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中學  課程評鑑實施工具雙向細目表 1 

       項目 

層面 

課程總體架構 領域學習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評鑑表件名稱 評鑑表件名稱 評鑑表件名稱 

評鑑評估者 評鑑評估時間 評鑑評估者 評鑑評估時間 評鑑評估者 評鑑評估時間 

課程設計 

(下個學年度) 

表

件 
附件二-課程總體架構設計評鑑表 2 

附件三-領域學習課程設計評鑑表 3 

附件四-領域教科書評選表 4 
附件五-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評鑑表 5 

人

員

及

時

間 

課程發展委員會 每學年 4-6月 
領域研究會議 

學年/年段會議 
每學年 4-6月 

學年/年段會議 

社群共備會議 
每學年 4-6月 

課程實施 

(當個學年度) 

表

件 

 

附件六-領域學習課程實施評鑑表 6 附件七-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評鑑表 7 

人

員

及

時

間 

(跨)領域/科目

研究會議 

學年/年段會議 

每學期期末及及定期

評量結束後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學年/年段會議 

社群共備會議/

各彈性課程設計

推動小組 

平時(各單元主題結束)

及每學期期末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課程效果

(當個學年度) 

表

件 
附件八-課程總體架構課程效果評鑑表 8 附件九-領域學習課程效果評鑑表 9 附件十-彈性學習課程效果評鑑表 10 

人

員

及

時

間 

課程發展委員會 每學年 5-6月 
領域研究會議 

學年/年段會議 

每學期期末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學年/年段會議 

社群共備會議 

每學期期末辦理 

上學期：12-1月 

下學期：5-6月 

 

  



 

【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評鑑會議問題討論題綱建議】 
<課程實施-實施準備> 

【提問一】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接下來的    𠢕 早    單元(主題)，依據課程

計畫或原教案設計中，其規劃之課程授課教師是否具備充足的專業知能，需學校再

辦理相關研習或成長活動，請討論。 

【提問二】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接下來的  一下雷，天下響  單元(主題)，依據

課程計畫或原教案設計中，其規劃之學習內容之教學時間期程是否適當?教學份量是

否妥切，請討論。 

【提問三】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接下來的  媽媽佮我  單元(主題)，依據課程計

畫或原教案設計中，其規劃之學習目標是否不容易達成，請討論。 

【提問四】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接下來的  阮若拍開心內的門窗  單元(主題)，

依據課程計畫或原教案設計中，其規劃之學習活動是否適切?是否需要進行修正與調

整?如何依定案的學習活動安排適切的教學流程，請討論。 

【提問五】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接下來的  臭豆腐的滋味  單元(主題)，課程計

畫或原教案設計中規畫之學習評量，是否設計(新增)或修正(原有)表單、學習單…

等與學習活動、學習內容相關的工具或教材或教學資源，針對本單元的教學素材和

評量方式，請討論。 

【提問六】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接下來的   菜市仔學堂   單元(主題)，該單元

的課程實施場地是否需另行規劃(除教室之外的其他戶外教育安排)，請討論。 

<課程實施-實施情形> 

【提問一】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已上完的    𠢕 早    單元(主題)，本單元所

規劃課程實施場地是否適切?有無需要調整改進的部分，請討論。 

【提問二】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已上完的  一下雷，天下響  單元(主題)，本單

元所規劃的學習活動設計其教學流程，在課堂中學生的學習反應如何?課程安排是否

採用適合學生的多元的教學策略?教學流程是否重視學生條件及特質，請討論。 

【提問三】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已上完的  媽媽佮我  單元(主題)，本單元在備

課時所規劃的學習活動設計經過授課結束，是否有遇到什麼問題或困難?是否維持原

設計規劃，請討論。 

【提問四】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已上完的  阮若拍開心內的門窗  單元(主題)，

本單元所規畫之學習評量方式是否能檢視學生達成預期的學習目標，請討論。 

【提問五】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已上完的  臭豆腐的滋味  單元(主題)，本單元

其自編自選教材及學習單或相關教學資源是否含涉了該單元學習活動、學習評量的

教學素材，有需要增加設計或刪減內容的部分，請討論。 

【提問六】針對  台語研究   課程已上完的   菜市仔學堂   單元(主題)，此單元

在整體課程架構脈絡中的規劃是否合宜?如需調整教學進度，請討論。 

 

  



 

<附件五>(要在下個學年度，提出本土語的老師，自組社群，召開共備會議填寫，送交教學組長)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中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設計評鑑與品質維護表   填表日期： 110 年  03 月 15 日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4.ˇ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七、八、九年級要分開寫) 

