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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1  教育部訪視委員計畫自評會議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檢視計畫至 106年 10月執行情形檢討與成效評估。 

二、教育部諮詢小組協助本市完成研提之 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

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之自我評估，促使計畫符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要點、直轄市、縣（市）教育

願景與發展特色、領域課程、學校本位、教育人員、家長、教師之需求及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等。 

三、教育部諮詢小組協助本市完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

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自評。 

參、目標： 

一、傳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政策方向與連結支持系統。 

二、推動課程與教學政策、整合輔導團發展及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三、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與學生學習成效，落實課程改革。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 

教育部諮詢小組、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推動

小組委員及輔導團幹事，預計 40人。 

陸、辦理日期：106年 10月 27日(星期五)。 

柒、辦理地點：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春安路 1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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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捌、實施方式： 

辦理期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備註 

08:30~09:00 報到 校長  

09:00~09:20 主席致詞 彭局長富源  

09:20~09:30 頒發聘書 彭局長富源  

09:30~10:20 簡報 彭局長富源  

10:20~10:40 茶敘時間 校長  

10:40~11:20 計畫前置規劃檢核 教育部諮詢小組  

11:20~12:00 綜合座談 彭局長富源  

12:00~13:00 午餐 校長  

13:00~15:00 委員會議 教育部諮詢小組  

玖、預期成效： 

透過計畫自評會議提供相關建議，回饋修正本市精進教學整體計畫，使各項計畫更臻

完備，達成本市教育目標。 

拾、注意事項： 

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 

拾壹、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貳、成效與考核： 

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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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1  

教育部訪視委員計畫自評會議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訪視費 人 4,000  4 16,000 外聘(全日)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306  1 306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1.91％ 

膳費 人 170  4 680 含茶水費 

住宿費 人 1,600 1 1,600  

交通費 人 5,000  1 5,000  

雜支 式 1,414 1 1,414  

合   計 25,000  

總   計 新臺幣貳萬伍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

費用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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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國中小初任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有鑑於初任校長首次接觸校長的工作，難免會有手忙腳亂的情況出現，新的學校領導

者會經歷強烈、無情的壓力，因而必須去調整他們在培訓養成過程中所學習到的領導

理論與實際場域，以更適應真實的世界。 

二、有效能學校的校長，除了領導學校幹部處理行政事務之外，還需要擔任「教學領導

者」 （Instructional Leader）的角色。教學領導包括：制定和溝通學校目標、建

立學生的學習期望和成就標準、協調學校的課程、視導和評鑑老師的教學、提昇學生

的學習機會、提昇老師的專業成長等。 

三、有效能學校的校長應具有強烈的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e）和方向感（sense 

of direction）、堅信學校應提供學生學習的機會、支持老師改進教學所作的努力、

致力於老師的專業成長、和老師維持和諧互信合作的工作關係、努力維持和諧的學校

-社區關係。 

參、 目標： 

一、透過專題講座與實作研習，引導初任國中小校長針對課程與教學領導理論與實務的

專業互動，彼此反思、分享、回饋與發表，貫徹並省思國民教育課程的改革與再深

化，在學校情境脈絡中發展專業，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建立常態型校長專業成長模式，精研教學卓越團隊之校長領導策略方案，提升學校

課程發展專業領導能力，因應學校脈絡情境中職務工作與角色的轉化，成為有效政

策執行推動者。 

三、以系統性及累積性為核心，建立常態型校長專業成長模式，提供協助臺中市國中小

初任校長辦學最佳催化力與助力，引領校長朝向專業學習社群邁進。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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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初任國中小校長(任職校長 1至 4年內)，約 90人。 

陸、 辦理日期： 

106年 5月 10日(星期三) 

柒、 辦理地點： 

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台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號) 

捌、 課程架構： 
一、106年度成效分享期：前輩校長分享各校課程發展經驗，形成校長領導傳承交流。 

二、107年度卓越發展期：發展校本課程為本位的特色學校風景，思考長期運作模式。 

玖、 實施方式： 

時間 10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

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周詩彥校長  

13：20－13：30 10 開幕式暨致歡迎詞 督學室主任  

13：30－15:10 100 

專題講座引領－ 

課程專業領導與實踐 I 

 (分組研討與實作) 

臺中市大甲

區德化國小 

李永烈校長 研討、分組

實作回饋與

交流分享 

15：10－15:2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周詩彥校長 

15：20－16:40 80 

專題講座－ 

課程專業領導與實踐 II 

(分組研討與實作) 

臺中市大甲

區德化國小 

李永烈校長 

16：40－17：30 50 綜合討論 督學室主任  

17：30  賦歸(分送餐盒)  

壹拾、 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5 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豐原國小)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壹、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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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參、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肆、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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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國中小初任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豐原區豐原國小(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3 2,400 內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46 1 46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資料蒐集費 人 300 90 27,000 
書名：高 EQ領導力 

出版社:天下文化 

印刷費 人 100 90 9,000 核實編列 

膳費 人 100 90 9,000  

場地佈置費 場 1,500 1 1,500  

雜支 式 1,054 1 1,054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

之 6％ 

合   計 50,000  

總   計 新臺幣  伍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

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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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初任校長校務經營輔導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本局 105年 7月 26日 105 學年度教育視導工作計畫辦理。 

二、105年 8月 16日視導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貳、目的： 

一、為借重退休優秀校長智慧傳承辦學經驗，貢獻教育專業知能及豐富經驗，提供初

任校長辦學諮詢輔導，以提升本市各級學校辦學績效。 

二、透過優秀退休校長協助推行及宣導教育政策，以暢通學校與局端業務推動系統。 

參、師傅校長之聘任對象及人數： 

本市所屬各級學校辦學績效優良之退休校長，十至十二人。 

肆、聘任方式及聘期： 

由本局邀集退休優秀校長，並徵得其本人同意後，由本局聘為師傅校長，聘期以一年

為原則，協助輔導初任校長與提供校務經營諮詢。 

伍、輔導對象： 

本市市立高中、國民中小學初任校長。 

陸、輔導方式： 

一、採小團體輔導、專業增能及學校參訪等方式，邀集初任校長、師傅  

    校長、視導區督學共同關懷諮詢輔導。  

二、指定輔導：局端提供重點學校，由視導區督學陪同關懷諮詢輔導。 

三、協同督學、課程督學與輔導團推動與執行教學視導相關事宜。 

柒、經費： 

一、師傅校長為無給職。 

二、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於本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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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國小校長以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近幾年來，隨著臺灣社會的急速變遷，國內國民教育的發展也遭遇許多的前所未有的

狀況，包括少子女化導致的學校減班教師超額、教師人力斷層、專長不均、新住民子弟入

學的教育輔導、行動 3C 產品的普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即將在 107 學年度實施等

變革；學校面臨這些重要的挑戰，許多縣市及學校嘗試導入學習共同體、翻轉教育，甚至

是實驗教育等教學改革模式，希望能激發第一線教師、校長的教育熱誠，從課堂教學現場

的改變來重新找回孩子們學習求知的動力，而這意味著校長的角色必須從行政領導完全轉

化成課程與教學領導，才能因應這一波聚焦在課堂現場教學思維轉化的重要當口。 

然而，伴隨這一波教學思維變革所辦理的研習、工作坊大都以教師為主體，偶爾以校

長為對象的集會，大都是行政取向為主的說明會，以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專業成長為主題

的教育研習活動則相對不足。為了貫徹並省思各項教學變革的實施，也為了促進校長專業

互動，未來的校長專業成長研習活動必須由國民中小學校長自發性以分區策略聯盟方式加

強辦理，透過案例分享、專業互動討論來學習應對各項變革的知識、情意及技能領導，尤

其以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的培養與實踐，應列為首要重點，讓國中小校長在教學思維變革

中，穩定地帶領全校教學團隊提升師生教學績效。 

參、目標： 

一、 透過專家引領與工作坊的實作研習，引導本市國小校長針對課程與教學領導理論與

實務的專業互動，在實踐過程中，彼此反思、分享、回饋與發表，貫徹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的改革與再深化，在學校情境脈絡中發展專業，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與學生學習成效。 

二、 以系統性及累積性為核心，建立「政策引領實作實踐回饋評估分享修正再實

踐」的常態型校長專業成長模式，提供臺中市山區及海區各國小校長辦學最佳催化

力與助力，引領校長朝向專業學習社群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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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 

四、 協辦單位：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教育推展協會。 

伍、實施對象： 

臺中市山區及海區國小校長、儲備校長及視導區督學約 80人 (含工作人員)。 

陸、辦理日期： 

場次一、106年 3月 20日(星期一)。 

場次二、106年 6月 5日(星期一)。 

柒、辦理地點：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捌、課程架構： 

一、 104年度卓越發展期：校長帶領籌組教學卓越團隊，分享經驗進行校際專業交流

與互動。 

二、 105年度校本紮根期：植基在已漸成熟的教學專業上，校長開始引導學校發展以

校本課程為本位的特色學校風景。 

三、 106年度成效分享期：校長引領學校持續發展並建立校本課程特色，建立分享交

流機制，另進一步嘗試導入 12年國教素養導向的校本課程。 

玖、實施方式： 

時間 場次一：106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 

起訖 分

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10－13：30 20 報到 賴靜屏主任  

13：30－13：40 10 開幕式暨致歡迎詞 劉朝芳主任  

13：40－15:20 100 

專題實務講座分享－ 

建耩 12年國教課綱素養

導向校本課程校長應有的

課程與教學領導作為 1 

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教育學系江志
正副教授-12 年
國教課綱種子講
師 

分組規劃實踐

作業(於第 2 場

次攜回分享) 

15：20－15:3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賴靜屏主任  

10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5：30－17:10 100 

專題實務講座分享－ 

建耩 12 年國教課綱素養

導向校本課程校長應有的

課程與教學領導作為 2-分

組實例操作 

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教育學系江志
正副教授-12 年
國教課綱種子講
師 

 

17：10－17：40 30 
各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分

享 
劉朝芳主任  

17：40  賦歸(分送餐盒)  

 

 

時間 場次二：106 年 6 月 5 日（星期一）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10－13：30 20 報到 賴靜屏主任  

13：30－13：40 10 致歡迎詞 劉朝芳主任  

13：40－15:20 100 

專題實務講座分享－ 

A組：中大型學校校長

課程與教學領導角色與

應有作為 

B組：小型及偏遠學校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角

色與應有作為-以品格

教育為例 

A組：許慰敏校長
(霧峰國小前校
長、104年度教育
部校長卓越領導
獎得主) 
B組：藍同利校長 

現場討論對話分

享及成果回饋引

導 
15：20－15:3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賴靜屏主任 

15：30－17:10 100 

專題分組實例操作－ 

A 組：中大型學校校長

課程與教學領導運作實

例操作 

B 組：小型及偏遠學校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運

作實例操作 

A組：許慰敏校長 
B組：藍同利校長
(海墘國小校長、
臺中市 105 年度
品德教育推動典
範標竿) 

17：10－17：40 30 
各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分享 
劉朝芳主任  

17：40  賦歸(分送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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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報名方式： 

國小山區及海區學校校長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 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 h t t p : / / w w w . i n s e r v i c e . e d u . t w / ) -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壹、成效檢核： 

檢核階段 日  期 檢 核 工 具 檢 核 項 目 

第一階段 3月 20日 
〈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

調查表，如附件一 

校長如何帶領學校團隊建構素

養導向校本課程 

第二階段 6月 5日 

1、 〈實踐階段效益評估〉

問卷調查表，如附件二 

2、 〈整體效益評估〉問卷

調查表，如附件三 

1、 校長如何展現建構素養導

向校本課程的應有作為 

2、 校長如何成功帶動素養導

向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拾貳、預期成效： 

一、藉由專長引導國小校長彼此專業互動，促進校長進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反思，

提升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之情意與技能，並在教學現場具體實踐，帶動教育改革之順

利進行。 

二、透過強調系統性、實踐性及累積性，建立校長專業成長運作模式，由地區性跨校的實

踐經驗分享，因應學校脈絡情境中職務工作與角色的轉化，成為有效政策執行推動

者。 

三﹑從傳統國小校長的行政領導者角色，增能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領導者。 

拾參、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

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肆、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差旅費由服

務學校依規定支付。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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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伍、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拾陸、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

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

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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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名稱： 校長如何帶領學校團隊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 
〈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校長您好： 

    為了解您對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

彙集大家的問題與建議，作為未來規劃校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升研習活動品質。本

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小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程度共有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

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題目的

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授課老師能清晰傳達〈校長如何帶領學校團隊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理念 5 4 3 2 1 

02 授課老師能明確示範〈校長如何帶領學校團隊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技巧 5 4 3 2 1 

03 我個人能認同〈校長如何帶領學校團隊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4 我個人能認同〈校長如何帶領學校團隊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推動技巧 5 4 3 2 1 

05 授課內容能和我個人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6 授課的理念、技巧與課程教學領導能做有意義的聯結、分類、推論與引申。 5 4 3 2 1 

07 整體而言，我非常滿意今天的授課安排。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參與完本次研習後，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研習活動，有何需要加強或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校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是否有帶領發展校本課程經驗?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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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名稱： 校長如何展現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應有作為? 
〈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校長您好： 

    為了解您返校推動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成效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

表；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校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

昇研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保密。衷心感謝您

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小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返校推動〈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成效程度共有 5.非常同意 4.同意 3.

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題

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我已經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理念和技巧。 5 4 3 2 1 

02 我已經和學校老師討論〈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推動策略。 5 4 3 2 1 

03 學校老師能認同〈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理念和技巧。 5 4 3 2 1 

04 學校老師能配合辦理〈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工作事宜。 5 4 3 2 1 

05 
面臨〈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困境時，我會主動與校長同儕討論問題

解決策略。 
5 4 3 2 1 

06 
面臨〈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困境時，我會主動與學校老師討論問題

解決策略。 
5 4 3 2 1 

07 整體而言，我非常有信心做好〈如何建構素養導向校本課程〉的領導工作。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實踐階段，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您在實踐階段，面臨的最大困境為何？您的解決策略又是什麼？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校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是否有帶領發展校本課程經驗?     □ 是      □ 否 

15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附件三】 

活動名稱： 校長如何成功帶動素養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整體效益評估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校長您好： 

    為了解您參與如何帶動素養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培訓課程成效同意度的看法，請您

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校長專業

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升研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

嚴格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小  敬

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培訓課程成效意見回饋的程度共有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本培訓課程模式，即「政策引領  實

作實踐  回饋評估分享 修正再實踐」的校長專業成長模式的適

切性。請您詳閱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

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本培訓課程模式，能清晰傳達教育政策的理念。 5 4 3 2 1 

02 本培訓課程模式有助於實作實踐技巧的培養與獲得。 5 4 3 2 1 

03 本培訓課程模式有助於校長同儕形塑為學習型組織。 5 4 3 2 1 

04 本培訓課程模式有助於教育政策的推動。 5 4 3 2 1 

05 本培訓課程模式能和個人的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6 
本培訓課程模式能和個人的課程教學領導做有意義的聯結、分類、推論與引

申。 
5 4 3 2 1 

07 
整體而言，個人認同「政策引領  實作實踐  回饋評估分享 修正再

實踐」的校長專業成長模式。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參與本次校長專業成長培訓課程，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校長專業成長培訓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有那些不足或待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校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是否有帶領發展校本課程經驗?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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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國小校長以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外聘) 節 1,600 4 6,400 1,600/節 

講座鐘點費(內聘) 節 800 8 6,400 800/節 

補充保費 式 183 1 244 以鐘點費 1.91%編列 

印刷費 份 140 160 22,400  

膳費(含茶水) 份 100 160 16,000  

場地布置費 場次 3,000 2 6,000 
每場以不超過新臺幣
3000元為限 

雜支 式 2,556 1 2,556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合   計 60,000  

總   計 新臺幣陸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

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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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國小校長如何帶領教學卓越團隊發展校本課程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近幾年來，隨著臺灣社會的急速變遷，國內國民教育的發展也遭遇許多的前所未有

的狀況，包括少子化導致的學校減班教師超額、教師人力斷層、專長不均、新住民子弟

入學的教育輔導、行動 3C產品的普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即將在 107學年度實

施等變革；學校面臨這些重要的挑戰，許多縣市及學校嘗試導入學習共同體、翻轉教

育，甚至是實驗教育等教學改革模式，希望能激發第一線教師、校長的教育熱誠，從課

堂教學現場的改變來重新找回孩子們學習求知的動力，而這意味著校長的角色必須從行

政領導完全轉化成課程與教學領導，才能因應這一波聚焦在課堂現場教學思維轉化的重

要當口。 

然而，伴隨這一波教學思維變革所辦理的研習、工作坊大都以教師為主體，偶爾以

校長為對象的集會，大都是行政取向為主的說明會，以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專業成長為

主題的教育研習活動則相對不足。為了貫徹並省思各項教學變革的實施，也為了促進校

長專業互動，未來的校長專業成長研習活動必須由國民中小學校長自發性以分區策略聯

盟方式加強辦理，透過案例分享、專業互動討論來學習應對各項變革的知識、情意及技

能領導，尤其以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的培養與實踐，應列為首要重點，讓國中小校長在

教學思維變革中，穩定地帶領全校教學團隊提升師生教學績效 

參、目標： 

一﹑透過專家引領與工作坊實作研習，引導本市國小校長針對課程與教學領導理論與實的

專業互動，在實踐過程中，彼此反思、分享、回饋與發表，貫徹並省思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的改革與再深化，在學校情境脈絡中發展專業，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二﹑以系統性及累積性為核心，建立「政策引領實作實踐回饋評估分享修正再實踐」

的常態型校長專業成長模式，提供臺中市中區及屯區各國小校長辦學最佳催化力與

助力，引領校長朝向專業學習社群邁進。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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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辦單位：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 

本市中區、屯區國小校長請報名參加，其餘各區國小校長、儲備校長自由報名參加，全

部參加人數預估 80人(含工作人員)。 

陸、辦理日期： 

一、 場次一：106年 3月 24日（星期五） 

二、 場次二：106年 7月 3日（星期一）。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捌、課程架構： 

一、105年度校本紮根期：植基在已漸成熟的教學專業上，校長開始引導學校發展以

校本課程為本位的特色學校風景。 

二、106年度卓越發展期：校長分享各校教學卓越團隊，引領校際專業交流互動。 

三、107年度成效分享期：校長引領學校持續發展並建立校本課程特色，建立分享交

流機制，另進一步嘗試實驗課程的導入。 

玖、實施方式： 

時間 場次一：106年 3月 24日（星期五）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00－08:20 20 報到 
黃志偉主任 

陳慧筠主任 
 

08：20－08:30 10 開幕式暨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08：30－10:10 100 

專題實務講座分享－ 

大型學校校長課程與教

學領導角色與應有作為 

105年度教學卓越銀

質獎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

民小學 

鄒彩完校長 分組規劃

實踐業(於

第2場次攜

回分享) 

10：10－10:2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黃志偉主任 

陳慧筠主任 

10：20－12:00 100 

專題實務講座分享－ 

大型學校校長課程與教

學領導角色與應有作為 

105年度教學卓越銀

質獎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

民小學 

鄒彩完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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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30 30 綜合討論 
許玲玲校長 

蔡淑娟校長 
 

12：30~  午餐&賦歸(分送餐盒)  

 

時間 場次二：106年 7月 3日（星期一）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00－08:20 20 報到 
黃志偉主任 

陳慧筠主任 
 

08：20－08:30 10 開幕式暨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08：30－10:10 100 

專題實務講座分享－ 

學校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角

色與應有作為 

105年度教學 

卓越銀質獎 

臺中市大肚區 

大肚國民小學 

李新揚校長 
現場討論對

話分享及成

果回饋引導 

10：10－10:2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黃志偉主任 

陳慧筠主任 

10：20－12:00 100 

專題實務講座分享－ 

學校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角

色與應有作為 

105年度教學 

卓越銀質獎 

臺中市大肚區 

大肚國民小學 

李新揚校長 

12：00－12:30 30 綜合討論 
許玲玲校長 

蔡淑娟校長 
 

12：30~  午餐&賦歸(分送餐盒)  

拾、報名方式： 

參 加 人 員 請 於 辦 理 場 次 開 始 前 3 天 到 全 國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資 訊 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永隆國小)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壹、成效檢核： 

檢 核 階 段 日 期 檢 核 工 具 檢 核 項 目 

第一階段 3月 24日 

〈學校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角

色與應有作為〉授課階段滿意

度評估問卷調查表（附件一） 

校長對於課程與教學領導角

色與應有作為之素養 

第二階段 7月 3日 
〈學校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角

色與應有作為〉實踐階段效益

校長對於課程與教學領導角

色與應有作為之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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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整體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附件二） 

拾貳、預期成效： 

一、藉由專長引導國小校長彼此專業互動，促進校長進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反思，

提升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之情意與技能，並在教學現場具體實踐，帶動教育改革之順

利進行。 

二、透過強調系統性、實踐性及累積性，建立校長專業成長運作模式，由地區性跨校的實

踐經驗分享，因應學校脈絡情境中職務工作與角色的轉化，成為有效政策執行推動者。 

三﹑透由研習之經驗分享，增能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領導者。 

拾參、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

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肆、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伍、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陸、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21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附件一】 

活動名稱：國小校長如何自覺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應扮演角色? 
〈授課階段滿意度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校長您好： 

    為了解您對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

彙集大家的問題與建議，作為未來規劃校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質。本

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小暨大里區區永隆國小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程度共有： 5.非常同意 4.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

同意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題

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授課老師能清晰傳達〈如何自覺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應扮演角色〉的理念。 5 4 3 2 1 

02. 授課老師能明確示範〈如何自覺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應扮演角色〉的技巧。 5 4 3 2 1 

03. 我個人能認同〈如何自覺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應扮演角色〉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4. 我個人能認同〈如何自覺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應扮演角色〉的推動技巧。 5 4 3 2 1 

05. 整體而言，我非常滿意今天的授課安排。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參與完本次研習後，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研習活動，有何需要加強或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校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團隊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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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名稱：校長如何展現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的應有作為? 
〈實踐階段效益與整體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校長您好： 

    為了解您返校後推動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成效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

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校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

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

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小暨大里區區永隆國小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的成效程度共有：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一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實踐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

閱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

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我能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校長展現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的應有作

為〉的理念和技巧。 
5 4 3 2 1 

02. 
學校老師能認同〈校長展現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的應有作為〉的理

念和技巧。 
5 4 3 2 1 

03. 
整體而言，我非常有信心做好〈校長展現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的應有

作為〉的領導。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實踐階段，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您在實踐階段，面臨的最大困境為何？您的解決策略又是什麼？ 

 

 

 
基本資料區： 
1.性別              □ 男      □ 女 

2.擔任校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團隊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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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國小校長如何帶領教學卓越團隊發展校本課程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4 6,400 外聘 1600元/節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4 3,200 內聘 800元/節 

補充保費 式 183 1 183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印刷費 份 100 160 16,000 
講義費以每份新臺幣 100元

為限(2場次) 

膳費 份 120 160 19,200 
膳費以每人新臺幣 80元， 

(2場次，含茶水費) 

場地布置費 場 3,000 2 6,000 
每場以不超過新臺幣 3000元

為限 

雜支 式 3,017 1 3,017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合     計 54,000  

總    計 新臺幣  伍萬肆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鐘點費外，其餘

可互相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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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中校長發展校訂課程增能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自九年一貫開始，各校開始推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歷經多年的實施課程、評鑑與省

思，社區發展與家長學生需求之更迭，數位學習翻轉課堂風貌，學校本位課程在十二年國

教推動後勢必重新定義，朝向精緻化與優質化。 

根據 105 年度辦理國中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校本課程規劃培訓之成效評估，發

現校長對於素養導向的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需要強化與轉化，方能帶

領同仁，發展符合課綱精神的校訂課程，因此，本培訓課程規劃兩天的課程，第一天為課

綱與核心素養的講座，第二天則參訪新竹市光武國中，藉由互動分享增益校長發展校訂課

程領導的行動智慧，能有信心帶領學校成員共同發展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的校

訂課程。 

最後本培訓課程將探討授課品質能否達到校長的期望，其次調查校長是否有效掌握十

二年國教課綱素養並能向學校成員宣導，能有信心引領學校教師共同發展符合十二年國

教課綱素養導向的校訂課程。 

參、 目標： 

一、 本市國中校長透過專家引領與工作坊實作研習，能認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與素養。 

二、 本市國中校長能有效掌握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並能向學校成員宣導並開始共同發展

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的校訂課程。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 

四、協辦單位: 新竹市光武國中 

伍、 實施對象： 

本市市立高中及各公私立國中校長約 100人 

陸、 辦理日期： 

106年 8月 9日(星期三)、106年 8月 10 日（星期四） 

柒、 辦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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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中市立大墩國民中學階梯教室(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98 號)  

2、 新竹市光武國中學(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512號) 

捌、 實施方式： 

時間 場次一：106 年 8 月 9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地點 

8:30~8:50 20 報到 劉芹樺主任 

大墩國中 

8:50~9:0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黃紀生校長 

09:00~12:00 180 

專題講座－ 

發展校訂課程之校長領導 

(暫定) 

宜蘭縣教育處 

簡菲莉處長 

12:00-13:00 60 午餐 劉芹樺主任 

13:00~16:00 180 

專題講座－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

指引-核心素養與十大基本能

力 

國立中正大學 

蔡清田教授 

 

16:00  賦歸  
 

時間 場次二：106年 8 月 10 日（星期四）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地點 

07:50~08:00 10 報到  大墩國中 

08:00~09:30 90 出發前往光武國中 劉芹樺主任  

0930~1230 180 

專題講座－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發展校訂

課程之課程領導 

新竹市光武國

中學 

林茂成校長 
新竹市 

光武國中 
12:30-14:00 90 午餐 劉芹樺主任 

14:00~15:30 90 
學校課程發展之校長領導實務

經驗分享與討論 

新竹市光武國

中學 

林茂成校長 

15:30~17:00 90 賦歸 劉芹樺主任  

17:00~17:30 30 綜合座談 
教育局長官 

黃紀生校長 

大墩國中 

玖、 報名方式： 

各國中校長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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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 成效檢核： 

檢核階段 日 期 檢 核 工 具 檢 核 項 目 

第一階段 8月 9日 
〈發展校訂課程〉授課階段

效益評估問卷(附件一) 

校長能認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與素養 

第二階段 8月 10日 
〈發展校訂課程〉實踐階段

效益評估問卷(附件二) 

1、 校長能向老師有效宣導十

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

校訂課程〉的教育理念。 

2、 學校老師能接受以十二年

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

課程〉的教育理念。 

壹拾壹、 預期成效： 

一、 校長能認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與素養。 

二、 校長能向老師有效宣導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的教育理念。 

三、 學校老師能接受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的教育理念。 

壹拾貳、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參、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肆、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伍、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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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名稱：發展校訂課程 
〈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校長您好： 

    為了解您對本次活動成效滿意度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

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校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質。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

與！。 

臺中市立大墩國中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滿意的程度共有 5.非常同意 4.同意 3.無意見 2.不同意 1.非常

不同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滿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滿意度，請您詳閱題

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授課老師能清晰傳達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的理念。 5 4 3 2 1 

02. 授課老師能明確示範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的技巧。 5 4 3 2 1 

03. 我個人能接受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4. 我個人能接受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的推動技巧。 5 4 3 2 1 

05. 整體而言，我非常滿意今天的授課安排。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參與完本次研習後，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研習活動，有何需要加強或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校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團隊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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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名稱：發展校訂課程 
〈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校長您好： 

    為了解您返校推動宣導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成效滿意度的看法，請您配

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校長專業成

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

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立大墩國中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滿意的程度共有 5.非常符合 4.符合 3.無意見 2.不符合 1.非常
不符合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滿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3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滿意度，請您

詳閱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

個數字。 

非常
符合 

符合 無意
見 

不符
合 

非常
不符
合 

01. 
我能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

的理念。 
5 4 3 2 1 

02. 
學校老師能接受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程〉的教育理

念。 
5 4 3 2 1 

03. 
整體而言，我非常有信心做好以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發展校訂課

程〉的領導。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實踐階段，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您在實踐階段，面臨的最大困境為何？您的解決策略又是什麼？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校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團隊     □ 是      □ 否 

 

 

 

 
 

29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4 

國中校長發展校訂課程增能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大墩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9 14,400 外聘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式 275 1 275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交通費 趟 19,400 1 19,400 
講師交通費及參訪交

通接駁 

資料蒐集費 本 266 60 15,960 
尋找國民教育的新方向：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研究  

學富文化出版 

印刷費 份 100 120 12,000  

膳費 1 人 100 100 10,000 8月 9日，半日 

膳費 2 人 200 100 20,000 8月 10日，全日 

場地布置費 場 3000 2 6,000 
每場以不超過新臺幣

3000元為限 

雜支 式 1,965 1 1,965  

合計 100,000元  

總計 新臺幣 壹拾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鐘點費外，

其餘可互相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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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小教務主任美感素養導向課程領導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2018年本市即將辦理花卉博覽會，在此之前，市府已積極規畫辦理各式相關的活

動，帶領全體市民邁向美感城市之路。需多城市與歷史都是因為美而廣為人知傳流不

息，目前有些新潮流團體已經開始針對課本的美感呈現進行更吸引人的設計，並在實驗

階段引發不小的迴響，顯見下個世代將會是以美感掛帥的年代。因此學校端若能以美感

教育做為發展教學活動與環境教育的主軸，亦能培養整體的美學素養。建立全民的美感

素養是學校端深耕美感教育的最終目的。美感教育目前在許多校已漸漸實施，考量教師

專長、地區屬性與學生需求，各校課程不一，但也發現許多學校缺乏整體設計概念，多

為活動課程計畫，屬於短期的、點狀式的教學活動，缺乏長期的、整體規劃的課程方

案；也有些學校空有「美感」而無具體的課程目標、課程方案或實施計畫等；更多的學

校不知如何著手規劃。 

學校行政須配合學校課程方有推動目標，而學校課程亦須搭配學校經營才有深耕的

可能。因此，本次教務主任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課程以「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

課程」為主題，邀請近年來發展美感教育課程卓著的學校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探討美

感教育課程模式之規劃與深耕的條件，並分析各校推展美感教育課程可能面臨的困境，

進而研擬環境營造美學策略及行動方案。期能透過授課階段、實踐階段以及整體效益等

階段之成效評估，據以調整與改進美感教育課程，將美感素養的概念融入課程，發揮於

生活環境營造中，使美感素養漸漸成為全民的基本能力。 

參、 目標：  
一、 透過專家引領與工作坊實作研習，引導本市國小教務主任針對推動美感素養課程理

論與實務的專業互動，彼此分享、回饋與發表，以提升教師美感素養融入環境營造

情境的共識，扎根學生美感素養習得成效。 

二、 以循環性及累積性為核心，建立「美感素養課程規劃實作實踐回饋評估分享

修正再實踐」的深耕模式，並提供以教師專業社群推動的方向模式。 

三、 推動藝術與美感教育的深耕，促進校際觀摩學習，落實美感教育素養課程。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新社區新社國小、霧峰區吉峰國小、 

南屯區黎明國小。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務主任，約 230人。 

陸、 辦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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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場次一：106年 8月 8日(星期二)(全區) 

二、 場次二：106年 10月 17（星期二）(山區、海區) 

三、 場次三：106年 10月 24日(星期二)(中區、屯區) 

柒、 辦理地點： 

一、 場次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二、 場次二：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光華路 125 號）。 

三、 場次三：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555號）。 

捌、 課程架構： 
一、105 年度實踐對話期：透過校本課程推動卓越團隊，提供標竿典範學習。 

二、106年度成效分享期：教務主任分享各校美感素養課程深耕模式，引領校際專業交

流互動。 

三、107年度卓越發展期：發展以教師專業社群推動將美感素養融入校本課程，思考長

期運作模式。 

玖、 實施方式： 

場次一：106年 08月 08日(星期二)   地點：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時間 內容 主講(持)人 

08：40－09：00 2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09：10 10 開幕式暨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陳武鎗校長 

09：10－10：40 90 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經驗分享 塗城國小張永志校長 

10：40－10：5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承辦學校 

10：50－12：20 90 
專題講座－ 

如何將美感素養融入校園環境營造 
溪尾國小王派仁校長 

12：20－13：00 40 餐敘交流 承辦學校 

13：00  賦歸 

 

場次二：106年 10月 17(星期二)(山區、海區)  地點：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時間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00－08：30 30 報到 清水國小  

08：30－08：4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黃美玲校長 
 

08：40－09：30 50 
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經

驗分享 

前大元國小 

曾仰賢主任 
 

09：30－09：4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清水國小  

09：40－12：10 150 成為打造美感校園環境的創客 
自造者 

創新中心講師 

實作課程 
各場次分 3
組同時進行 
每組一位助
理講師 

12：10－13：10 60 餐敘交流 清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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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賦歸  

