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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9 學年度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學校課程總體架構 

壹、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現況(含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暨學生人數) 
   軍功國小位於臺中市北屯區，是一所五十六班之大型學校，本校建校迄今

已邁入第 100 年，面對今日社會環境變遷與知識經濟、多元智慧、終身學習等

教育潮流趨勢，學校朝向「創意、活力、永續、多元」境地邁進。 

      (一) 班級數 
 

    (二)教職員工數 
    

職別 校長 男教師 女教師 護理師 職員 
行政 
助理 

警衛 

人數 1 24 77 2 6 4 3 

合計 117 

 
 二、背景分析 

    (一)師資結構 

109 學年度 
編制正式教師
人力結構 

教師學歷 

博士 碩士 大學 專科 
2 63 20 0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初階評鑑人員人數 進階評鑑人員人數 教學輔導教師人數 

33 9 2 

   學生基本資料      全校班級數：56 班(含資源班共 1 班)    全校學生數：1560 人 

類別 (一)普通班 (二)特殊班 

年 級 班級數 男生數 女生數 小計 班級數 男生數 女生數 小計 

一  8 105 124 229 資源班 11 4 15 

二  11 156 160 316     

三  11 150 151 301     

四  9 130 121 251     

五  9 114 134 248     

六  8 115 100 215     

合計 56 770 790 1560  11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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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校內重要教學設施 
       

1、基本概況 

（1）校  址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 13 路 300 號 （2）校地面積   24213  平方公尺 

2、校園網路 

（1）智慧教室  全校智慧教室共 43 間 

（2）普通與專科教室 
 全校普通與專科教室共 50    間 
連接校園網路共       50    間 

（3）行政用辦公室 
(含導師、科任、家長會等辦公室) 

 全校行政用辦公室共 10    間 
 連接校園網路共    10    間 

（4）有線電視系統設置情形 
(可播映至所有普通及專科教室) 

□有           無 

3、圖書資源 

（1）圖書館(室)樓板空間面積  共     153    平方公尺 

（2）圖書館(室)藏書量 
 圖書共  30778  冊 
 期刊共    22   種 

（3）平均每月圖書借出量  共     2458    冊次 

（4）圖書館(室)提供網路檢索專用電 
      腦數量 

 共    1   部 

       

     (三)課程發展經驗與教學績優特色 

         1、課程發展經驗 
(1)準備階段： 

本校校園的植物有1百多種，特別是果樹達二十多種， 103年參加本市校

務評鑑，根據委員的建議修正「綠意軍功」為本位課程，讓校園每個角落均

能融入環境教育教材與教學中。自此，每年透過教學行動研究方式，在教學

過程當中不斷修正與發展，規劃出屬於軍功國小特色的環境教育，讓永續校

園的觀念落實在生活中，並深化校本課程的特色。 

    另105學年度起即著手準備創客課程，106年獲得本市教育局補助30萬元

成立創客教室，結合本校校本課程的規劃，透過創客的課程豐富本校校本課

程，同時展現本校的特色。 

(2)發展階段： 

因應新課綱課程發展，本校積極申請各項專案，如：107學年度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試作協行實踐計畫、107年臺中市亮點發展計畫、107學年度精進國

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專業成長活動計畫~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國中小教師宣導計畫、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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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輔導團到校輔導計畫、107 年度辦理教育部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106年申

請創新教學實驗室30萬經費成立創客教室，參與教育部中部自造教育基地種

子學校策略聯盟，與北新國中結盟共享創客資源，各項專案不僅提供經費補

助更幫助學校累積課程發展經驗。 

辦理相關活動如下： 

107.8     正式成立「十二年國教核心工作小組」，邀請課程專家苗栗縣雙

連國小沈羿成校長團隊擔任講座指導本校教師進行校訂課程的研

發設計。 

107.8     重整現有教師專業社群，調整成各年級各主題之共備社群，提供

教師更多討論、激盪想法的機會。 

107.9     參加全國智能車挑戰賽榮獲第三名。 

107.10~11 辦理「創客積木研習」共兩場，邀請上石國

小陳培陽老師擔任講座，分別進行低年級及

中高年級的創客積木教學實作研討。 

107.11~12 辦理「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品質整體計畫到校輔導」共兩場，強