七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課程名稱 台 語 研 究 年級/學期主題名稱 七年級∕閩南語 

層面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具體可佐證評鑑資料 

評鑑評估 
文字質性描述、改進策略 極

佳 
佳 

尚

可 
待調整 

課程

設計 

彈性

學習

課程 

學習

效益 

各單元或主題內容，符合學生之學習
需要，有助學生學習遷移。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V    

培養學生探索、熱愛閩南語

的興趣與態度，並養成主動

學習的習慣。 
 

課程之安排與生活情境結合，且符合
系統邏輯性確能有助課程目標達成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V   

課程設計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方法
與策略，確能達成課程目標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V   

內容

結構 

規劃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符合課綱
規定之四大類別課程精神及學習節數

規範。 

C3-1學習節數分配表 

學校校訂課程規劃架構表(大系

統) 

 V   

培養學生閩南語聆聽、說

話、標音、閱讀、寫作的基

本能力，並能在日常生活中

靈活運用、表情達意。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組成單元或主題，
彼此間符合課程組織的順序性、繼續
性及統整性原則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C6-2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V   

課程內容份量與進度能讓提供學生深
化學習，有感學習。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V   

學習活動，能提供學生練習、體驗、
思考、探究、發表及整合之充分機會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V   

自編自選選教材或相關教學資源，學
校有適切的管理機制 

各校自編選教材或資源之管理機

制 
 V   

課程之表現任務能總結課程設計與課
程目標，讓學生有機會展現課程學習
之成果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V   



 

訂定適當的評量計畫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C9-4評量計畫 
  V   

邏輯

關連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主題，能呼

應學校課程願景及發展特色。 
C2-1學校課程願景  V   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從事

思考、溝通、討論、欣賞和

解決問題的能力。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學單元或主題內

容、課程目標、教學節數與進度及評量方

式等，彼此間具相互呼應之邏輯合理性。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 C9-4評量計畫 
 V   

發展

過程 

規劃與設計過程中，所蒐集且參考及

評估各彈性課程規劃所需之重要資料

(如相關主題的政策文件與研究文

獻、學校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

學資源、學生先備經驗或成就與發展

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考文獻等)。 

C1-1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C2-1學校課程願景 
 V   

 

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學習

知識、擴充生活經驗、認識

多元文化，以因應現代化社

會的需求。 

規劃與設計經由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小

組、年級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之共同討論產出。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小組、學年/年

段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等之會議紀錄 
 V   

規劃與設計經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議通過。(特殊需求類課程，並經特

殊教育相關法定程序通過) 

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V   

課程優缺點說明與 

省思回饋 

●拓展閩南語文之學習內容，增進自我了解，並能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感知其精神與文化特色，具備合宜的人 

  性觀與自我觀。 

●具備運用閩南語文表情達意的能力，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互動，已運用於家庭、學校與社區之中。 

●善用閩南語文，增進溝通協調和群體參與的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評鑑評估者共同簽名： 



 

<附件七>(本土語的老師，自組社群，召開共備會議填寫，送交教學組長) (每次段考後填寫一份)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中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彈性學習課程實施評鑑表             填表日期： 110  年  03  月 15  日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4.ˇ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七、八、九年級 

要分開寫) 

