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萬豐國小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格式 

時間：109年 05月 03日（一）08點 00分 

地點：辦公室 

主持人：校長/高天龍                      記錄：教導主任/何昌明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這次召開我們學校這學期的課發會，課發會的用意除了是精進學校的課程發展，最終目

的也是希望孩子可以在學校用新的課程審查與設計之下，學的又好又會，所以大家可以利用

這個機會，踴躍的發表意見。 

今天這個會議的主要目標是擬出下學年的教科圖書選用辦法來進行教科書的審查，以及

下學年的教科書選用，請同仁務必經過充份的討論以及自身的使用經驗去分析過後，我們就

依照法令規定，來選擇適合本校學生學習及本校環境特色的教科書，讓學校的課程內容可以

更充實，課程設計更加完備。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查本校 110學年度非審訂版或自編教材，請議決。 

說 明： 

1. 非審定版課程（含領域自編、本土語、校訂課程、本位課程、補救課程等），若以課程形

式呈現者，需列出課程計畫，而以活動形式呈現者，則列出實施計畫。 

2. 各科學習領域課程採自編者，須經課發會通過，並將教材內容報府審查。 

討 論： 

1. 本校資訊課程為三到六年級，教材參考來自臺中市資訊教育市本課程計畫，每一個學年都

依照規定，必須教至少一個自由軟體，課程也都能依據學生能力，編排適合學生之資訊課

程。 



2. 本校本土語言教材是採用教育部編譯的版本。 

3. 本校一二三年級民族教育課程名稱仍為：｢小小布農回家趣｣，依據萬豐國小本地的在地文

化、習俗、信仰、發展出屬於本校的特色民族課程。 

決  議： 

1. 資訊課程，經課發會審核後通過。 

2. 卓社群布農語文化教材，經課發會審核後通過。 

3. 本校一二三年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民族課程：｢小小布農回家趣｣，經課發會審核後通過。 

 

提案二：審查本校 110學年度教科書及版本選用，請議決。 

說 明： 

1. 非審定版課程（含領域自編、本土語言、彈性、本位、補救課程等），若以課程形式呈現

者，需列出課程計畫，而以活動形式呈現者，則列出實施計畫。 

2. 七大學習領域課程採自編者，須經課發會通過，並將教材內容報府審查。 

討 論：教科圖書選用辦法審查 

1. 教科書應最少使用一個學習階段，如急需要更換版本，必須提出書面報告由課發會審查後

得已實施。 

2. 教科書審查意見： 

（1） 語文領域：本校為原住民重點學校，選擇語文相關教材時，以盡量符合本校學生生

活經驗為依歸，詞語學習更貼近生活環境，文章內容切合時事，內容淺顯易懂又不

失主軸，習作內容的部分，因為學生缺乏先備經驗，又沒有安親班及補習班，如果

能夠有更多的題目及題型可以練習會更好。 

（2） 數學領域：本校學生因為閱讀能力偏弱，所以對於數學的應用問題解題能力容易產

生畏懼，所以挑選教材時，如果能夠選擇例題清晰且步驟合理的會更好，更希望課

本的教授的內容與習作的題目內容能夠儘量一致，不要總是課本例題簡單易答，習

作的程度卻突然新增很多觀念，最好是課本跟習作可以確實搭配。 

（3） 自然領域：自然領域課本教材各版本之間差異其實不大，內容也都符合學校學生的

程度，除了圖文豐富可以讓孩子學習更容易進入狀況，選擇上就以沿用舊版本為佳。 



（4） 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牽涉到的層面較廣，文字敘述部分除了要符合學生程度以外，

更深一層的文化內容及意識形態，也希望是能夠越貼近學生生活為佳，能夠中立的

闡述台灣的社會型態是最好，當然本校屬於原住民學校，如果在介紹原住民文化這

一塊有更深一層的著墨會更好。 

（5） 藝文領域：藝文領域各版本之間的內容及豐富度都相似，這部分就請老師多以符合

孩子需求之課程為主要考量，看課文的步驟示範能夠符合在校學生的程度也很重要，

因為藝文領域需要很多教具及影片光碟，所以出版商的配合程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指標之一。 

  



決 議： 

1.、教科書版本決議事項教科書選用或自編一覽表 

南投縣萬豐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教科書一覽表（十二年國教） 

學習領域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語文 

本國

語文 

國語文 翰林 翰林 翰林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自編 自編 自編    

健康與體育 翰林 翰林 翰林    

數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生活

課程 

綜合活動 翰林 翰林 翰林    

社會 翰林 翰林 翰林    

藝術 翰林 翰林 翰林    

自然科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南投縣萬豐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教科書一覽表（九年一貫） 

