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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舞台、共好自信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東信國小之課程轉化與實踐 

壹、 計畫緣起 

    「全人教育」一直是本校培養學生能力的重要理念，孩子不只要擁有卓越

的知識，必須學會面對問題解決困難，並了解自已與「社會大眾、自然環境」

間緊密的關係，並以共存共榮的態度互動。 

    本校由103學年度起積極申請教育部相關專案，例如教育部英語教學創新方

案、教育部行動學習試辦方案、教育部國際教育暨國際學伴試辦方案、教育部

推動品德教育深耕方案等。希望引進資源及推動教育的不同觀點，讓學校的親

師生，對於教育有多元觀點，擴大視野。同時藉由不同方案的實施，提供學生

多元的學習舞台，且這些方案的執行策略均重視生活實踐、反思批判、實作分

享，對於啟迪教師教學翻轉的理念有其重要的效能。惟專案的執行對於學校課

程推動而言，並未達全貌，因此如能參與有全面性推動及改變教與學思維的方

案，對於學校翻轉教育，提供給孩子面對未來的卓越能力定有幫助。 

    本校自103學年度開始，藉由教育部精進計畫的機會，進行全校性的校本閱

讀理解課程的發展。自103學年度引進「4層次閱讀理解」到104學年度發展「4

層次閱讀理解與圖示結合」的教學方案，全校1~6年級均以「共學、共備、實

踐、討論」的方式發展學校本位閱讀理解課程，完成上學期以「4層次閱讀理解

測驗」、下學期進行「4層次閱讀理解與圖示歷程」的實作學習歷程與測驗的校

本課程方案。並完成校本特色課程網站「讀想世界-以教材為本位4層次閱讀理

解及圖示策略發展網 https://jweb.kl.edu.tw/1046」。同時校內同仁曾參與

各類的教材發展競賽均有優秀的成績表現，因此學校老師對於課程發展並不排

斥。 

    因此期待透過本計劃之執行，以階段性的方式發展落實新課綱理念與內涵

之學校本位課程，並藉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創建學校專業文化、提升教學與

學習的品質，以達成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理念及學校教育願景。 

貳、 學校課程實施現況 

一、 學校概況 

     (一）地理位置 

        本校創辦於民國 42 年，至今已有 63 年頭。本校地處信義區正信路上，為一

山丘地勢，左鄰中正公園、右濱市立體育場，環境優雅。周氏圖書館、後備軍人

司令部、住宅區緊鄰於後，市立游泳池、地方法院、市立醫院、身心障礙中心就

在四周。而中正公園、海門天險、役政公園等名勝古蹟，是本校最佳的海洋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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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資源。因此是素質頗高的文教區。 

         (二) 社區概況 

              本校地處文教區，各機關宿舍林立，四周新興社區，緊鄰風景區、中正公園，

居民素質較高，多數為公、教階級雙薪家庭，社經地位中上。舊社區為勞工人士，

近年則單親家庭漸多，因此，家長對學校教育頗為關心。 

         （三）學校規模 

1. 師資概況： 

本校教師教學年資均在 10 年以上，大學畢業有 23 人，並有 48%為碩士以

上學歷，樂於進行教學策略與教材研發，每年均主動參加本市或教育部所舉辦之

各類教案徵選活動，皆能榮獲不錯佳績。本校教師很有愛心，獲社區家長的肯定，

樂於在此方案中盡心力。 

 

編制教

師數 

男:18 人  女: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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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級數：25 班，學生共 572 人。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班級數 3 3 3 5 5 6 

學生數 70 79 80 111 113 119 

 

二、 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 

(一) 學校願景 

學校願景為「自信、尊重、民主、榮譽、創新」，其意義與內涵如下: 

願景 實  踐  目  標 

自信 

Confidence 

◎提供學習環境，開啟多元智慧，鼓勵多元發展。 

◎展現個人活力，提供各項展演機會，培養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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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Respect 