化教師對新課綱核心素養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107~108   參加「臺中市12年國教前導學校群組專業成長工作坊」共四場。 

108.1     邀請課程專家沈羿成校長到校輔導，協助盤點課程資源，初步進

行SWOT分析，並提供課程設計諮詢。 

108.3~5   辦理「全校教師十二年國教課程設計工作

坊」及「核心團隊十二年國教課程設計工作

坊」共六場(18小時)，邀請課程專家沈羿成

校長團隊擔任講座，帶領全校教師進行SWOT

分析，確定本校課程地圖，並完成一至六年

級大、中、小系統課程設計第一版，確立軍功國小校訂課程四大

主軸：閱來悅愛你、綠意軍功、轉動奇「積」及跨「樂」世界。 

108.5~6   於一、二年級社群共備時間邀請創客團隊余嘉樺老師進行「創客

積木教學分享」共兩場。 

108.6     舉辦學校本位課程課程研發成果發表會，邀請四

大課程主軸團隊成員發表課程研發成果，讓全校

老師更加了解本校課程地圖的全貌。 

109.6     辦理校本課程成果發表會，由教師報告一年來執

行成果及省思，並於發表會後召開本位課程修訂小組會議，修訂

本位課程設計內容。 

109.7     舉辦「閃耀100 轉動奇『積』」創客嘉年華闖關活動，邀請友校

設攤交流創客經驗，由學生利用平時所學設計關卡，參與人次超

過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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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12年國教課程發展辦理增能研習如下： 

 

日  期 研習主題 參與對象 

107.5.16（三） 
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示

例分享 
全體老師 

107.6.6（三） 學校本位課程傳承與分享 全體老師 

107.10.3（三） 創客教學研討-創思與解決問題 全體老師 

107.11.14（三） 創客教學研討-創意積木教學 全體老師 

107.11.21（三） 素養導向之閱讀理解教學 全體老師 

107.11.28（三） 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品質整體計畫到校

輔導-教師專業成長 
全體老師 

107.12.26（三） 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品質整體計畫到校

輔導-新課綱核心素養 
全體老師 

108.1.16（三） 創客教學研討-創客美術研習 全體老師 

108.3.13、5.15、5.22（三） 12 年國教課程設計工作坊共三場 全體老師 

108.4.8、4.15、4.22
（一） 

12 年國教課程設計工作坊共三場 核心團隊 

108.6.26（三） 12 年國教課程暨社群活動成果發表 全體老師 

108.11.27（三） 品閱軍功~閱讀理解素養實務研討 全體老師 

108.12.18、12.25 好好玩數學奠基模組活動師培訓 全體老師 

109.4.1、4.8、4.15
（三）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評量工作坊共三場 全體老師 

109.6.10（三） 
教師藝術涵養與自造教育-班服 Logo 設

計研習 
全體老師 

109.6.24（三） 學校本位課程傳承與分享 全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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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透過社群、工作坊、領域會議對話、共備、研發課程 

   

教師參加校訂課程相關增能研習 

   

學生參加創客課程、創客嘉年華學習成果 

 

 
 

學生參加綠意軍功、跨樂世界及閱來悅愛你課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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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8 學年度課程評鑑具體執行成果 