 

場次三：106年 10月 24(星期二)(中區、屯區)地點：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 

時間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00－08：30 30 報到 黎明國小  

08：30－08：4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徐大偉校長 
 

08：40－09：30 50 
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經

驗分享 

前大元國小 

曾仰賢主任 
 

09：30－09：4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黎明國小  

09：40－12：10 150 成為打造美感校園環境的創客 
自造者 

創新中心講師 

實作課程 
各場次分 3
組同時進行 
每組一位助
理講師 

12：10－13：10 60 餐敘交流 黎明國小  

13：10  賦歸  

壹拾、 報名方式： 

臺中市各國小教務主任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 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壹、 成效檢核： 

檢 核 階 段 日 期 檢 核 工 具 檢 核 項 目 

第一階段 8月 8日 

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

課程〈授課階段效益評

估〉問卷調查表(附件一) 

教務主任能有〈美感素養落

實於環境營造課程〉的概念

及技巧 

第二階段 

10月 17日

(山區、海

區) 

10月 24日 

(中區、屯

區) 

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

課程〈實踐階段效益評

估〉問卷調查表 

教務主任能將〈美感素養落

實於環境營造課程〉帶回學

校倡導與實踐 

壹拾貳、 預期成效：  

一、藉由標竿學校經驗分享提供典範學習，引導國小教務主任彼此專業互動，促進教務

主任反思各校美感素養課程執行現況，並在教學現場具體修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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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美感素養課程系統運作模式，由教師專業社群的實踐、回饋與推動，因應學校

脈絡情境中各項資源轉化，有效推動及深耕校本課程。 

三、從傳統國小教務主任的行政領導者角色，增能為學習型組織的課程領導者。 

壹拾參、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肆、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伍、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壹拾陸、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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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主任，您好： 

    為了瞭解您對本次〈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成效意見的看法，請您配合填

寫以下問卷。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問題與建議，作為未來規劃教務主任課程與教

學領導知能培訓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質，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教育局督學室  敬啟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課程成效意見的程度共有五種程度(單選)，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 

5非常同意  4同意  3無意見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務主任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問卷內容區-------------------------------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

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 
意見 

不 
同意 

非常
不 
同意 

01 授課老師能清晰傳達〈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的理念。 5 4 3 2 1 

02 授課老師能明確示範〈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的技巧。 5 4 3 2 1 

03 我個人能接受〈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4 我個人能接受〈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的推動技巧。 5 4 3 2 1 

05 授課內容能與我個人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6 授課的理念、技巧有助於回校推動深耕美感素養課程。 5 4 3 2 1 

07 整體而言，我對於今天的授課安排感到滿意。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參與本次研習後，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研習活動，有何需要加強或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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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主任您好： 

    為了瞭解您返校推動「深耕美感素養課程」實施成效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

卷。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教務主任課程與教學領導知

能培訓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質，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教育局督學室  敬啟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課程成效意見回饋共有五種程度(單選)，請就您滿意的程度圈選。 

5非常符合4符合3無意見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務主任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問卷內容區--------------------------------- 

下列1至5題是為瞭解您參與實踐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

閱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

字。 

非常 
符合 

符合 
無 
意見 

不 
符合 

非常
不 
符合 

01 我能回校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的理念。 5 4 3 2 1 

02 學校老師能接受〈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3 學校老師能將習得的理念、技巧運用於素養課程的推動。 5 4 3 2 1 

04 
整體而言，個人認同「政策引領  實作實踐  回饋評估分享 

修正再實踐」的專業成長模式。 
5 4 3 2 1 

05 本培訓課程模式有助於教務主任發展核心素養內涵課程建置。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實踐〈美感素養落實於環境營造課程〉階段，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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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小教務主任美感素養導向課程領導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4 3,200 內聘(第一場)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8 12,800 
外聘(第二場、第三場) 
1人*1節*2場 
1人*3節*2場 

助理講座鐘點費 節 400 18 7,200 

內聘(第二場、第三場)實作課程 
各場次分 3組同時進行 
每組一位助理講師 
3 人*3節*2場 

二代健保 式 443 1 443 
第一場：3200*1.91%=61 
第二場：10000*1.91%=191 
第三場：10000*1.91%=191 

印刷費 份 100 500 50,000 3場 

膳費 份 100 500 50,000 

第一場：230 人+工作人員 20 人 
第二場：120 人+工作人員 10 人 
第三場：110 人+工作人員 10 人 
含茶水費 

材料費 份 180 250 45,000 
第二場+第三場--創造美感

素養創作材料費用 

場地布置費 場 3,000 3 9,000  

雜支 式 9,357 1 9,357 不高於業務費之 6％ 

合計 187,000  

總計 新臺幣：壹拾捌萬柒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鐘點費外，
其餘可相互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
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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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國中教務主任十二年國教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能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實施，各校需依據學校本身的狀況及發展，規

劃並設計適合學生的課程。課程與教學是學校的核心，教務主任更是推動學校課程與教

學的推手。因此，繼 104年度精進「教學卓越團隊之規劃與運作實務」，105年度「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實務」之後，106年度希望透過「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能」，讓教務

主任實務上能積極推動學校學習社群的運作，發展有效教學策略，協助教師精進現場教

學品質，落實學校的課程與教學。 

參、 目標： 

   一、透過專家引領與實作研討，引導本市國中教務主任深入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及各領域綱要的內容，經由省思、分享、回饋與發表，並審視自己學校

的課程與教學。 

   二、探討現階段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問題解決策略，配合少子化招生衝

擊、翻轉教室潮流、教師專業發展與校務評鑑因應等議題，帶動學校本位課程持續

發展。 

   三、以系統性及累積性為核心，建立「政策引領、實作實踐、回饋評估、分享修正再實

踐」的常態型專業成長模式，提供本市國中教務主任推動學校課程與教學的策略，

落實學校專業學習社群的推動與運作。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各公私立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教務主任，100 人。 

陸、 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中港高中圖資中心 4F會議室 (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 400 號)。 

柒、 辦理日期： 

場次一：106年 8月 1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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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106年 9 月 19日(星期二) 

捌、 實施方式： 

場次一：10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 

起訖時間 分鐘 內     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10〜08：30 20 報到 歐靜瑜主任  

08：30〜08：4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周文松校長 
 

08：40〜10：10 90 

專題講座－ 

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

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實務探討 

教育部課程與教

學協作中心 

朱元隆委員 
授課階

段 : 學

習領導

素養增

能 

10：10〜10：2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歐靜瑜主任 

10：20〜11：50 90 

專題講座－ 

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

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實務(分組研討) 

忠明高中 

陳建銘主任 

11：50〜12：30 40 綜合座談 周文松校長  

12：30〜13:30  賦歸   

 

場次二：106 年 9月 19日(星期二) 

起訖時間 分鐘 內     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10〜08：30 20 報到 歐靜瑜主任  

08：30〜08：4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周文松校長 
 

08：40〜10：10 90 

課程設計工作坊－ 

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

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實務 (分組研討與實作) 

盧  世  傑 主 任
(401教室) 
陳  建  銘 主 任
(402教室) 
歐  靜  瑜 主 任
(403教室) 
吳  文  欽 主 任

(404教室) 
朱  承  泰 主 任
(405教室) 
翁  宗  毅 組 長
(406教室) 
(各分組實務操作
講師) 

實踐階

段 : 分

組課程

設計成

果發表 

10：10〜10：2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歐靜瑜主任 

10：20〜11：50 90 課程設計工作坊－ 盧  世  傑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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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

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實務規劃與實作分享 

(401教室) 

陳  建  銘 主 任
(402教室) 
歐  靜  瑜 主 任
(403教室) 
吳  文  欽 主 任
(404教室) 
朱  承  泰 主 任
(405教室) 
翁  宗  毅 組 長
(406教室) 
(各分組實務操作
講師) 

11：50〜12：30 40 綜合座談、意見交流 周文松校長  

12：30〜13:30  賦歸  

玖、 報名方式： 

請 於 辦 理 研 習 活 動 開 始 前 3 天 到 全 國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資 訊 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 成效檢核： 

檢 核 階 段 日 期 檢 核 工 具 檢 核 項 目 

第一階段 8 月 15 日 

〈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

能〉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

查表(附件一) 

教師對於課程教學之學習領

導素養 

第二階段 9 月 19 日 

1、 〈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

增能〉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

卷調查表(附件二) 

2、 實作研習產出之實務規劃與

學校課程 

1、 教師對於課程教學之實

踐能力 

2、 評估是否有產出具體可

使用之成果 

壹拾壹、 預期成效： 
一、 藉由反思、分享、回饋與發表，增進教務主任精進課程發展知能。 

二、 透過專業培訓，帶動學校本位課程持續發展，進而活化課程與教學。 

三、 能夠設計並產出學校本位課程。 

壹拾貳、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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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參、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肆、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伍、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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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能〉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主任您好： 

    為了解您對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

彙集大家的問題與建議，作為未來規劃教務主任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

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

與！。 

研習承辦學校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程度共有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

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6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

閱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

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授課老師能清晰傳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理念。 5 4 3 2 1 

02 授課老師能明確示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規劃的技巧。 5 4 3 2 1 

03 我個人能認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務規劃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4 我個人能認同學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務的推動技巧。 5 4 3 2 1 

05 授課內容能和我個人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6 整體而言，我非常滿意今天的授課安排。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參與完本次研習後，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研習活動，有何需要加強或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務主任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是否曾參加類似的教學團隊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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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能〉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主任您好： 
    為了解您返校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後續狀況，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
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教務主任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
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
合作與參與！。 

研習承辦學校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返校推動〈如何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成效程度共有 5.非常同意 4.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開放問卷區： 
1、 您在實踐階段，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 您在實踐階段，面臨的最大困境為何？您的解決策略又是什麼？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

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我已經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學校課程發

展的理念和技巧。 
5 4 3 2 1 

02 
我已經和學校老師討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學校課程的推動

策略。 
5 4 3 2 1 

03 學校老師能認同前述學校推動學校課程發展的理念和技巧。 5 4 3 2 1 

04 學校老師能配合共同討論的學校課程發展的工作事宜。 5 4 3 2 1 

05 面臨學校課程發展困境時，我會主動與校長討論問題解決策略。 5 4 3 2 1 

06 面臨學校課程發展困境時，我會主動與學校老師討論問題解決策略。 5 4 3 2 1 

07 整體而言，我有信心做好學校課程發展的領導。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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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務主任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團隊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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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國中教務主任十二年國教課程教學之學習領導素養增能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中港高級中學(署款)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外聘) 節 1,600 2 3,200 外聘 1600元/節 

講座鐘點費(內聘) 節 800 26 20,800 
內聘 800元/節 

分組及內聘講座鐘點

費 
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費用 式 458 1 458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交通費 人 1,600 1 1,600 
來回交通費，依實核

銷 

印刷費 人 100 100 10,000 
講義費以每人新臺幣

100元為限 

膳食費 人 110 200 22,000 
每人誤餐費兩餐含茶

水 (含工作人員) 

場地布置費 場 3,000 2 6,000  

雜支 式 5,942 1 5,942  

合   計 70,000  

總   計 新臺幣  柒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鐘點費

外，其餘可互相勻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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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國小教學組長學思達教學法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傳統的教學方式，大都偏重於以老師為中心的口述教學法，它著重在訓練老師，而不

是學生。在教育改革的當下，老師及學生都期望教育的翻轉及改變，所以在此，我們希望

透過教學模式的改變，將「學思達教學法」推廣到各校，讓學生成為學習主角，啟發學生

的好奇心和思考力，開發出學生學習的最佳動力。 

參、目標：  

一、教師能夠具備訓練學生自「學」、「思」考、表「達」等能力，以精進教學能力及專

業。 

二、教師能夠透過製作全新的以問題為導向的講義、透過小組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新

學習模式、將講臺還給學生、讓老師轉換成主持人、引導者。 

三、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學生各種能力、增進學生閱讀、思考、表達、寫作等綜合

能力，學生做到「有效學習」。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山、海區)、大里區內新國小(中、屯區)。 

伍、實施對象： 

一、 臺中市山、海區各國小教學組長一律報名參加梧棲區中正國小場(2場次均須參

加)，報名人數預估 150人(含工作人員)。 

二、 臺中市中、屯區各國小教學組長一律報名參加大里區內新國小場(2場次均須參

加) ，報名人數預估 150人(含工作人員)。 

陸、辦理日期： 

一、 山、海區：梧棲區中正國小：10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106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 
二、 中、屯區：大里區內新國小：10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106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 

柒、辦理地點： 

一、山、海區：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活動中心簡報室(臺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二段十五

46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號)。 

二、中、屯區：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日新路 8號)。 

捌、實施方式：  

一、山、海區：  

第一場：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 

時間 10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  地點：梧棲區中正國小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40－09：00 20 報到 陳建宏主任  

09：00－09：1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張昆鵬校長 
 

09：10－10:10 60 
專題講座－ 

學思達鷹架提問法介紹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0：10－10:3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陳建宏主任  

10：30－12:30 120 

專題講座－ 

學思達鷹架提問單共同設計 

學思達鷹架提問單設計發表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2：30－  賦歸 陳建宏主任  

 

第二場：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 

時間 106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  地點：梧棲區中正國小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40－09：00 20 報到 陳建宏主任  

09：00－09：1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張昆鵬校長 
 

09：10－10:10 60 
專題講座－ 

公開課前之教學者說明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0：10－10:3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陳建宏主任  

10：30－12:30 120 

專題講座－ 

以學思達鷹架提問法進行公開觀

課 

公開課後之共同議課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2：30－  賦歸 陳建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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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屯區：  

第一場：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 

時間 10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  地點：大里區內新國小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40－09：00 20 報到 張聖藝主任  

09：00－09：1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林淵輝校長 
 

09：10－10:10 60 

專題講座－ 

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機制

之規劃實踐(一)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0：10－10:3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張聖藝主任  

10：30－12:30 120 

專題講座－ 

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機制

之規劃實踐(二)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2：30－  賦歸 張聖藝主任  

 

第二場：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 

時間 106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  地點：大里區內新國小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40－09：00 20 報到 張聖藝主任  

09：00－09：1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林淵輝校長 
 

09：10－10:10 60 
專題講座－ 

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之規劃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0：10－10:3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張聖藝主任  

10：30－12:30 120 
專題講座－ 

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之實施 

彰化縣復興國小 

許扶堂主任 
 

12：30－  賦歸 張聖藝主任  

玖、報名方式： 

一、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二、山、海區教學組長請一律選擇梧棲區中正國小報名，中、屯區教學組長請一律選擇

大里區內新國小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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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成效檢核： 

檢 核 階 段 日 期 檢 核 工 具 檢 核 項 目 

第一階段 

4月 11日 

(山、海區場次) 

 

4月 25日 

(中、屯區場次) 

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

翻轉課堂教室〈授課階段效

益評估〉問卷調查表(附件

一) 

滿意度調查 

第二階段 

7月 6日 

(山、海區場次) 

 

7月 7日 

(中、屯區場次) 

1、 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

問法翻轉課堂教室〈實

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

調查表(附件二) 

2、 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

問法翻轉課堂教室〈整

體效益評估〉問卷調查

表(附件三) 

1、 實踐階段效益評估 

2、 整體效益評估 

拾壹、預期成效： 

一、能有效提升教師「學思達教學法的能力」，並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 

二、能製作問題導向的講義及運用合作學習法，讓學生成為教室中真正的主角。 

三、能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成效，以增加學生閱讀、思考、表達、寫作等各種能力。 

拾貳、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參、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肆、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拾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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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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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名稱：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教學組長您好： 
    為了解您對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
彙集大家的問題與建議，作為未來規劃教學組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
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
與！。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小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程度共有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題

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授課老師能清晰傳達〈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理念。 5 4 3 2 1 

02. 授課老師能明確示範〈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技巧。 5 4 3 2 1 

03. 我個人能接受〈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4. 我個人能接受〈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推動技巧。 5 4 3 2 1 

05. 授課內容能和我個人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6. 我了解如何以問題導向的教學方式讓學生進行暨合作又競爭的學習。 5 4 3 2 1 

07. 整體而言，我非常滿意今天的授課安排。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參與完本次研習後，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研習活動，有何需要加強或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學組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研習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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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名稱：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教學組長您好： 
    為了解您返校推動「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成效滿意度的看法，請
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教學組
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
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小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的成效程度共有 5.非常符合 4.符合 3.無意見2.不符合 1.非常不符合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滿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

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無 

意 

見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01 
我能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

理念。 
5 4 3 2 1 

02 
我能向學校老師明確示範〈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

技巧。 
5 4 3 2 1 

03 
學校老師能接受〈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教育理

念。 
5 4 3 2 1 

04 
學校老師能接受〈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的推動技

巧。 
5 4 3 2 1 

05 傳達的理念、技巧能與學校老師的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6 
我能領導學校教師以問題導向的教學方式讓學生進行暨合作又競爭的學

習。 
5 4 3 2 1 

07 
我能領導學校老師增進學生閱讀、思考、表達、寫作等綜合能力，讓學生

有效學習。 
5 4 3 2 1 

08 
整體而言，我非常有信心做好〈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

室〉的領導。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實踐階段，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您在實踐階段，面臨的最大困境為何？您的解決策略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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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學組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研習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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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活動名稱：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整體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教學組長您好： 
    為了解您參與「如何運用學思達鷹架提問法翻轉課堂教室」課程成效滿意度的看法，請
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教學組
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升研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
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小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意見回饋的程度共有 5.非常符合 4.符合 3.無意見2.不符合 1.非常

不符合等五種程度，請就您滿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7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本培訓課程模式，即「政策引領  實

作實踐  回饋評估分享 修正再實踐」的校長專業成長模式的適

切性。請您詳閱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

選1個數字。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無 

意 

見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01 本培訓課程模式，能清晰學思達教學的理念。 5 4 3 2 1 

02 本培訓課程模式有助於學思達教學實踐技巧的培養與獲得。 5 4 3 2 1 

03 本培訓課程模式有助於教學組長同儕形塑一種學習型組織。 5 4 3 2 1 

04 本培訓課和模式有助於精進教學推動。 5 4 3 2 1 

05 本培訓課和模式有助於學校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5 4 3 2 1 

06 本培訓課程模式能和個人的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7 
本培訓課程模式有助於個人日常實際教學做有意義的聯結、分類、推論與

引申。 
5 4 3 2 1 

08 
整體而言，「教學引領  實作實踐  回饋評估分享 修正再實踐」的

教學組長專業成長模式對個人有幫助。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 您參與本次教學組長專業成長培訓課程，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 本次教學組長專業成長培訓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有那些不足或待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學組長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4. 個人曾參加類似的教學研習     □ 是      □ 否 

 

54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7 

國小教學組長學思達教學法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署款)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

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12 19,200 外聘 

二代健保補充費 式 184 1 184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1.91％ 

印刷費 份 100 300 30,000 4場次 

膳費 份 100 600 60,000 含茶水費 

場地佈置費 場 1,500 4 6,000 4場次 

雜支 式 4,216 1 4,216  

合計 119,600 
以上經費除人事

費用外得以勻支 

總計 新臺幣壹拾壹萬玖仟陸佰元整 
業務費得依實際

相互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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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國中教學組長 107課綱校訂課程發展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 教育政策迭有革新，教學組長具有強烈的自我專業成長需求。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將自 107學年度起逐年實施，教學組長肩負

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導承上啟下之責，必須協助學校精進教學品質。 

參、目標： 
一、 建構本市國中教學組長 107課綱發展校訂課程之能力，並能依此排課。 

二、強化本市國中教學組長依據 107課綱發展校訂課程之能力。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伍、實施對象： 

臺中市各公私立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教學組長約 100 人。 

陸、辦理日期： 

一、 場次一：106年 8月 7日(星期一) 

二、 場次二：106年 10月 9日(星期一)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89 號)。 

捌、課程架構： 

課程架構係依「建構本市國中教學組長推動 107課綱課程發展之能力」及「強化本市

國中教學組長銜接 107課綱多元評量之能力」兩軸加以設計，分別規劃授課與實踐兩個

階段。透過研習，教學組長能瞭解 107課綱課程的精神與素養導向的內涵，並能推動 107

課綱與發展校訂課程，藉反思、分享、回饋、發表等實作演練，達到上述兩大課程目標

之精熟。厚植參加人行政與課程領導方面的能力，作為學校行政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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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方式： 

時間 場次一：106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10〜08：30 20 報到 教務主任  

08：30〜08：4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林翠茹校長 
 

08：40〜10：10 90 

專題講座－ 

107課綱課程發展的精神

與內容 

惠文高中 

王沛清校長 

聽─素

養增能 
10：10〜10：2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教務主任 

10：20〜11：50 90 

專題講座－ 

107課綱素養導向的內涵

與原則 

惠文高中 

王沛清校長 

11：50〜12：30 40 綜合座談、意見交流 林翠茹校長  

12：30〜  賦歸   

 

時間 場次二：105 年 10月 9日（星期一）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10〜08：30 10 報到 教務主任  

08：30〜08：40 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林翠茹校長 
 

08：40〜10：10 90 

工作坊模式－ 

107課綱課程發展的推動

與運作 

惠文高中 

王沛清校長 
反思─

分享─

回饋─

發表 

10：10〜10：20 1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教務主任 

10：20〜11：50 90 
工作坊模式－ 

107課綱校訂課程實作 

惠文高中 

王沛清校長 

11：50〜12：30 40 綜合座談、意見交流 林翠茹校長  

12：30〜  賦歸  

拾、報名方式： 

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www.inservice.edu.tw/)-

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壹、成效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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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核 階 段 日 期 檢 核 工 具 檢 核 項 目 

第一階段 8月 7日 
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附件一） 

教學組長對 107課綱課程發

展的精神與內容的瞭解 

第二階段 10月 9日 
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附件二) 

教學組長在「107課綱課程

發展」及「107課綱的校訂

課程」兩方面的實踐能力 

壹拾貳、預期成效： 

一、依據 107課綱發展校訂課程，並能依此排課。 

二、依據 107課綱發展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壹拾參、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參、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肆、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伍、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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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授課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教學組長您好： 

    為了解您對本次活動成效意見的看法，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

彙集大家的問題與建議問題，作為未來規劃教學組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

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

參與！。 

研習承辦學校臺中市立向上國中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本次活動成效滿意的程度共有 5.非常同意 4. 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

同意  等五種程度，請就您滿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6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

閱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

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授課老師能清晰傳達理念。 5 4 3 2 1 

02. 授課老師能明確揭示策略。 5 4 3 2 1 

03. 我個人能認同今日授課的教育理念。 5 4 3 2 1 

04. 我個人能認同今日授課教導的推動技巧。 5 4 3 2 1 

05. 授課內容能和我個人先備知識／經驗相結合。 5 4 3 2 1 

06. 整體而言，我非常滿意今天的授課安排。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參與完本次研習後，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本次研習活動，有何需要加強或改進之處？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學組長的年資□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教學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4.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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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實踐階段效益評估問卷調查表 
各位教學組長您好： 

    請您配合填寫以下問卷調查表；本問卷之目的在彙集大家的意見與問題，作為未來規劃

教學組長專業成長研習之參考，以提昇研習活動品質。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的任何

意見都將受到嚴格的保密。衷心感謝您的合作與參與！。 

研習承辦學校臺中市立向上國中  敬上   

請您於作答前詳細閱讀說明： 

（1）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您放心作答。 
（2）對於參加完「107課綱的課程發展」及「107課綱的校訂課程實作」知能培訓，返校後實

踐的成效程度共有 5.非常同意 4.同意 3.普通 2.不同意 1.非常不同意 等五種程度，

請就您同意的程度圈選（單選）。 
（3）如果您對本次活動有其他建議或意見，請於開放問卷區寫下您的寶貴意見。 

-----------------------------------以下是問卷內容------------------------------- 

 下列1至6題是為瞭解您參與授課階段之成效意見回饋，請您詳閱

題目的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中圈選1個數字。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已經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107課綱理念。 5 4 3 2 1 

02. 學校老師能認同所傳達的107課綱理念。 5 4 3 2 1 

03. 已經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素養導向內涵。 5 4 3 2 1 

04. 學校老師能認同所傳達的素養導向內涵。 5 4 3 2 1 

05. 已經向學校老師清晰傳達校訂課程內容。 5 4 3 2 1 

06. 學校老師能瞭解校訂課程實作的程序及內涵。 5 4 3 2 1 

開放問卷區： 
1、您在實踐階段，讓您感到有何收穫或優點？ 

 

 
 

2、您在實踐階段，面臨的最大困境為何？您的解決策略又是什麼？ 

 

 
 

基本資料區： 
1. 性別              □ 男      □ 女 

2. 擔任教學組長的年資□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3. 教學的年資        □ 1-4年   □ 5-8年   □8-12年   □12年以上 

4. 服務學校班級數    □ 6-12班  □13-24班  □25-48班  □48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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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國中教學組長 107課綱校訂課程發展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向上國民中學(署款)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

準表」及「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8 6,400 內聘 800元/節 

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費用 式 122 1 122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1.91％ 

印刷費 人 100 220 22,000 
講義費以每人新

臺幣 100元為限 

膳費 人 100 240 24,000 兩場次 

場地布置費 場 3,000 2 6,000  

雜支 式 3,478 1 3,478  

合   計                        62,000  

總   計 新臺幣   陸萬貳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鐘點

費外，其餘可互

相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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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增能研習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是指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

為了提升專業能力，形塑共同學習文化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目標。本市一向鼓勵教師

藉由專業社群增進教學能力，提升學生學力。 

105年度本市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教學社

群共有 234所國民中小學提出申請，辦理 365個不同社群(依據中市教督 1050016743號

函)。經過數年辦理經驗，本市近年藉由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審

核各校上傳的申辦社群計畫，以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主題聚焦於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106年度為了深化教師專業社群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為目標，本市將結合共同備課

概念，發展以共同備課為基礎的專業社群。希望藉由社群教師之間共同深入的討論、交

流和省思，在教師專業社群活動中，聚焦學生學習相關範疇，集思廣益擬定融合各學習

範圍的學習目標，規劃多元化的學習經驗讓學生獲得跨領域的學習能力，提升本市教師

教學力、強化本市學生學習力。本市將依此目標持續辦理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增能研

習。 

參、目標： 

一、 提供社群召集人研習機會，藉此提升本市教師專業社群召集人之推動社群領導知

能。 

二、 結合共同備課概念，深化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為目標的專業社群運作。 

三、 解答各校教師專業社群召集人推動社群遇到的疑難問題。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小。 

伍、實施對象： 

106年度申辦此計畫之各國中、小每校務必推派至少 1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

參加。依本市山海區、中屯區分兩場次，預估每場次參與人數各 140人(含工作人員)，

合計共 2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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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辦理日期： 

一、場次一(屯、中區)： 106年 8月 18日（星期二），08：30～16：00。 

二、場次二(山、海區)： 106年 8月 19日（星期三），08：30～16：00。 

柒、辦理地點： 

一、場次一：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立新街 338號） 

二、場次二：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中央路 2段 15號) 

捌、實施方式：   

起訖 內容 主講（持）

人 

備註 

08：30－09：00 報到 立新國小  

09：00－09：1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承辦學校校長 
 

09：10－10：00 社群召集人的課程領導策略 
瑞井國小 

洪秀菊校長 
 

10：00－10：20 茶敘與經驗交流 立新國小  

10：20－12：00 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教師共同備課 
瑞井國小 

洪秀菊校長 
 

12：00－13：00 午休 承辦學校  

13：00－13：50 
教師社群結合教師共同備課的規劃與實

踐 

瑞井國小 

洪秀菊校長 
 

13：50－14：00 茶敘與經驗交流 承辦學校  

14：00－15：50 
引導社群運作關注到教學改變、學習改

變 

瑞井國小 

洪秀菊校長 
 

15：50－16：00 綜合座談 
教育局長官 

承辦學校校長 

 

16：00－ 賦歸  

玖、報名方式： 

請於辦理場次開始 3天前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www.inservice.edu.tw/)-

研習專區(立新國小)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預期成效： 
一、能提升參加研習的召集人在推動教師專業社群的知能。 

  二、參加過此研習之社群召集人能融合教師專業社群與共同備課的觀念。 

  三、參加研習教師能主動解決推動教師專業社群所遭遇到各項疑難問題。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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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叁、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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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增能研習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12 9,600 內聘 800/節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式 184 1 184 

二 代 健 保 補 充 保 費

1.91％ 

印刷費 人 150 280 42,000 核實編列 

膳費 人 120 280 33,600 誤餐費（含茶水） 

場地佈置費 場 3,000 2 6,000  

雜支 式 4,616 1 4,616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合   計 96,000  

總   計 新臺幣玖萬陸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

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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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緣起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現場教師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能力，將成為

社會大眾最關注的重點，更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而所涉

及的不只是教師課堂上的教學，更牽涉學校本位課程的規劃、學生的學習成就分析、

生涯適性輔導以及補救教學等面向，涵蓋層面實已包括整個教育歷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指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具共同的信念、目標或

願景，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以合作方式共同進行探究和問題解決。

社群的發展即是由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研究與行動，尋找解決教育現場問題的策略，

透過分享，一起成長。 

 

  二、105年執行成效 

 104 學年度本市計有 41 校 92 群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專業學習社群】申

請，本計畫鼓勵未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專業學習社群】的學校踴躍提出申請，

目標為校校有社群。經辦理申辦說明會後，105 年度本市 307 所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中有 234 校參與本計畫，參與率達 76％，共有 365 個社群計畫通過審核並獲得補助，

每個社群補助新臺幣 5,000元整。 

 

  三、106年預計作為 

本(106)年度，延續以往本市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並使學習社群之主題更

為聚焦來落實執行 107 年程綱要，鼓勵各校依據課程綱要及本市課程教學發展重點，

踴躍申請社群，發展課程特色並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所以改變方式，將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分成兩級：1.「進階專業學習社群」，著重於課程實踐，除持續進行課程與教學專

業研討，並實踐於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課堂教學觀察與回饋；2.「初階專業學習社群」，

以進行課程與教學專業研討，凝聚同儕情感，熟悉社群運作方式為主要目標。 

預期透過分級方式，將使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發展，更為聚焦於 107 課綱，並與

本市課程教學發展重點結合，更加有助於學生之學習成長。  

參、 目標  
一、依據 107年課程綱要及本市課程教學發展重點，以建立素養導向概念之教學能力及增

進創意教學為基礎，鼓勵各校申請社群，發展及建構課程特色。 

二、建構教師學習社群之支持系統與知識分享機制，形塑學校社群文化。  

三、提升教師進修成長之品質與效能，深化其專業內涵，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四、探討教學現場問題，分享與討論教學經驗改進教學技巧，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五、發展學校跨領域整合，鼓勵打開教室觀察與協同教學，建構經驗分享機制。 

66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時間 

辦理 

事項 

3/30申辦 

說明會 

六、落實專業對話，發展教材教法與評量，創新教學。  

肆、 推動原則  
一、鼓勵教師自主規劃：教師學習社群是由志同道合，具共同願景教師自主規劃，以合作

方式進行探究或問題解決之學習社群。教師可邀請校內同領域、跨領域教師或校外夥

伴學校教師，成立教師學習社群，促進專業成長。  

二、關注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教師學習社群的運作必須聚焦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透過

教師間的專業對話，分享討論學科專業、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學習與評量

等議題，共同致力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  

三、行政支持及資源整合協助：教師學習社群之順利運作，需要學校行政之積極鼓勵及宣

導，學校應發覺並符應教師自主性專業成長之需求，鼓勵各年級、領域團隊提出教師

學習社群之申請，並於社群運作過程中主動提供對話平臺及支援，如協助建置社群之

分享網頁、學習社群成果發表會等，給予社群研究與發展上充足的資源協助。 

伍、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西區忠信國民小學、外埔區鐵山國民小學、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梧棲區中港高級中學、北區立人國民中學。 

陸、 實施對象 

本市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柒、 實施期程 

          

 

105年 

7 月至 

10 月 

 

105年 

11 月 

 

106年

1月至 

2 月 

106年 

3 月 

106年 

4 月 

106年 

5 月 

106年 

6 月 

106年 

7 月 

106年 

11 月 

106年 

12 月 

研修 

計畫 
          

計畫 

審查 
          

計畫 

核定 

公布 

          

進階 

社群 

申請 

    4/2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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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辦理 

事項 

6/30前 

公告結果 

12/26進階 

成果發表會 

10/17成果 

填報說明會 

          

 

