱 領召姓名 106 學年職務 
是否為

本科系 

參與

人數 

申請

場次 

1 國語 邁向國語文新里程 洪如杏 一年級導師 是 19 8 

2 數學 備數 李佩怡 三年級導師 是 19 7 

3 英語 
Black Forest:  

Board games and Books 
黃亦孺 英語老師 是 7 8 

4 
自然與生活

科技 
優游自然 武秀韻 自然老師 是 8 8 

5 社會 形形「社社」諸事會社 徐靜儀 社會老師 是 7 6 

6 
藝術與 

人文 
美飛色舞 施富皓 視藝老師 是 5 6 

7 
健康與 

體育 
強棒出擊 高士國 體育老師 是 11 8 

8 綜合 綜匯上蔡 賴怡璇 三年級導師 是 12 8 

9 
本土 

語言 
歡喜講台語 王姿敏 本土語老師 是 5 8 

10 生活 樂於生活 呂宜娟 生活老師 是 7 8 

11 特教 資潛特攻隊 鄭津妃 潛能班老師 是 26 8 

社群 

小計 
總計 領域備課   11  群 

    各領域召集人皆由研發處邀請或領域內推舉產生，以領域內學有專精且富有

服務熱忱的老師為主要邀請與推選對象，由召集人召開新學年領域會議，共同討

論領域內共同備課之方向，作為社群成長規畫參考；召集人需協助規畫社群活

動、主持及掌握相關進度，並協助蒐集成長歷程資料及影音檔，於學年結束前完

成成果報告書。 

因 106 學年度開始，本校因應十二年國教之課程發展，以「發展 108 課綱之

各領域素養導向課程」為方向，故各領域備課社群以此為依歸，規劃學科領域導

向之「素養導向課程」，並於低、中、高年段中實施。由於本校之領域備課社群

皆由跨年段教師組成，故進行教學設計時可兼顧領域內學生縱向能力之分布與銜

接性，所發展之主題課程可供各年段老師實施，並在領域備課社群中進行課程分

析、評鑑與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