   1.實施過程(簡述時程、內容與方式)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課程計畫 

檢核時間 

實際辦理時程及方式 

1.課程總體

架構 

課程設計 每年 5月 1日 

至 7月 31 日 

1.108.6.19 課發會課程規劃會議。 

2.108.7.31 課發會課程審議會議。 

課程實施準備 每年 6月 1日 

至 8月 31 日 

108.8.28-29 教師共備會議由各處室及任

課老師檢視盤點。 

課程實施情形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年結束 

1.教務處規劃四處室主任課程巡堂及全校

公開觀課，藉此了解各課程實施情形。 

2.檢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域會議及學

年會議紀錄。 

3.檢視公開課共備、觀、議課紀錄。 

課程實施效果 每學期末 1.109.6.24 辦理校本課程成果發表會，報

告課程實施情形及省思建議。 

2.109.7.9 學校本位課程修訂小組會議。 

2.領域/科目

課程 

課程設計 每年 5月 1日 

至 7月 31 日 

1.108.6.19 課發會課程規劃會議。 

2.108.7.31 課發會課程審議會議。 

課程實施準備 每年 6月 1日 

至 8月 31 日 

108.8.28-29 教師共備會議由各處室及任

課老師檢視盤點。 

課程實施情形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年結束 

1.教務處規劃四處室主任課程巡堂及全校

公開觀課，藉此了解各課程實施情形。 

2.檢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域會議及學

年會議紀錄。 

3.檢視公開課共備、觀、議課紀錄。 

課程實施效果 配合平時及定

期學生評量期

程辦理 

1.每學期召開學年、領域會議檢討領域課

程實施效果。 

2.分析平時/定期評量成績分布情形。 

3.檢視學生各項成果展辦理情形。 

3.彈性學習

課程 

課程設計 配合各該課程

之設計、實施

準備、實施過

程和效果評估

之進程辦理。 

1.108.6.19 課發會課程規劃會議。 

2.108.7.31 課發會課程審議會議。 

課程實施準備 任課老師於共備會議檢視盤點。 

課程實施情形 1.教務處規劃四處室主任課程巡堂及全校

公開觀課，藉此了解各課程實施情形。 

2.檢視公開課共備、觀、議課紀錄。 

課程實施效果 1.依課程學習成效辦理生校訂彈性學習課

程動態成果展演、闖關或靜態作品展。 

2.109.6.24 辦理校本課程成果發表會，報

告課程實施情形及省思建議。 

3.109.7.9 學校本位課程修訂小組會議。 

4.109.7.31 課發會檢視課程相關會議記

錄、共備、觀、議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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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運用 

 (1)修正學校課程計畫： 

   本校 108 學年度採一年級正式施行、二至六年級試行新課綱校訂彈性課程，規劃四大

主題課程-閱來悅愛你、綠意軍功、轉動奇「積」及跨「樂」世界，另有其他類課程-

樂活軍功，實施課程教學，皆有經過課發會通過後實施。 

   每年課程計畫會做滾動式修正。 

 (2)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 

   每週三早自習是一至四年級閱來悅愛你課程實施時間，建議該時段物安排社團及校隊

練習。 

   三年級老師建議該年段閱來悅愛你課程在不影響與四年級的銜接前提下，內容再減

少。 

   四年級老師建議該年段跨「樂」世界在不影響與四年級的銜接前提下，內容再減少。 

   五年級老師建議該年段轉動奇「積」，除了電力車之外，新增機關王課程。 

 (3)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 

   校網公告欄掛置全校課程計畫及新課綱家長增能研習資訊。 

   於週三進修、新生家長座談會、家長日座談會宣導說明，增進親師生對本校課程品質

之理解與重視。 

   利用軍功童園校刊、相見歡輔導專刊定期呈現新課綱辦理成果，並發送給全校親師

生。 

 (4)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 

   領域課程依既有定期評量之命題及計分方式尚能呈現領域學習精熟程度，核心素養部

分，則有賴任課教師採質性描述綜合評量。 

   公開授課過程應有完整的活動紀錄(如照片、影片、學生作品…等)，以利課程評鑑。 

   規劃 109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盡量以領域課程暨校訂課程之需求為原則。 

 (5)安排補救教學及學習輔導： 

   從學習扶助篩選測驗結果中，篩選出國、數、英等科目學習成效低落學生，輔導室規

劃辦理學習扶助班。 

   從定期評量結果，未達 60 分者發給任課老師該科成績預警單，由任課老師提出補救教

學方案，實施學習輔導。 

 (6)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 

   規劃多元的評量方式，但更應明確對應核心素養及教學重點。 

   每年 5月和 11 月實施全校公開共備觀議課，藉此相互學習好的創新教學法，協助教師

專業增能及教學行為技術的改變，以達成有效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 

 (7)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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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課程願景 
一、 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軍功國小的「綠野仙蹤 Fun Maker」課程，係以學校願景「陽光、綠野、歡