105年 

7 月至 

106年 

1 月 

105年 

11 月 

106年 

2 月 

106年 

3 月 

106年 

4 月 

106年 

5 月 

106年 

6 月 

106年 

7 月 

106年 

11 月 

106年 

12 月 

進階 

社群 

審查及 

公告 

     5/1 

 

5/19 

 

  

   

 

社群 

執行 

      6/1  11/30  

初階 

社群 

申請 

     5/26 6/7    

初階 

社群 

審查 

      6/8 

6/20 

   

初階 

社群 

執行 

       7/1 11/30  

填報 

成果 
          

分區 

經費 

核銷 

          

一、 計畫申請說明會： 

辦理時間：106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下午 

辦理地點：陽明大樓 5F 大禮堂 

參加對象：本市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各校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至少一名參加。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30~14:00 報到 

14:00~14:30 申請計畫專案說明 課程督學 

14:30~16:00 申請計畫線上填報說明 
鹿峰國小 

蘇建豪主任 

16:00~16:30 綜合座談  

二、 成果填報說明會： 

辦理時間：10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暫定) 

辦理地點：陽明大樓 5F 大禮堂(暫定) 

參加對象：執行本計畫之學校的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至少一名參加。 

5/25前 

公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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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30~14:00 報到 

14:00~14:30 專案說明 課程督學 

14:30~16:00 申請計畫線上填報說明 
鹿峰國小 

蘇建豪主任 

16:00~16:30 綜合座談  

三、 進階專業學習社群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106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8:30~12:30(暫定) 

辦理地點：陽明大樓 5F 大禮堂(暫定) 

參加對象：為本市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各校派員參加。 

捌、 實施方式 

各校於評估校務運作現況及配合 107 課綱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後提出申請，同一個

學校得同時申請「進階專業學習社群」及「初階專業學習社群」，但同一個社群團隊，不

得同時申請「進階專業學習社群」及「初階專業學習社群」。 

一、進階專業學習社群： 

著重於「課程實踐」，鼓勵教師依專長領域及議題組成社群（具推動社群經驗者為

宜），持續進行課程與教學專業研討，並實踐於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課堂教學觀察與

回饋中。 

(一) 組成與申請： 

1、 依各校所提申請計畫進行審查並擇優錄取 40 個。（每校以錄取 1 個社群為

原則） 

2、 每一學習社群之組成人數以 6 人以上(含)為原則(可跨校)，並推舉一人擔任

社群召集人。 

3、 若跨校組成社群，則自行協調，由其中一所學校負責提出申請。 

4、 同 1 位教師以參加 1 個進階專業學習社群為限。 

5、 各校可以自行洽聘講師，或者參考社群推薦講師：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專家人才資料庫 http://www.guidance.tc.edu.tw/menber_list.php。 

(二) 運作內容： 

1、 依據 107年課程綱要辦理課綱研討增能課程以提高教學知能，各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導向之課程模組及教學案例研發與分享。 

2、 有效教學策略研究與應用：如領域統整教學、多元評量、教師公開觀課(含

共同備課、議課、觀課與回饋)等。 

3、 特定教育專業主題探索(戶外教學、食農教育、國際教育、品德教育、美感

教育、新住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專業主題)。  

4、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或教學特色。 

(三) 社群執行期間：106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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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群執行期限內，每一學習社群的活動次數不得少於 6 次，每場次須於不同日

期辦理。 

(五) 社群活動之實施，應以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為前提。 

二、初階專業學習社群： 

各校可依學校發展或教師需求成立學校學習社群，共同學習成長，以凝聚同儕情

感，熟悉社群運作方式，提升教師專業知能。類型可包括：教師年級別、學科/領域/

學群、學校任務、專業發展主題等，初階專業學習社群的名稱由各校自訂。 

(一) 組成與申請： 

1、 依各校所提申請表進行審查並擇優錄取 300 個。(若申請社群數過多，每校

審查通過社群數，12 班以下，以 1 個社群為原則；13-50 班，以 2 個社群

為原則；51 班以上(含)，以 3 個社群為原則；完全中學以國中部班級數為

基準) 

2、 每一學習社群之組成人數以 6 人以上(含)為原則(可跨校)，並推舉一人擔任

社群召集人。 

3、 若跨校組成社群，則自行協調，由其中一所學校負責提出申請。 

4、 同 1 位教師以參加 1 個初階專業學習社群為限。 

5、 社群講師推薦參考：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專家人才資料庫

http://www.guidance.tc.edu.tw/menber_list.php。 

(二) 運作內容： 

1、依據 107 年課程綱要辦理課綱研討增能課程以提高教學知能，各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導向之課程模組及教學案例研發與分享。 

2、有效教學策略研究與應用：如領域統整教學、多元評量、教師公開觀課(含共 

同備課、議課、觀課與回饋)等。 

           3、特定教育專業主題探索(戶外教學、食農教育、國際教育、品德教育、美感教 

            育、新住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專業主題)。  

4、其他有關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主題：如教學檔案製作、試題分析、診斷學習

成就、差異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補救教學、學習共同體等。 

      （三）辦理期間：106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 

      （四）社群執行期限內，每一學習社群的活動次數不得少於 3 次，每場次須於不同日

期辦理。 

      （五）社群活動之實施，應以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為前提。 

玖、 申請方式與步驟 

一、 申請進階專業學習社群： 

(一) 審查學校：北屯區松竹國小。 

(二) 評估學校校務運作現況及教師專業成長需求。 

(三) 至 臺 中 市 精 進 教 學 計 畫 - 成 效 檢 核 與 輔 導 追 蹤 網 ( 網 址 ：

http://innovative.tc.edu.tw/)線上填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暨申請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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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並將各校擬定之「教師進階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附件 2)核章版上

傳。  

二、 申請初階專業學習社群： 

(一) 分區審查學校： 

1、 中區各國小：西區忠信國民小學。 

2、 海區各國小：外埔區鐵山國民小學。 

3、 山區各國小：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4、 屯區各國小：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 

5、 山區、海區各國中(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中港高級中學。 

6、 屯區、中區各國中(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立人國民中學。 

(二) 至 臺 中 市 精 進 教 學 計 畫 - 成 效 檢 核 與 輔 導 追 蹤 網 ( 網 址 ：

http://innovative.tc.edu.tw/)線上填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暨申請表」。 

壹拾、審查作業： 

一、 計畫申請與審查時程： 

（一）進階專業學習社群：擇優錄取 40個社群，未入選之社群可改申請初階專業 

學習社群。 

          1.計畫申請：106年 4月 20日至 106年 4月 30日。 

          2.計畫審查：106年 5月 1日至 106年 5月 19日。 

3.公告評審結果：106年 5月 25日前。 

（二）初階專業學習社群：擇優錄取 300個社群。 

          1.計畫申請：106年 5月 26日至 106年 6月 7日。 

2.計畫審查：106年 6月 8日至 106年 6月 20日。 

3.公告評審結果：106年 6月 30日前。 

   二、審查標準： 

                          社群別 

      審查原則  

進階專業 

學習社群 

初階專業 

學習社群 

1 社群運作之整體規劃及行政支援具可行性。 V  

2 
社群之運作及規劃與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具高度

關聯性。 
V  

3 社群成員之專長或主要任教科目與社群發展目標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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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高度關聯性。 

4 社群議題規劃與運作，實踐知識移轉性高。 V  

5 能高度關注學生之學習表現。 
V  

6 能符應學校發展現況及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之評

估。 
V  

7 社群之運作及規劃能達成年度目標及預期效益。 V  

8 
社群之召集人及成員組成適切，成員有共同願景

志趣樂於分工分享。 
V  

9 
積極效益原則：學習社群進行方式儘量均衡，發揮

經費最大效用。 
V  

10 
社群計畫目標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計畫之目

標相互呼應 
V V 

11 
社群預期成效，能有效提升教師進修成長效能，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V V 

12 

社群實施能符合 107年課程綱要，辦理課綱研討

增能課程以提高教學知能，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

導向之課程模組及教學案例研發與分享。 

V V 

13 經費編列具合理性，計畫暨申請表完整呈現。 V V 

14 社群運作次數合理 V V 

備註：1. 於條件相同時，考量資源較弱勢之學校為優先。 

      2. 區域平衡原則：各行政區儘量有學校參與。 

      3. 資源共享原則：鼓勵跨校跨領域建立學習社群。 

壹拾壹、經費補助與核銷  

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補助支應，各校宜積極自籌相關經費共同推

展。  

二、經費補助額度及支用原則： 

(一) 進階專業學習社群，每社群補助金額新台幣 10,000 元整，補助 40 個社群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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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階專業學習社群，每社群補助金額新台幣 5,000 元整，補助 300 社群為原

則。 

(三) 實際補助社群數由本局依學校申請情形及審核結果衡酌調整。 

三、各社群計畫執行完畢後，請各校依序辦理下列事項以利經費核銷： 

(一) 填報成果： 

每一社群年度運作完成後，請上「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網址：http://innovative.tc.edu.tw/)填報成果，內容包含：辦理計畫(初階

專業社群免此項)、簽到表、成果表【包括：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省思質

性分析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自我評估表】(附件 3)、成效表、檢核表、

活動照片等。 

(二) 經費核銷： 

1. 進階專業學習社群：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暨申請表」、實施計畫、經

費概算表(附件 4-1)、領據、支出明細表等紙本均逐級核章後，寄送至北屯

區松竹國民小學教務處，屆時依公文憑辦。 

2. 初階專業學習社群：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暨申請表」、經費概算表(附

件 4-2)、領據、支出明細表等紙本均逐級核章後，寄送至各分區彙整學校

教務處，屆時依公文憑辦。 

壹拾貳、預期成效 

一、 增進社群教師對 107年程綱要內涵之了解，並依據本市課程教學發展重點，發展

課程特色與提升教學專業。 

二、 社群成員對學校發展與學生學習有共同的目標，在進行群體學習後，改進教學方

式、增進創意教學知能並建構課程特色。 

三、 建構各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形塑學校社群文化。  

四、 學生學習動機、態度與成效產生正向積極的改變。 

五、 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六、 實踐養成教師共同備課、教室觀察與專業分享回饋之習慣。 

七、 落實專業對話，發展合適之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模式。  

壹拾參、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

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各校應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辦理計

畫、研習教材）須先上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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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nnovative.tc.edu.tw/)填報成果，內容包含：辦理計畫(初階專業社群免此項)、

簽到表、成果表【包括：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省思質性分析表、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運作自我評估表】、成效表、檢核表、活動照片等彙整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

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師參

考利用。 

三、經費應於規定時程前進行核結、成果報告應彙整詳實，並於時效內完成各項填報

資料等配合工作。 

四、本案之辦理成效將做為下年度經費補助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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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計畫 
○○區○○國小(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暨申請表(線上填報) 

社群名稱  

辦理類型 初階專業學習社群        進階專業學習社群 

召集人  
Email  

電話  

社群目標 
1. 

2. 

3. 

預期成效 
1. 

2. 

3. 

社群類型 

(可複選) 

□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 □學校任務 □專業發展主題 □跨學校組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施方式 

(可複選) 

□教學觀察與回饋   □課程模組研發□同儕省思對話    □專業領域探討 

□ 107 課綱研討    □專題講座    □新進教師輔導    □標竿楷模學習 

□素養導向案例設計 □行動研究    □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媒材研發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協同備課    □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藝術創作與分享   □多元文化體驗□其他：                      

社群成員 

（以 6位教

師以上） 

姓名 
任教領域 

或學年 
姓名 

任教領域 

或學年 
姓名 

任教領域 

或學年 

      

      

      

實施期程 

(初階專業學

習社群從 106

年 7月 1日

至 106年 11

月 30日，最

少 3次；進

階專業學習

社群從 106

年 6月 1日

至 106年 11

月 30日，最

少 6次）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地點或

場地 

講師/ 

主持人 

參加 

人數 

1       

2       

3       

4       

5       

6     
 

 

承辦人： (請核章) 教務主任：         (請核章)  校長： (請核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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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區國中(小)教師進階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學校現況與需求評估： 

一、 學校本位課程設計的特色：  

二、 各領域會議的運作成效與瓶頸： 

三、 專業研習課程規劃方向：     

參、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整體規劃說明： 

     

肆、 目標：請將學生學習成效置於研習目標，並依計畫內涵條列撰寫，條數請自行增刪 

 

伍、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陸、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柒、 承辦單位：臺中市區國民中(小)學。(請撰寫機關全銜) 

捌、 實施期程：106年 6月 1日至 106年 11月 30日止。 

玖、 經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學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 預期效益：(與目標相呼應) 

一、    

二、     

三、 

壹拾貳、 本計畫陳校長核准，報請教育局轉陳教育部核准後實施。 

 

承辦人：(請核章)       教務主任：(請核章)           校長：(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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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計畫 

○○區○○國小(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報告(線上填報) 

壹、社群基本資料        

社群名稱  

辦理類型 初階專業學習社群        進階專業學習社群 

召集人  
Email  

電話  

社群目標 

1. 

2. 

3. 

預期成效 

1、  

2、 

3、 

社群類型 

(可複選) 

□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 □學校任務 □專業發展主題 □跨學校組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施方式 

(可複選) 

□教學觀察與回饋   □課程模組研發□同儕省思對話    □專業領域探討 

□ 107 課綱研討    □專題講座    □新進教師輔導    □標竿楷模學習 

□素養導向案例設計 □行動研究    □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媒材研發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協同備課    □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藝術創作與分享   □多元文化體驗□其他：                      

社群成員 

（以 6位教

師以上） 

姓名 
任教領域 

或學年 
姓名 

任教領域 

或學年 
姓名 

任教領域 

或學年 

      

      

      

實施期程 

(初階專業學

習社群從 106

年 7月 1日

至 106年 11

月 30日，最

少 3次；進

階專業學習

社群從 106

年 6月 1日

至 106年 11

月 30日，最

少 6次）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地點或

場地 

講師/ 

主持人 

參加 

人數 

1       

2       

3       

4       

5       

6     
 

 

 

  

77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貳、活動剪影：(相片以不超過 6 張為原則)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相片 相片 

說明：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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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效分析 

一、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省思質性分析： 

 

層面 可參考之項目 

學生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如校內學習評量的進步、課堂習作、家庭作業、） 

 學生學習態度表現分析 

 校內外競賽表現 

教師  教學實務或專業能力提升 

 研發創新教學課程或教材 

 教學反思記錄 

 參加教學創新、教學卓越或行動研究等評比表現等 

 

 執行成效說明 

學生 

層面 

 

教師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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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自我評估： 

 項      目 
尚在 

萌芽 

已經 

發展 

已成 

常態 

■共同願景 

□社群成員對於學生學習或學校發展具有共同關切的焦點，並能發展出

共同的目標 
      

□社群的目標能呼應學校的願景或核心任務       

■協同合作 

□社群的每位成員對於社群的活動都能積極參與、分擔責任       

□社群成員表現互助合作的行動       

□社群成員透過專業對話與交流，進行群體學習       

■共同探究 

□社群成員共同學習新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或檢視本身既有的知能、

信念與態度 
      

□社群成員協同計劃課程、編制教材，或設計教法，以符合學生不同的

學習需求，提升學習的成效 
      

□社群成員有機會分享各自的專業經驗、構想或表現成果       

□社群成員有機會進行同儕觀課與回饋，或共同檢視教學檔案       

□社群成員提出專業所遭遇到的疑難問題，或針對當前重要的教育議

題，協同提出解決方案 
      

■實踐檢驗 

□社群成員把社群中所學習的新知識、新技能、新態度，或所發展的新

課程、新教材、新教法、新解決方案等，應用在專業實務工作上，並

深化學習的內涵 

      

■持續改進 

□社群成員熱心研討改進本身專業實務或學校發展的議題，並積極持續

嘗試將所學到的觀念或策略付諸行動 
      

□社群成員能持續評估社群組織的運作情況，並據以進行調整       

■重視結果       

□持續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的改變情形，並據以調整社群探究精進的方向       

□持續檢視學生學習動機、態度的改變情形，並據以調整社群探究精進

的方向 
      

□持續檢視學校整體發展與改進的情形 〈或願景與核心任務達成的情

形〉，並據以調整社群探究精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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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尚在 

萌芽 

已經 

發展 

已成 

常態 

■社群運作       

□召集人具備專業知能       

□召集人熱忱投入時間與精力於社群發展       

□召集人對於社群成員任務分工明確與公平       

□召集人善於鼓勵成員共同參與       

□召集人善用校內外人力與資源       

□社群成員表現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的行動       

□社群成員之間營造開放、正向、尊重共事的討論氛圍       

□社群成員勇於嘗試與創新       

■行政支持       

□課務安排能提供社群成員共同合作的時間       

□提供社群學習與討論的空間與設施       

□提供經費支援以及相關圖書與網路資源       

□學校提供社群行政業務上的協助       

□校長關心與支持社群運作       

□校長鼓勵教師發展領導才能       

□校長提供教師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或社群的運作能影響學校決

策 
      

遭遇困境或需要協助事項： 
 

 

 

 

 

 

 

 

※ 說明： 

1.由於各社群的計畫與運作方式不同，其成果可多元化呈現，若有應用在教學現場之自編教

材、教案或學習單，也可上傳分享。 

2.成果報告內涵重在：以質性成果敘述、量化資料分析等方式，來佐證學生、教師本身的改

變與成長。同時記錄社群發展歷程的點滴，並作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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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計畫 

○○區○○國小(中)○○○○教師進階專業學習社群經費概算表 

項目 
數

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內聘講師鐘點費 4 節 800 3,200 
內、外聘講師鐘點費可流用 

外聘講師鐘點費 2 節 1,600 3,200 

二代健保補充費 1 式 122 122 講師鐘點費之 1.91% 

資料印刷費 60 份 50 3,000  

雜支 1 式 478 478  

合計 10,000元  

總計：新臺幣     壹萬  元整       

備註：二代健保補充費、資料印刷費、雜支得依實際相互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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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計畫 

○○區○○國小(中)○○○○教師初階專業學習社群經費概算表 

項目 
數

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內聘講師鐘點費 2 節 800 1,600 
內、外聘講師鐘點費可流用 

外聘講師鐘點費 1 節 1,600 1,600 

二代健保補充費 1 式 61 61 講師鐘點費之 1.91% 

資料印刷費 30 份 50 1,500  

雜支 1 式 239 239  

合計 5,000元  

總計：新臺幣              伍仟 元整       

備註：二代健保補充費、資料印刷費、雜支得依實際相互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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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一、 初階社群      

1 外聘講師 節 300 1,600 480,000 
內、外聘講師鐘點費得相互勻支 

2 內聘講師 節 600 800 480,000 

3 二代健保補充費 式 300 61 18,300  

4 資料印刷費 式 300 1,439 431,700  

5 雜支 式 300 300 90,000  

 小計    1,500,000 每群 5,000元*300=1,500,000元 

二、 進階社群      

1 外聘講師 節 80 1,600 128,000 
內、外聘講師鐘點費得相互勻支 

2 內聘講師 節 160 800 128,000 

3 二代健保補充費 式 40 122 4,880  

4 資料印刷費 式 40 2,878 115,120  

5 雜支 式 40 600 24,000  

 小計    400,000 每群 10,000元*40=400,000元 

三、 說明會及成果發表       

1 內聘講師 節 4 800 3,200 說明會兩場 

2 二代健保補充費 式 2 31 62  

3 膳費 人 350 100 35,000 成果發表會 

4 資料手冊 本 1,050 100 105,000  

 小計    143,262  

四、 承辦學校業務費      

1 紙張費 式 7 6,000 42,000 

承辦及協辦學校共 7所 2 碳粉匣 式 7 6,000 42,000 

 小計    84,000 

五、 雜支 式 1 97,738 97,738 不超過人事費+業務費之 6% 

合計：新台幣貳佰貳拾貳萬伍仟元整  2,225,000  

 

備註：1.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

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2.專業社群每一社群經費補助 5,000 元，進階社群每一社群經費補助 10,000元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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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教師揪團共學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計畫回顧與檢討： 

一、 長久以來，教師專業增能研習都由政府規劃辦理，但有感於此傳統由上而下的增能

研習辦理方式已多流於形式，在激勵和幫助教師專業增能成效有其限制。為此，本

局於 105年度改變教師增能辦理模式辦理本計畫，透過教師同儕自主揪團規劃研習

課程，並且在執行上減少教師辦理自主研習的行政負擔，以提高教師對研習內容的

認同與參與動機和意願，成效良好，因此續辦本計畫。 

二、 本局多年來積極鼓勵學校深耕本位課程，並透過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活化

教學等有效教學等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106年度的教師揪團自主共學，持續聚

焦課程創新與有效教學策略，並以領域統整教學為主題，期望有意願之教師自行規

畫課程內容、揪集有意願者共襄盛舉、並自行聘請講師，以共同支持專業發展，達

成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知能提升之目標。 

三、 105 年度本市教師揪團共學計畫，共 147 團次提出申請，揪團成功 118 團，參與教師

人數 2372 人次，教師參與踴躍，回饋反應良好。惟經檢討，仍有 29 團未能順利揪

團成功，除揪團主題與計畫不符外，大多為揪團時間較急促，以致無法成團，因此

106 年度，將提早計畫公布時間，延長辦理時程，並適度提高總經費，讓有意願之教

師能有較為充分之時間進行規劃 

四、 105 年度教師揪團共學研習主題內容多元，106 年度本計畫主題將更聚焦各領域/科

目核心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教材研發、教學策略、學習評量，跨領域教學、議題

融入領域教學、主題探究與統整學習，全面迎向 107 課綱。 

參、目的： 

一、鼓勵教師透過同儕合作共學模式，自主規劃精進課堂教學活動或研習，提升教師專

業成長及提升教學品質。 

二、減輕自主規劃辦理研習之行政流程與文書作業負擔，鼓勵教師自主合作共學，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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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教學成長研習辦理之成效和品質。 

三、教師揪團共學研習內容更為聚焦，期符合教師教學需要，活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  

臺中市立各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及國民小校長及教師(含兼職行政人員)、

視導督學、榮譽督學及師傅校長等教育人員。 

陸、辦理期間： 

自 106年 2月至 106年 10月 31日或本案經費用罄止 

柒、實施原則與注意事項： 

一、 辦理時間應安排於非上課時間(建議於寒、暑假、假日或課後)。 

二、 辦理地點不限於校內。 

三、 揪團主題應符合課程創新及活化教學且能對應學生學習，揪團主題如下： 

(一)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教學實例。 

(二)校長及教師備課、公開課與專業回饋。 

(三)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導向之多元的課程設計、教材研發、教學策略、學習評量…

等。 

(四)跨領域教學、議題融入領域教學、主題探究與統整學習。 

(五)小組學習模式（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探究式教學、行動學習等教學策

略。 

四、 本案補助研習所需講座鐘點費及外聘講師之交通費(搭高鐵或飛機者請檢附票根，計

程車費不予支給)，凡聘請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擔任講座之鐘

點費一律以內聘標準支給(每小時 800元)；其他外縣市人員擔任講座之鐘點費一律以

外聘標準支給(每小時 1600元)。 

五、 揪團人請於揪團前先連繫講師並確認辦理日期。 

六、 有意願揪團與跟團增能之教師，均請於揪團共學資訊平台登錄，若於辦理日兩週前連

署參加人數達 12 人，即揪團成功，團員人數上限由揪團人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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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成團後，由承辦單位將平台登錄資料轉換成申請表格(附件 1)後進行審查，並將審查

結果以 e-mail通知揪團人。 

八、 審查通過後，揪團人應依申請內容積極辦理。 

九、 請揪團人於研習辦理完竣 1週內，將活動照片 4張、簽到表(附件 3)及教師揪團共學

意見回饋表(附件 4)上傳至揪團共學資訊平台，並將簽到表、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支

用領據寄達承辦學校(北屯區松竹國小，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 12號)。  

十、 揪團人完成第九項之所有程序後，講師支領費用將由承辦學校逕付。 

十一、 本局將於 106 年 11 月辦理教師揪團共學成果分享會(分享會流程表如附件 5)，酌邀

揪團人發表揪團心得分享。 

捌、 揪團流程： 

 

 

 

 

 

 

玖、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活動照片、簽到表、課程表等）彙整於「臺中市精進教

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

師參考利用。 

  

確認主題、

講師及辦理

時間、地點

平台登錄

開始揪團

連署達12人

揪團成功

審核通過

辦理研習

揪團人寄送領據

並資料上傳

承辦學校

撥款

確認主題、

講師、實施方式及

辦理時間、地點

平台登錄

開始揪團

連署達12人

揪團成功

審核通過

辦理研習

揪團人

寄送領據、簽到表

並資料上傳

承辦學校

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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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揪團共學增能研習申請表           附件 1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成團日期    年    月    日   

(免填) 

揪團人 
姓    名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主題 
 

預計辦理 

方式 

辦理型態 □共同備課 □講座  □工作坊 □其他：             

講師姓名  講師服務單位  □內聘     □外聘      

申請經費 鐘點費         元+交通費         元，合計        元 

日    期 105年  月  日 地    點  

研習說明  

課程安排 

節次 上課起訖時間 上課內容 

1     時    分~    時   分  

2     時    分~    時   分  

3     時    分~    時   分  

4     時    分~    時   分  

預估成效 
(請簡述) 

 
 

參加人員 

(至少 12人) 

姓    名 服務單位 姓    名 服務單位 

    

    

    

    

    

    

---------------------------------以下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及核章-------------------------------- 

---------------------------------------------------------------------------------------------

-------------------------------------------------------------- 

審核結果 

□同意辦理並核予研習時數：     小時 

補助金額：鐘點費       元+交通費        元，合計        

元 

審 核 人 □不同意辦理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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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揪團共學增能研習成果表         附件 2 

 

一、 團主姓名：                  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二、 主題名稱：                                                        

三、 辦理時間：106年    月    日    時    分至 106年    月    日    時    分。 

四、 研習時數：       小時 

五、 辦理地點：                                                                       

六、 參加人員：(如簽到表) 

七、 活動照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89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教師揪團共學增能研習簽到表             附件 3 

時間： 106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主題名稱：                                                                                              

地點：                                               

序號 服務單位 姓  名 簽    到 簽  退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90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附件 4 

教師揪團共學意見回饋表 

 

揪團人  服務學校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活動主題  

學員滿意度 
滿意     人、尚可       人、 

不滿意      人 (合計      人) 
參與人數        人 

學員參與研習心得(以條列式簡單敘述) 

 

 

學員對研習建議(以條列式簡單敘述) 

 

 

 

 

 

學員對本計畫相關建議(以條列式簡單敘述) 

 

 

 

 

(本表由揪團人於研習辦理後填妥並上傳至揪團共學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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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教師揪團共學成果分享流程表 

辦理時間：106年 11月 8日 

辦理地點：本市區國小 

參加對象：本市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每校遴派一人參加 

時間 項目內容 主持人 備註 

8:30~9:00 報到 張榮林校長 松竹國小服務團隊 

9:00~9:20 長官致詞 彭富源局長  

9:20~10:00 計畫執行成果介紹 本計畫主持人 教育局督學室 

松竹國小 

10:00~10:20 休息茶敘 張榮林校長 松竹國小服務團隊 

10:20~12:00 成果分享 揪團共學揪團人 邀請揪團人 5人進行

成果分享，每人 20

分鐘。 

12:00~12:40 綜合座談 彭富源局長  

12:40 賦歸  松竹國小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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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教師揪團共學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量 金額 備註 

外聘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165 264,000 
外聘、內聘講座鐘點費可流
用 

內聘講座鐘點費 節 800 165 132,000 
外聘、內聘講座鐘點費可流
用 

補充保費 式 7,564 1 7,564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交通費 場 938 60 56,280 核實支付 

膳費 人 100 350 35,000 成果發表會 

印刷費 本 100 350 35,000   

設備使用費 式 40,000  1 40,000 
光碟、記憶卡、硬碟等及其
他資料蒐集與備份，以及資
訊平台使用相關費用 

雜支 式 30,156 1 30,156  

合計 600,000  

總計 新台幣陸拾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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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課程創新 活化教學~教師揪團共學增能實施計畫 

實施成果彙整表 

編號 
揪團人 

姓名 
服務單位 申請主題 講師姓名 服務單位 辦理日期 

核定經費 實際參 

與人數 鐘點費 交通費 時數 

105A001 陳建銘 忠明高級中學 STEAM之 Scratch控制機械人 陳奕學 宇宙機器人企業有限公司 105.06.18 12800   8 26 

105A002 陳孟祺 后里區內埔國小 

創意教學影片製作實務工作坊（一）-

--從「大地的孩子」紀錄片談影片製

作流程與分享 

許鴻龍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105.06.18 4800   3 22 

105A003 陳孟祺 后里區內埔國小 
創意教學影片製作實務工作坊（二）-

--影片設計與企劃 
許鴻龍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105.07.09 4800   3 26 

105A004 陳孟祺 后里區內埔國小 
創意教學影片製作實務工作坊（三）-

--攝影與剪輯 
許鴻龍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105.07.16 4800   3 26 

105A005 陳孟祺 后里區內埔國小 
創意教學影片製作實務工作坊（四）-

--教學影片實作與分享 
許鴻龍 視群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105.07.23 4800   3 20 

105A006 巫繼菁 南屯區大墩國中 心智圖運用與創新教學 盧慈偉   105.08.26 9600   6 20 

105A007 林妙津 北屯區逢甲國小 
文創之旅~『流浪者之歌』黃志誠~微

電影賞析 
莊佳臻   105.06.05 6400   4 13 

105A008 林麗萍 崇倫國中 創客動手做 廖宏德 硬漢工作室 105.06.25 6400 750 4 21 

105A009 施惠靜 大雅區文雅國小 炒出好文章 陳昀瑜 台中女子高級中學 105.07.10 9600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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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A010 張凱婷 豐原區豐東國中 海貍的河道式作文教學 楊子漠   105.08.02 4800 1450 3 26 

105A011 張凱婷 豐原區豐東國中 海貍的河道式作文教學 楊子漠   105.08.03 4800 1450 3 29 

105A012 張凱婷 豐原區豐東國中 海貍的河道式作文教學 楊子漠   105.08.04 4800 1450 3 27 

105A013 張凱婷 豐原區豐東國中 海貍的河道式作文教學 楊子漠   105.08.09 4800 1450 3 28 

105A014 張凱婷 豐原區豐東國中 海貍的河道式作文教學 楊子漠   105.08.10 4800 1450 3 27 

105A015 劉韻芬 東勢區東新國小 
閱讀、提問、寫作三效合一～教出會

思考的孩子 
李郁璇 高雄市新光國民小學 105.07.28 11200 1580 7 70 

105A016 陳薇 豐原區豐東國中 互惠式英語閱讀教學 許綉敏 桃園縣立青溪國中 105.08.15 3200 1080 2 15 

105A021 蔡嘉琪 北屯區逢甲國小 
健康飲食教育(食在安全)-西點烘焙實

作 
陳永修   105.06.19 6400   3 15 

105A022 張淑娟 后里區內埔國小 

生活課程探索體驗與創作表現工作坊

(一) 

--探討兒童從體驗到創作表現，以光

影課程為例 

林家安 CICA當代藝術兒童基地 105.06.18 4800 652 3 17 

105A023 張淑娟 后里區內埔國小 

生活課程探索體驗與創作表現工作坊

(二) 

----我愛動物，結合校園動物探索課

程 

林家安 CICA當代藝術兒童基地 105.07.09 4800 652 3 14 

105A024 張淑娟 后里區內埔國小 

生活課程探索體驗與創作表現工作坊

(三) 

--談課程設計與實施，以玩具總動員

為例 

林家安 CICA當代藝術兒童基地 105.07.16 4800 652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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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A025 張榮林 北屯區松竹國小 教師學習社群之運作 林瑜一 新北市莒光國小 105.08.12 3200   2 12 

105A026 林素炫 和平國小 教師情緒管理增能工作坊 許甄玲 佳美手藝行 105.11.18 4800 1500 3 16 

105A028 陳巧瑜 立人國中 創意遊戲教學-桌遊 蕭雅娟 新北市中平國中 105.08.20 4800 1400 3 17 

105A029 陳巧瑜 立人國中 創意遊戲教學-密室逃脫 蔡雅文 宏鼎資訊 105.08.20 4800 1400 3 13 

105A030 邱惠華 仁美國小 不可思議的教學魔法 彭遠芬 臺南市建功國小 105.10.01 9600 1300 6 83 

                      