◎修身養性，培養兒童道德觀念，懂得尊重他人。 

◎鼓勵善行，公開表揚獎勵，達到見賢思齊之效。 

民主 

Democracy 

◎學習理性溝通，包容他人意見，建立正向人際觀。 

◎知法守法，遵守規範，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榮譽 

Honor 

◎潔身自愛，懂得愛護自己，培養生活自理能力。 

◎具有責任心，積極展現自我優點，爭取團體榮譽。 

創新 

Creatiivity 

◎科學精神，主動探索學習，啟發創造思考能力。 

◎積極進取，嘗試突破，讓活力及創意注入校園。 

 

(二)、學校教育目標 

1.建構學習型學校文化－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2.經營人性化、安全性的校園環境－增進師生互動。 

3.活化教學、適性學習、多元評量－帶好每個學生。 

4.豐富學習環境－讓每個孩子喜歡上學。 

5.統整社區資源，建立親師合夥關係－建構親師合作。 

因此學校教育目標為：營造優質學校環境，實現全人教育目標 

(三)、學習圖像 

1.教師圖像－專業自主、研究發展、協同合作、創新教學，具愛心、耐心、

信心。 

2.學生圖像－快樂學習，積極獨立，培育兒童自信、尊重、民主、榮譽、創

新之真善美人生。 

3.家長圖像－參與而不干預，信賴而不質疑，協助而不對立。 

4.行政圖像－以身作則、彈性機敏、關懷服務、積極進取。 

 

 (四)、發展策略 

1. 組織學習型教育團隊、發揮學校行政及教學效能。 

2. 充分發展學校經營願景、積極建立標竿學校特色。 

3. 加強教師專業智能進修、充實教師教學專業智能。 

4. 積極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全方位提升學童學習成效。 

5. 執行校園整體改建計畫、塑造全人永續校園環境。 

6. 結合社區整體資源、建立學校社區共榮發展關係。 

三、學校課程與教學的經營發展方向與課程發展機制 

(一)學校整體發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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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與教學發展 SWOTS分析： 

Strengths 

 優勢 

學校課程與教學的優勢: 

1.教師均有 10 年以上經驗，教學經驗豐富。 

2.本校擁有英語村有優質的英語學習環境及外師，提供不同的教學觀點。 

3.有申請教育部不同專案的經驗，對於接受課程與教學的新觀念視為常態。 

4.校長為課程與教學領域專長，在課程發展與教學協作的行政支持上可提供足

夠的資源與協助。 

5.103~104 學年度進行全校性閱讀理解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教師均有共備、共

學、觀課、議課的經驗。建構全校性的課程發展歷程與成果網站:「讀想世界」 

6.學校 103~104 學年度曾參與多項教學發展的教案徵選均獲佳績，學校教師發

展課程的能力逐漸成熟: 

(1) 「「礦」野奇情.「炭」變時空」跨領域 5 年級教學方案榮獲 104 年度 德智

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徵選國小教師組全國特優 連結作品 

(2) 「4 層次閱讀理解融入英語閱讀教學方案」榮獲 104 年度國教署國民教育輔

導團英語文領域教學方案徵選全國特優。 

(3) 「性別議題融入英語差異性教學方案」榮獲 105 年度國教署國民教育輔導

團英語文領域教學方案徵選全國佳作。 

Weaknesses 

劣勢 

1.本校為 25 班中型學校，學生數量較多，辦理活動時，較無法面面俱到。 

2.學生較多且程度差異性大，呈現典型的雙峰現象，成為教師教學的挑戰。  

3.學校學生仍有許多經濟弱勢及高風險學生，缺乏優質學習環境，導致學習成

效較差。  

4.目前學校閱讀學校本位課程架構尚在發展修正中。 

5.校內教師雖有熱誠，惟無法自主性的發展課程，課程與教學發展及創新的能

力仍待開發。 

6.低年級教師的資訊能力較差，較無跨領域教學設計的經驗。 

7.學校教室老舊，教師班級經營模式較為傳統，教室環境尚未因應教學模式的

多元而有所設計改變。 

Opportunitie

s機會 

1.本校校長為課程專長，並有課程規劃能力與經驗，可帶領教師進行教學課程

整體規劃。 

2.本校老師教學經驗豐富，且家長對於學生的學習有高度的期待，對於課程與

教學創新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3.本校多項工程下學期均完工，如圖書館、未來教室等，對於提供不同類型學習