笑、健康、活力、進取」為基礎，發展出「自主學習好品格」、「創意思維動手做」、

「國際視野展未來」的課程願景，以培養具有「品格、永續、創意、動手做、國際

觀」的軍功兒童(學生圖像)為目標。 

 

  二、校訂課程架構 & 總體課程架構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 12 年國民教育課程總綱、九項核心素養、學校願景及盤點學

校資源後，訂定出「閱來悅愛你、綠意軍功、轉動奇「積」、跨「樂」世界」四大統整性主

題課程，以及其他類「樂活軍功」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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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教師共同研討出校訂課程之後，依據總綱及學校願景，規劃領域學習課程(含重大

議題)、彈性學習課程、潛在課程、學校活動課程等內涵，做為課程實施架構;再綜合外部環

境、實施策略等要素，繪製學校總體課程架構圖如下： 

 

 

參、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 

一、課程實施說明 

 (一)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實施之設施、設備、時間及教學人力之規劃說明如

下： 
 

實施內容 實施層面 規劃準備說明 

各（跨）領域/

科目學習課程 

設施、設備 
多媒體電腦、投影機、電視、教科書或自編教材、與授課教室

等。 

時間 每年 9 月 1 日至隔年 6 月 30 日 

教學人力 
依照教師專長排課，視課程主題內容實施跨領域協同教學。 

彈性學習課程 

設施、設備 多媒體電腦、投影機、電視、自編教材、與授課教室等。 

時間 每年 9 月 1 日至隔年 6 月 30 日 

教學人力 
安排同學年教師依照專長授課，並鼓勵教師實施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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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課程發展組織：訂定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定期召開期初規劃與期末檢討會

議，運作良好，為學校課程及教學活動規劃實施策略與整合方案。(如附件)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表 
 

成   員 組     織 人 數 

校    長 召集人 1 

家長代表 由學生家長委員會推選代表(含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 2 

行政人員代表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 5 

各年級教師代表 由各學年推派代表 6 

學習領域教師 
代表 

本國語文、英語、本土語言、數學、自然科學、社會、藝

文、健康與體育、生活、綜合活動共 10 個領域召集人，

特殊教育教師 1人 
11 

教師組織代表 本校目前無教師會，由各年級教師及領域教師代表之。 0 

   總     計 25 

  (三)校內進行共同備課、議課、觀課及公開課活動之規劃說明如下： 

      1、每年 5 月和 11 月辦理全校公開課等。 

      2、至教務處填報公開課資料等。 

      3、將共同備課、議課、觀課及公開課日期、相關表格交回教務處。 

  (四)對校內教師新課程專業研習及成長活動之規劃說明如下： 

      1、各領域依教師需求學校會規劃辦理教師校內外精進教學研習。 

      2、透過領域教學小組討論教師所需之能力與專長，提出研習課程建議。依據學校本 

         位課程內容，邀請各學習領域之協助，藉由教師能力及第二專長調查，瞭解教師 

         能力與特殊專長，協助發展學校特色。 

      3、每學期規劃 4 場教師專業社群增能研習，一學年共有 8 次社群增能研習，第 8 場

次是社群成果發表。    

二、課程評鑑規劃 

    本校之課程評鑑規劃主要目的在於檢視教師課程設計及教學實施現況，且依所檢視的

結果提供改進課程教學設計、提升教學成效、擬定課程計畫之依據。課程評鑑實施上分成二

種方式，一是偏重於課程的整體發展，由課發會委員進行內部自我評鑑，其主要目的在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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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體教師、行政人員及課發會在學校課程整體發展上之參考依據；另一是以各領域課程之

學習表現檢核為主，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教師課程教學上之檢核機制，讓教師省思能力指標

在課程實施上之疏漏，進一步在未來課程及教學上得以設計相關的補教或補強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