105B001 許凱甯 南屯區大墩國中 圖像組織應用於教學創新 童師薇   105.08.25 2400   3 34 

105B002 林麗萍 崇倫國中 木工創客一起來 程愛真 崇倫國民中學 105.07.02 4800   6 26 

105B003 劉怡君 北區中華國小 走讀臺中，踩風行 
蔡昌樺 

王育維 
何厝國小、光復國小 105.08.10 6400 0 8 12 

105B004 蔡宛玲 西屯區大仁國小 
智高創新教室「創意、動力、綠能、

機關」實作培訓工作坊 

蔡宛玲 

張育誠 
  105.07.01 4800   6 22 

105B005 蔡宛玲 西屯區大仁國小 
智高創新教室「創意、動力、綠能、

機關」實作培訓工作坊 

蔡宛玲 

張育誠 
  105.07.04 4800   6 22 

105B006 蔡宛玲 西屯區大仁國小 
智高創新教室「創意、動力、綠能、

機關」實作培訓工作坊 

蔡宛玲 

張育誠 
  105.07.05 4800   6 19 

105B007 陳軍瑋 東勢區東新國小 
讀寫合一‧雙效奇蹟~與段淑如老師共

同備課 
段淑如 台中市忠孝國民小學 105.07.27 5600   7 68 

105B008 陳彥心 沙鹿區北勢國小 
教學活化與創新-微電影在 e 化課程應

用實務 
奚浩   105.09.17 3200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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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B009 陳彥心 沙鹿區北勢國小 
教學活化與創新-微電影在 e 化課程應

用實務 
奚浩   105.09.24 3200   4 22 

105B010 陳彥心 沙鹿區北勢國小 
教學活化與創新-微電影在 e 化課程應

用實務 
奚浩   105.10.01 3200   4 22 

105B011 陳彥心 沙鹿區北勢國小 
教學活化與創新-微電影在 e 化課程應

用實務 
奚浩   105.10.08 3200   4 22 

105B012 李季芳 潭子區東寶國小 『教室有 ET』創新教學專業研討 柯重吉 潭子區東寶國小 105.08.22 4800   6 18 

105B013 廖惠珍 爽文國中 創新活化教學工作坊 1 賴文宗 大甲國中 105.08.19 1600   2 12 

105B014 廖惠珍 爽文國中 創新活化教學工作坊 2 賴文宗 大甲國中 105.09.21 1600   2 12 

105B015 廖惠珍 爽文國中 創新活化教學工作坊 3 賴文宗 大甲國中 105.10.19 1600   2 12 

105B016 廖惠珍 爽文國中 創新活化教學工作坊 4 賴文宗 大甲國中 105.10.31 1600   2 12 

105B017 張晴雯 鐵山國小 陶藝教育用心學,美感體驗一定行-1 王清銓 巧手陶工工作室 105.10.02 3200   4 14 

105B018 張晴雯 鐵山國小 陶藝教育用心學,美感體驗一定行-2 王清銓 巧手陶工工作室 105.10.09 3200   4 14 

105B019 張晴雯 鐵山國小 陶藝教育用心學,美感體驗一定行-3 王清銓 巧手陶工工作室 105.10.16 3200   4 15 

105B020 張晴雯 鐵山國小 陶藝教育用心學,美感體驗一定行-4 王清銓 巧手陶工工作室 105.10.23 3200   4 15 

105D038 宋藍琪 烏日區溪尾國小 
台中學 學台中--各學習領域融入在地

教材與教學 
王派仁 烏日區溪尾國小 105.11.18 3200 0 4 1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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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揪團人 

姓名 
服務單位 申請主題 講師姓名 服務單位 辦理日期 

核定經費 實際參 

與人數 鐘點費 交通費 時數 

105C001 陸振吉 北屯區新興國小 創客教學 GO！GO！GO！ 吳明軒 智高實業有限公司 105.09.21 4800 0 3 32 

105C002 陸振吉 北屯區新興國小 創客教學 GO！GO！GO！ 吳明軒 智高實業有限公司 105.09.28 4800 0 3 23 

105C004 徐嫚淳 豐原區豐東國中 教師表達力訓練 楊子漠 海狸工作室 105.09.24 4800 1464 3 14 

105C005 徐嫚淳 豐原區豐東國中 教師表達力訓練 2 林依柔 海狸工作室 105.09.24 4800 1464 3 17 

105C006 徐嫚淳 豐原區豐東國中 教師表達力訓練 3 歐陽立宗 丹鳳高中 105.09.24 4800 1464 3 17 

105C007 徐嫚淳 豐原區豐東國中 教師表達力訓練 4 李洛克 ustory 總編輯 105.09.24 4800 1464 3 16 

105C008 詹于葶 大雅區上楓國小 
「神戲」新住民戲臺人生之與導演有

約 
賴麗君 海之眼影像工作室 105.10.15 3200 1400 2 14 

105C009 陳薇 豐原區豐東國中 如何增進英語口說能力 馬翠蔓 師德 105.10.01 3200 0 2 25 

105C010 林妙津 北屯區逢甲國小 健康飲食教育(食在安全) 劉麗英 德國福維克集團經理 105.09.24 4800 0 3 24 

105C011 張馨方 豐原區南陽國小 直笛教學與帶團實務工作坊(I) 陳孟亨 新竹教育大學 105.10.20 3200 820 2 32 

105C012 楊德茂 后里區七星國小 薩有其事-薩克斯風指導教師培訓班~1 王裕文 東海大學 105.10.20 3200 0 2 13 

105C013 楊德茂 后里區七星國小 薩有其事-薩克斯風指導教師培訓班~2 王裕文 東海大學 105.10.23 3200 0 2 13 

105C014 楊德茂 后里區七星國小 薩有其事-薩克斯風指導教師培訓班~3 王裕文 東海大學 105.10.27 3200 0 2 12 

105C015 龔窈萱 北屯區松竹國小 健康教育-食在安全之體驗與實作活動 劉家君   105.10.21 6400 0 4 12 

105C016 張美智 潭子區潭陽國小 視覺藝術立體造型-我型我塑 蔡岳庭 小山舍工作室 105.10.20 9600 660 6 16 

105C017 張馨方 豐原區南陽國小 直笛教學與帶團實務工作坊(2) 陳孟亨 新竹教育大學 105.10.27 3200 394 2 24 

105C018 張馨方 豐原區南陽國小 直笛教學與帶團實務工作坊(3) 陳孟亨 新竹教育大學 105.11.03 3200 394 2 21 

105C019 張馨方 豐原區南陽國小 直笛教學與帶團實務工作坊(4) 陳孟亨 新竹教育大學 105.11.10 3200 394 2 17 

105C020 張馨方 豐原區南陽國小 直笛教學與帶團實務工作坊(5) 陳孟亨 新竹教育大學 105.11.17 3200 394 2 15 

105C021 蔡曜駿 西屯區西屯國小 教師阿卡貝拉合唱教學研討 朱元雷   105.11.02 4800 1400 3 14 

105C022 廖俞青 清水區大楊國小 健康與體育~推手系列一 莊梅英   105.10.31 4800 0 3 13 

105C023 廖俞青 清水區大楊國小 健康與體育~推手系列二 莊梅英   105.11.02 4800 0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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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C024 廖俞青 清水區大楊國小 健康與體育~推手系列三 莊梅英   105.11.04 4800 0 3 14 

105C025 李玉美 大里區爽文國中 藝術治療 1 林政宜 諮商督導 105.10.26 4000 0 3 13 

105C026 李玉美 大里區爽文國中 藝術治療 2 林政宜 諮商督導 105.11.01 4000 0 3 12 

105C027 李玉美 大里區爽文國中 藝術治療 3 林政宜 諮商督導 105.11.09 4000 0 3 12 

105C028 李玉美 大里區爽文國中 藝術治療 4 林政宜 諮商督導 105.11.16 4000 0 3 12 

105C029 陳易村 西區大同國小 花都藝術季-花藝之美鑑賞與創作之一 盧敏榮 IS DAVID 花藝工作室 105.10.24 4800 0 3 12 

105C030 陳易村 西區大同國小 花都藝術季-花藝之美鑑賞與創作之二 盧敏榮 IS DAVID 花藝工作室 105.10.31 4800 0 3 12 

105C031 許童欣 豐原區豐東國中 筆記策略融入閱讀教學 何憶婷 台南市中山國中 105.11.04 4800 1300 3 26 

105C032 簡宛廷 和平區梨山國中小 活化教學~創新教學研習 簡啟東 彰南國中 95.11.19 9600 1162 6 12 

105C033 龔窈萱 北屯區松竹國小 健康教育-食在安全之體驗與實作活動 劉家君   105.10.28 6400 0 4 12 

105C034 葉聰信 神岡區豐洲國小 表達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歐陽立中 新北市丹鳳高級中學 105.11.29 4800 1310 3 19 

105C035 廖惠珍 爽文國中 生活美學、環境營造-陶藝工作坊 張世明   105.12.03 6400 0 4 12 

105D001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一)_國語 林俊鎧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07 1600 0 2 16 

105D002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一)_數學 丁春蘭 大雅區大雅國小 105.10.04 1600 0 2 16 

105D003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二)_國語 VS 數學 李明嬌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14 1600 0 2 15 

105D004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課程設計與教學(一)_國語 沈進禎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06 1600 0 2 16 

105D005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課程設計與教學(二)_國語 沈進禎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13 1600 0 2 15 

105D006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一)_數學 丁春蘭 大雅區大雅國小 105.10.03 1600 0 2 16 

105D007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一)_國語 林俊鎧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11 1600 0 2 16 

105D008 林慧真 梧棲區中港高中 
活化教學:探訪東南亞移工築起的東協

廣場 
洪紫玲 中港高中 105.10.01 2400 0 2 16 

105D009 詹聖惠 北屯區新興國小 如何運用現代科技融入教學現場(I) 詹聖惠 北屯區新興國小 105.10.03 1600 0 2 13 

105D010 詹聖惠 北屯區新興國小 如何運用現代科技融入教學現場(II) 詹聖惠 北屯區新興國小 105.10.10 1600 0 2 13 

105D011 詹聖惠 北屯區新興國小 如何運用現代科技融入教學現場(III) 詹聖惠 北屯區新興國小 105.10.14 1600 0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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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D012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閱讀推動 GO GO GO 沈進禎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09.22 1600 0 2 16 

105D013 柯金城 太平區長億高中 如何增進生涯輔導教學效益 黃素珍 市立長億高中 105.10.31 800 0 1 13 

105D014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三)_班級經營 李明嬌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20 1600 0 2 16 

105D015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三)_國語 沈進禎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22 1600 0 2 16 

105D016 林雨欣 神岡區神岡國小 有效教學實務研討(三)_數學 林俊鎧 神岡國小退休教師 105.10.07 1600 0 2 15 

105D018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戶外教育增能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105.10.21 1600 0 2 12 

105D019 柯金城 太平區長億高中 生涯發展適性輔導-導師增能一起 GO! 賴瑋歆 市立長億高中 105.10.14 2400 0 3 13 

105D020 張美智 潭子區潭陽國小 
愛玩美-視覺藝術教育的課堂省思與教

學實踐 1 
張美智 潭子區潭陽國小 105.10.29 4800 0 6 19 

105D021 張美智 潭子區潭陽國小 
愛玩美-視覺藝術教育的課堂省思與教

學實踐 2 
張美智 潭子區潭陽國小 105.10.30 4800 0 6 19 

105D022 張美智 潭子區潭陽國小 
愛玩美-視覺藝術教育的課堂省思與教

學實踐 3 
張美智 潭子區潭陽國小 105.11.05 4800 0 6 19 

105D023 黃子倫 潭子區潭陽國小 行動裝置藝術教育之應用(1) 黃子倫 潭子區潭陽國小 105.10.26 3200 0 4 12 

105D024 黃子倫 潭子區潭陽國小 行動裝置藝術教育之應用(2) 黃子倫 潭子區潭陽國小 105.10.27 3200 0 4 12 

105D025 黃子倫 潭子區潭陽國小 行動裝置藝術教育之應用(3) 黃子倫 潭子區潭陽國小 105.10.28 3200 0 4 12 

105D026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戶外教育增能(2)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105.10.27 1600 0 2 12 

105D027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戶外教育增能(3)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105.11.01 1600 0 2 12 

105D028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戶外教育增能(4)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105.11.04 1600 0 2 12 

105D029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戶外教育增能(5) 林白梅 清水區清水國小 105.11.07 1600 0 2 12 

105D030 王朝和 大里區成功國中 校園常見意外傷害處理 白吟如 大里區成功國中 105.10.27 1600 0 2 12 

105D031 王朝和 大里區成功國中 園藝教學-淺談植物之繁殖與嫁接實作 王朝和 大里區成功國中 105.10.27 1600 0 2 14 

105D032 江偵瑜 大里區益民國小 專任輔導教師同儕督導 莊雅瑄 霧峰國小輔導室 105.10.30 2400 0 3 14 

105D033 洪邦傑 清水區清水國小 樂活教室增能研習 洪邦傑 清水區清水國小 105.11.02 1600 0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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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D034 羅旭倫 潭子區潭子國小 教學可以這樣做(一) 張素敏 潭子區潭子國小 105.11.26 2400 0 3 41 

105D035 羅婷儀 北區立人國小 
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實務分享及

實作演練(一) 
廖英秀 臺中市九德國小 105.11.02 2400 0 3 14 

105D037 王美玲 北區立人國小 桌遊於教學之應用 王美玲 北區立人國小 105.11.12 2400 0 3 12 

105D039 李宗杰 北區立人國小 攝影融入教學活動社群研習 謝基煌 新北市成福國小   4800 1400 3 12 

105A027 簡惠林 大墩國中 藝術治療-點線面纏繞畫工作坊 曾惠貞   105.11.2 4800 1500 3 13 

                      

                      

              244800 18384 202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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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沙鹿區各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規劃及實作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精進教師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學校教育的目標與本質，本市歷年來在精進課 

堂教學品質的探討與實踐著墨甚深，105年度起著重在校本課程的建構，期透過課程發展

活動，規劃多元樣貌的課程與教學，延續在地特色及永續發展的課程文化，提供最適合學

生學習的方案，建立學校的特色與風格。 

 以沙鹿區為例，本校 105年度邀集沙鹿區各國小教務主任、組長，並請來專家學者、 

校長等現身說法，輔導各校以「學校」為基礎，藉由人力的整合和社區資源的運用，針對

學生之學習內容及活動，透過「參與」、「合作」和「共 享」的過程，發展出因應學生的

能力、需要和興趣，以及學校本身的條件的校本課程，強化學生的學習經歷，幫助他們更

有效地達成學習目標。 

 因應 107學年度新課綱的實施，本（106）年度沙鹿區學校本位課程規畫除了有系統

的發展各校本位課程，著重在跨校的合作機制，一則共同完成沙鹿區各國小校訂課程的架

構與內涵，並編輯 107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的教學活動方案，二則建構沙鹿區校訂課程

跨校研討的機制。 

參、 目標： 
一、  整合各校本位課程內涵，發展沙鹿區域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 

二、 探討各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課程特性，結合各科領域教學，拓展教師視野，豐富學

生學習歷程。  

三、 瞭解各校本位課程的架構，進行資源整合與利用，辦理跨校學習活動，激發教師

課程潛能。 

四、 編擬107學年度各校彈性學習課程方案。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四、 協辦單位：沙鹿區沙鹿國小、沙鹿區竹林國小、沙鹿區北勢國小、 

沙鹿區文光國小、沙鹿區公明國小、沙鹿區公館國小。 

伍、 實施對象： 
上列 7個校學校，每校擇 5-8人參加本研習計畫，預計 50人。 

陸、 辦理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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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校研習，共 2場次： 

1、 場次一：106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13:30~17:30 

2、 場次二：1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 ，13:30~17:30 

二、 跨校遊學活動，共 6場次： 

1、 106 年 04 月 18 日(星期二) 13:30~17:30(跨校遊學第 1、2、3 場，各校遴選 1

個班級參加為原則) 

2、 106 年 05 月 16 日(星期二) 13:30~17:30(跨校遊學第 4、5、6 場，各校遴選 1

個班級參加為原則) 

柒、 辦理地點： 
鹿峰國民小學（沙鹿區星河路 209號） 二樓會議室及各校規畫遊學場地 

電話：04-26224210轉 600   聯絡人：李建雄主任 

捌、 課程架構與實施策略： 
一、 整合各校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與內涵，瞭解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 

二、 研討學校本位課程規劃、教案設計與發展現況並結合各領域教學。 

三、 探討校本課程實施的具體策略。 

四、 進行資源整合與利用，試辦跨校學習活動，強化學生學習的具體策略。 

玖、 實施方式： 

一、 跨校研習 

時間 跨校研習場次一：106年 03月 29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鹿峰團隊  

13：20－13：30 10 深耕校本，發展區域校本特色 洪瑞佑校長  

13：30－14：20 50 資源整合與拓展視野，強化學習 李豐榮校長  

14：20－14：40 20 休息 鹿峰團隊  

14：40－15：30 50 區域學校本位課程的整合 李豐榮校長  

15：30－17：30 120 探討學校本位課程跨校學習機制 洪瑞佑校長  

17：30  賦歸  

 

時間 跨校研習場次二：106年 06月 07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鹿峰團隊  

13：30－15：30 120 跨校遊學經驗分享與討論 洪瑞佑校長  

15：30－15：40 10 休息 鹿峰團隊  

15：40－16：30 50 區域校本課程修正與建議 李豐榮校長  

16：30－17：30 60 綜合座談及後續規劃 洪瑞佑校長  

17：30  賦歸  

103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二、 跨校遊學活動 

場次一：106年 04月 18日（星期二） 

辦理學校(3組) 竹林+公館→鹿峰；北勢→文光；公明→沙鹿 

活動流程 分鐘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辦理學校  

13：30－14：20 50 
鹿峰、文光、沙鹿國小 

學校特色課程介紹(1) 
承辦學校安排  

14：30－15：20 50 
鹿峰、文光、沙鹿國小 

學校特色課程介紹(2) 
承辦學校安排  

15：30－16：00 30 賦歸 各校教師  

場次二：106年 05月 16日（星期二） 

辦理學校(3組) 鹿峰+公館→竹林；文光→北勢；沙鹿→公明 

活動流程 分鐘 課程內容 授課教師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辦理學校  

13：30－14：20 50 
竹林、北勢、公明國小 

學校特色課程介紹(1) 
承辦學校安排  

14：30－15：20 50 
竹林、北勢、公明國小 

學校特色課程介紹(2) 
承辦學校安排  

15：30－16：00 30 賦歸 各校教師  

壹拾、 各校特色發展課程內容： 

學  校 課程內容 

鹿峰國小 泉湧大地-社區湧泉 

文光國小 樂陶文光-陶藝教學 

沙鹿國小 小鹿遊藝走讀趣-老街踏查 

公館國小 西勢食趣 鰲峰行腳 

竹林國小 衣的故鄉-鹿寮成衣加工區 

北勢國小 學習趴趴走-臺灣大道 

公明國小 逐夢飛翔-航空城 

壹拾壹、 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 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鹿峰國小)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貳、 預期成效： 

一、 學校能建構具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二、 學校老師能依據不同學校本位特色課程與內涵，融入領域教學活動。 

三、 老師能參考各校本位特色課程，設計跨校遊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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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校至少能辦理1-2次跨校性的校外教學活動。 

壹拾參、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肆、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伍、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壹拾陸、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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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沙鹿區各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規劃及實作工作坊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一、跨校研習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8 6,400 內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22 1 122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印刷費 人 50 100 5,000 2 場次 

材料費 人 100 100 10,000 2 場次 

膳費 人 100 100 10,000 2 場次 

場地佈置費 場 1,700 2 3,400 2 場次 

雜支 式 5,494 1 5,078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二、跨校遊學活動 撥沙鹿區各國小辦理遊學課程活動費用 

講座鐘點費 人 800 28 22,400 
7 校每校 1位老師授課 2

節，2 場次計 28 節課。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61 7 427 
7 校每校 61元，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 1.91％。 

教材費 人 100 210 21,000 
7 校每校 1班，每班以 30

人計算。 

講義印刷費 人 50 210 10,500 
7 校每校 1班，每班以 30

人計算。 

場地佈置費 場 1,700 7 11,900 
7 校跨校遊學 

雜支 式 539 7 3,773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合計 110,000 
 

總計 新臺幣壹拾壹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之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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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梧棲區各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規劃及實作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加上全球化與國際化帶來的轉變，學校教育必須因應社會需

求與時代潮流而與時俱進，以面對諸多挑戰。且基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自

發」、「互動」、「共好」理念，學校的課程發展必需落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以因應不

同教育階段之教育目標與學生身心發展之特色，提供彈性多元的學習課程，提升學生學

習興趣，促成學生適性發展，並支持教師課程研發與創新。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其精神在賦予學校、老師更大的課程自由度與彈性，其目的在

啟動由下而上的教改機制，以學校做為課程變革的中心，以教室做為課程的實驗室，活

化教育與教材教法。因此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以提升校本課程品質有其重要性，除透過組

織與運作有系統的發展本位課程外，更重要的是活化與創新老師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另外也期望以梧棲區跨校的合作機制、策略聯盟模式，拓展老師的視野與分享

機制，讓所有教育人員成為學校課程的參與者與實踐者。 

參、 目標：  

一、能因應 107課綱「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的實施與學校願景，規劃校訂課程的架

構與內涵。 

二、能符應學校願景與學生需求，設計 107學年度年校訂課程的教學活動方案。 

三、建構梧棲區系統性校訂課程計畫與支持性的行政組織系統。 

四、編擬梧棲區校訂課程的特色作文簿。 

五、秉「全區共同備課、觀課、議課」精神，辦理梧棲區校訂課程成果發表會，使校訂課

程成為是一不斷成長的有機體。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小。 

四、協辦單位：梧棲區梧棲國小、梧棲區大德國小、梧棲區永寧國小、 

梧棲區梧南國小、梧棲區中港國小。 

伍、 實施對象： 

上列 6個學校，每校擇 4-5人參加本研習計畫，預計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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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辦理期間： 

跨校研習共 5場次；另各校的校本研習則由各校自行規劃。 

一、106 年 05 月 17 日(星期三) 13:30~17:30。 

二、106 年 06 月 14 日(星期三) 13:30~17:30。 

三、106 年 09 月 13 日(星期三) 13:30~17:30。 

四、10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 13:30~17:30。 

五、10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 13:30~17:30。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435臺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二段十五號）活動中心一樓校史

室，電話：04-26560844轉 111   聯絡人：教務主任陳建宏。 

捌、 課程架構： 

一、 探討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與內涵，瞭解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歷程。 

二、 研討學校本位課程規劃、教案設計與發展現況。 

三、 討論校訂課程實施的具體策略。 

四、 編擬梧棲區校訂課程作文簿。 

五、 研討校訂課程實施的教學策略(如概念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問題探究、直接教

學、體驗學習、自我調整學習…)。 

六、 成效評估分享與回饋：分享校訂課程發展的成果與面臨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玖、 實施方式：    

時間 場次一：106 年 05 月 17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

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中正團隊  

13：20－13：30 10 楔子--深耕校本，發展學校特色 督學室主任  

13：30－14:20 50 校訂課程概述與核心素養探討 督學室主任 

 14：20－14:40 20 休息 中正團隊 

14：40－15:30 50 彈性學習課程的架構與規劃 張昆鵬校長 

15：30－17：30 120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規劃 張昆鵬校長  

17：30  賦歸  

 

時間 場次二：106 年 06 月 14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中正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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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3：30 10 楔子--發現學校生命力 張昆鵬校長  

13：30－14:20 50 彈性課程的內涵與教學活動設計 張昆鵬校長 現場討論

對話分享

及成果回

饋引導 

14：20－14:40 20 休息 中正團隊 

14：40－15:30 50 
彈性課程計畫的撰寫 

梧棲區作文簿綱要的編製 
區域內合作學校 

15：30－17：30 120 梧棲區國小作文簿編輯~實作 區域內合作學校  

17：30  賦歸  

 

時間 場次三：106 年 09 月 13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

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中正團隊  

13：20－13：30 10 楔子--豐富課程內涵的推手 洪瑞佑校長  

13：30－14:20 50 各校彈性課程的教學活動設計概述 洪瑞佑校長 現場討論

對話分享

及成果回

饋引導 

14：20－14:40 20 休息 中正團隊 

14：40－15:30 50 各校彈性課程教學活動的設計實作 梧棲國小 

15：30－17：30 120 各校彈性課程教學活動探討 中正國小 

17：30  賦歸  

 

時間 場次四：10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

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中正團隊  

13：20－13：30 10 楔子~彈性課程的實踐 張昆鵬校長  

13：30－14:20 50 各校彈性課程實施現況 張昆鵬校長 現場討論

對話分享

及成果回

饋引導 

14：20－14:40 20 休息 中正團隊 

14：40－15:30 50 各校彈性課程實施面臨的挑戰 大德國小 

15：30－17：30 120 挑戰與回應 中港國小 

17：30  賦歸  

 

時間 場次五：10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

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中正團隊  

13：20－13：30 10 楔子~彈性課程的實施的分享 督學室主任  

13：30－14:20 50 彈性課程的實施成果報告 中正國小 現場討論

109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4：20－14:40 20 休息 中正團隊 對話分享

及成果回

饋引導 
14：40－15:30 50 彈性課程教學創新案例學生學習成

果分享 

梧棲區各國

小 15：30－17：30 120 

17：30  賦歸  

拾、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 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中正國小)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壹、預期成效：  

一、 各校能發展符合學校願景與學生需求的校訂課程架構。 

二、 各校能依據校訂課程架構、配合學校資源與特色，設計 107學年度國小一年級校訂

課程的教學方案。 

三、 編輯、印製梧棲區國小特色作文簿範本。 

四、 各校能支持梧棲區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的實施。 

五、 辦理梧棲區校訂課程實施成果發表會，精進課程內涵與老師教學。 

拾貳、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

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参、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差旅費由服

務學校依規定支付。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不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筷。 

六、參加本研習盡量全程到場，報名通過審核後請珍惜教育資源，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網站（http://tirsc.tc.edu.tw/）下載請假單，事先完成請假

事宜。 

七、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拾肆、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110

http://tirsc.tc.edu.tw/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拾伍、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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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梧棲區各國民小學校訂課程規劃及實作工作坊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一、跨校研習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5 8,000 外聘 1600/節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15 12,000 內聘 800/節 

補充保費 式 382 1 382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印刷費 份 60 160 9,600 
講義費以每份新臺幣 100

元為限(5場次) 

膳費 份 100 150 15,000  5場次 

場地佈置費 場 1,600 5 8,000 
每場以不超過新臺幣 3000

元為限 

雜支 式 4,018 1 4,018  

二、撥梧棲區各國小辦理經費 

教材費 人 100 360 36,000 
撥各校校本課程社群運作費

用，共六校，每校 60人計。 

印刷費 人 30 360 10,800 
撥各校校本課程社群運作費

用，共六校，每校 60人計。 

梧棲區各國小校本課

程社群運作雜支費 
式 200 6 1,200 

撥各校校本課程社群運作費

用，共六校。 

合   計 105,000  

總   計 新臺幣壹拾萬零伍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鐘點費外，其餘

可互相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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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媒體素養教育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電視興起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發達的過去這四十年，媒體已經成為臺灣青少年和兒童

的第二個教育課程。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現代人的生活當中，無時無刻都會接收到

媒體影響，媒體不但在「教育」兒童與青少年，也在「教育」社會中的每個成員。

然我們社會中絕大多數人除了難以明辨媒體內容的真實與虛構。媒體素養就像是一

道功能強大的「防火牆」，因此教育學生以理性辨識媒體，認識媒體對個人的影

響，是現代學校教育不可忽視部分。 

二、閱聽人的接收脈絡不可同日而語，將媒介與媒介使用置於更廣的架構，閱聽人的接

收脈絡已是與社會、生活整個交纏在一起的媒介文化，培養每個公民成為耳聰目明

的收訊者，能對媒體深入瞭解，不再消極地接收媒體資訊，更可積極地「解毒」與

「解讀」媒體、「接近使用」媒體。因此，閱讀素養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學生應該具

備的新媒體素養概念。 

三、應結合時事議題，提升本市教師對於媒體的認識與了解及提供如何運用媒體素材融

入教學課程，增進教師媒體識讀能力，辦理系列性的媒體素養教師研習工作坊。透

過實作與討論，激發並培養閱讀新聞時應具備的批判精神及敏感度。 

參、 目標： 

一、依據媒體素養白皮書，提升本市教師媒體素養教學知能。 

二、提昇教師利用媒體素養教育專業知能，培養學生對媒體訊息具有批判和識讀的能

力。 

三、辦理媒體教師的專業培育工作坊，系統化的師資支援。分享媒體素養融入課程教學

之可行途徑，並將其運用在各領域教學上。 

四、在基礎教育上融合統整入九年一貫領域與議題，透過教學資源分享，增進媒體素養

教育融入教學成效。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北屯區逢甲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國立教育電臺、臺中國際高爾夫球場。 

伍、 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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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各公私立國中、小遴派教師一人參加(24班以上的學校務必派員參加)，預估參加人

數 80人。 

陸、 辦理日期： 

106年 5月 8日(星期一)~106年 5月 9日(星期二)。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國際高爾夫球場(臺中市北屯區民政里北坑巷 21-8號) 

捌、 實施方式： 

第一天：106年 5月 8日(星期一)  地點：臺中國際高爾夫球場會議室 

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08:20-08:40 報到 逢甲國小團隊  

08:40-08:50 始業式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08:50-10:20 變動的媒體、變

動的青少年 

（分組對話一） 

（分組對話二） 

（分組對話三）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中臺科技大學 

        林武佐教授 

助教：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林美智校長 

10:20-10:30 茶敘時間與經驗

交流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陳立興經理 

10:30-12:00 媒體素養教育的

下一步 

（分組對話一） 

（分組對話二） 

（分組對話三）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中臺科技大學 

        林武佐教授 

助教：戴君瑛副理 

      黃春成經理 

      林妙津主任 

12:20-13:30 午餐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主任 

13:30-15:00 See 說報導：新

聞報導 see、

細、戲 

（分組對話一） 

（分組對話二） 

（分組對話三）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聯合報蘇孟娟主任 

助教：  林美智校長 

        賴榮斌主任 

        戴君瑛副理 

15:00-15:30 茶敘時間與經驗

交流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陳立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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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00 新聞稿撰寫與實

作~以高爾夫球

場為例，與時事

結合 LPGA比賽

及媒體互動實際

實際報導。 

（分組對話一） 

（分組對話二） 

（分組對話三）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聯合報蘇孟娟主任 

助教：  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廖傳結主任 

17:00~17:40 綜合座談 逢甲國小團隊、林美智校長 

17:40- 快樂賦歸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第二天：106年 5月 9日(星期二)  地點：臺中國際高爾夫球場會議室 

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08:20-08:40 報到 逢甲國小團隊  

08:40-08:50 始業式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08:50-10:20 媒體識讀 PPT教

學 

以韓劇＜皮諾丘

＞為例 

（分組對話一） 

（分組對話二） 

（分組對話三）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副教授江蓮碧 

助教：戴君瑛副理  

      黃春成經理 

      白碗婷老師 

10:20-10:30 茶敘時間與經驗

交流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10:30-12:00 媒體的想像力 

（分組實務一） 

（分組實務二） 

（分組實務三）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副教授江蓮碧 

助教：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楊麗慧老師 

12:20-13:30 午餐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13:30-15:00 媒體素養課程融

入實作與分享 

（分組對話一） 

（分組對話二）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新竹市立玉賢國中 

        郭宜婷老師 

助教：  林美智校長 

        戴君瑛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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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報名方式： 

請參加人員於 106年 4月 7日(星期五)前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逢甲國小)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 預期成效： 

一、 能有效提升教師媒體素養教學知能，並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 

二、 透過實作課程，分享學習歷程，成為一個有媒體素養的閱聽人。並運用合作學習，

讓學生成為教室中真正的主角。 

三、 能促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成效，結合生活經驗，透過媒體素養教育特色課程之經

驗，發展各校可行之媒體素養融入課程，改變教室不一樣的風景。 

壹拾壹、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讀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讀、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數核給研習時數。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不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分組對話三）         廖傳結主任 

15:00-15:30 茶敘時間與經驗

交流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15:30-17:00 臺中好棒教育好

樣 

教育電臺經驗分

享 

（分組實務一） 

（分組實務二） 

（分組實務三） 

教育局 

劉朝芳主任 

主講人：常維鈞 (常罡) 

助教：  林美智校長 

        黃春成經理 

        賴榮斌主任 

17:00~17:40 綜合座談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17:40- 快樂賦歸 逢甲國小團隊     林美智校長 

國際高爾夫球場   戴君瑛副理  陳立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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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壹拾肆、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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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媒體素養教育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北屯區逢甲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數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16 25,600 外聘 1,600元/節 