歷程有很大的幫助。 

4.本校原本就跟海洋大學、台灣大學等有進行多項合作，未來這些資源亦可挹

注到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的設計中。 

5.本校家長多為中產階級，對於配合學校課程需求進行活動均很積極。 

6.因本校執行多項教育部專案，對於新概念新理念的接受度逐漸提高。 

Threats 

威脅 

1.少子化趨勢，有逐年減班的情形，對於教師的穩定有莫大的威脅。 

2.一般教師對於協同教學或統整課程設計的觀念較保守，因此推動 Task-based 

project 的困難度較高。 

3.學校活動多，教師工作忙碌，常會影響教學的進度。 

https://jweb.kl.edu.tw/104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3sa-6bBQNtFaFBMbGp4TlpybX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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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轉化的問題意識 

(一)素養導向的詮釋對於教與學主體的激盪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分為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再細

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

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而素養導向課程的基本假定在於教育的主體

是學生，教育的目標是讓我們的孩子在透過一連串的學習活動後，擁有上述的

素養能力，進而成為一個能終身學習的人。這一點思考影響了教師對於學習歷

程的設計，因為如果不將學習的主體還給學生，學生是不可能透過學習歷程擁

有能力的。這也是進行12國教素養導向課程的教師最大的挑戰，在教與學的歷

程中，如何安排教學與學習活動，教師與學生的角色設定，這些都是即將執行

12國教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之教師必須認知與提高意識的。 

(二)跨域彈性課程發展與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能力挑戰 

    12年國教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要提供學生在生活

情境下應用所學解決問題，而這種提供孩子實作體驗的課程與學習歷程是需要

時間的。很多老師在一聽到要給孩子實作的機會，就皺眉頭因為課程無法完成

是他們最大困擾。所謂「課程無法完成」是對課程與教學的一種刻板印象，被

每個領域的教學內容綁架。因此要執行跨領域的彈性課程設計，是挑戰教師對

於課程與教學的想法與定義，教師必須知道課程設計是為了培養孩子能力，整

合領域間相同的概念與知識，就可以提供學生實作的時間，因此這種看到教材

間統整的可能及連結，是跨領域彈性課程設計對於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能力的

挑戰。 

參、 計畫目標 

一、運用十二年國教目標作為促發學校整體發展的驅動力。 

二、積極爭取為前導型學校，藉以系統規劃學校整體課程。 

4.音樂、藝術教師缺乏，對於以藝術為本位的統整課程執行上有一定的難度。 

Strategies 

1. 積極爭取中央、地方及各社福機構的多元資源補助，充實各項教學軟硬體設

備，讓教師教學有更多的可能性。 

2. 積極與鄰近大專院校或技職學校合作，讓不同的專業資源挹注學校的教學，

讓教學更為活化。 

3. 積極運用校內各特色教室與設備，例如未來教室、圖書館、閱讀夢想屋等，

讓學習的場域及歷程更為多元。 

4. 利基於之前的課程發展經驗，逐步建構教師學習文化，透過對話、分享讓教

師專業發展社群的運作能從校內規劃逐步發展到教師專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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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新課程發展的機制，藉以塑造學校課程教學專業。 

四、掌握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核心，再建構學校課程願景。 

五、深入轉化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再創新學校本位課程。 

六、落實教師專業社群發展，探究彈性學習課程實踐模式。 

肆、 計畫內容與期程 

一、 實施之課程項目 

(一) 素養導向之領域或跨領域統整教學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綜合 活動領域、 □科技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  

 ■跨領域統整教學(低年級語文、生活、綜合) 

(二) 總綱課程架構內涵之轉化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名稱：我的多元舞台 )  

     □技藝課程(名稱： )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社團活動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自主學習  