七年級 

課程名稱 台 語 研 究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21  )節 

單元主題名稱 

範圍或進度 

(一) 美麗的青春__𠢕早；一下雷，天下響。 

(二) 感謝你的愛__媽媽佮我；阮若拍開心內的門窗。 

(三) 相招來踅街__臭豆腐的滋味；菜市仔學堂。 

教材來源 
1.真平出版社 
閩南語教科書臺羅版 

2.自編「台江」教材 

層面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具體可佐證評鑑資料 

評鑑評估 
文字質性描述、改進 

策略 極

佳 
佳 

尚

可 
待調整 

課程

實施 

實施

準備 

教材

資源 

運用之相關自編自選教材與教學資

源，能呼應課程目標。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校自編自選教材檔案管理平台 

 V   
1.聆聽並理解閩南語對
話的主題與內容。 

2.能從閩南語文的閱讀
中進行獨立思辨分析
與解決生活問題。 

3.了解台江在地特色 

4.輔導參加教育部閩南
語語言認證。 

彈性學習課程實施場地與設備，已規劃

妥善。 
學校課程表或授課地點配置表  V   

學習

促進 

辦理規劃與彈性學習課程相關的必要

措施與活動，以促進彈性學習課程實施

與學生學習。 

學校行事曆或各處室的活動規劃表  V   

實施

情形 

教學

實施 

彈性課程內容各單元的進度順序及份

量之適切性。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或社群

備觀議會議紀錄 

 V   

1.能聽辨閩南語話語中

的用語和意涵，並藉以

增進溝通協調。 

2.能適切的運用閩南語

口語表達，展現合宜的

人性觀與自我觀。 

3.能運用閩南語表達並

解決問題。 

4.能以閩南語分享團隊

合作的心得與感想。 

各單元依課程計畫規劃學習目標之達

成度。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或社群

備觀議會議紀錄 

 V   

課程架構脈絡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

教學，達成彈性學習課程設計理念與核

心素養、課程目標。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年/年段課程檢核會議或社群備

觀議會議紀錄 

 V   



 

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能促成學習目

標、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或社群

備觀議會議紀錄 

 V   

5.能從閩南語文的閱讀

中進行獨立思辨分析

與解決生活問題。 

6.能運用閩南語文的書

寫，進行表達溝通。 學習活動能適切的回應學習目標中學

生獲得或建構知識的方式。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或社群

備觀議會議紀錄 

 V   

能掌握課程進度及內容並能依教學或

學生需求做適切的調整。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或社群

備觀議會議紀錄 

 V   

評量

回饋 

總結性表現任務的設計符合素養導

向，並掌握所選取的核心素養，能展現

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成效，與對自己的學

習負責。 

總結性表現任務的學生作品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或社群

備觀議會議紀錄 
 V   

1.培養學生具備運用閩

南語文進行溝通、思

辨、傳播、資訊運用、

藝文創作、文化傳承及

國際關懷應有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以養

成閩南語文核心素

養，達成「適性發展、

激發潛能、終身學習」

的願景。 

各單元之學習評量設計能掌握學習目

標、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並

搭配其學習活動。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或各單元主題教案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或社群

備觀議會議紀錄 

 V   

能透過各學年或年段會議、各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能就各課程之教學實施後進行對

話、討論，能適時改進彈性學習課程與

教學設計及其實施的檢討。 

學年/年段課程實施後檢討會議或

社群備觀議會議紀錄 
 V   

課程優缺點說明與

省思回饋 

●語文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

與價值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 

●以尊重語言人權與保障文化多樣性，落實本土語文復振、傳承與創新為宗旨。 

評鑑者共同簽名 



 

<附件十> (學期末填寫一份)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中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彈性學習課程課程效果評鑑表       評鑑日期：  110  年 03  月 15  日 

學習領域/課程名稱 台 語 研 究 實施年級     七年級 

層面 對象 
評鑑

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具體可佐證評鑑參考資料 

評鑑結果 
文字質性描述、改進策

略 極

佳 
佳 

尚

可 
待調整 

課程

效果 

彈性

學習

課程 

目標

達成 

學生於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

現，能符合課程設計之預期課程目標。 
各單元主題學生學習評量結果展現 

學生總結性表現任務作品或成果 
 V   

1.培養學生探索、熱愛閩

南語的興趣與態度，並

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培養學生閩南語聆

聽、說話、標音、閱讀、

寫作的基本能力，並能

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

用、表情達意。 

3.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

從事思考、溝通、討

論、欣賞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學生在各彈性學習課程之非意圖性學習

結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 

學生學習作品成果 

教師備觀議課紀錄 

學年/年段會議及領域研究會議紀錄 

 V   

自編自選教材內容與相關教學資源使

用能適切符合學習需求。 

學年/年段或社群會議紀錄 

教師備觀議課紀錄 

學校自編自選教材內容與相關教學資

源管理機制與檢討 

 V   

持續

進展 

學生在各類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成就

表現，具持續進展之現象。 
各單元主題學生學習評量結果展現 

學生總結性表現任務作品或成果 
 V   

1.培養學生應用閩南語

學習知識、擴充生活經

驗、認識多元文化，以

因應現代化社會的需

求。 

檢討與省思 

●透過本課程拓展閩南語文之內容的學習，學生會學習到增進自我了解，並能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感知其精神與文化

特色，具備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 

●藉由課堂中寓教於樂的策略及完成群體參與、分組討論的任務，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培養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

的素養。 

●學習應用這些知識的能力與態度，進而解決生活中運用閩南語文表情達意的問題，並在學習解決的歷程中，促進了以同

理心與他人溝通互動，且能運用閩南語文於家庭、學校與社區之中的核心素養。 

評鑑者共同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