助教鐘點費 節 400 48 19,200 內聘 400元/節*3人 

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 
式 803 1 803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交通費 人 1,600 6 9,600 
長程 800*2=1,600(來回)

講師 3位+助教 3位 

印刷費 份 100 100 10,000 
講義費以每人新臺幣 100

元為限 

整天膳費 人 200 200 40,000 
含茶水，100人*2天=200

人次(含工作人員) 

資料蒐集費 式 300 40 12,000 

1、 媒體素養教育： 

兒童、青少年與媒體

(華騰文化) 

2、 批判的媒體識讀 

(正中書局) 

場地租借費 天 5,000 2 10,000 
臺中國際高爾夫球場租借

兩整天 

雜支 式 7,797 1 7,797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合計 135,000  

總計 新臺幣壹拾参萬伍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

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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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發行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媒體訊息傳遞也漸由網路取代傳統的報章雜誌，其原因在於網

路傳播即時無國界。立基於此，建置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網站，可以讓任何人透過網路獲

得本市最新的教育相關訊息。 

如何充實教育電子報網站內容及廣泛的傳播出去，實為一大考驗，但如何讓讀者能

持續閱讀本市教育電子報更是我們關注的。因此，本發行計畫事先規劃熱門教育話題，

藉由編輯會議討論決議形成共識，並於每期發行前針對話題邀請專家學者撰稿，另邀請

本市各級學校針對校園風情、人物特寫、焦點話題、教學錦囊、教育夥伴及書香共聞等

專欄進行投稿，豐富電子報內容及展現各學校特色，達到行銷目的，最終以訂閱數及閱

讀人數來評估本市教育電子報發行效益。 

參、目標： 

一、建置與結合教育資訊網絡，宣導本市教育政策，報導各校教育動態，溝通各方教育

觀念，促進相互理解，建立教育發展共識。 

二、凝聚本市教育革新能量，共同建構整體優質教育環境，提升教育品質。 

三、整合教育資源，提供本市 e 化教育資訊交流園地，快速掌握與宣導重要教育訊息。 

四、啟動多元面向的教育宣導，增進教育深度與廣度報導，達到行銷與推廣成效。 

五、透過每月發行教育電子報，介紹教育政策、教育新知、實務與理論，增進全市親師

生對教育的正確認知，以協力合作提升教學品質及教育發展。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臺中市政府秘書室(教育網路中心)、臺中市

東區成功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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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溪尾國民小學、臺中市

梧棲區永寧國民小學、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益民

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六寶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四維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甲區文昌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臺中市立北

勢國民中學、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臺中市立豐原國民中學、臺中市

立大德國民中學 

伍、實施對象：本市教師、家長及民眾 

一、主動提供：寄送市府一、二級主管、本市立案之家長及教師團體、教育局員工、各

級學校校長。 

二、自由訂閱：為達宣傳績效，主動寄送立案之社團及全市公立高中職、國中小、幼稚

園教師，並建置訂閱與不訂閱之選項，依個人意願選擇。 

陸、辦理期間： 

    1. 10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以電子月報發行，每月 10日出刊。 

    2. 106年 8月份辦理「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編輯投稿研習」。 

柒、辦理地點： 

   1.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網路中心。 

2.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捌、實施方式： 

一、成立教育電子報編輯委員會負責執行電子報發行工作，達到教育電子報永續經營的

目標，組織分工暨發行內容如下： 

發行人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彭局長富源 

總幹事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劉主任朝芳 

副總幹事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簡慧琳調用教師 

行政承辦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網站管理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教育網路中心) 

電子報版

面主題 
網頁內容綱要 呈現方式 

編輯(審稿)學校/

校長 
備註 

教育領航 
市長、局長教育理念宣達或

學校校長教育分享。 
圖文檔 

東區成功國小/ 

曾校長娉妍 

西屯區上石國小/ 

林校長峻堅 

必要時錄

製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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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動態 

本市重要教育政策宣導。 

本市重要教育活動(教育新

知、訊息公告、各科室會議

宣導資料、校長主任等教育

相關甄選試題及參考解答) 

文字檔 

(超連結) 

西區忠孝國小/ 

許校長玲玲 

中區光復國小/ 

林校長筆藝 

徵稿審核 

(線上投稿) 

校園風情 

校園文化特色、硬體設備、

社區人文、自然資源、地理

位置等介紹。 

圖文檔 

(超連結) 

市立北勢國中/ 

張校長清欽 

烏日區溪尾國小/ 

王校長派仁 

徵稿審核 

(線上投稿) 

焦點話題 
針對教育熱門話題，開放教

師發表園地。 
文字檔 

市立豐原國中/ 

曾校長育宗 

烏日區旭光國小/ 

吳校長桂芬 

徵稿審核 

(線上投稿) 

人物特寫 

報導臺中市各級學校所辦理

之特色活動及與教育推動有

關之人事物。如：教學卓越

教師介紹、特殊貢獻之教育

人員專訪、愛心教師、溫馨

感人事蹟、對學生之關懷有

特別值得表揚之題材等。 

圖文檔 

(超連結) 

市立新社中學/ 

朱校長健良 

梧棲區永寧國小/ 

游校長玉芬 

徵稿審核 

(線上投稿) 

教學錦囊 
提供教學及輔導小技巧，分

享教學心得。 

  圖文檔 

(超連結) 

市立大德國中/ 

李校長國勝 

大里區益民國小/ 

錢校長得龍 

必要時錄

製影音檔 

教育夥伴 
提供家長、教育志工、文教

社團交流園地。 
圖文檔 

大雅區六寶國小/ 

鮑校長瑤峰 

北屯區四維國小/ 

黃校長圓媛 

 

書香共聞 
好書發想、專書分享或閱讀

心得 
圖文檔 

大甲區文昌國小/ 

洪校長文鍊 

大雅區三和國小/ 

洪校長瓊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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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字數 1000字以內，精選照片 1-5張。 

二、徵稿：擬定各期發刊主題，鼓勵教師、學者專家、家長等投稿，經審稿委員評選通

過後，刊登於該期「教育電子報」。 

三、邀稿：由專欄編輯學校主動邀請學者專家針對重要議題、時事等，提出論述，或聘

請專人就專題撰稿。 

四、投稿：以電子檔案上傳本報之投稿線上投稿方式進行，每月 25日截稿。 

五、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編輯投稿研習，活動程序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備註 

13：00 ~ 13：30 報到、領取資料 鄭淑真校長 

 
13：30 ~ 15：10 電子報投稿審稿及編輯程序 張金葉主任(內聘講座) 

15：10 ~ 15：30 休息 鄭淑真校長 

15：30 ~ 16：30 電子報投稿審稿及編輯實作 鄭淑真校長(內聘講座) 

玖、編審方式： 

一、審稿：由編輯(審稿)學校委員以線上審稿為原則，並於發刊當月編輯會議全體討論

通過後為發刊稿件。 

二、編輯原則：兼顧教育意義與閱覽者需求，以 e化版面呈現、取材編排符合創新性、

詳實性、簡便易覽，提升教育專業素養及教育參與效益為原則。 

壹拾、預期成效： 

一、落實本市教育政策宣導，提供各校教育動態與特色報導，實質溝通各方教育觀念。 

二、帶動教育革新，建構優質教育環境，確實提升教育品質。 

三、運用教育資源，營造 e 化教育交流園地，豐富教育面向有效掌握教育訊息。 

四、強化教育深度與廣度報導，達到教育行銷與推廣成效。 

五、展現各級學校經營特色，達成學校亮點結果。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會議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研習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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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

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参、經費來源： 

「106年度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下」補助支應。 

壹拾肆、成效與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

精進計畫成果檢核及追蹤輔導網站，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三、各項網頁主題徵稿，經採用者，外聘或邀稿依稿費支給標準支付稿費；學校教職員

工頒發獎狀鼓勵(1則獎狀 1禎，以此類推)。 

四、獎勵訂閱：為增進本市教育電子報瀏覽率，促進訂閱人數增加，辦理有獎徵答以獎

勵訂閱。 

（一）參加對象：凡訂閱本市教育電子報者皆可參加。 

（二）參加方式： 

1.於本市教育電子報網站，點選「教育電子報有獎徵答」圖示參加作答。 

2.每期共 5題選擇題（單選），全數答對者，可參加抽獎活動。 

（三）獎勵名額：於發刊次月 10日前，採電腦隨機抽取方式抽獎，每期抽 3名。 

（四）獎品領取：於本網站公布中獎名單後，由主辦單位寄送獎品。 

五、以增加本市教育電子報瀏覽及訂閱人數，增進教育深度與廣度報導，達成教育行銷

與推廣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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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發行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自籌款)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明 

講座鐘點費 節 3 800 2,400 內聘，編輯投稿研習會 

稿費 篇 48 1,300 62,400 

1.撰稿每千字 800元，最高 200元。 
2.圖片使用費每張 250元，最高 250
元。 

3.每期以 4篇為原則，每篇暫以 1，
300元估算。(本市所屬機關學校暨
高中以下私立學校員工均不列入給
付)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1 1,238 1,238 講座鐘點費及稿費合計之 1.91% 

印刷費 份 40 60 2,400 編輯投稿研習會之資料印製 

版面設計 式 1 5,000 5,000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網頁版面設計(配合
節慶改版) 

差旅費 式 12 200 2,400 採訪、會議等交通差旅費(實支實付) 

膳費 人次 400 120 48,000 
每月編輯會議 30人*12次，編輯投稿
研習會 40人(膳費內含午餐 80元及茶
水 40元) 

場地布置費 場 13 1,000 13,000 
每月編輯會議及編輯投稿研習會議場地
布置 

圖書獎品 份 36 300 10,800 每月有獎徵答獎品 

雜支 式 1 2,362 2,362 
文具用品、紙張、隨身(硬)碟、資訊耗
材、資料夾、郵資…等，以不超過業務
費之 6%編列 

合   計 150,000  

總   計 新台幣壹拾伍萬元整 
上述經費得於預算額度內相互流
用。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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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SUPER教師經驗分享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學生學習的關鍵除了課程設計外，教學策略的安排，班級經營良窳更是直接與學生

學習互動的整體面向，教師為了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致力於提高教學品質，除了創新教

學策略外，班級經營更顯重要。 

透過典範學習的效法，同儕的相互激勵，教師的教學經驗、班級經營策略才得以交

流、分享，進而提升教師的本職學能。SUPER教師的選拔是透過公開觀課、親師訪

談…，評審出具教學亮點的優質教師，藉由 SUPER教師的教學策略、班級經營的分享，

同儕相互激勵成長，除了提供教師學員專業成長外，更能健全整體教育教學品質。 

參、 目標： 

一、邀請 SUPER教師獎得主分享教學策略及班級經營，提供成功案例學習。 

二、藉由 SUPER教師典範學習，提昇教師專業能力發展及自我成長。 

三、透過同儕學習，彼此分享教學所長，激勵創新教學。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台中市教師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四、協辦單位：大雅區上楓國小、西屯區西屯國小、霧峰區霧峰國小教師會、 

南區信義國小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國小教師，共 200人。（4場，每場各 50人）。 

陸、 辦理日期： 

第一場：106年 3月 15日星期三（13：30 ~ 17：00） 

第二場：106年 3月 29日星期三（13：30 ~ 17：00） 

第三場：106年 5月 03日星期三（13：30 ~ 17：00） 

第四場：106年 6月 14日星期三（13：30 ~ 17：00） 

柒、 辦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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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大雅區上楓國小(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楓林街 232號) 

第二場：西屯區西屯國小(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 300號) 

第三場：霧峰區霧峰國小(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6號) 

第四場：南屯區南屯國小(台中市南屯區南屯區黎明路一段 968號) 

捌、 課程架構： 

一、SUPER教師的班級經營特色分享。 

二、SUPER教師的教學策略分享。 

三、教師專業成長互動座談。 

玖、 實施方式： 

第一場 106年 3月 15日（星期三 ）     地點：臺中市大雅區上楓國小會議室 

時    間 課程/活動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13：20～13：30 報到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3：30～14：20 
SUPER教師班級經營

對話（分組討論） 

江敏滋  老師 （臺中市上石國

小）（105年臺中市 SPECIAL教師

獎） 

助理講師 1 

名 

14：20～14：30 Tea Time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4：30～16：10 

SUPER教師班級經營

實務演練（分組實

作） 

江敏滋  老師 （臺中市上石國

小）（105年臺中市 SPECIAL教師

獎） 

助理講師 1 

名 

16：1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                   歸  

 

第二場 106年 3月 29日（星期 三）        地點：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小會議室 

時    間 課程/活動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13：20～13：30 報到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3：30～14：20 
SUPER教師班級經營

對話（分組討論） 

江敏滋  老師 （臺中市上石國

小）（105年臺中市 SPECIAL教師

獎） 

助理講師 

 1 名 

14：20～14：30 Tea Time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4：30～16：10 

SUPER教師班級經營

實務演練（分組實

作） 

江敏滋  老師 （臺中市上石國

小）（105年臺中市 SPECIAL教師

獎） 

助理講師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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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                   歸  

 

第三場 106年 5月 03日（星期 三）        地點：臺中市南區信義國小視聽教室 

時    間 課程/活動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13：20～13：30 報到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3：30～14：20 
SUPER教師藝文教學

對話（分組討論） 

吳文寬  老師 （臺中市力行國

小）（105年臺中市 SPECIAL教師

獎） 

助理講師 

 1 名 

14：20～14：30 Tea Time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4：30～16：10 

SUPER教師藝文教學

實務演練（分組實

作） 

吳文寬  老師 （臺中市力行國

小）（105年臺中市 SPECIAL教師

獎） 

助理講師 

 1 名 

16：1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                   歸  

 

第四場 106年 6月 14日（星期 三）        地點：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會議室 

時    間 課程/活動 主講人/主持人 
備註 

13：20～13：30 報到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3：30～14：20 
SUPER教師班級經營

對話（分組討論） 

張格逢（臺中市上石國小） 

（105年全國 SUPER教師獎） 

助理講師 

 1 名 

14：20～14：30 Tea Time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14：30～16：10 

SUPER教師班級經營

實務演練（分組實

作） 

張格逢（臺中市上石國小） 

（105年全國 SUPER教師獎） 

助理講師 

 1 名 

16：1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                   歸  

壹拾、報名方式： 

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單位名稱：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完成研

習報名登錄；錄取名單審核後於活動日期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系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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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公佈供查詢。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範圍：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彙整名冊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二、已報名之研習教師因故不能參加，應向原服務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報教育局

備查，並副知承辦學校。 

三、參與人員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四、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水杯。 

壹拾参、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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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SUPER 教師經驗分享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12 9,600 內聘 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400 12 4,800 內聘 助理講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275 1 275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印刷費 人 100 200 20,000  

場地佈置費 場 1,000 4 4,000  

雜支 式 1,325 1 1,325  

合   計 40,000  

總   計 新台幣肆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

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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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全球孩童創意行動工作坊（DFC）-課堂實踐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社會快速進步所呈現的問題，遠超過現在課本知識時，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成了

主軸，但如何在課堂中培養學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呢？如何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培養學生

更多創意性的實踐力呢？ 

引導孩子們「感受」身邊的問題，「想像」解決問題的創新方式，真正去「實踐」，

最後，把自己改變世界的故事大聲說出來跟他人「分享」。這整個歷程更可以培養孩子

們的「同理心」、「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自信心」，下次當孩子們遇到問

題時，絕對會告訴自己「Yes, I Can!」，所達成的實踐力正是教育目的。 

這樣的教學課程設計、課程規劃、教學技巧，是需要重新再認識，透過共同備課、

觀課、議課，彼此分享教學過中的知識架構及經驗的，也是教師急待提昇的本職學能。 

參、 目標： 

一、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教育精神，精進教師專業能力，以提升教師共同備課、課

室觀察之行動力。 

二、結合民間教育團體－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DFC）之資源與資訊，以工作坊形式

帶動現職教師精進教學能力，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創意與想像力。 

三、藉著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教學案例分享，增進教師設計思考教學能力，透過交流

與分享設計思考的做法及經驗，鼓勵研習成員研議課程，引導學生關注自身周遭生

活環境與社會，發揮創意且付諸實踐。 

四、透過微型教學、設計思考的完整工作坊體驗，從體驗中學習如何用設計來解決問

題，激勵教師燃起教育熱情與教學創新的意願。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台中市教師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小、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DFC） 

伍、 實施對象： 

一、臺中市國中小教師 40位。 

二、臺中市對本工作坊有興趣之高中以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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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辦理日期： 

106年 7月 11日(星期二) 8:30~16:30。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小 夢幻教室。 

捌、 課程架構：  

一、邀請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DFC）成員以工作坊方式，帶領教師以 DFC挑戰四步

驟完成並記錄學生改變行動的教學策略。 

二、認識 DFC教學活動、教師共同備課。 

三、公開觀課、議課及教學經驗討論分享。 

玖、 實施方式：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備註 

08:30~09:00 報到 會務人員  

09:00~09:20 開幕式 
臺中市鎮平國小 校長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理事長 
 

09:20~10:10 
 

設計思考簡介 

何謂設計思考 

發散與收斂的歷程 

破冰暖身活動 

跨越與突破 

DFC師資群 

郭至和老師 

助講老師

2位

（內、外

聘各 1

名） 

10:10~12:00 

引導技巧-發散與收斂（一） 

探索問題 

感受身邊的問題 

釐清問題的核心 

DFC師資群 

郭至和老師 

助講老師

2位

（內、外

聘各 1

名） 

12:00~13:30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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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10 
 

引導技巧-發散與收斂（二） 

創意發想 

最佳情境的設置與意義 

擬定解決方案 

課程設計實作演練 

DFC師資群 

郭至和老師 

助講老師 2

位（內、外

聘各 1名） 

15:10~16:00 

教學反思 

設計思考心態與運用 

發散與收斂鑽石結構 

DFC創意行動案例 

DFC師資群 

郭至和老師 

助講老師 2

位（內、外

聘各 1名） 

16:00~16:30 

綜合座談 

提問時間 

針對工作坊過程中各種疑問進行問答 

洪維彬 理事長 

DFC師資群 

郭至和老師 

 

 

拾、報名方式： 

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單位名稱：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完成研

習報名登錄，錄取名單審核後於活動日期前於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系統網站公

佈供查詢。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範圍：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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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参、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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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全球孩童創意行動工作坊（DFC）-課堂實踐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6 9,600 外聘-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6 4,800 外聘-助理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400 6 2,400 內聘-助理講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320 1 32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 

交通費 人 1,400 2 2,800 臺北至臺中 

印刷費 人 150 40 6,000  

膳費 人 80 50 4,000 含工作人員 

場地佈置費 場 2,000 1 2,000  

雜支 式 1,080 1 1,080  

合   計 33,000  

總   計 新台幣 叁萬叁千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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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翻轉教學動起來－「名人講座」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傳統教學中教師知識威權角色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學習主體回到學習者本身，

如何有效達成教學效能，是每位教師得挑戰。跳脫職場長期的束縛及習性，藉助外界的

觀點重新審視自我的定位及角色，除了可審視教學上盲點外，更能貼近社會脈動，這也

是教師必須與時俱進的基本職能需求。 

因此，藉由社會名人對教育的觀察的分析與論述，提供教師不同的教育省思，也是

翻轉教學的一個機會點。 

參、 目標： 

一、翻轉教師的教育思維，活化教學現場困境，關注「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

與「未來的孩子」的教育本質。 

二、透過名人專家現身說法，以及多元的教育現場觀察與人物故事，提點未來世代必須

具備的四大能力：「動機與探索」、「閱讀思考力」、「自律學習力」與「扎根品格

力」，認識每種關鍵能力的內涵、方法與教學守則。 

三、透過微型講座及經驗分享模式，激勵教師燃起教育熱情與教學創新的意願。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台中市教師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四、協辦單位：國立台中二中、國立臺中二中教師會、國立臺中家商、國立臺中家商教

師會。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各階段教師每場 150名（共 3場，計 450人） 

陸、 辦理日期： 

一、 場次一：106年 3月 18日（星期六） 

二、 場次二：106年 4月 15日（星期六） 

三、 場次三：106年 5月 27日（星期六）。 

柒、 辦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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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場次一：國立臺中家商 

二、 場次二：國立臺中二中 

三、 場次三：國立臺中二中 

捌、 課程架構： 

一、每場一主題，多角度教育思潮提供教師教育省思，塑造自己教育理念的亮點。 

二、採名人講座經驗分享，分享多角度的教育觀察，讓教師了解多元的教育面貌。 

三、透過互動式的綜合座談，交換激盪聽眾與演講者的教育觀點，進而提升教師的本職

學能。 

玖、 實施方式： 

【場次一】 

106年 3月 18日（星期六）共 3小時   地點：國立臺中家商國際會議廳 

時間 課程 講師/主持人 備註 

08:30~08:50 報到 台中市教師會 會務人員  

08：50~09：00 開幕致詞 台中市教師會 理事長  

09:00~09:50 
未來的教育、未來的老師（一）
-教育趨勢及教師圖像的轉變

（分組對話一） 

楊恩慈  校長 
（彰化市 忠孝國小校長） 

助理講師 
1名 

09:50~10:00 休息 會務人員  

10:00~11:40 
未來的教育、未來的老師（二）
-教育趨勢及教師圖像的轉變

（分組對話二） 

楊恩慈  校長 
（彰化市 忠孝國小校長） 

助理講師 

1名 

11:40~12:00 綜合座談 

台中市教師會 理事長 

楊恩慈  校長 
（彰化市 忠孝國小校長） 

 

 

【場次二】 

106年 4月 15日（星期六）共 3小時  地點：國立臺中二中體育館視聽教室 

時間 課程 講師/主持人 備註 

08:30~08:50 報到 台中市教師會 會務人員  

08：50~09：00 開幕致詞 台中市教師會 理事長  

09:00~09:50 

教室裡的春天-我的學思達教

室（一） 
（分組對話一） 

林姿君 老師 
（台北市濱江國小 教師） 

助理講師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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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0:00 休息 會務人員  

10:00~11:40 
教室裡的春天-我的學思達教
室（二）（公開觀課） 

（分組對話二） 

林姿君 老師 

（台北市濱江國小 教師） 

助理講師 

1名 

11:40~12:00 綜合座談 

台中市教師會 理事長 

林姿君 老師 
（台北市濱江國小 教師） 

 

 

【場次三】 

106年 5月 27日（星期六）共 3小時   地點：國立臺中二中體育館視聽教室 

時間 課程 講師/主持人 備註 

08:30~08:50 報到 台中市教師會 會務人員  

08：50~09：00 開幕致詞 台中市教師會 理事長  

09:0~09:50 
心流領導力-班級經營 1 
（分組對話一） 

曾明騰 老師 
（彰化縣員林國中 教師） 

助理講師 
1名 

09:50~10:00 休息 會務人員  

10:00~11:40 
心流領導力-班級經營 2 

（分組對話二） 

曾明騰 老師 

（彰化縣員林國中 教師） 

助理講師 

1名 

11:40~12:00 綜合座談 
台中市教師會 理事長 
曾明騰 老師 

（彰化縣員林國中 教師） 

 

 

拾、報名方式： 

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單位名稱：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完成研

習報名登錄，錄取名單審核後於活動日期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系統網

站公佈供查詢。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範圍：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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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水杯。 

拾参、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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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翻轉教學動起來－「名人講座」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9 14,400 外聘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400 9 3,600 內聘助理講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344 1 344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交通費 人 1,400 1 1,400 臺北至臺中高鐵來回 

印刷費 人 45 450 20,250  

場地佈置費 場 1,000 3 3,000  

雜支 式 2,006 1 2,006  

合   計 45,000  

總   計 新台幣肆萬伍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

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139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19 國中英語科差異化教學工作坊－「看見教室裡群星閃耀」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活化教學的目的在於改變傳統單向式教學模式，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把學習的主體由教

師教學回到學習者本身，因此適性教學成了關鍵。班級學生因個人資質、學習態度、學習資

源等因素，其學習程度是有落差的，如何在同一教學場域兼顧各面向的孩子，一直是教師教

學的挑戰。 

教師如何因應同一班級之不同程度、不同學習需求、不同學習方式及不同學習興趣的學

生，為其提供多元學習輔導方案，並體認學生是學習的主導者，教師的角色不在傳授全部的

知識，而在於用教學活動的設計與教學資源的提供，為學生創造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學生習

得學習的技巧，增進學習動機，進而自主學習，幫助每一位學生發揮其潛能，達到最佳的學

習效果，是我們所關切的。 

首先，透過「典範學習」來增能教師教學知能，交流彼此的教學經驗，激盪教學技巧，

提高學生學習效益，以及藉由教學共備工作坊，凝聚教師團體的行動力，提高教學效能，給

予每一個學生成功的機會，正視每一個學生的獨特性與學習權，落實教育公平。 

參、 目標： 

一、 認識差異化教學的基本精神：接納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方式不同、先備知識不同、學

習興趣不同與學習需求不同，因著不同因素的差異，教學上就必須採用不同的教學

策略，其目的在於使學生有最好的學習效果。 

二、 建立教師具有尊重差異的概念，提供教師實施差異化教學的準據。 

三、 透過教學共備提升英語教師實施差異化教學之知能。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台中市教師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四、協辦單位：台中市忠明高中、忠明高中教師會 

伍、 實施對象： 

一、台中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英語教師 60位。 

二、台中市對本研習有興趣之高中以下教師。 

陸、 辦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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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7月 1日 (星期六) 08：30~16：30。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市忠明高中 會議室。（暫訂） 

捌、 課程架構： 

一、透過典範學習理解差異化的教學設計，並融入課程教學設計、達成有效教學的目

標。 

二、透過討論釐清異質群組之分組合作學習，與差異化教學之同質群組競賽，在教學歷程

中逐步發展學生學習之主動性。  

三、透過微型教學、教材研究之共備分享經驗，激勵教師燃起教育熱情與教學創新的意

願。 

玖、 實施方式： 

一、106年 7月 1日（星期六）共六小時   研習地點：忠明高中 會議室（暫訂） 

時間 課程 講師/主持人 備註 

08:30~08:50 報到 會務人員   

08:50~09:00 開幕式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理事長 
  

09:00~10:40 
如何進行課程調整 

（分組實務一） 

林健豐 

高雄市右昌國中 
助理講師 1名 

10:40~11:00 休息 會務人員   

11:00~12:00 
如何善用動態評量 

（分組實務二） 

林健豐  老師 

高雄市右昌國中 
助理講師 1名 

12:00~13:20 午餐 會務人員   

13:20~14:10 
差異化教學教案示例 

（分組對話） 

林健豐 

高雄市右昌國中 
助理講師 1名 

14:10~14:20 休息 會務人員   

14:20~16:00 

差異化教學共備實作 

差異化教學成果發表 

（分組演練） 

林健豐 

高雄市右昌國中 
 助理講師 1名 

16:00~16:20 綜合座談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 

林健豐  老師 
  

拾、報名方式： 

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單位名稱：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完成研

習報名登錄，錄取名單審核後於活動日期前於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系統網站公

佈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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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範圍：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水杯。 

拾参、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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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國中英語科差異化教學工作坊－「看見教室裡群星閃耀」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6 9,600 外聘-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400 6 2,400 內聘-助理講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229 1 229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 

交通費 人 1,580 1 1,580 高雄至臺中高鐵來回 

印刷費 人 150 60 9,000  

膳費 人 80 70 5,600 含工作人員 

場地佈置費 場 2,000 1 2,000  

雜支 式 1,591 1 1,591  

合   計 32,000  

總   計 新台幣叁萬貳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

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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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媒飛攝舞遊於藝-教師與導演的觀影時光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面對社會環境的變遷，媒體與教育的結合愈趨緊密，教師的媒體素養攸關著能

否有效提升教學品質，因此與平面、電子媒體的專業媒體工作者，進行跨界合作，

推廣媒體美學，強化創意思考，統整教師設計發想媒體人對影像操作的思維歷程，

就愈顯重要。 

    透過整合教育媒體資源，引進專業媒體工作者的優質思維及創作技能，活化教

學情境，提升教師對自製媒體及影像思考的能力，進而運用音像藝術中，編、導、

演、攝於教學，引導學生進入多元的音像世界，進而落實媒體素養的紮根教育。 

參、 目標： 

一、藉由臺中市教師團隊與平面、電子媒體的專業媒體工作者，進行跨界合作，推

廣媒體美學，強化創意思考。統整教師設計發想媒體人 對影像操作的思維歷

程，引導學生進入多元的音像世界，落實媒體素養的紮根教育。 

二、整合教育媒體資源，引進專業媒體工作者的優質思維及創作技能，活化教學情

境，提升教師對影像思考的能力，進而運用於教學。 

三、向媒體人學專業，推廣音像藝術中，編、導、演、攝在藝文、社會、語文等領域及重

大議題的運用，提升教師自製媒體及自我成長的專業態度。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台中市教師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西區向上國中、臺中市西區向上國中教師會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國中小教師，共 60人。 

陸、 辦理日期： 

第一天：106年 7月 5日 星期三   （08：30 ~ 16：30）。 

第二天：106年 7月 6日 星期四   （08：30 ~ 16：30）。 

柒、 辦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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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區向上國中 表演教室 

捌、 課程架構： 

一、介紹最實用的教學活動拍攝祕笈，讓小傻瓜也能拍出單眼FU。 

二、協助教師引導學生判讀每天接觸媒體訊息的真偽。 

三、示範節目企劃書的提案技巧及拍攝要領，並和教師一起修正討論教育影片企畫案

並進行拍攝練習。 

四、部落格呈現教師具備編導演攝的專業概念，與教學課程結合，並導入媒體素養教

育內容，讓教學饒富趣味。 

玖、 實施方式： 

本課程以講師示範及分組實作為主，參加教師請攜帶手機、數位相機、攝影機、筆電、

平日建立的數位媒材，以利教學(可向學校設備組商借)。 

106年 7月 5日（三）                       地點：臺中市西區向上國中 表演教室 

媒開眼笑遊於藝-教師與導演的觀影時光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 備註 

08：30~09：00 報  到   

09：00~12：00 講題：有聲有影有真相 

老師開 Mic啦：聽見校園好聲音 

手機拍出單眼 FU：教學活動的拍攝

祕笈 

（實際拍攝：拍出最認真的學生神

情，最精彩的活動現場） 

1.相機系統的介紹 

2.光線-攝影本質 

3.色溫與情感溫度 

4.構圖與視覺心理 

5.翻拍 

6.最近對焦距離的重要 

7.景深-我只要我想看的! 