     □其他： 

(三) 素養導向之跨領域統整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思考流程圖 

(105學年度低年級) 

 

 

 

 

 

 

 

 

 

 

 

 

 

 

 

 

 

生活、綜合領域

單元 

語文領域單元、

閱讀 

統整單元內容訂出主題 

設計時要思考要呼應哪三面九向 

運用彈性課程時間設計呼應統整單元

的實作任務(authentic task) 

1、 要有培養自主行動的要素 

2、 要讓學生有真實溝通互動的機會 

3、 要融入生活情境並有社會參與 

教學方法: 

1、合作學習 

2、實作任務 

3、美感融入 

 
圖 1: 東信國民小學 12年國民教育課程轉化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思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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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轉化之策略與方法 

    本校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作業要點」，所提

報之「多元舞台、共好自信」前導型學校計畫，將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

綱之願景與理念、「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個

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主體為起

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

創新的勇氣。同時以「建構學習文化、經營專業社群、實踐跨域課程、深化教

學回饋」四個面向做為課程轉化的執行策略(圖1)。 

                                                            

 

 

 

 

 

 

 

並以12年國教及本校的願景理念，透過課程專化策略，規劃具統整性、 實踐性

及延續性的課程轉化之行動方案，以落實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之

理念， 並達成「啟發生命潛能、陶冶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

任」之課程目標(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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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新辦學校第一年之規劃，因此其重點工作包含「推廣總綱內涵、

結合總綱要點、總綱課程轉化、發展彈性課程」等四個重點，期藉由本計畫之

執行促進學校教師與家長了解總綱內涵；凝聚學校教師共識，研議彈性學習課

程內容；依總綱之彈性學習課程範疇進行統整性主題課程規劃，並以合作及實

作任務等教學方法培養核心素養，提出素養導向教學案例。同時藉此發展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進行校長與教師公開授課與議課、邀請家長參與本計畫課程發

展。以下為說明本計畫重點及行動測略之圖示(圖3)。 

 

                                                                                 

 

 

 

 

 

 

 

 

 

 

 

 

 

 

 

 

 

三、 各學年度計畫與總綱之對應說明 

年度 重點工作 行動策略 與總綱的對應

說明 

105學年度 推廣總綱內容 1. 成立總綱推廣工作小組。 

2. 發展總綱內容介紹支文宣及投

影片 

3. 辦理針對校內教師及1、2年級

家長的12年國教推動說明會。 

一重建課程發

展機制：  

1.將十二年國

教「自發」

「互動」「共

好」之基本理 

念轉化為學校

課程願景。 

結合總綱要點 1.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

與運作。 

2.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

總綱課程轉化 

發展跨域彈性課程 

東信國小 

12 年國教課程轉化

計畫重點與行動策略 

圖 3: 東信國民小學 12年國教課程轉化計畫重點與行動策略

推廣總綱內容 

結合總綱要點 

1、 成立計畫核心小組。 

2、 理解並詮釋 12 年國教課綱理念及內涵。 

3、 分析學校課程發展脈絡及條件。 

4、 依據學校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發展需

求，規劃專業發展社群 

1、 成立跨域彈性課程發展核心小組。 

2、 發展跨域彈性課程。 

3、透過專業社群進行教學研究。 

4、 透過觀課、議課機制解決教學實踐問題 

5、 彙整課程發展之經驗以供參考。 

1、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 

2、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與評量。 

3、 整合與應用社區資源。 

4、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 

5、 進行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與議課。 

1、 成立總綱推廣工作小組。 

2、 發展總綱內容介紹支文宣及投影片 

3、建置本校試辦 12 國教先導學校網站。 

4、 辦理針對校內教師及全校家長的 12 年

國教推動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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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量。 2.掌握十二年

