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教務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 據：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貳、目 標： 

1. 落實各科教學正常化。 

2. 加強各科作業輔導及教學評量工作以提升本校學生學習效益。 

3. 加強課外閱讀指導，以提高學生自我學習能力，建立正確學習態

度。 

4. 辦理教師研習活動，提升教師進修風氣及教學品質。 

參、工作要項： 

工作項目 具體措施 實施日期 主辦單位 
執行成效 

良好 尚可 較差 

一、貫徹實施正

常教學 

1.依規定實施常態編班作業 配合教育局 註冊組       

2.依課程標準編排課表 開學前 教學組    

3.依課程綱要編排課程計畫 每年 8月前 任課教師 

教學組 

      

4.依照日課表實施正常教學 平時 任課教師       

5.依照教材進度表實施教學 平時 任課教師       

6.加強巡堂考查、記錄、評鑑 平時 教務處       

7.藝能科實施分科或交換教

學 

平時 教務處       

二、改進教學方

法、提昇教

學品質 

1.加強教學環境布置 平時 任課教師       

2.辦理教學環境布置 第三週 教學組       

3.充實教具及教學媒體並加

強管理、回收與運用 

平時 註冊組 

資訊組 

總務處 

      

4.教學資源蒐集與自製教具 平時 任課教師       

5.設置文化走廊豐富教學環

境（英語諺語鄉土語言…） 

平時 教務處       

6.加強教師週三進修，辦理公

開授課 

依行事曆 教務處       

7.改進命題方式，重視形成性

評量 

平時 教學組 

任課教師 

      

8.繼續實施因材施教，有教無

類方案 

平時 教務處 

任課教師 

      



9.教學過程注意師生互動、回

饋，實施學習扶助。 

平時 任課教師

學習扶助

班輔導教

師 

資源班 

      

10.重視潛在課程的配合與運

用（校園植物、文化走廊、

表演發表） 

平時 教務處 

任課教師 

      

三、加強教師在

職進修 

1.召開學年年段會議 

-研討教材教法及教具準備 

依行事曆 教務處 

學年主任 

      

2.校內週三研習 

a專題研討，各科教學研究 

b智慧教室、資訊研習 

c教育新知介紹 

依行事曆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3.參加全市教學進修研習 依公文指派 教務處       

4.教學研究會(依七大領域分

組) 

平時 各領域 

召集人 

      

5.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平時 教務處    

6.鼓勵教師在職進修，取得更 

  高學歷 

平時 教務處    

四、資訊教育 

1.建置本校網站 平時 資訊組       

2.建置教師教學網站 平時 全體教師       

3.加強學生應用資訊基本知

能 

平時 資訊組       

4.學生電腦作品成果展示 平時 資訊組       

5.發布學校新聞稿 

  (處室提供文稿) 

平時 教務處       

6.製作畢業專輯 依行事曆 資訊組 

級任教師 

      

7.辦理資訊應用競賽 另訂 資訊組       

五、加強國語文

教育 

1.辦理學藝競賽 10月、3月 教學組       

2.參加校際學藝競賽與指導 依公文 教學組       

3.加強兒童閱讀指導及心得

寫作（加強課外閱讀計畫） 

另訂 

  

註冊組 

級任教師 

      

4.開闢國語文作品發表園地 平時 教學組       

5.鼓勵學生寫日記、剪貼作文

（獎勵投稿辦法） 

平時、寒暑假 註冊組       



6.加強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 

（週三教師進修） 

平時 教務處       

7.全校晨讀活動（每週一、二

及四晨光時間實施） 

平時 教務處    

六、加強科學教 

   育 

1.辦理科學教育研習進修 平時 教務處       

2.規畫創客課程-積木 平時 教務處       

七、加強藝能科

教學 

1.美勞音樂體育等實施專長

授課 

平時 教務處       

2.舉辦才藝表演發表會 平時 教務處       

3.加強直笛及口琴教學深耕 平時 任課教師 

學務處 

      

4.成立口琴隊 平時 教務處 

專長教師 

      

八、辦理學生學

習成績評量 

1.平時評量-實施形成性評量 平時 任課教師       

2.定期評量-每學期二次定期

成績評量 

參照行事曆 教學組 

任課教師 

      

3.成績登錄統計 評量後 註冊組       

4.頒發獎狀鼓勵成績優良及

進步者 

評量後 教學組       

5.辦理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

篩選測驗及成長測驗 

5月及 12月 教務處       

九、改進作業方 

    式 

1.重視課前預習作業、課中學

習、課後複習作業 

平時 任課教師       

2.學生各科習作教師按時親

自批改並指導學生訂正 

平時 任課教師       

3.作業檢閱 第九週起 教學組       

4.考卷訂正檢閱 評量後 教務處       

5.學生家庭作業低年級不超

過 

  半小時、中年級不超過一小 

  時、高年級不超過一小時半 

  為原則 

平時 學年主任       

6.規畫寒暑假作業 寒暑假前 學年主任       

7.辦理假期作業展 第三週 教學組       

十、教科書採購

分發及管理

使用 

1.教學用書分發退補 開學前 註冊組       

2.教學用書分發使用 開學前 註冊組       

十一、學籍管理 1.學生學籍管理 學期初 註冊組       



2.學生轉入轉出登記及資料

移轉 

平時 註冊組       

3.109學年度新生報名 依教育局 註冊組       

4.109學年度新生編班 依教育局 註冊組       

5.109學年學校概況表編造 依教育局 註冊組       

6.在學（成績）証明書發給 平時 註冊組       

7.畢業證明書發給 平時 註冊組       

8.月末統計 平時 註冊組       

9.失學兒童調查 每月末 註冊組       

10.中輟生通報 每月 5日 註冊組       

十二、獎勵措施 

1.各項獎助學金 平時 註冊組       

2.各項學藝競賽獎勵辦法 依行事曆 教務處       

3.定期評量獎勵辦法 另訂 教學組       

十三、升學國中

調查 

1.志願升學調查 依教育局 註冊組       

2.升入國中人數統計函報 依教育局 註冊組       

3.繕造升國中名冊 每年 5月底前 註冊組       

4.函送升國中名冊 每年 5月底前 註冊組       

十四、畢業典禮 

1.核對畢業生個人資料 每年 5月底前 六年級任       

2.編造畢業生名冊 每年 5月底前 六年級任       

3.畢業成績評量 每年 6月底前 教學組       

4.畢業成績統計 每年 6月底前 六年級任       

5.製作畢業證書 每年 6月底前 註冊組       

6.畢業典禮 每年 6月底前 教務處       

十五、學校特色 

1.推動食農教育 

   a農事教育 

   b環境教育  

c飲食教育 

平時 

 

教務處       

2.發展校訂課程 

   a生活小高手 

   b食農有魅力 

   c思辨表達力 

   d創客夢想力 

平時 

 

教務處    

十六、其他 

1.配合辦理教育局研習活動 平時 教務處       

2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程 平時 教務處       

3.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 平時 教務處       

4.辦理學習扶助計畫 平日及寒暑班 教務處    

 

 



肆、辦理進度：如行事曆。 

伍、經費：由學校各項經費項下支出。 

陸、考核與獎勵： 

一、接受上級訪視輔導。 

二、績優工作人員依規定報請獎勵。 

柒、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