8 安全快門 

9.主題突出的方法 

10.速度感-展現專業的氛圍 

11.分組實作(以相機系統分組) 

12.作品分享與上傳 

講師示範教學場域的教學成果 

引導學員檢視自己的教學紀錄 

尤丁凱老師 

黃光弘老師 

助理講師 2名 

12：00~13：30 用餐、茶敘（教育影音圖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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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30 講題：獨立媒體工作者的攝影眼 

1公視節目，老師您哪位？紀錄片蘋

果的滋味完全解析。協助教師引導

學生判讀每天接觸訊息的真偽。 

2.教師與導演對話，分享教學成

果，請導演分析修正並進行企劃拍

攝練習。 

李惠仁導演 

與談人：黃光弘

老師 

拍攝示範：尤丁凱

老師 

助理講師 2名 

16：30 賦歸   

 

106年 7月 6日（四）                       地點：臺中市西區向上國中 表演教室 

媒開眼笑遊於藝-教師與導演的觀影時光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 備註 

08：30~09：00 報  到   

09：00~12：00 講題：生態導演的影音行旅 

1.導演示範節目企劃書的提案技巧及

拍攝要領。(「大地的孩子－小石虎

返家之路紀錄片」在休士頓影展中獲

最高榮譽白金獎項。) 

2.教師分享教學故事，請導演分析修

正並進行企劃拍攝練習。 

許鴻龍導演 

與談人：黃光弘

老師 

拍攝示範：尤丁凱

老師 

助理講師2名 

12：00~13：30 用餐、茶敘（教育影音圖書展）   

13：30~16：30 講題:媒開眼笑之編導演攝 戲 See賞 

1講師提供範例供現場教師操作練習 

2超級比一比：圖像設計拍攝大作戰 

3好臉書不盡.部落聚菁英：連結

DFC，呈現教師具備編導演攝的專業

概念，與教學課程結合，讓學習故事

饒富趣味，並上傳部落格.臉書分

享。 

黃光弘老師 

協講：蔡珠娟老

師 

拍攝示範：尤丁凱

老師 

助理講師 2名 

16：30 賦歸   

拾、報名方式： 

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單位名稱：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完成研

習報名登錄；錄取名單審核後於活動日期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系統網

站公佈供查詢。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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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彙整名冊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二、已報名之研習教師因故不能參加，應向原服務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報教育局

備查，並副知承辦學校。 

三、參與人員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四、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水杯。 

拾参、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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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媒飛攝舞遊於藝-教師與導演的觀影時光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9 14,400 外聘 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3 2,400 內聘 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400 12 4,800 內聘 助理講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413 1 413 
二 代 健 保 補 充 保 費

1.91％ 

印刷費 人 150 60 9,000  

膳費 人 80 140 11,200 
（70人×2） 

含工作人員 

場地佈置費 場 2,000 1 2,000  

雜支 式 1,787 1 1,787  

合   計 46,000  

總   計 新台幣 肆萬陸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

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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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課程系統思考教師研習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十二年國教總綱中核心素養提出了三大面向，其中「自主行動」的項目之一：「系統思

考與問題解決」強調學生應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

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系統思考教育，重點放

在培養學習者整體觀與思辨能力，也就是學習從一個更完整-擴大時間、空間的角度來

看議題。透過尋找關注的事件、發展趨勢及整理因果關係，學習者將能看清因果之間如

何相互影響，進而能有效的解決問題，並為自己的生命下正確的決定與建立一個良好的

結構。因應學生的學習需求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教師的系統思考與創新教學能

力的提升，與教師的專業成長與多元教學能力就更顯得重要。 

落實十二年國教總綱-核心素養三大面向中的「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真正培養學生

帶得走的能力，系統思考所講求的系統中的動態行為、組織學習，以及產生動態行為背

後的結構，將有助益於教師的課程設計及與教學。 

參、 目標： 

一、培養教師的系統思考能力，並能用於問題解決方式，提昇教師的班級經營與輔導管

教輔導能力，進而運用於創新教學。 

二、透過討論與實作培養教師對系統思考工具方法與哲學之理解，並於研習期間進行分

組課程設計、教案發表與交流。 

三、培養中學教師的系統思考能力，促使教師投入具有系統思考精神之教育課程活動，

以帶領孩子「系統思考」的能力，實踐「未來想像」之目的。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台中市教師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南區國光國小、南區國光國小教師會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國中、國小高年級教師，共 50人。 

陸、 辦理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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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7月 18日(星期二)至 106年 7月 20日(星期四)。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小 視聽教室。（暫定） 

捌、 課程架構： 

一、強化教師系統思考與創新教學策略，活化教學的品質。 

二、讓教師的教學活動能更生動活潑，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三、培養教師思辯能力，進而活化教學與培養學生思辯能力。 

玖、 實施方式： 

【第一天】106年 7月 18日(星期二)  

時間  研習內容  主持/主講 備 註  

08:30-08:50 報  到 會務人員  

08:50-09:00 開場 國光國小 校長 

洪維彬  理事長 

 

09:00-12:00  「系統思考與教育」專題講座 ： 

以生活實例說明什麼是系統思

考、系統思考與教育的關聯 

系統思考師資群 講師1人 

助教2人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系統思考三工具應用： 

系統思考三工具 

(流量儲量圖、趨勢圖、因果圖)

介紹及應用 

系統思考師資群 講師1人 

助教2人 

 

【第二天】106年 7月 19日(星期三) 

時間  研習內容  主持/主講 備 註  

08:30-09:00 報  到 會務人員  

09:00-12:00  系統思考語言三元件介紹 ： 

系統思考三元件 

(滾雪球環路、調節環路、時間滯

延)介紹及練習 

系統思考師資群 講師1人 

助教2人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系統思考語言三元件應用 ： 

系統思考三元件 

(滾雪球環路、調節環路、時間滯

延)實例應用 

系統思考師資群 講師1人 

助教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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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106年 7月 20日(星期四) 

時間  研習內容  主持/主講 備 註  

08:30-09:00 報  到 會務人員  

09:00-12:00  系統思考議題建模練習：  

以議題舉例說明如何運用系統思

考工具方法、環路概念解析議題 

系統思考師資群 講師1人 

助教2人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6:00  系統思考教學應用與討論 ： 

分組討論如何將系統思考應用於

課程設計，融入於教學中 

系統思考師資群 講師 

助教2人 

16:00-16:30 綜合座談 國光國小 校長 

洪維彬 理事長 

系統思考師資群 

 

拾、報名方式： 

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單位名稱：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完成研

習報名登錄；錄取名單審核後於活動日期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系統網

站公佈供查詢。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範圍：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彙整名冊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二、已報名之研習教師因故不能參加，應向原服務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報教育局

備查，並副知承辦學校。 

三、參與人員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四、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水杯。 

拾参、經費來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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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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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課程系統思考教師研習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18 28,800 外聘-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18 14,400 外聘-助理講師 

講座鐘點費 節 400 18 7,200 內聘-助理講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936 1 963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印刷費 人 150 50 7,500  

膳費 人 80 180 14,400 
（60人×3） 

含工作人員 

場地佈置費 場 2,000 1 2,000  

雜支 式 1,737 1 1,737  

合   計 77,000  

總   計 新台幣 柒萬柒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

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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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國民中小學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

點。 

二、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施政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導引學校多元扎根與均衡發展，鼓勵學校展現優質特色及亮點。 

二、鼓勵並支持學校發展創新特色，展現潛力及辦學績效。 

三、發展優質學校作為楷模，提升本市國民中小學辦學品質。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南區國光國民小學、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 

肆、實施對象：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 

伍、實施期程：自 106年 1月至 106年 12月。 

陸、實施內容： 

一、實施方式及申請資格 

凡本市國民中、小學針對領域課程、議題、校本課程、藝術才能及社團活動課程等

學校特色，皆可提出申請(無須設定組別)，經教育局評選後給予發展組別分類及補助經

費。 

二、評選方式 

由教育局組成評選委員會，主要採書面評選方式，衡量發展性、創新性、整合性、

永續性、普及性、可行性等六大面向後，分潛力發展組、創新發展組、優質發展組等三

組給予發展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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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選六大面向 

        本案採用「評選面向」而非「評選指標」，用意是要讓提案學校更具彈性

發展空間，更符合學校的需求，無須因為硬性的指標規定而限縮計畫發展的空

間。其中潛力發展組評選面向只須要符合至少三個面向即可，比例不拘；創新

發展組評選面向只須要符合至少四個面向即可，比例不拘；優質發展組評選面

向則須要符合至少五個面向，比例不拘。評選六大面向意涵說明如下表： 

面向 說明 

1.發展性 陳述學校願景與方案理念、目的之關聯性，論述方案之實踐

操作；善用學校利基，實踐學校願景。 

2.創新性 透過教師領導、教師專業發展、創新教學策略、多元化的教

材教法、五官六感學習與適性評量等特色學習活動，優化學

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3.整合性 整合現有之學校外部環境與社區資源、結合社區人力及校外

資源，進行系統性之建構與規劃並實際應用於課程中，清楚

闡述運用之環境資源及人力資源。 

4.永續性 訂定實施期程甘特圖，明確析述預期效益（學生學習成效、

正向提升學校創新經營、營造特色發展），並展現永續經營

目標。 

5.普及性 學習對象擴及大部分學生。設計與課綱融合的課程架構，以

連結領域學習，強化系統化校本課程設計，加強課程內容規

劃設計，包括課程層面與相關主題內涵。 

6.可行性 列出經費規劃項目，並敘明如何有效利用經費達成計畫目

的。其中經常門（進行教師專業發展、特色課程設計、出

版、特色教學規劃實施等項目）與教學設備資本門比例約七

比三為原則。 

(二)三大組別補助發展經費 

組別 說明 

1.潛力發展組 1.屬於發展萌芽期，計畫內容具發展潛力。 

2.補助年限為一次補助一年。 

3.經審查通過，第二年得進入創新發展組。 

※評選面向只須符合至少三個面向即可，比例不拘。 

2.創新發展組 1.屬於發展中之計畫，執行內容具特色及績效。 

2.補助年限為一次補助一年。 

3.經審查通過，第二年得進入優質發展組。 

※評選面向只須符合至少四個面向即可，比例不拘。 

3.優質發展組 1.屬於接近成熟之計畫，執行內容具優質特色及具體

績效。 

2.補助年限為一次補助一年。 

3. 經審查通過，第二年得直接進入多年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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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面向須符合至少五個面向，比例不拘。 

(三）評選補助 

     每年度預計錄取補助約 30校，得依評選小組決定分別給予下 

 列補助，補助經費及校數依據送件案所提需求及評選委員建議可 

 彈性調整；經費補助訂有最高上限，惟如學校實際需求未達上限，依各校需

求提出即可： 

    組別 說明 

1.潛力發展組 1.一年補助經費新臺幣最高 10萬元(經常門與教學設

備資本門比例約 5:5~7:3為原則)。 

2.補助校數約 10所。 

2.創新發展組 1.一年補助經費新臺幣最高 30萬元(經常門與教學設

備資本門比例約 5:5~7:3為原則)。 

2.補助校數約 10所。 

3.優質發展組 1.一年補助經費新臺幣最高 20萬元(經常門與教學設

備資本門比例約 5:5~7:3為原則)。 

2.補助校數約 10所。 

三、亮點學校之協作事項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得安排辦理成果發表、經驗分享，以擴散影響。 

(二)由教育局推薦績優學校報名當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或校長領導卓越獎，以引

領本市國中小教育卓越發展。 

(三)上傳學校網站及本局建置之分享網站並進行線上或實體成果分享。 

四、計畫書格式(無須分組別撰寫) 

(一)計畫名稱： 

臺中市○○（學校全銜）亮點發展實施計畫（副標題：學校自行訂定具

有特色形象之標題）。 

(二)書面計畫送審規格 

（1）A4大小，內容不得超過十頁，另含封面及封底。 

（2）各校之格式可參考本計畫，字體行距大小自行斟酌。 

（3）書面資料頁數不符規定者，每 1頁扣書面評分總分 1分。 

 

（4）注意事項： 

a.送審計畫之經費編列，請各校以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0至 30萬元之

額度進行編列，其經費表列為評審給分之重要參考。 

b.計畫中可列明曾經執行或發展之量化或質性績效，以提供評審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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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送審計畫書請注意「環保概念」，勿過度包裝或浪費不必要之資源。 

(三)格式內容 

壹、學校簡介 

(評審重點：陳述學校基本資料與學校 SWOT分析、善用學校利基推

動特色發展及與校務發展之關聯性。) 

一、學校基本資料與辦學願景 

二、學校優劣勢與社區資源分析 

三、學校特色的推動歷程與成果 

四、學校未來校務發展重點規畫 

貳、計畫內容 

(評審重點：推動計畫之理念、目的；方案課程架構與課綱之結

合、教師教學創新作為與合作機制、有助學生能力提升的學習內

容。) 

一、計畫理念與目的 

二、課程架構與課綱融合 

三、創新教學與合作機制 

四、參與比例與學習內容 

参、預期效益 

(評審重點：能針對課程設計與主題內涵相關程度、教學實際執行

過程及學生學習成效等面向，規畫評估效益指標及進行檢核方

式。) 

一、課程融合情形檢核方式及預期效益 

二、教學執行歷程檢核方式及預期效益 

三、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方式及預期效益 

肆、資源需求與經費概算 

(評審重點：清楚闡述如何運用學校內外部環境資源及人力資源，

並實際應用於課程中。經常門與教學設備資本門比例約 5:5~7:3為

原則，資本門：教學設備採購或改善等足以支持亮點課程與教學項

目；經常門：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設計、工作坊研習、標竿參

訪、出版、教學規劃與實施等項目。) 

一、資源整合運用 

二、經費規劃與概算表 

柒、106年度預定工作期程： 

項目 工作內容 時間 備註 

1 辦理說明會 105.12  

2 審查會  106.1  

3 函知各校核定 106.2  

4 各校執行計畫 106.2.1~106.12.31  

5 核銷期程 107.1  

捌、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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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下」補助支應。 

玖、獎勵： 

實際參與本計畫順利完成有功人員，依本府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

理原則暨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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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國民中小學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南區國光國民小學(自籌款)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

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單位:元) 
說  明 

發展補助費 

校 10 100,000 1,000,000 潛力發展組 10校 

校 10 300,000 3,000,000 創新發展組 10校 

校 10 200,000 2,000,000 優質發展組 10校 

出席費 人次 60 2,000 120,000 外聘委員審查送審案件(60
人次*2,000) 

出席費二代補充

健保費 
式 1 2,292 2,292 補二代健保（機關負擔） 

講座鐘點費 節 192 1,600 327,200 8場*24節*1600=307,200元 

講座費二代健保 式 1 6,250 6,250 補二代健保（機關負擔） 

膳費 人次 400 100 40,000 

預估規劃以下會議，視需要
增開會議，含餐費及茶水費 
1.國中小形成性評鑑發展亮
點工作坊 40 人*100 元*8 場
=32,000元 
2.亮點學校審查會 80人*100
元=8,000元 

印刷費及耗材 式 1 100,000 100,000 

含影印、紙張、碳粉、墨水匣、
會議資料印製、多用途證書
夾、成果發表手冊編製等整
年度使用 

場地布置維護費 式 1 80,000 80,000 

評選會議、工作會議、研習
會、成果發表等場地設備維
護、清潔整理、會場用品、會
議海報等 

差旅費 式 1 60,000 60,000 
本案相關人員協助相關業務
差旅費，依市府相關規定核
實辦理。 

雜支 式 1 64,258 64,258  

合  計 6,800,000  

總  計 新臺幣  陸佰捌拾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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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國民中小學課程教學優質發展協作實施計畫 

                                                                 
壹、緣起： 

   臺中市中小學自 102 年起辦理新式校務評鑑，由兩年半計五梯次的辦理經驗，

各界反映從上而下的評鑑模式往往由於對評鑑內容缺乏共識，評鑑過程偏重書面堆陳，

評鑑結果未能妥善運用等缺失，導致評鑑流於形式，徒然造成人力與資源的虛耗。因

此，為真正提昇學校辦學績效，教育局在林佳龍市長宣布停止實施原校務評鑑後，經

過 6次與各界的檢討座談，透過專家學者與各界代表組成的形成性評鑑工作圈多次會

議獲得共識：協助學校優質發展必須從改變評鑑思維做起，教育局應拋棄傳統由上而

下的做法，須從督導管理學校的主從關係，轉化成為協助與支持學校辦學的夥伴關係，

攜手共同為發展優質學校而努力。 

      呼應市長施政方針及理念─發展均優質學校的施政方針及理念，符應未來國際趨

勢的教育，教育局期透過鼓勵學校從願景與目標、學生學習背景差異、教師專業及文

化、課程與教學領導等分析考量，協助學校具有自我省思及變革的動能，促進教師及

學校優質發展。課程教學優質發展協作計畫目的即在鼓勵學校透過內部共同參與、檢

視和討論，提出學校發展規劃與改善需求方案；教育局則基於「協作－發展－優質」

原則，結合督學到校視導制度與外部專業人力共同檢視和評估學校發展需求，據以實

質提供學校發展所需資源，以落實協助學校優質發展的目標。 

貳、目標： 

一、鼓勵學校透過共同參與和討論，發現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問題，釐析原因，研擬

對策並解決問題，提升師生教與學成效，引領學校優質發展。 

二、鼓勵校際間或學校內同儕合作，邀請鄰近學校共同健檢，發展互助共好的辦學文

化。 

三、結合督學到校視導制度與外部專家協作，了解學校課程發展、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情形，並評估學校需求，據以提供協助學校解決問題，朝向優質發展。 

   參、辦理原則： 

一、支持協助：教育局與學校為合作夥伴關係，透過本計畫共同瞭解學校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表現等三個面向所遭遇的困境。 

二、共同參與：學校得透過訪談、問卷、團體座談、會議、巡堂紀錄等多元方式，實

際瞭解教師在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上發展的需求，結合校長辦學理念，

提出對應的發展策略，並擬具學校課程教學優質發展協作方案。 

三、需求評估：依據學校「課程教學優質發展協作方案」，經評估後由教育局核予經

費補助學校辦理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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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永續發展：本計畫實施之精神，以有助於學校長期發展為出發點。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 

    (一)試 辦 期 承辦學校：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協辦學校：臺中市霧峰區復興國民小學 

    (二)第 1 梯次承辦學校：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協辦學校：臺中市立大華國民中學 

    (三)第 2 梯次承辦學校：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協辦學校：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 

    (四)第 3 梯次承辦學校：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 

                 協辦學校：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與期程： 

一、對象：原校務評鑑第 6、7、8梯次未受訪學校，計有國中 22所、國小 90所，共

計 112所學校。 

  二、期程：本計畫實施期間自 105年 9月至 108年 1月，計 5學期，實施屆滿前由教

育局辦理效益評估後，再決定是否延續辦理。實施期間規劃辦理宣導期、

準備期、試辦期、修正期與實施期等五個階段，有關各期別的辦理時間、

參與對象說明詳如下表。 

實施階段 辦理時間 參與對象 說明 

宣導期 105.09.09-09.10 本計畫所有學校 教育局辦理說明會 

準備期 105.09-106.01 本計畫所有學校 

1. 教育局公告協作

委員參考名單 

2. 公告各校實施期

別 

3.試辦期學校視需求

聘請協作委員並研

擬與產出協作方案 

試辦期 106.02-106.05 本計畫內 15校 

1.徵求國中 3校、國小

12校自願為試辦期

學校。 

2.參與試辦期學校，

得免參加實施期學

校。 

修正期 106.06-106.07 試辦期學校 
視試辦學校所提意見

修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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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 

106.09 

至 

108.01 

106.09-107.01 第一梯次 33校 

1.分三梯次辦理，第

一梯次國中 7 校、

國小 26校；第二梯

次國中 6 校、國小

26校；第三梯次國

中 6 校、國小 26

校。 

2.學校得自行擇定參

與梯次，唯各梯次

校數未符時，由教

育局協調排定。 

107.02-107.06 第二梯次 32校 

107.09-108.01 第三梯次 32校 

陸、協作人員及流程：  

一、協作人員：協作學校之代表、教育局督學 1 名、專家學者 2 名(內含學校聘請協

作人員)、教育專業人員 1 名(曾獲教育專業獎項及協作表現優異之教育人員)、

教師組織代表、家長組織代表。 

二、協作流程：以半日為原則，依學校實際需求得酌予增加次數。流程可依學校提出

之方案內容性質等，彈性調整其順序、所需時間與參與人員(惟項目不做變動)。

協作當日實施流程建議如下表： 

項次 活動項目 活    動    內    容 參加人員 

1 
簡報 

 (25分鐘) 

請校長就學校發展願景、課程、教學與學

生學習實施之現況、遭遇之困境、已研擬

之對策及經費需求進行簡報。 
校長 

協作小組 

2 
校園巡禮 

 (30分鐘) 

校方陪同協作人員校園巡禮，並做導覽說

明，以瞭解學校教學環境及相關教學設

施。 

校長 

行政人員 

協作小組 

3 
休息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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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作方案探討 

(80分鐘) 

含問題探討、研擬對策、建議發展方向及

學校相關議題討論，由協作方案相關人員

代表參加，如教師、家長、行政或學生代

表。 

學校依方案需

求邀請相關人

員 

5 
休息 

(15分鐘) 
  

6 
綜合座談 

(40分鐘) 

 
學校依方案需

求邀請相關人

員 

柒、實施步驟： 

步驟 名    稱 實    施    內    容 

一 發布實施計畫 

(一)教育局公布實施計畫(含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 

(二)由未參與新式校務評鑑之學校依意願提出實施期別

申請。 

二 公告協作委員參

考名單 

公告具有課程發展、教學專業、學習評量等專業人員名單

供各校參考。 

三 學校撰寫課程教

學優質發展協作

方案 

(一)學校採合作參與方式，於各梯次實際執行前一學期，

邀請校內老師或校外協作人員參與方案的研擬與產

出。 

(二)方案(最多 10頁)內容至少包括： 

(1)學校願景 

(2)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實施之現況 

(3)遭遇的困境、挑戰與需求 

(4)相對應的策略  

(5)期望參與協作的專家或所需的專業協助事項 

(6)執行期間(至少為一學期、至多為一    年) 

(7)經費需求：每校以不超過 7 萬元為原則。補助之

經費項目屬經常門，設備費不予補助。 

四 協作小組實際到

校進行協作 

教育局督學會同協作委員與學校代表，於該梯次開學後 45

天內依教育局排定日期，到校針對學校課程教學優質發展

協作方案內容及未來協作的策略與項目做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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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協作共識修訂

方案 

學校參考協作小組意見修訂方案內容。 

六 學校執行計畫 計畫內各國民中小學依核定之計畫和經費預算執行之。 

七 檢討評估 教育局與已奉核定「課程教學優質發展協作方案」之學校

就其協作方案，定期評估實施成效並檢討改進之。 

捌、結果運用： 

一、教育局端 

(一)協助學校針對課程教學實施的困難，提出因應對策，形成協作方案，並補

助經費協助學校優質發展。 

(二)如為多數學校的一般性或普遍性問題，提供局端作為擬訂政策參考之依據。 

(三)學校實施方案之過程及成效，視導區督學可作持續關懷協作與輔導。 

    二、學校端 

(一)校長、行政人員與所屬教師能以參與合作方式，共同面對學校困境，提出

務實的解決策略，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 

(二)學校能發揮資源整合力量，改善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玖、經費： 

     本案各參與國中小核定所需補助經費由「106年度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下」

補助支應。 

拾、獎勵： 

實際參與本計畫順利完成之相關人員，依本府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

原則暨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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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國民中小學課程教學優質發展協作實施計畫 

經  費  概  算  表 

承辦單位：豐原區南陽國小(自籌款)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

「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單位:元) 
說  明 

發展補助費 校 50 70,000 3,500,000 50 校*70,000=3,500,000 

出席費 人次 450 2,000 900,000 
外聘委員參與諮詢會、學校座談會、

追蹤輔導會議 (3人次*3場*50校

*2,000=900,000元) 

出席費二代補充健

保費 
式 1 17,190 17,190 

補二代健保（機關負擔） 

講座鐘點費 時 80 1,600 128,000 10場*8小時*1600=307,200元 

講座費二代健保 式 1 2,445 2,445 補二代健保（機關負擔） 

膳費 人次 1,680 100 168,000 

預估規劃以下會議，視需要增開會

議，含餐費及茶水費 

1.工作坊 60人*100元*8場=48,000
元 

2.諮詢會、學校座談會、追蹤輔導

會議 8人*3場*50校*100元

=120,000元 

印刷費及耗材 式 1 80,000 80,000 
含影印、紙張、碳粉、墨水匣、會議

資料印製、多用途證書夾、獎狀印製

等整年度使用 

資料收集費 校 50 2,000 100,000 
研究資料、書籍等供 50校參考 

場地布置維護費 式 1 80,000 80,000 
會議、研習會等場地設備維護、清潔

整理、會場用品、會議海報等 

加班費 式 1 50,000 50,000 
評選會議、工作會議、研習會等加

班。 

差旅費 式 1 100,000 100,000 
本案相關人員協助相關業務差旅

費，依市府相關規定核實辦理。 

雜支 年 1 74,365 74,365  

合  計 5,200,000  

總  計 新臺幣伍佰貳拾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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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網站維運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目標： 
一、建置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網」主網站，上

傳相關推動願景、計畫、成效檢核等，提供本市各國民中小學做為推動精進教學之

依據。 

二、聯結並重新規劃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成果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網站，追蹤各方案的規劃、課程的安排、講座的聘請，到

事後研究成果的呈現是否能針對經教學計畫的精神辦理，以提昇本市辦理教師研習

之品質。 

三、聯結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領域議題教學網」網站，提供輔導員分享之教學資源，

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提高各學習領域教學品質。 

四、聯結本市「教師創新教學媒體數位典藏館」網站，鼓勵本市教師自製暨運用教學媒

體，推廣優良教學媒體，提昇教學品質。 

五、推動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相關計畫 E化

作業，建立低碳城市，永續發展的市府政策目標。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肆、維護費用： 
「106年度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下」補助支應。 

伍、網站內容： 

主要內容含訊息公告、執行願景、總體計畫、研習資料、研習成果、研習檢核

等。 

陸、期程規劃： 
一、106 年 01月至 106年 12 月進行主網站功能維運。 

二、106 年 01月至 106年 12 月進行各網站上傳相關資料。 

柒、網站內容作者必須聲明並保證為各網站作品之共同著作財產權人，未侵害任何第

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有權同意各項授權，並同意作品永久典藏展示於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指定網站，且為推廣資訊教育之目的，得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

過網路、數位光碟公開傳播、轉授權給學校師生下載，作教學活動，且不涉及

任何商業利益之運用。 

捌、擔任網站維運之工作人員於相關會議時，得以公(差)假登記，以利網站維運期間

參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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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網站管理維護人員，得以減少授課時數或每週排固定公(差)假登記，以利執行網

站管理維護工作。 

拾壹、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

於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成果檢核與輔

導追蹤網，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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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網站維運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自籌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網站維護費 式 40,000 1 40,000  

印刷費 份 100 70 7,000  

雜支 式 5,000 1 3,000  

合   計 50,000  

總   計 總計新台幣伍萬元整 
各項經費視執行需求得

互相流用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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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精進教學計畫成效評估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的核心目標，在於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及有效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臺中市於 103年已成效檢核及輔導追蹤計畫的網站建置、參與觀察

及到校訪談等方式進行成效評估，協助瞭解當年度專業成長及團務運作的現況、困境、

建議及成果，也藉此相關資訊，繼續延續中長程計畫的執行，也依此轉化為新年度計畫

規劃之參考。 

參、 目標：  

一、透過研討與工作坊實作研習，引導本市參與 106年度精進教學計畫之學校，針對計

畫之規劃、實施與結果，執行提出具體的成效評估策略。 

二、參與研習人員能提出具體執行策略及評估工具，能檢核計畫執行的成效。 

三、期透過理論與實務的專業互動，彼此反思、分享、回饋與發表，促學校辦理的研習

活動能達成「有效幫助老師教學，提昇學生學習品質」的理想。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小。 

四、 協辦單位：臺中市各國民小學 

伍、 實施對象： 

本市參與 106年度精進教學計畫工作人員。 

陸、 辦理期程： 

自 106年 2月 1日至 106年 10月 15日止。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市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各項研習活動之辦

理地點。 

捌、 課程架構： 

一、理論與實踐的對話：探討文獻及已擬訂的計畫，瞭解計畫成效評估撰寫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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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效分享與回饋：撰稿人分享計畫之內涵及構思，再藉由回饋的機制，提升計畫成

效評估策略的可行性與回效性。 

玖、實施方式：    

時間 場次一：106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鹿峰團隊  

13：20－13：30 10 開幕式暨致歡迎詞 洪瑞佑校長  

13：30－14:20 50 成效評估策略探討 陳瓊娜校長 
各 計 畫 於

第2場次攜

回分享 

14：20－14:40 20 茶敘與經驗交流 鹿峰團隊 

14：40－15:30 50 
成效評估工具的發展與討論-分

組研討 

陳瓊娜校長 
洪瑞佑校長 

15：30－16：20 50 初步計畫撰擬暨綜合討論 洪瑞佑校長  

16：20  賦歸(分送餐盒)  

 

時間 場次二：106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00－13：20 20 報到 鹿峰團隊  

13：20－13：30 10 致歡迎詞 洪瑞佑校長  

13：30－14:20 50 

成效評估的具體策略與評估工

具研發成果回饋與討論 Ⅰ-分

組研討 

李俊湖主任 
陳瓊娜校長 

現場討論對

話分享及成

果回饋引導 

14：20－14:40 20 茶敘與經驗交流 鹿峰團隊 

14：40－15:30 50 

成效評估的具體策略與評估工

具研發成果回饋與討論 Ⅱ-分

組研討 

李俊湖主任 
陳瓊娜校長 

15：30－16：20 50 綜合討論 洪瑞佑校長  

16：20  賦歸(分送餐盒)  

拾、預期成效： 

一、 藉由專長引導各計畫撰擬人員彼此專業互動，研擬計畫執行策略、辦理方式與成效

評估的檢核工具。 

二、 各計畫能在期限內撰寫完並報部審查通過。 

三、 明年度計畫能有效執行並具體評估計畫執行成效。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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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拾參、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效(含講綱、產出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精

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及輔導追蹤網(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師

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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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精進教學計畫成效評估工作坊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6 9,600 外聘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6 4,800 內聘 

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 
式 275 1 275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膳費 人 80 80 6,400  

印刷費 份 100 80 8,000  

雜支 式 925 1 925  

合   計 30,000  

總   計 總計新台幣叁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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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精進教學成效檢核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的核心目標，在於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及有效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臺中市於 103年已成效檢核及輔導追蹤計畫的網站建置、參與觀察及到校訪

談等方式進行成效評估，協助瞭解當年度專業成長及團務運作的現況、困境、建議及成

果，也藉此相關資訊，繼續延續中長程計畫的執行，也依此轉化為新年度計畫規劃之參

考。 

参、目的： 

一、透過本計畫了解 106年度本市執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整體計畫，辦理各項研習是否落實並符合教師需求。 

二、追蹤各方案的規劃、課程的安排、講座的聘請，到事後研究成效的呈現是否能針對

經教學計畫的精神辦理，以提昇本市辦理教師研習之品質。 

三、鼓勵教師發揮創造力展現創意教學，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進而提昇學習效果。 

四、鼓勵教師運用培養學生創造力的原則，設計提昇學生創造力的教材教法。 

五、彙整各校辦理精進教學計畫之相關研習內容，提供全市各校教師參考，期優異教學

經驗得以傳承，並成為創意教學之典範。 

六、統計各校辦理精進教學相關研習資料，彙整分析各研習活動成效檢核作為日後延續

辦理之參考依據。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 
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各項研習活動

之承辦單位。 

陸、辦理地點： 
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各項研習活動

之承辦單位。 
柒、辦理期間： 

一、上半年度：自 106年 2月 01日起 106年 6月 15日。 

二、下半年度：自 106年 7月 01日起 106年 12月 15日。 

捌、實施方式： 

一、建置本市精進教學計畫資訊管理與分析平台。 

二、彙集審核各校辦理 106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之各項研習活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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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三、統計分析各校辦理 106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之各項研習活動概

況。 

四、彙整各校辦理 106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之各項研習活動成效檢

核。 

五、彙整各校辦理 106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之各項研習活動心得建

議。 

玖、實施方式： 

一、各校填報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各項

研習內容： 

(一)研習基本資料：辦理研習名稱、日期、地點、講師姓名、研習時數、承辦人、學

校基本資料等。 

(二)研習相關資料：辦理研習之計畫、課程表及研習教材手冊等。 

(三)研習成效資料：辦理研習之辦理內涵、預期效益、成效檢討、照片、學員名冊

等。 

(四)研習成效檢核：辦理研習之經費運用、學員滿意度、學員心得、學員建議、學校

辦理困難與建議、學校辦理研習成效自我評估等。 

二、統計分析各校辦理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各項研習之辦理情況及彙整建

議心得： 

(一)統計分析全市各層級研習及各類型研習辦理場次等資料。 

(二)統計分析全市辦理研習場次、經費運用、參與人數及滿意度等資料。 

(三)彙整分析全市辦理研習學員建議及心得。 

三、精進教學成效檢核上傳研習課程 

(一)主題與主講人： 

研習場次 研習時間 研習主題 主講人 

第一場次 

山區 

106.10.12(四) 

9:00～11:00 

◎研習活動基本資料的準備 

◎研習活動成效資料的檢核與上傳 

鹿峰國民小學 

蘇建豪主任 

第二場次 

海區 

106.10.12(四) 

13:30～15:30 

◎研習活動基本資料的準備 

◎研習活動成效資料的檢核與上傳 

鹿峰國民小學 

蘇建豪主任 

第三場次 

屯區 

106.10.13(五) 

9:00～11:00 

◎研習活動基本資料的準備 

◎研習活動成效資料的檢核與上傳 

鹿峰國民小學 

蘇建豪主任 

第四場次 

中區 

106.10.13(五) 

13:30～15:30 

◎研習活動基本資料的準備 

◎研習活動成效資料的檢核與上傳 

鹿峰國民小學 

蘇建豪主任 

(二)研習地點：臺中市鹿峰國民小學電腦教室(臺中市沙鹿區星河路 209號) 

拾、報名方式： 

各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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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本計畫各項實施方式之運作，掌握本市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推動的情形。 

二、本市輔導追蹤工作小組成員能更深入的參與計畫的辦理，並提出具體興革意見。 

三、本市教育局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有更真確的了解，擬定更符合教師專業成長所需

的研習活動。 

四、透過到校訪談，了解輔導團各輔導小組運作之狀況，藉以提供協助意見。 

五、利用輔導團分區到校輔導計畫，了解輔導成效及基層老師反映之意見，彙整後提供

下年度計畫之參考。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經費來源： 

「106年度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下」補助支應。 

拾參、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定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效(含講綱、產出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精