國教課程目標

「啟發生命潛

能」「陶養生

活知能」「促

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

任」，發展學

校課程目標。 

3.依據十二年

國教課綱之核

心素養，訂定

學校本位課程

之關鍵素養。 

4.建構推動十

二年國教之學

校課程發展組

織。 

二、建立教師

專業社群，以

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 

三、重構落實

十二年國教理

念之學校本位

課程。 

四、規劃與實

施彈性學習課

程，落實學校

教育願景，強

化學生全人及

適性發展。 

五、型塑教師

社群五、型塑

教師社群的課

堂研究機制，

以實踐自發、

互動、共好的

十二年國教 

課綱理念。 

總綱課程轉化 1. 成立計畫核心小組。 

2. 理解並詮釋 12年國教課綱理

念及內涵。 

發展跨域彈性

課程 

1. 成立跨域彈性課程發展核心小

組。 

2. 發展低年級跨域彈性課程。 

3. 透過專業社群進行教學研究。 

4. 透過觀課、議課機制解決教學

實踐問題 

5. 彙整課程發展之經驗以供參

考。 

106學年度 推廣總綱內容 1. 成立總綱推廣工作小組。 

2. 發展總綱內容介紹支文宣及投

影片 

3. 建置本校試辦 12國教先導學

校網站。 

4. 辦理針對校內教師及中年級家

長的12年國教推動說明會。 

結合總綱要點 1.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

與運作。 

2.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

與評量。 

3.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 

總綱課程轉化 1. 成立計畫核心小組。 

2. 理解並詮釋 12年國教課綱理

念及內涵。 

3. 分析學校課程發展脈絡及條

件。 

發展跨域彈性

課程 

1. 成立跨域彈性課程發展核心小

組。 

2. 發展低、中年級跨域彈性課

程。 

3. 透過專業社群進行教學研究。 

4. 透過觀課、議課機制解決教學

實踐問題 

5. 彙整課程發展之經驗以供參

考。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105 學年度)                教育部十二年基本教育前導型學校試辦計畫 

12 
 

12 多元舞台、共好自信 

 

107學年度 推廣總綱內容 1. 成立總綱推廣工作小組。 

2. 發展總綱內容介紹支文宣及投

影片 

3. 建置本校試辦 12國教先導學

校網站。 

4. 辦理針對校內教師及全校家長

的12年國教推動說明會。 

結合總綱要點 1.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

與運作。 

2.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

與評量。 

3. 整合與應用社區資源。 

4.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 

5. 進行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與議

課。 

總綱課程轉化 1. 成立計畫核心小組。 

2. 理解並詮釋 12年國教課綱理

念及內涵。 

3. 分析學校課程發展脈絡及條

件。 

4. 依據學校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

發展需求，規劃專業發展社群 

 

發展跨域彈性

課程 

1. 成立跨域彈性課程發展核心小

組。 

2. 發展全校跨域彈性課程。 

3. 透過專業社群進行教學研究。 

4. 透過觀課、議課機制解決教學

實踐問題 

5. 彙整課程發展之經驗以供參

考。 

 

四、 校內外研究團隊 

校內核心工作團隊 

王佩蘭 校長 鍾菊英 一年級級任老師 

張文龍 教務主任 陳素玲 一年級級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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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思雯 教學組長 黃少華 一年級級任老師 

黃玉蕙 課設組長 陳淑萍 二年級級任老師 

林傳世 資訊組長 鄭樹儀 二年級級任老師 

李麗卿 學務主任 李佳娥 二年級級任老師 

林佳宏 輔導主任   

校外 

周淑卿 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教授 

范信賢 國家教育研究院

研究員 

王克蒂 數學專長教師 洪詠善 國家教育研究院

研究員 

五、 計畫期程 

    本計畫分三年期程中的第一年實施，透過105年度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前

導學校試辦計劃」作為此一計畫開端，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基

本理念與課程目標，透過彈性課程之規劃，以建構落實核心素養之學校本位課

程，並促進學校、教師及學生整體發展。其工作內容與期程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說明、研發階段（105年8月~106年2月） 