學習領域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語文 

本國

語文 

國語文    翰林 翰林 翰林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自編 自編 自編 

英語    翰林 翰林 翰林 

健康與體育    翰林 翰林 翰林 

數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生活

課程 

社會    翰林 康軒 康軒 

藝術與人文    翰林 翰林 翰林 

自然與生活科技    翰林 翰林 翰林 

綜合活動    翰林 翰林 翰林 

資訊教育    自編 自編 自編 

 

 

 

 

 

 

 



南投縣萬豐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教科書選用辦法 

壹、依據：(一)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規定。 
          (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中小學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貳、目的：(一)為因應社會多元化和教育自由化之趨勢，公開教科圖書之選用，提昇教學成

效。 
          (二)為配合教科書開放政策，因應教學專業、學生需求、民主參與之原則，經一

定採選程序，選出最適用之教科圖書。 
參、教科書評選委員會成員及工作內容： 

 

 

 

 

 

 

 

 

 

 

 

 

 

 

 

 

 
肆、 教科書選用原則： 

(一) 符合課程標準或「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並經審定合格。 
(二) 考量教師教學專業需求及發展與統整。 
(三) 適應學生學習方式與特性，把握符合教育原理、課程統整、基本能力之習得，及學

生身心發展。 
(四) 過程應本公開、公平、公正、合法、客觀、民主與參與。 

伍、 教科書選用之實施程序： 
(一) 教務處或書評會應蒐集各領域經審定合格教科書於圖書室或指定處所公開陳列，書

商應同時提報書價召開說明會，供選評教師參考。 
(二) 各領域教科書評選小組依據選用原則，考量教科書各項屬性指標，設計適用評選表。 
(三) 各領域教科書選小組詳加考量各版本教科書並填寫評選表。 

(四)各領域召集人蒐集該領域評審表及有關資料，由書評會擇期召開會議共同研商決定

教科書版本。 

(五)會議結果依行政程序送校長核定。 
陸、 教科書選用注意事項： 

(一) 教科書選用應把握時效，需考量各項作業時程，務必於每學年開學前完成各項事務。 
(二) 各領域應推舉負責人，對於已選用之教科書，隨時蒐集使用者之意見並紀錄之，以

作為下一學年選用之參考，並建立教科書選用評鑑與回饋機制。 
(三) 教科書選用及採購作業過程應列入紀錄，並歸檔保存備查。 
(四) 各領域選用教科書時，查閱該書是否領有教育部核定之有效執照。 

總召集人—校長 

督導教科書選用工作事宜 

 

總幹事—教務主任 

執行教科書選用工作事宜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教學組 

★與同領域任課教師研

究設計並填寫教科書評

選表，提供採用該領域教

科書之版本。 

★ 蒐集提供有關教科書選用資料。 

★ 提出請購相關事宜。 

★ 提供教學科目及各領域召集人與任課教

師名單及教師使用數量。 

★ 提供學生在籍人數數量。 



(五) 各領域教科書，決定選用版本時間，應於各出版書局規定最遲訂書日期一週前完成，
交由設備組彙整，填訂購書單。 

(六) 教科書的選用，應儘量防範任何可能被未獲選用的出版公司認為不公平之舉措。 
(七) 同一年級同一學科於同一學年內以使用同一種版本教科書為原則，不得要求或強迫

學生購買其他版本教科書，以避免增加學生及家長負擔。一年級新生各領域教科書，
由各領域召集人召集任課教師審慎研定採用版本，為求教材之連貫性及完整性，選
定後，二、三年及沿用至畢業為原則。 

(八) 同一學年度內以辦理一次評選作業為原則。若選用的版本於第二學期未獲審定通過，
則需辦理第二次評審。 

(九) 辦理教科書評選採購人員應確實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嚴禁
接受回扣、餽贈、抽取佣金等情事，秉持民主參與、公平、公正、公開、服務之原
則，辦理教科書評選採購有關事宜。 

(十) 教科書經選定後，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 
(十一) 評選採購事項列入視導與校務評鑑項目之一。 

柒、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研定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投縣萬豐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教科書評選委員名單 

年段 領域 委員 

低年段 國語、數學、生活 馬毅豪、張文欣 

中年段 國語、數學 謝淑芳、吳毓婷 

高年段 國語、數學 高鳳儀、許瓅丹 

中~高年段 

自然 余健智 

社會 何美芳 

英文 高鳳儀 

藝文 陳雅雯、何美玉 

全年段 
健康 余健智、馬毅豪 

綜合 何昌明、何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