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及輔導追蹤網(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師

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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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精進教學成效檢核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自籌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網站維護費 式 40,000 1 40,000  

印刷費 份 100 70 7,000  

雜支 式 5,000 1 3,000 總經費 6% 

合   計 50,000  

總   計 總計新台幣伍萬元整 
各項經費視執行需求

得互相流用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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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國小教師生活課程輔導群初階生活課程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 本市生活課程教師教學現況 

(一)透過到校諮詢輔導，與教師面對面溝通、專業對話，發現學校因配課或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因素，將生活課程中的部份內容抽出由科任老師任教。再加上政府課稅

後，導師授課節數減少，因綜合活動常配合學校本位的活動，故導師在授課科目

上會選擇或被要求國、數、綜合、彈性時間、部分生活，導致生活課程授課被分

割且由鐘點教師來授課。目前國小生活課程不是單一教師授課，部分學校切割至

二、三位教師授課，讓生活課程失去原有的完整性，違背原本統整課程的原意，

上課內容也因此需再做部份調整與規畫。 

(二)未受過 97 課綱後初階研習的生活課程授課教師、鐘點教師，不了解生活課程的綱

要精神及如何進行有效教學，微調後的教學規劃重視兒童是學習的主體，鼓勵教師

以主題活動的方式教學，對於同一個主題，可由不同的面向切入帶領兒童學習，教

師易用舊有的方式來教學，需要更多的研習成長機會。 

(三)面臨 12 年國教 107 課綱的轉變，綜合課程即將融入生活課程中，這樣的變化，現

場教師如何將 107課綱轉化，並應用在課程中，透過研習課程讓教師們更加了解生

活課程的未來變革。 

 二、需求評估 

 (一)透過初階生活課程教師研習來培訓授課教師，提供教學專業支持，增進教學知

能。進行主題教學時，能有效的統整社會、藝術與人文及自然與生活科技三個領域

外，未來因應 12年國教 107課綱的變化，將綜合活動納入生活課程中，以達成教

學成效。 

 (二)生活課程教師研習的培訓，協助本市教師於教學時，確實達成生活課程各項能力

指標，以提升學童在生活中探索、學會欣賞、解決問題，經營自己生活的能力。 

 (三)初階生活課程研習為頒發證書認證研習，從 102年度開始辦理至今，已有 1739人

完成 12小時研習並取得合格證書，為了因應生活課程 107課綱，初階生活課程教

師研習內容也必須有所調整，106年度的初階生活課程教師研習辦理 2場次，以因

應 12年國教 107課綱的變革與課程轉化。 

參、目標： 

一、提升生活課程教師教學能力，深化課程品質與內涵，增進學生學習成就。 

二、增進教師生活課程教學知能，落實課程綱要之精神與理念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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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學校生活課程教學品質，促進正常化教學。 

四、提升教師對 12年國教 107課綱之理解與課程轉化之運用。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北區健行國民小學、太平區長億國民小學、潭子

區東寶國民小學、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 

106學年度擔任國小生活課程教師、未有初階生活課程增能研習證書教師次之。  

陸、辦理期間： 

106年 7、8月(共辦理 2場次，每場次 90人)。 

柒、辦理地點： 

清水區清水國小 、豐原區豐田國小   

捌、研習人數： 

每場次 90人，2場次共 180人。 

玖、實施方式： 

一、海區：106年 7月 3日(星期一)、106年 7月 4日(星期二)  地點：清水區清水國小  

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備註 

106年 7月 3日(星期一)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   

08：50~09：00 開 幕 式 黃美玲校長  清水國小 

9：00~12：00 生活課程之課程

綱要精神與教學

實踐 

黃美玲校長 劉綺老師 

(暫定) 

嘉義縣平林

國小 

12：00~13：00 午餐 輔導團   

13：00~16：00 生活課程教科書

分析與主題教學 

黃美玲校長 劉綺老師 

(暫定) 

嘉義縣平林

國小 

106年 7月 4日(星期二)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   

08：50~09：00 開 幕 式 黃美玲校長   

9：00~12：00 生活課程主題教

學之案例分析 

黃美玲校長 張淑娟老師

(暫定) 

內埔國小 

12：00~13：00 午餐 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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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備註 

13：00~16：00 生活課程主題教

學之實作與分享 

黃美玲校長 主講： 

張淑娟老師助

講： 

張星磊老師 

(暫定) 

內埔國小 

 

 

內埔國小 

16：00~16：30 綜合座談 黃美玲校長   

 

 二、山區：106年 7月 3日(星期一)、106年 7月 4日(星期二)  地點：豐原區豐田國小 

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備註 

106年 7月 3日(星期一)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   

08：50~09：00 開 幕 式 黃世忠校長  豐田國小 

9：00~12：00 生活課程之課程

綱要精神與教學

實踐 

黃世忠校長 李秀枝老師 

(暫定) 

苗栗縣建國

國小 

12：00~13：00 午餐 輔導團   

13：00~16：00 生活課程教科書

分析與主題教學 

黃世忠校長 李秀枝老師 

(暫定) 

苗栗縣建國

國小 

106年 7月 4日(星期二)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   

08：50~09：00 開 幕 式 黃世忠校長  豐田國小 

9：00~12：00 生活課程主題教

學之案例分析 

黃世忠校長 陳櫻雪老師

(暫定) 

國安國小 

 

12：00~13：00 午餐 輔導團   

13：00~16：00 生活課程主題教

學之實作與分享 

黃世忠校長 陳櫻雪老師 

張芬玲老師 

(暫定) 

國安國小 

大鵬國小 

16：00~16：30 綜合座談 黃世忠校長   

 

壹拾、報名方式： 

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www.inservice.edu.tw/)報名系統線上報名。完

成研習報名登錄；參加人員給予公(差)假登記，差旅費由服務學校依規定支付。 

壹拾壹、預期成效： 

一、各校生活課程授課教師專業成長，落實生活課程之課綱精神與理念。 

二、教師參與課程研究與發展，提升生活課程之教學能力，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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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課程教師教學品質提升，促進學校生活課程正常化教學。 

四、教師理解 12年國教 107課綱之變革及轉化運用於課程。 

壹拾貳、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参、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證書。每堂課若遲到、早

退或缺課 20分鐘未到，視同缺席，但可在其他場次進行補課，完成研習規定時數，

仍可核發證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106年度生活課程初階教師增能研習共兩場次。 

五、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肆、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伍、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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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國小教師生活課程輔導群初階生活課程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12 19,200 外聘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12 9,600 內聘 

講座鐘點費 節 400 12 4,800 內聘助教 

補充保費 式 642 1 642 1.19% 

差旅費 式 3000 1 3,000 依實核銷、講師交通費 

印刷費 人 50 200 10,000 
講義費以每人新臺幣 100

元為限(100人*2場) 

證書印刷暨郵資 人 30 200 6,000  

教材教具費 人 20 200 4,000  

膳費 人 80 440 35,200 
110人*4天(含工作人員、

輔導團員) 

場地佈置費 式 2,000 2 4,000 共 2場次 

雜支 式 3558 1 3,558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 

合   計 100,000  

總   計 新臺幣壹拾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

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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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非專長授課教師-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 15小時 

實體研習課程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研習目標： 

一、提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教學關鍵能力，落實課程綱要精神與理念。 

二、培養教師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知能，深化課程品質與內涵。 

三、提升學校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品質，培養學生生活實踐能力。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小 

 四、協辦單位: 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小、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小 

肆、實施對象：請務必由學校依教育局公告名額（尚未取得證書及 105學年新進教師）

指派後，依規定場次參加實體研習；教育局將另開調查表，請各校填報

研習教師名冊供承辦學校審核用。 

   第一順位：以有擔任 105學年度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但尚未完成 36小時受訓之教師為

主要調訓對象。 

   第二順位：其他或預計 106學年度擔任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老師，但尚未完成 36 

             小時受訓之教師，另符合第二順位之承辦學校教師優先其他相同順位之教師

錄取之。 

依 97課綱規定，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師資安排，「應由合格教師擔任，唯該教師應修習

本 學習領域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或參與本學習領域基礎研習至少三十六小時。」。105學年

度國小一～六年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老師應符合上開規定。 

伍、辦理期間： 

106年 7月 3日（一）至 106年 7月 4日（二）共計三場次。 

陸、辦理地點：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小、清水區東山國小、東勢區新成國小等三校 

柒、實施原則： 

一、實用性：以教師關鍵知能及教學實務相關課程為重點。 

二、普遍性：以分區規劃為主，讓各區教師能就近參加研習。 

三、進階性：以兩階段進行，教師需先完成線上課程研習，再參加實體課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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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方式： 

一、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 36小時研習，分為兩階段： 

（一）線上課程研習: 

1.線上課程計 21小時，請各校教師利用時間在實體研習前完成線上研習。 

2.線上課程學習網址: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https://ups.moe.edu.tw/）  

3.登入線上課程步驟請依附錄說明辦理。 

4.各校『教務處』請掌握校內教師完成 21小時線上課程情形，以利貴校教師順利

參與 15小時實體課程研習。 

（二）實體課程研習:於 105年 7月 3日起分區辦理，請已完成線上課程之教師，報名參

加本市 15 小時實體操作課程研習，辦理學校場次及日期如下：(暫定) 

 

預 計 辦 理 時  程 梯  次 
學  校 

區  域  別 
辦理地點 

參與

人數 

1 106/07/03-106/07/04(暫定) 
第 1梯次 

(中、屯) 
原中市及屯區 

臺中市烏日區 

僑仁國小 
140 

3 106/07/03-106/07/04(暫定) 
第 2梯次 

(海) 
海區 

臺中市清水區 

東山國小 
130 

5 106/07/03-106/07/04(暫定) 
第 3梯次 

(山) 
山區 

臺中市東勢區 

新成國小 
130 

◎各場次報名人數有限，需先經學校指派，跨區無法報名成功，請多加留意。 

◎各場次研習日期或地點並不相同，請參與教師留意。 

◎各梯次停車需求，請於活動辦理前逕行連結各辦理地點學校網站查看。 

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 36小時研習注意事項： 

1.為符合教育部統合視導要求，請符合規定之教師務必上網（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報名參加。 

2.為符合研習成效，教師報名時請務必依照『服務學校所屬區域之場次報名參加』，

以免承辦學校審查時因不符資格而被剔除；另因本 15小時實體課程為教師實際操

作、演示、分享之設計，各項教材、教具需事前準備，且囿於場地空間限制，故各

場研習均做『人數』管控，『不接受』現場報名。 

3.參加實體課程教師須全程參與課程，方能取得研習時數。每堂課必須全程參與，遲

到、早退超過 15分鐘，即不核發當堂課的研習時數。 

4.請提醒貴校參加研習教師攜帶下列物品。 

（1）本領域課本、相關教案、教學素材〈影片、音樂…〉~ 實作課程參考資料 

（2）環保杯、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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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內容： 

 課 程 名 稱 時數 合計 備註 

◎ 

線 

上 

課 

程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內涵解讀 3 

21小時 

◎請老師於實體課程

進行前自行上網研

習，並完成規定之評

量。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規劃與發展 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選用與評鑑 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教學理論 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資源整合與運

用 
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評量理念 3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效能省思與精

進 
3 

◎ 

實 

體 

課 

程 

 

日

期 
時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主講 

 

第 

一 

天 

08:30-08:50 報到 承辦學校  

08:50-09:10 開幕式 
輔導團召集校長 

承辦學校校長 

 

09:10-10:00 

(50 分鐘) 

從教學實例談綜合活動能

力指標分析與轉化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10:00-10:15 茶水時間 承辦學校  

10:15-11:45 

(90 分鐘)  

從教學實例談綜合活動能

力指標分析與轉化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11:45-13:00 午餐時間 承辦學校  

13:00-14:30 

(90 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教

學實務1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14:30-14:50 茶水時間 承辦學校  

14:50-16:20 

(90 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教

學實務1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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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 

體 

課 

程 

 

日

期 
時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主講 

 

第 

二 

天 

08:00-08:30 報到 承辦學校 
 

08:30-10:00 

(90 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教

學實務2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10:00-10:15 茶水時間 承辦學校  

10:15-11:45 

(90 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評

量實務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11:45-13:00 午餐時間 承辦學校  

13:00-13:50 

(50 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評

量實務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13:50-14:10 茶水時間 承辦學校  

14:10-15:40 

(90 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規

劃發展與實例分享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15:40-16:30 

(50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規

劃發展與實例分享暨綜合

座談 

外聘或 

本市輔導團種子講師

/ 

輔導團召集校長 

分組討論實

作，講師一

名助講二名 

備註:因本研習屬實體操作課程，必須分組討論、實作、產出成果，故每一節課都需搭配3位

助理講師。 

玖、報名方式及研習證明： 

一、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6年 6月 23日（五）止，於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承辦單位：由各承辦學校自行上網登錄

研習，審核報名學員服務學校所屬區域是否符合指定場次，並於研習結束

後審核參加學員之研習時數核給）辦理報名，請需報名參加研習之教師所

屬學校教務處提醒教師注意研習報名時間、場地，勿報錯場次。 

二、研習證明及證書核發： 

（一）全程參與線上（21小時）與實體（15小時）研習課程，經檢核通過者，核發36

小時研習時數。 

（二）完成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關鍵能力36小時研習並取得研習時數教師，經各校

審查合格造冊，由承辦學校彙整函送教育局備查後，印製研習證書發送各校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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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轉發。（105年9月後會再發文通知學校提報申請認證名冊。） 

（三）凡全程參加各場次研習之教師同意給予公假登記。 

壹拾、預期成效： 

一、協助各校教師專業成長，落實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綱精神與理念，提升教師綜合活

動領域教學能力。 

二、透過相互的分享交流，激勵教師共同參與課程研究與發展。 

三、充分建置資源人才庫，提供各校充裕的師資，使人才培育管道更加流暢。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與

輔導追蹤網或承辦學校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

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通知承辦單

位。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附則：36小時研習課程時數折抵 

（一）已取得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進階教師」及「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者，可折「教

學效能省思與精進」之線上課程時數3小時。 

（二）已取得「教育部辦理直轄市縣（市）課程與教學輔導人才培育及認證課程」之國

教輔導團輔導員認證綜合活動「初階證書」者，可折抵「教學效能省思與精

進」、「多元教學理論」、「多元評量理念」、「課綱內涵解讀」等各3 小時，

一共12小時線上課程時數；已取得「進階證書」者，再折抵「課程規劃與發展」3

小時線上課程時數。 

（三）曾自民國92年起參與教育部辦理之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團講師培

訓工作坊、研習主講人及相關中央輔導群開設之研習課程者，可折抵同類別之課程

時數。 

壹拾參、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肆、成效與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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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產出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

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與輔導追蹤網或承辦學校網頁，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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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非專長授課教師-國小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 

關鍵能力 15小時實體研習課程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署款) 

項       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        註 

外聘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15 24,000 外聘 

內聘講座鐘點費 節 800 30 24,000 內聘 

外聘助講鐘點費 節 800 0 0 外聘 

內聘助講鐘點費 節 400 90 36,000 15節*3人*3場次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605 1 1,605   

膳費 人 80 920 73,600 3場次含工作人員 

印刷費 人 80 400 32,000 
學員、工作人員、

講師、成果用。 

教材費 人 33 400 13,200 實作課程講義、材料 

交通費 式 2,500 3 7,500 實支實付 

住宿費 式 1,600 3 4,800 實支實付 

場地佈置費 場 3,000 3 9,000   

證書印製費 張 30 400 12,000 含印製及寄送 

雜支 式 3,034 3 9,102 3場次 

合計 
246,807  

  

1.內外聘講師及助講鐘

點費得互相勻支。 

2.各項經費除鐘點費、

交通費、住宿費、二代

健保費外，依實際狀況

得互相勻支。 

總計 新台幣貳拾肆萬陸仟捌佰零柒元整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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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甄選推動品德教育之具體做法與案例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106年度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計畫。 

（二）106年度臺中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貳、 目標： 

（一）啟發學生學習動機，發展品格及智慧，發覺學生好品德的行為，提昇學

生善良品德的實踐力。 

 （二）鼓勵教師開發推動品德教育之具體做法與案例，營造有利學生品德發

展與溫暖關懷的學習環境，增進教師落實品德教育的知能。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 

肆、 實施對象： 

一、 班級數 26班以下之各國民中學及小學自由參加。 

二、 班級數 26班（含）以上之各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及小學，每校至

少繳交 1件。 

伍、 實施方式： 

一、 各校教師就班級經營或學校行政措施裡實施品德教育之具體作法，

或發覺班級裡學生之好品德行為，選擇具有特色之作法，敘寫品德

案例。推動品德教育之具體做法與案例參考格式如附件一。 

二、 各校請將品德案例依下列格式彙整成冊： 

(一)作品請以 A4直式橫書(含封面、目錄)書寫，並備齊 1式 2份連同

核章後之報名表（附件二）、授權切結書（附件三）、光碟電子檔

1份送至承辦學校。 

(二)作品請於 20頁內(含附件，不含報名表)完成，標題字型為 16號

標楷體，大綱字型為 14號標楷體，內文字型為 12號標楷體單行

間距。版面編排上下、左右空白各 2公分。 

陸、 甄選類別： 

以品德教育「班級經營」及「學校行政措施」二種類別為主。 

柒、 甄選標準及評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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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選標準 

    1.案例整體架構之完整性（30%） 

    2.是否符合品德教育之道德核心價值概念（25%） 

    3.實際運用之可行性及效益（25%） 

    4.特色或創意（20%） 

二、評審方式 

  1.由教育局聘請專家學者暨實務工作者組成評審小組，針對各校推薦之作

品進行審查。 

2.國中組遴選「特優」2件、「優等」3件、「佳作」5件及「入選」若干件

作品。 

3.國小組遴選「特優」3件、「優等」8件、「佳作」14件及「入選」若干

件作品。 

4.獲選「特優」、「優等」、「佳作」及「入選」之作品等範例，除由教育局頒

給撰稿費（入選除外）鼓勵，並依計畫給予獎勵。 

捌、 投稿及收件： 

一、 收件日期：105年 4月 25日起至 5月 23日止（暫訂），以郵戳日期為

憑。 

二、 請各校將「推動品德教育之具體做法與案例」紙本一式兩份（請加封

面）、報名表、授權書與電子光碟一份合併掛號郵寄 432臺中市大肚

區沙田路一段 364號追分國小（學務處）收【信封封面請務必註明

「推動品德教育之具體做法與案例甄選」】。 

三、 報名表除了以紙本含於作品內郵寄至本校外，請另以「電子信件方

式」寄至承辦人電子信箱 mysamisu@gmail.com(信件標題及檔案請註

明「105品德教育-OO區 OO國民 O學-組別」) 

玖、 注意事項： 

一、 徵選之作品可以個人或團體形式報名，團體報名以四人為限。每人以投

一件作品為原則，內容請依具體做法與案例參考格式（附件一）撰寫，

依附件格式填寫報名表（附件二）及授權書（附件三）並逐級核章。 

二、 作品之著作權仍屬原作者所有，但必須無償授權教育局非營利用途之

使用以利校園品德教育之推廣工作。 

三、 援用他人資料請註明出處，如係「引用」則請徵得原作者授權；請勿侵

害他人著作權，否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四、 作品如係抄襲他人作品或有侵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

取消獲獎資格。上述情事如已發給獎勵、獎狀時，所領獎勵、獎狀應交

回主辦單位，取消之獎項不予遞補。 

五、 投稿作品請自留底稿，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壹拾、 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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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專款補助。 

壹拾壹、 觀摩研討會暨表揚活動：(另文公告) 

一、 辦理日期：106年 8月 23日（星期三）。 

二、 辦理方式：遴選得獎教師親自演示，並請各校派員參加觀摩研討會

相互交流學習。 

三、 辦理地點：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 

壹拾貳、 考核與獎勵： 

一、 作品獲選為特優、優等、佳作者除頒發稿費以資鼓勵外，『特優』

由學校本權責核予嘉獎乙次、獲選為『優等』、『佳作』及『入

選』頒發獎狀乙張以玆鼓勵。 

二、 辦理本計畫工作人員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

點核予敘獎。 

壹拾參、 本計畫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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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教師生命教育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106年度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106年度臺中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貳、 目標： 

一、 增進學校教師對生命教育議題之深入了解，並充實教師對生命教育教學專業知能，

以深耕生命教育教學領域。 

二、 協助各校推展生命教育教學範疇，拓展學生知福惜幅、珍惜生命、開拓生命意義的

生命教育觀。 

三、 鼓勵各校經營具學校本位特色之生命教育課程與校園整體營造，開發具在地與校本

特色生命教育推動模式。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肆、 參加對象：請依學校區別報名所屬場次 

一、 本市山區、中區及海區、屯區高中、國中、國小輔導主任或輔導教師，每一場次計

40名，共四場次。 

二、 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給予公(差)假，全程參與者給予進修時數六小時登記。 

伍、 活動日期： 

106年 7月 10日(五)分兩個場地，同時辦理四梯次。 

陸、 活動地點：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中和街三段國中巷 10號) 

聯絡人：新社高中輔導處劉妍綾組長，電話：25812116#714 

柒、 課程內容： 

課程表詳如附件 

捌、 講師介紹：新社種苗繁殖場退休專員何陽修先生、新社高中輔導主任董文章。 

玖、 報名方式: 

一、 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inservice.edu.tw/報名。 

二、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追蹤是否通過檢核，並再次上網查詢錄取與否。 

壹拾、 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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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豐厚參加研習之人員對生命教育之瞭解與體驗，並提高處理學生問提及開發學生生

命潛能之能力。 

二、 強化教師生命教育知能，落實生命教育教學及學生輔導。 

三、 鼓勵各校經營具學校本位特色之生命教育課程與校園整體營造，開發具在地與校本

特色生命教育推動模式。 

壹拾壹、 活動經費： 

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壹拾貳、 全程參與教師核發研習時數六小時，餘依實際參與節數核發研習時數。 

壹拾參、 辦理本計畫工作人員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核予敘獎。 

壹拾肆、 本計畫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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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中市『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教師生命教育知能研習課程表 

研習日期：106年 7月 10日(五) 

研習時間：上午 9：00～下午 16:00 

參 加 對 象 A場地：山區、中區學校 B場地：海區、屯區學校 

時 間 研討課程 主持（講）人 

8：30～8：50 
報到 

新社高中團隊 

8：50～9：00 開幕式 
教育局長官 

新社高中 朱健良校長 

9:00～11：00 

白冷圳水道巡禮 

解說：董文章主任、徐岳文主

任 

參訪種苗繁殖場、香草園區 

解說：何陽修先生、OOO先生 

11:00～12:00 在地與校本特色生命教育分享 在地與校本特色生命教育分享 

12:00~13:00 用餐時刻 新社高中團隊 

13:00～15：00 
參訪種苗繁殖場、香草園區 

解說：何陽修先生、OOO先生 

白冷圳水道巡禮 

解說：董文章主任、徐岳文主任 

15:00～16:00 在地與校本特色生命教育分享 在地與校本特色生命教育分享 

16:00~16:10 綜合座談 
教育局長官 

新社高中 朱健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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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國民小學「2017 年學力檢測回饋分析增能研習」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本市 2017年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學力檢測）計畫。 

貳、 目標： 

一、建立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資料，以追蹤、分析學生在學習上變遷之趨勢，進而檢

視目前課程與教學實施成效。 

二、提供完整、標準化的學習成就資料，作為分析學生學習成就上差異表現變項資料，

以評估學生學習能力。 

三、瞭解學校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現況，作為課程與教學政策改進之參考，並為教育

局及學校推動補救教學之重要參據。 

四、以量化資料提供相關研究人員，深入探討學生學習成就方面的相關政策議題。 

五、為協助本市國小學生學習能力檢測之測驗標準化，使其有效回饋於補救教學。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 

肆、 實施對象： 

本市國民小學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每校 1人，共 260人。 

伍、 辦理日期： 

106年 12月 13日（星期三）8：30~12：40 

陸、 辦理地點： 

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 

柒、 實施方式： 

研習課程內容及講座 

時 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負責人 

8:30-9:00 報到/領資料 潭陽國小 

9:00-9:10 致詞 尤敦正科長 

9:10-10:00 國語文檢測統計分析與教學策略研發改進 六寶國小 施政旻老師 

10:00-10:10 休息 潭陽國小 

195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研習課程內容及講座 

時 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負責人 

10:10-11:00 數學檢測統計分析與教學策略研發改進 東光國小 王士信老師 

11:00-11:10 休息 潭陽國小 

11:10-12:00 英語文檢測統計分析與教學策略研發改進 頭家國小 廖錦煌老師 

12:00-12:40 綜合座談 尤敦正科長 

12:40- 賦歸 潭陽國小 

捌、 報名方式： 

106年 12月 11日（星期一）前，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http://inservice.edu.tw/)潭陽國小項下報名。 

玖、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 考核： 

  一、研習人員給予公假，全程參加者並依規核給研習時數 4小時，與會人員並請自行攜

帶環保水杯。 

  二、已報名之研習教師因故不能參加，應向原服務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報局備查，

並副知承辦學校。 

  三、各校教師參與研習後務必返校分享與推廣，請各校自行訂定分享日期與時間。 

  四、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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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國民小學「2017 年學力檢測回饋分析增能研習」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署款) 

名   稱 單位 單 價 數量 金額 備    註 

講師鐘點費 節 800 3 2,400 內聘講師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46 1 46 1.91%單位健保補充保險費 

印刷費 人 70 240 16,800 研習暨長官等相關人員 

膳費 人 150 260 39,000 含工作人員 

場地布置費 場 2,000 1 2,000  

雜費 式 2,194 1 2,194 不超過業務費總額之 6％ 

合計 62,440 以上各項經費除講師鐘點
費、全民健保補充保費外，其
餘得相互勻支 總計 陸萬貳仟肆佰肆拾元整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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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知能研習實施計畫-「初任教師實務研習」 

壹、依據： 

    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  

貳、目的： 

    強化初任教師班級經營與教學基本知能，協助適應並勝任教師生活。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肆、研習時間： 

    一、日期：106年 10月 18日(星期三)、10月 19日(星期四)，共計二天。 

    二、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伍、研習地點： 

    本市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陸、參加對象： 

臺中市 106年度國小教師甄選錄取之初任教師，包含國小普通教師、專長 

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 

柒、預期成效： 

一、強化初任教師班級經營與教學基本知能。 

二、藉由經驗分享，提供解決策略並建立人際網絡系統。 

捌、課程表詳如附件。 

玖、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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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知能研習實施計畫「初任教師實務研習」 

課程表 

第一天：106年 10月 18日(星期三) 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時間 內容/課程名稱 主持人/主講人 

08:30-8:50 報  到 
綠山暖陽團隊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08:50-09:00 迎賓曲/長官致詞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9:00-12:00 教學實務問題與分享 
郭至和老師 

臺中市北屯區建功國小 

12:00-13:30 午餐/經驗交流 
綠山暖陽團隊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13:30-16:30 學生權益與正向輔導 
王捷拓檢察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16:30-17:00 綜合座談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7:00 領取餐盒/賦歸/簽退 
綠山暖陽團隊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第二天：106年 10月 19日(星期四) 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時間 內容/課程名稱 主持人/主講人 

08:30-9:00 報  到 
綠山暖陽團隊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09:00-12:00 人際溝通與情緒管理 
蔡昌樺主任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小 

12:00-13:30 午餐/經驗交流 
綠山暖陽團隊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13:30-16:30 班級經營策略與實務 
廖婉惠老師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小 

16:30-17:00 綜合座談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7:00 領取餐盒/賦歸/簽退 
綠山暖陽團隊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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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品質提升家長宣導說明會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目標： 

一、促進家長、教師及行政人員明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學課程內涵及預期    

    教學成效。 

二、介紹各校校訂課程特色與教學品質提升策略，以落實適性學習精神。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各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各國民中學。 

肆、辦理方式： 

採宣講、意見交流及對話方式進行。 

伍、辦理時間： 

106年 3月 1日起至 106年 11月 30日止。 

陸、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各高級中學(國中部)、臺中市立各國民中學 

柒、參加對象： 

本市各國中(含市立高中國中部)家長、教師及行政人員。 

捌、執行內容(宣導課程)：  

活動時程 活動項目 備註 

10分鐘 致詞  

50~60分鐘 
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適性入學理念內涵 

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入學方案實

務，協助學生適性輔導與發展。 

10分鐘 中場休息  

50~60分鐘 
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校訂課程實施內涵 

說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基

本理念，闡述學校校訂課程特色與教學品

質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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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經費來源：  

每校補助 2,050元，共計 164,000元整(本市各國中共 80校)，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補助支

應。 

壹拾、考核： 

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精進教

學計畫成果檢核及追蹤輔導網｣(網址：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師參

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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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與教學品質提升家長宣導說明會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國中教育科(署款)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800 160 128,000 
每校 2 節， 80 所學校，

共計 160節 

二代健保補充費 式 2,480 1 2,48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印刷費 份 400 80 32,000 
每校 400元，共計 80所學

校 

雜支 式 1,520 1 1,520  

合計 164,000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支 

總計 新臺幣  壹拾陸萬肆仟元整 業務費得依實際相互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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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行政人員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計畫緣起：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於2000年4月「達喀爾行動綱領，全民教育：

實現我們集體的承諾」第六條揭櫫：「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並強調「教育的發展應由菁

英教育轉向全民教育，且應從基礎教育全民化邁向中等教育全民化。」因此學校教育的軸

線，透過國民基本教育年限的延長，涵蓋國民中、小學與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已然成

為提升國民素質與國家實力的關鍵所在。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教育人員應建立課程是一種延續的思維。為強化高國中小

校長、教務（導）主任及教學（務）組長對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認知與理解，俾便於107學

年度實施新課綱時能有明確的做法，特辦理此研習計畫，希冀透過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宣導

與對話，能培養行政人員對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素養，帶動全校教師迎接新時代教育的來

臨。 

參、 目標： 

一、 透過種子講師的宣講，強化行政人員對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認知與理解。 

二、 藉由主題講座及實務探討，探討學校未來實施新課綱的實施方式。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伍、 實施方式： 

一、 新課綱總綱導讀：由種子講師進行宣講。 

二、 新課綱議題研習：由種子講師針對四項主題進行討論及發表。 

三、 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6小時。 

陸、 參與對象： 

本市各公私立國中及完全中學國中部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務必全程參加本場次，

未參加者會另行安排時間補訓，教育部培訓種子講師除外。每場次以 60 人為限，超過

者請參加另一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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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施時間： 

一、國中校長場次一：106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五）08：30 至 16：00 止。 

二、國中校長場次二：10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08：30 至 16：00 止。 

三、國中主任、組長場次一：106 年 4 月 07 日（星期五）08：30 至 16：00 止。 

四、國中主任、組長場次二：106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08：30 至 16：00 止。 

五、國中主任、組長場次三：106 年 5 月 05 日（星期五）08：30 至 16：00 止。 

捌、 會議地點：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格致樓一樓視聽教室) 

校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653 號。 

電話：04-237123324 分機 710。 

玖、 研習議程及課程內容： 

 （一）國中校長場次一：106 年 3月 10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10：00 新課綱總綱導讀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陳瑞昌校長 

（內聘）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新課綱總綱內涵、解析及學校的準備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13：00-15：00 

主題一：校長因應新課綱之課程領導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主題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任務與運作 

        跨領域課程設計及協同教學 

主題三：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實施及評鑑 

學校因應新課綱之教師進修規劃與實

施 

主題四：核心素養的教學及評量案例 

講師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助理講師 

四位（內聘）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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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校長場次二： 106 年 3月 24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

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10：00 新課綱總綱導讀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陳瑞昌校長

（內聘）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新課綱總綱內涵、解析及學校的準備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13：00-15：00 

主題一：校長因應新課綱之課程領導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主題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任務與運作 

        跨領域課程設計及協同教學 

主題三：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實施及評鑑 

學校因應新課綱之教師進修規劃與實施 

主題四：核心素養的教學及評量案例 

講師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助理講師 

四位（內聘）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綜合座談 

 

（三）國中主任及組長場次一：106 年 4月 07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

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10：00 新課綱總綱導讀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陳瑞昌校長

（內聘）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新課綱總綱內涵、解析及學校的準備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13：00-15：00 

主題一：主任、組長因應新課綱之課程領導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主題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任務與運作 

        跨領域課程設計及協同教學 

主題三：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實施及評鑑 

學校因應新課綱之教師進修規劃與實施 

主題四：核心素養的教學及評量案例 

講師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助理講師 

四位（內聘） 
15：00-15：1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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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00 綜合座談 

（四）國中主任及組長場次二：106 年 4月 21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

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10：00 新課綱總綱導讀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陳瑞昌校長