1. 執行內容： 

(1). 建立新課程在學校的發展機制，包括學校專業文化的塑造、教師專業社群

的運作等。 

(2). 轉化十二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理念、核心素養及實施要點等要

旨，規劃學 

校本位課程。 

2. 執行期程： 

時間  

105 7~12月 推廣總綱內容 

 成立總綱推廣工作小組。 

 發展總綱內容介紹支文宣及投影片 

 辦理針對校內教師及1、2年級家長的12年國

教推動說明會 

結合總綱要點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與評量。 

總綱課程轉化 

 成立計畫核心小組。 

 理解並詮釋12年國教課綱理念及內涵。 

發展跨域彈性課程 

 成立跨域彈性課程發展核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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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低年級跨域彈性課程。 

 透過專業社群進行教學研究。 

 

（二）第二階段：修正續研發階段（106年2月~106年8月） 

1. 執行內容： 

(1). 建立新課程在學校的發展機制，包括學校專業文化的塑造、教師專業社群

的運作等。 

(2). 轉化十二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理念、核心素養及實施要點等要

旨，規劃學 

校本位課程。 

3. 執行期程： 

時間  

106 2~6月 結合總綱要點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與評量。 

總綱課程轉化 

 成立計畫核心小組。 

 理解並詮釋12年國教課綱理念及內涵。 

發展跨域彈性課程 

 成立跨域彈性課程發展核心小組。 

 發展低年級跨域彈性課程。 

 透過專業社群進行教學研究。 

 透過觀課、議課機制解決教學實踐問題 

彙整課程發展之經驗以供參考。 

 

(三)執行內容甘特圖 

 執行內容 105 

8.9 

105 

~11 

106 

~ 1 

106 

~ 3 

106 

~ 5 

106 

~ 7 

推廣總

綱內容 

成立總綱推廣工作小組       

發展總綱內容介紹支文宣及投影

片 

      

辦理針對校內教師及1、2年級家

長的12年國教推動說明會 

      

結合總

綱要點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

運作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與

評量 

      

總綱課 發展素養導向的多元教學方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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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轉化 評量 

理解並詮釋12年國教課綱理念及

內涵 

      

發展跨

域彈性

課程 

理解並詮釋12年國教課綱理念及

內涵 

      

發展低年級跨域彈性課程       

透過專業社群進行教學研究       

透過觀課、議課機制解決教學實

踐問題 

 

      

彙整課程發展之經驗以供參考       

 

六、 預期成效 

(一)建立新課程在學校的發展機制，包括學校專業文化的塑造、教師專業社群

的運作等。 

(二)發展符應十二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理念、核心素養、課程架

構、實施要點之學校本位課程。 

(三)探究學校實施新課程時，在規劃與實施階段所面臨的困難與解決策略，提

出新課程在學校實施的配套措 施建議。 

(四)探究「自發、互動、共好」教師專業發展的多元模式，以提供推動新課程

辦理教師增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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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費概算表 

教育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多元舞台、共好自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國民小學實施之課程轉化 

計畫期程：105年 8月 1日至 106年 7月 31日(核定應結報日期：  年  月  日前) 

計畫經費總額：150,000 元，，向本署申請補助金額：150,000元，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XXXX 部： .......................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  明 金額(元) 說  明 

業         

務          

費 

 

鐘點費 260 280(節) 72,800 
校內研究人員

超鐘點費 
  

  

內聘鐘點費 800 12(時) 9,600   

外聘鐘點費 1600 6(時) 9,600   

訪視費 2000 3 6,000   

交通費 2000 1 2,000   

補充保費 1752 1 式 1752 鐘點費*0.0191  

印刷費 20,000 1 式 20,000 

課程及辦理活

動資料及教材

影印製作 

 

資料蒐集費 20,000 1 式 20,000 

創新點讀筆口

語課程使用、

及閱讀書籍 

 

    核實支付  

雜支 8,248 1 式 8,248 

教材所需教材

教具與簡易設

備物品 

 

          

合    計     150,000     
本署補助金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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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多元舞台、共好自信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

□是□否） 【補助比率        

%】 

1.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

費申請表內，詳列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

額，如有隱匿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

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 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

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 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

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

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 

    序者依契約約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 

    補助比率繳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承辦人：        （簽章）學務主管：        （簽章）會計主任：        （簽

章）校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