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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信義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6月 29日（星期三）08時 00分 

二、 地點：線上會議  

三、 主席：潘校長志煌                      記錄：顏惠君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感謝學年老師完成 111學年度課程設計，期望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能

基於在地特色、學校發展、學生特質、家長需求，形塑信義國小不同於其他學校的特色。 

六、 報告事項：感謝各位老師在期末協助完成 111學年度課程計畫，並進行 110學年度

課程評鑑。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確認 110學年度課程評鑑事宜。 

說明:依表單填寫結果進行評鑑。 

主席:評鑑非證明教學成效，而是提供改善，而是檢視是否有跟課程規劃連結；也非追求達

到標準而評鑑。本年度第一次實施評鑑，期能先讓委員及同仁了解、找到有益處的訊息，做

為課程撰寫及教師教學改善依據。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確認 111學年度各年級課程計畫審查事宜。 

說明:依課程計畫審查表進行審查:1.總體課程計畫 2.部定課程；3.彈性課程；4.藝才班課

程 5.特教課程。 

主席:法定議題部分，要對應教學進度時數，由教務處再進行審核確認。校訂課程部分，資

訊要由各科進行融入，其餘年段皆以校訂課程雙主軸設計，審議通過；藝才班課程已審議，

備查通過；特教課程亦由特推會進行審議，備查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審議與確認 111學年校外人士入校協助課程教學事宜。 

說明:111學年度依正式課程需求預定安排團體或老師協助之年級與課程。       

決議:目前無學年提出相關申請，開學後，若有相關處室、學年提出申請，將再召開臨時課

發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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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臨時動議：無 

九、 主席結論： 

（一）請依本次會議決議事項，於 7/18前檢附相關資料函文報府備查。 

（二）請將課程計畫依規上傳國教輔導團網站外，並於開學前公告於本校網

站。 

（三）感謝各相關同仁的協助使得本校各項課程均能順利推動。 

 (四) 感謝課發會委員，期勉大家能繼續增能，讓課發會具有實質審查課程功

能，為學校課程設計有所貢獻。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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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信義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簽到 
一、時間：111年 6月 29日（星期三） 8:00~ 

二、地點：線上會議 

三：出席人員 

代   表 職稱 簽  名 備註 

校長 主席 潘志煌校長 

線上會議 

(除家長代表請假，其餘全

數到齊) 

 

 

家長代表一 林文琦 

家長代表二 洪姵倩 

行政代表教務主任 顏有志 

行政代表學務主任 陳建豪 

行政代表輔導主任 廖士雅 

行政代表總務主任 鐘文懋 

行政代表教學組長 顏惠君 

行政代表特教組長 胡元媛 

一年級代表 劉秀鳳 

二年級代表 陳立玲 

三年級代表 康詩佩 

四年級代表 劉芊伶 

五年級代表 李曜丞 

六年級代表 黃耀宗 

科任代表 林俐婷 

英語領域代表 鄭秀慧 

國語領域代表 邵妃亨 

本土語領域代表 黃筱媖 

自然領域代表 黃淑怡 

健體領域代表 陳玉佩 

藝文領域代表 林俐婷 

社會領域代表 楊世顯 

綜合領域代表 連陳傳 

 
生活領域代表 高湘琴 

數學領域代表 王菱玉 

美術班代表 林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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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 名字 電子郵件 時間長度 加入時間 離開時間 

王 菱玉 aa2147@gm.kl.edu.tw 50 分鐘 am 7:55 am 8:45 

李 曜丞 aa7148@gm.kl.edu.tw 48 分鐘 am 7:57 am 8:45 

林 俐婷 aa9341@gm.kl.edu.tw 45 分鐘 am 8:00 am 8:45 

邵 妃亨 aa0577@gm.kl.edu.tw 41 分鐘 am 8:04 am 8:45 

高 湘琴 aa3563@gm.kl.edu.tw 50 分鐘 am 7:55 am 8:45 

張 雲絜 aa8032@gm.kl.edu.tw 47 分鐘 am 7:57 am 8:45 

陳 玉佩 ac5286@gm.kl.edu.tw 49 分鐘 am 7:56 am 8:45 

陳 立玲 aa6958@gm.kl.edu.tw 39 分鐘 am 8:05 am 8:45 

陳 建豪 aa8693@gm.kl.edu.tw 54 分鐘 am 7:50 am 8:45 

黃 淑怡 ab8185@gm.kl.edu.tw 52 分鐘 am 7:53 am 8:45 

黃 耀宗 aa3893@gm.kl.edu.tw 45 分鐘 am 8:00 am 8:45 

黃 筱媖 aa3174@gm.kl.edu.tw 23 分鐘 am 8:21 am 8:45 

楊 世顯 aa1218@gm.kl.edu.tw 41 分鐘 am 8:04 am 8:45 

廖 士雅 aa9272@gm.kl.edu.tw 47 分鐘 am 7:58 am 8:45 

劉 秀鳳 aa8209@gm.kl.edu.tw 42 分鐘 am 8:03 am 8:45 

劉 芊伶 aa2903@gm.kl.edu.tw 23 分鐘 am 8:22 am 8:45 

潘 志煌 aa9214@gm.kl.edu.tw 45 分鐘 am 8:00 am 8:45 

顏 有志 ac6523@gm.kl.edu.tw 1 小時 1 分鐘 am 7:44 am 8:45 

顏 惠君 ac3457@gm.kl.edu.tw 1 小時 1 分鐘 am 7:44 am 8:45 

鐘 文懋 ab1478@gm.kl.edu.tw 35 分鐘 am 8:09 am 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