（內聘）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新課綱總綱內涵、解析及學校的準備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13：00-15：00 

主題一：主任、組長因應新課綱之課程領導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主題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任務與運作 

        跨領域課程設計及協同教學 

主題三：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實施及評鑑 

學校因應新課綱之教師進修規劃與實施 

主題四：核心素養的教學及評量案例 

講師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助理講師 

四位（內聘）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綜合座談 

 

（五）國中主任及組長場次三： 106 年 5月 5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

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10：00 新課綱總綱導讀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陳瑞昌校長

（內聘）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新課綱總綱內涵、解析及學校的準備 

12：00-13：00 午餐 承辦學校 

13：00-15：00 

主題一：主任、組長因應新課綱之課程領導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主題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的任務與運作 

        跨領域課程設計及協同教學 

主題三：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實施及評鑑 

學校因應新課綱之教師進修規劃與實施 

主題四：核心素養的教學及評量案例 

講師 

江鴻鈞校長

（外聘） 

陳瓊娜校長

（外聘） 

助理講師 

四位（內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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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綜合座談 

壹拾、 預期成效： 

一、省思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面向，提升執行、反省與轉化的行動能力。 

二、培養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教育理念與實踐能力的多元思考及策略涵容。 

壹拾壹、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

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貳、 考核： 

承辦本活動之相關業務有功人員，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

核予敘獎。 

壹拾參、 本計畫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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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行政人員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崇倫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外聘) 節 1,600 30 48,000 1,600/節 

講座鐘點費(內聘) 節 800 10 8,000 800/節 

補充保費 式 1,070 1 1,070 以鐘點費 1.91%編列 

印刷費 份 70 300 21,000  

膳費(含茶水) 份 120 300 36,000 
 

場地布置費 場 3000 5 15,000 
每場以不超過新臺幣 3000

元為限 

雜支 式 8,930 1 8,930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合   計 138,000  

總   計 新臺幣壹拾参萬捌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補

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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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精進發展校校教學卓越-優質教學團隊經驗分享論壇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本市為精進現場教師激發創意、活化教學，積極鼓勵學校教師參與教育部教學卓越

獎。在這樣的氛圍下，104年本市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國中組大放異彩，榮獲 2

座金質獎、1座銀質獎，105年國中組再獲得一座銀質獎，國小組亦獲得 2座銀質

獎，精進了教學現場教師對於有效教學、也創造了學生學習動機的相關知能。 

  二、為能鼓勵更多的教師參與教學現場的翻轉、增進學生學習的動機，進而提升學生的基

本學力，擬邀請具活化教學經驗之專家學者，協助指導本市教學團隊，以激發教學創

意活力、改變固有之教學模式，設計精進教學之方案。 

參、目標： 

一、鑑於教師教學績效對於學生學習成就之直接影響，期教師本於教改精神，積極提昇

教學品質，規劃 106年度精進發展校校教學卓越發展計畫，結合優質教學團隊經驗分

享之策略，提昇教師教學績效、提高教學品質。 

二、本計畫鼓勵各校於課程教學已有績效之教學團隊，積極參與本市教學卓越之初賽，

並擇優參與教育部教學卓越全國複賽，將優秀教學方案分享推廣、典範轉移，精進本

市教學之成效。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伍、實施對象： 

一、本市完全中學國中部鼓勵參加。 

二、國中班級數達 40班(含)以上一律參加，其餘各校鼓勵踴躍參加。 

三、國民小學及幼兒園。 

陸、辦理地點: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柒、辦理日期：106年 11月 30日(星期四 )。 

捌、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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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或主講人 

13：10～13：30 20’ 報到 
 

13：30～13：40 10’ 長官致詞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長官 

13：40～15：10 90’ 

金質團隊經驗分享與交流

(一) 

國中、小、幼兒園組 

各 1 組學校/引言人 

15：10～15：30 20’ 休息  

15：30～17：00 90’ 
金質團隊經驗分享與交流

(二) 

國中、小、幼兒園組 

各 1 組學校/引言人 

17：00～17：30 30’ 綜合座談  

玖、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 106年 11月 23日(星期四)前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承辦單位：南陽國小完成研習報名登

錄。全程參研習人員核予研習時數 4小時。 

壹拾、成效評估： 

透過曾榮獲金質獎的教學卓越團隊成功經驗分享，以期提供本市學校典範學習的目標，

協助校校發展教學卓越團隊。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參、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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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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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提升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專業

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升國民中學教師健康教育教學專業能力計畫。 

貳、 目標： 

一、提升國民中學健康教育師資專業能力及健康教育教學成效，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二、培育本市健康教育種子教師，以發展各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三、發展本市健康教育教學資源共享平台，以提升健康教育教學成效。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四箴國中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肆、 實施對象： 

一、培訓對象：任教健康教育課程之所有專業合格教師與非專業合格教師。 

二、學校應推派任教健康教育課程之非專業合格教師（含現職教師、代理老師）參加非

專長場次培訓。 

三、建議已參加過 102-105年度原計畫之非專長教師繼續參加，並於 106學年度能繼續

任教健康教育課程。 

四、請根據教育部之員額系統，請應參訓之教師，務必出席參加。 

五、已參與過 102-105年度研習教師，請上網協助填寫健康教育非專長教師培訓研習問

卷，請至台中市國中健體領域國教輔導團網頁 http://phy-

j.guidance.tc.edu.tw/ (「台中市教育局」「教學資源」「臺中市國教輔導

團」「摘要首頁」「領域議題網站」「健康與體育國中組」)進入連結表單

填寫送出即可。已參與過研習教師名單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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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辦理日期： 

場次一：106年 9月 13日(星期三) 

場次二：106年 9月 20日(星期三) 

場次三：106年 10月 11日(星期三) 

陸、 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柒、 實施方式： 

場次一：106年 9月 13日(星期三) 
起迄時間 實施內容 

8：30-9：00 報到 

09:00-09:10 主席致詞 

09:10-10:00 

(50min) 

健康教育「性教育」議題之課程設計與發展 

講師：邱寵萱老師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50min) 

實作活動（一）「性教育」議題之教學活動體驗 

講師：邱寵萱老師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50min) 

健康教育「藥物教育」議題之課程設計與發展 

講師：高薏亭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50min) 

實作活動（一）「藥物教育」議題之教學活動體驗 

講師：高薏亭老師 

13:50-14:00 休息 

14：00-14：50 

(50min)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體領域綱要及核心素養轉化

示例與教學實作 

講師：陳巧瑜老師 

14:50-15:00 休息 

15：00-15：50 

(50min)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體領域綱要及核心素養轉化

示例與教學實作 

講師：陳巧瑜老師 

15：50-16：10 綜合討論及對話 

16：10- 賦歸 

 

場次二：106年 9月 20日(星期三) 
起迄時間 實施內容 

8：30-9：00 報到 

09:00-09:10 主席致詞 

09:10-10:00 

(50min) 

健康教育「性教育」議題之課程設計與發展 

講師：邱寵萱老師 

10：00-10：1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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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1:00 

(50min) 

實作活動（一）「性教育」議題之教學活動體驗 

講師：邱寵萱老師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50min) 

健康教育「藥物教育」議題之課程設計與發展 

講師：高薏亭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50min) 

實作活動（一）「藥物教育」議題之教學活動體驗 

講師：高薏亭老師 

13:50-14:00 休息 

14：00-14：50 

(50min)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體領域綱要及核心素養轉化

示例與教學實作 

講師：黃珍老師 

14:50-15:00 休息 

15：00-15：50 

(50min)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體領域綱要及核心素養轉化

示例與教學實作 

講師：黃珍老師 

15：50-16：10 綜合討論及對話 

16：10- 賦歸 

 

場次三：106年 10月 11日(星期三) 
起迄時間 實施內容 

8：30-9：00 報到 

09:00-09:10 主席致詞 

09:10-10:00 

(50min) 

健康教育「性教育」議題之課程設計與發展 

講師：邱寵萱老師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50min) 

實作活動（一）「性教育」議題之教學活動體驗 

講師：邱寵萱老師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50min) 

健康教育「藥物教育」議題之課程設計與發展 

講師：高薏亭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50min) 

實作活動（一）「藥物教育」議題之教學活動體驗 

講師：高薏亭老師 

13:50-14:00 休息 

14：00-14：50 

(50min)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體領域綱要及核心素養轉化

示例與教學實作 

講師：陳巧瑜老師 

14:50-15:00 休息 

15：00-15：50 

(50min)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體領域綱要及核心素養轉化

示例與教學實作 

講師：陳巧瑜老師 

15：50-16：10 綜合討論及對話 

16：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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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報名方式： 

請符合資格教師擇一場次參加，參加研習之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

職進修資訊網(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單位名稱：台中市教師職

業工會完成研習報名登錄；錄取名單審核後於活動日期前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

上報名系統網站公佈供查詢。 

拾壹、預期成效： 

一、期望提升本市非健康教育教師課程教學之專業能力，透過各主題教學概念及教學資

源的分享，能使任教健康教育之非專業教師更能有效的教學。 

二、透過健康教育專業合格教師的增能，建置健康教育教學資源庫，並透過教師專業社

群的建置，建立本市健康教育教學資源網絡。 

拾貳、著作權歸屬及利用範圍：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参、注意事項： 

一、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彙整名冊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二、已報名之研習教師因故不能參加，應向原服務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報教育局

備查，並副知承辦學校。 

三、參與人員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四、珍惜資源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水杯。 

拾肆、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伍、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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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提升國民中學健康教育教師專業增能研習

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四箴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師鐘點費 節 800 6 4,800 內聘 

講師鐘點費 節 1,600 12 19,200 外聘 

講師交通費 人 1,400 2 2,800 台北來回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 458 458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印刷費 人 300 40 12,000  

膳費 人 330 80 26,400 

含研習 300 人及每場

工作人員 10 人(共 30

人)=330 人 

場地佈置費 場 3 1,000 3,000  

雜支 式 1 1,342 1,342  

合   計 70,000  

總   計 新台幣 柒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

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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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國中藝術與人文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推展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授課教師增能計畫，提升本市教師藝文教育素養。 

二、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中，表演藝術教師專長授課比例較低，系統性課程規劃為計劃核

心，建立「政策引領實作實踐回饋評估分享修正再實踐」的累積型專業成長模

式，規劃提供臺中市表演藝術非專長教師增能機會，增進教師專業及創新教學知能，

培育國中藝術與人文表演藝術學習領域專業師資，以落實、發展藝術與人文教學成

效。 

三、辦理非專長授課教師表演藝術增能研習，精進教師專業能提升教學品質。 

参、 目標： 

一、推展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授課教師增能計畫，提升本市教師藝文教育素養。 

二、培育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授課教師能力，以發展藝術與人文課程之特色。 

三、增進授課教師課程轉化教學知能，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應學習之能力。 

四、透過教學實作演練，輔導教師應用有效教學策略案例，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大雅國民中學、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國中 

輔導小組。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新民高中。 

伍、實施對象： 

臺中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擔任七、八、九年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表演藝術課程授課教師

（非具備表演藝術專長授課教師）及對表演藝術教學有興趣之非專長教師，每校至多 1

～3名，每梯次 70人，共 210人額滿為止。 

陸、 課程架構： 
一、106年度專業增能期：透過專業分科增能，提升非專長教師專業知能及教學方法。 

二、107年度有效教學期：安排多元互動課程，增進非專長教師授課能力及實作技巧。 

三、108年度實踐分享期：經由階段課程規劃，增進教師課程轉化級延伸發展長期運作 

模式。 

柒、辦理期間：106年 08月 22日至 08月 24日。 

一、第一梯次：106年 08月 22日（二）共 7小時；上午 9:00~下午 4:00。 

二、第二梯次：106年 08月 23日（三）共 7小時；上午 9:00~下午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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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梯次：106年 08月 24日（四）共 7小時；上午 9:30~下午 4:00 。 

捌、實施方式： 

一、地點：臺中市新民高中(綜合大樓表演藝術科教室) 

二、流程：如下表 

三、課程表 

106年 8月 22日(週二)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40-09:00 報  到  

09:00--10:30 
歌仔戲-教室變把戲一 

(基礎把子功教學) 

新北市漳和國中 

鄭銘盛老師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歌仔戲-教室變把戲一 

(基礎把子功教學) 

新北市漳和國中 

鄭銘盛老師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50 歌仔戲-教室變把戲二 新北市漳和國中 

鄭銘盛老師 
 

梯次 辦理時間 辦理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備註 

第一

梯次 

106.08.22. 

上午 9:00~

下午 4:00 

歌仔戲-教室變把戲

一(基礎把子功教學) 

楊歭芃 

校長 

新北市 

漳和國中

鄭銘盛 

老 師 

請著能簡便

伸展之活動

服裝 

第二

梯次 

106.08.23. 

上午 9:00~

下午 4:00 

從京劇的化妝造型一

認識古人的審美觀 

楊歭芃 

校長 

The  

Triad

【三】京

劇彩妝工

作室 

老 師 

第三

梯次 

106.08.24. 

上午 9:00~

下午 4:00 

肢體劇場-默劇肢體

樂 

楊歭芃 

校長 

野孩子肢

體劇場 

姚尚德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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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戲服穿戴) 

13:50-14:00 休  息  

14:00-15:30 
歌仔戲-教室變把戲二 

(傳統戲服穿戴) 
新北市漳和國中 

鄭銘盛老師 

 

15:30-16:00 綜合座談 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員  

 

106年 8月 23日(週三)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40-09:00 報  到  

09:00--10:30 
從京劇的化妝造型一 

認識古人的審美觀 

The Triad【三】 

京劇彩妝工作室張哲綸老師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從京劇的化妝造型一 

認識古人的審美觀 

The Triad【三】 

京劇彩妝工作室張哲綸老師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50 

從京劇的化妝造型一 

認識古人的審美觀 

The Triad【三】 

京劇彩妝工作室張哲綸老師 

 

13:50-14:00 休  息  

14:00-15:30 
從京劇的化妝造型一 

認識古人的審美觀 

The Triad【三】 

京劇彩妝工作室張哲綸老師 

 

15:30-16:00 綜合座談 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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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 24日(週四)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備  註 

08:40-09:00 報  到  

09:00--10:30 肢體劇場-默劇肢體樂 野孩子肢體劇場 

姚尚德老 師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肢體劇場-默劇肢體樂 野孩子肢體劇場 

姚尚德老 師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50 肢體劇場-默劇肢體樂 野孩子肢體劇場 

姚尚德老 師 

 

13:50-14:00 休  息  

14:00-15:30 肢體劇場-默劇肢體樂 野孩子肢體劇場 

姚尚德老 師 

 

15:30-16:00 綜合座談 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員  

 

玖、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於 106年 08月 21日（週一）前，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大雅國中，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一、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

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國 

民教育輔導團網站，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三、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臺 

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與輔導追蹤網或承辦學校網頁，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壹拾壹、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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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

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各校務必遴派非表演藝術專長授課教師參加本項研習，以提升本市藝術與人文領域課

程教師教學素養。 

六、最少參加一個梯次核予研習時數 7小時，凡三梯次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21小時。 

壹拾貳、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参、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

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

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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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國中藝術與人文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大雅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21 33,600 外聘 1600元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642 1 642  

印刷費 人 70 210 14,700  

膳費 人 80 210 16,800  

場地布置費 場 3,000 1 3,000  

雜支 式 1,258 1 1,258  

合   計 70,000 除講座鐘點

費及二代健

保補充保費

外，其餘可以

勻支。 

總計 新臺幣柒萬元整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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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國民中學學生英語領域多元評量素養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的教學應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效，重視學生是否學會，而非僅 以完成

進度為目標。為了解學生的學習過程與成效，應使用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並依據 學習評量的結

果，提供不同需求的學習輔導。     

    為持續推廣評量素養相關概念，本市配合心測中心各學習類別學習評量團隊規劃系列性課程，

藉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辦理與執行初階研習課程，協助教師瞭解多元學習評量素養與內涵，期

透過種子講師，將學習評量素養之內涵與實作方式逐步且全面地推廣至國中教學現場，以鼓勵學

生展現多元智能與提高學習動機，進一步達到維繫基本學力表現，縮減學習成就落差，並提升學

生學習品質的任務。  

參、目標： 

一、 發現在課堂中使用多元學習評量的相關問題。 

二、 希望透過問題解決的過程，逐年讓其他學校瞭解實作方式。 

三、 希望藉由持續的培訓與研習，提升參與本計畫教師之學習評量素養。 

四、 協助提供教育部未來全面實施的評估依據。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伍、實施對象： 

一、 本市各國中英語教師每校 1名。  

二、 國中英語輔導小組全部參加。 

三、 本次研習預估參加人數 85人。 

陸、辦理期間： 

106年 9月 26日(二)，共 6小時；上午 9:00~下午 4:00。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捌、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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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師：新北市新莊國民中學 曾麗娜老師 

二、課程內容： 

課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增能 

60分鐘 多元學習評量說明與概念簡介 

90分鐘 各學習類別評量素養基本理念與發展現況 

60分鐘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研發經驗與分享 

60分鐘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研發練習(一) 

90分鐘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研發練習(二) 

玖、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北新國中)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成效評估： 

一、能幫助本市社會學習領域教師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而調整其教學內容、方式。 

二、設計適當的補救教學課程與活動，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品質。 

三、達到維繫基本學力、縮減學習成就落差。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

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

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政府教

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不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備查，

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参、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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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精進教

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師參考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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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國民中學學生英語領域成就多元評量標準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北新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師鐘點費 節 1,600 6    9,600  外聘學者專家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83 1 183 9600*0.0191 

交通費 趟 700 2 1,400 
核實支應 

(來回 2趟) 

資料蒐集費 人 350 3 1,050 
書名：明日教育 

親子天下出版社 

本書解析 107課綱精神所欲培養的核心

素養與能力，將如何改變高中教學現

場；了解「台灣教育史上最大開放」的

實驗教育三法，帶動了哪些改革與變

化。 

印刷費 人 100   85    8500  文具、影印費 

膳費 人 100 100    10,000  含工作人員 

場地布置費 式 3,000 1    3,000   

雜費 式 1,267 1 1,267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內 

合   計 35,000   

總   計 新臺幣：叁萬伍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補助辦

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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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國民中學學生數學領域成就多元評量素養推廣及增能研習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為配合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培

養學生為適應現在生活、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能與態度。規劃系列性課

程，藉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辦理與執行多元評量研習課程，協助教師瞭解多元評量概念

與內涵，期透過種子講師，將多元評量之內涵與實作方式逐步且全面地推廣至國中教學現

場，以鼓勵學生展現多元智能與提高學習動機，進一步達到維繫基本學力表現，縮減學習

成就落差，並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的任務。  

參、目標： 

一、 透過問題解決的過程，逐年讓其他學校瞭解實作方式，持續的培訓與研習，提升參

與本計畫教師之評量專業能力。 

二、 教師可以運用校內外資源，進行觀察、探究、實作等教學活動。運用測驗、

觀察、問答及面談、檔案等多元評量的方式，重視學生在知識、能力、態

度上，與實際生活的連結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運用知識的學習表

現。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 

伍、實施對象： 

臺中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擔任七、八、九年級數學學習領域授課教師，每梯次 60人額滿為

止。 

陸、辦理期間：106年 3月 13日(星期一)  

柒、辦理地點：臺中市立公明國民中學。 

捌、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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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師：易明正。 

二、課程內容： 

課程 時間 課程內容 

增能 

60分鐘 多元學習評量素養說明與概念簡介 

90分鐘 各學習類別評量標準基本理念與發展現況 

60分鐘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研發經驗與分享 

60分鐘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研發練習(一) 

90分鐘 各學習類別作業示例研發練習(二) 

玖、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預期成效： 

一、能幫助本市數學學習領域教師瞭解學生的學習表現，進而調整其教學內容、方式。 

二、設計適當的補救教學課程與活動，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品質。 

三、達到維繫基本學力、縮減學習成就落差。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

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参、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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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229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1-37 

國民中學學生數學領域成就多元評量素養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公明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6    9,600  外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83  1      183  

印刷費 份   100  120   12,000  文具、影印費 

膳費 人 80 110    8,800  含工作人員 

場地布置費 式 3,000 1    3,000   

雜費 式  1,417  1    1,417  不超過總金額 6% 

小   計 35,000   

總   計 新臺幣：叁萬伍仟元整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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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國民中學學生綜合領域多元評量素養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的教學應關注學

生的學習成效，重視學生是否學會，而非僅以完成進度為目標。為了解學生的學習過程

與成效，應使用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並依據學習評量的結果，提供不同需求的學習輔

導。教師應依據學習評量需求自行設計學習評量工具。評量的內容應考量學生身心發

展、個別差異、文化差異及核心素養內涵，並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不同層面的學習

表現。 

為落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念與目標，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

軸，持續推廣多元評量相關概念，本市依各學習類別多元評量諮詢團隊規劃系列性課

程，藉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辦理與執行多元評量研習課程，協助教師瞭解多元評量概

念與內涵，期透過種子講師，將多元評量之內涵與實作方式逐步且全面地推廣至國中教

學現場，以鼓勵學生展現多元智能與提高學習動機，在自我探索與人際發展的關鍵期，

持續提升所有核心素養，進一步達到維繫基本學力表現，縮減學習成就落差，並提升學

生學習品質的任務，培養學生在「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參與」等核心素養

三大面向上循序漸進，成為均衡發展的現代國民 

參、 目標： 

一、發現在課堂中使用多元評量的相關問題，如標準本身的適切性與教學現場實施所遭

遇的困難。 

二、希望透過問題解決的過程，逐年讓其他學校瞭解實作方式。 

三、希望藉由持續的培訓與研習，提升參與本計畫教師之評量專業能力。 

四、協助提供教育部未來全面實施的評估依據。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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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擔任七、八、九年級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教師，每校 1

人，未曾參加 105年 10月 4日於立人國中舉辦之同名研習者優先錄取，60人額滿。 

陸、 辦理日期： 

106年 9月 19日(星期二) ，共 6小時； 8:30-8:50報到，上午 9:00~下午 4:00研習。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立人國民中學。(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一段 62號) 

捌、 實施方式： 

一、講師：新北市板橋國中劉美嬌老師(國中學習成就多元評量種子教師暨諮詢教師)。 

二、課程內容： 

課程 時間 課程內容 

研習準備 
8:30-8:50 報到 

8:50-9:00  開場 

增能 

60分鐘 多元評量研發說明與概念簡介 

90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多元評量基本理念與發展現況 

60分鐘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作業示例研發經驗與分享 

60分鐘 作業示例研發練習(一) 

90分鐘 作業示例研發練習(二) 

玖、 報名方式：  

   參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立人國中)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

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索、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本次研習為實作課程，參加人員請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 

二、請參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參加。 

三、參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四、已報名之人員因故不能參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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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五、參與人員參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貳、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參、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參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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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國民中學學生綜合領域多元評量素養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立人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600 6 9,600 外聘 

助理講座鐘點費 節 400 6 2,400 內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300 1 3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 

講師交通費 式 2,000 1 2,000  

印刷費 人 130 65 8450 核實編列 

膳費 人 120 80 9,600 

 

內含午餐及茶點，含工作

人員 

場地佈置費 場 1,000 1 1,000  

雜支 式 1,650 1 1,650 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 

合   計 35,000  

總   計 新臺幣叁萬伍仟元整 
以上經費除人事費用外得

以勻支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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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國民中學「科展指導教師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 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目標： 

  一、提升教師開放性探索教學的知能。 

  二、增進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科學研究之能力。 

  三、提高教師指導科展的興趣及意願。 

  四、促進國內科展指導教師之交流。 

参、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中市立國民中學 

肆、實施對象： 

本市 106學年度國民中學自然、數學領域科展指導教師，每校 1至 2名，可分領域分日

報名，每場次 80人，額滿為止。 

伍、辦理日期： 

106年 12月 7日(星期四)及 106年 12月 8日(星期五) 

陸、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國民中學 

柒、實施方式： 

時間 106年 12月 7日(星期四) 

起迄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30-08:40 10 報到 學校主任  

08:40-09:00 20 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官 

學校校長 

 

09:00-12:00 180 一、師父引進門： 

1、認識科展的理念 

2、科學展覽實施計畫 

二、科學探究課程設計： 

1、科學探究的屬性 

2、科展計畫規畫經驗交流 

臺中市立居仁國中 

蔡明致教師 

(生物、地科) 

茶敘 

10:20-10:30 

12:00-13:00 60 午餐 學校主任  

13:00-16:00 180 三、科學展覽培訓模式 臺中市立居仁國中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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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作訓練 

2、發展科展題目 

四、科學展覽寫作說明 

1、發展系統化研究架構 

2、優良科展作品規準 

蔡明致教師 

(生物、地科) 

14:20-14:30 

16:00  賦歸   

  

時間 106年 12月 8日(星期五) 

起迄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40-09:00 20 報到 學校主任  

09:00-12:00 180 一、數學科展資料搜尋 

二、數學科展指導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陳鑫達教師(數學) 

茶敘 

10:20-10:30 

12:00-13:00 60 午餐 學校主任  

13:00-16:00 180 三、數學科展報告轉寫 

四、數學科展實作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 

陳鑫達教師(數學) 

茶敘 

14:20-14:30 

16:00-16:30 30 綜合座談 教育局長官 

學校校長 

 

16:30  賦歸   

捌、報名方式： 

於 106年 12月 1日（星期五）前，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inservice.edu.tw/)臺中市立國民中學項下報名。 

玖、預期成效： 

    一、培訓本市國中科展參展指導教師專業知能，支持專業成長體系。 

    二、健全學習組織運作，領航創意整合課程。 

壹拾、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

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

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壹、注意事項： 

一、研習人員所屬服務機關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 

二、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整報局處理。 

    三、已報名之研習教師因故不能參加，應向原服務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報局備查， 

        並副知承辦學校。 

四、各校教師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貳、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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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壹拾参、考核： 

承辦本次研習活動有功人員依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敘獎，以資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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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國民中學「科展指導教師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國民中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 節 12 800 9,600 
11/03-11/04 

共 2天，每天 6節 

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式 1 183 183 講師鐘點費*1.91% 

資料處理費 式 1 3,000 3,000 

A0大行海報輸出機紙張、

彩色墨水、活動海報設計

印製、光碟片、隨身碟等。 

印刷費 份 50 85 4,250 

研習人員 80人，每人 1

本；相關人員及存檔 5

本。 

膳費 人 80 180 14,400 
研習人員 80人， 

本校工作人員 10人。 

場地布置費 場 1500 2 3,000  

雜支 式 1 1,720 1,720  

合計 36,153  

總計 
新臺幣参萬陸仟壹佰伍拾参元

整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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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臺中市 106年度精進全國閱讀磐石績效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 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施計畫(104-106 三年期

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自 97 年起推動「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

人評選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全國閱讀磐石獎)，每年評選閱讀磐石學校計 40所。 

依據親子天下雜誌 105年度縣市教育力調查結果，本市閱讀力面向榮獲第 1名佳績，

顯見閱讀教育成果已能傲視全國。為鼓勵各校營造校園閱讀氛圍、提升學童閱讀知能，並

使本市閱讀教育推動成果得以嶄露頭角，爰訂定本計畫。 

參、 目標： 
一、 藉由表彰閱讀推動績優學校、協助學校推動閱讀之團體及個人，以形塑閱讀風氣，

深耕閱讀教育。 

二、 鼓勵本市國民中小學重視學生閱讀知能，並積極參加教育部全國閱讀磐石獎，為本

市爭取佳績。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 

(一) 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 

(二) 本市精進全國閱讀磐石績效團隊。 

四、 協辦單位：本市推動校園閱讀工作小組。 

伍、 實施對象 
一、以本市所轄高中及國民中小學為主。 

二、本市參加閱讀推手評選(含市內初複選及全國決選)之個人及團體，亦可參加本局所

辦理相關工作坊，惟仍以學校為優先參加對象。 

陸、 辦理期間： 
一、市內初評前輔導工作坊：106年 6月 7日（星期三）假大鵬國民小學辦理 

時間 流程 講師/負責人 

0900-0930 報到 大鵬國小團隊 

0930-1030 閱讀推手(團體組)經驗分享 北區健行國小愛心故事組

-呂秀珍主任(預定) 

1030-1230 專家學者技巧傳授 中教大賴苑玲教授(預定)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大鵬國小團隊 

1330-1430 閱讀推手(個人組)經驗分享 九德國小戴筱玲主任(預

定) 

1430-1630 閱讀磐石學校經驗分享 塗城國小張永志校長(預

定)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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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內複評前輔導工作坊：106年 10月 11日(星期三) 假大鵬國民小學辦理 

時間 流程 講師/負責人 

0930-1000 報到 大鵬國小團隊 

1000-1200 專家學者精進技巧傳授 中教大賴苑玲教授(預定)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大鵬國小團隊(預定) 

1300-1500 閱讀磐石學校(國小組)經

驗傳承 

游宗穎校長(大鵬國小退

休) (預定) 

1500-1700 閱讀磐石學校(國中組)經

驗傳承 

北新國中校長徐吉春(預

定) 

1700- 賦歸  

 

三、全國決選前輔導工作坊：106年 12月 20日(星期三) 假省三國小辦理。 

時   間 流程 講師/負責人 

0830-0900 報到 省三國小團隊 

0900-0930 閱讀推手回饋建議 閱讀推手、輔導委員 

0930-1200 磐石學校簡報及回饋建議 閱讀磐石學校、輔導委員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省三國小團隊 

1300-1400 綜合座談 閱讀磐石學校 

1400-1500 委員綜合回饋建議 輔導委員 

1500- 賦歸  

 

柒、 辦理地點：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辦理 

捌、 實施方式 
一、 組成績效團隊：邀集本市曾獲得全國閱讀磐石獎學校校長、教務主任，或曾獲選為

閱讀推手教師，組成「臺中市精進全國閱讀磐石績效團隊」，輔導本市所屬學校參加

市內初複選及全國決選，每位團員認輔 2至 3校。 

二、 辦理輔導工作坊：預計分別於本市市內初複選及全國決選前各辦理輔導工作坊及說

明會計 3場次。 

三、 設立種子學校：經本局輔導並於市內初複選成績達 80分以上者，列為本市閱讀磐石

種子學校，列入本局相關經費優先補助對象。 

玖、 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3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預期成效： 
一、 本市 106年度參加全國閱讀磐石決選學校獲獎率達 50%以上。(本市 106年度依規定

可送件參加全國決選學校計校，106年度教育部尚未定案) 

二、 本市 106年度參加全國閱讀推手決選之個人及團體獲獎率達 70%以上。(本市 106年

度依規定可送件參加全國決選之個人及團體組數計組，106年度教育部尚未定案) 

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貳、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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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惠予所屬於研習期間公(差)假登記。 

二、 本局依實際研習時數核給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本局依規處理。 

三、 已報名人員因故無法參加者，應向服務機關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備查，

並副知本局。 

四、 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参、經費來源 

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拾肆、考核 

一、 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 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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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跨領域核心素養教學設計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 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強調學校在實施新課綱時要能多元適性、彈性活力及

以素養為導向之課程規畫，其中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中-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情

境化、脈絡化的學習，重視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並且學生要具有實踐力行的表現。

其中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即是以跨領域課程設計，方能呼應此次新課綱所強調的素養

教學。 

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為落實「專業、服務及創新」之願景，以語文領域國中英語小

組及人權議題小組進行核心素養之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並且將過程中加以拍攝紀

錄，期待可以帶動學校不同領域老師加強專業對話，並且配合校訂課程，設計主題或議

題探究課程，期能讓學生和世界真實連結，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 

參、 目標： 

一、透過輔導團跨領域及議題小組共同備課，發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

相關領域綱要的內容，經由對話、實作、分享、回饋與發表，建立跨領域及議題小組

共同備課之模式。 

二、學校轉化新課綱為校訂課程，探討現階段學校本位課程如何發展主題、專題或議題

探究課程，以因應 107 年新課綱之校本課程發展。 

三、國教輔導團以實作為起點，系統性、累積性及發展不同主題課程模組為核心，建立

「政策引領、實作實踐、回饋評估、分享修正再實踐」的常態型專業成長模式，提供

各級學校課程與教學的策略，帶動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專業支持團體。 

肆、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立沙鹿國中、臺中市立大道國中、臺中市立光明國中。 

伍、 實施對象： 

臺中市各公私立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英語領域老師、人權議題老師，本市輔導團

語文領域國中英語小組、人權議題小組 120 人。 

陸、 辦理日期： 

場次一:106年 5月 23 日(星期二)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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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106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下午。 

柒、 辦理地點： 

場次一：臺中市立大道國中。 

場次二：臺中市立光明國中。 

捌、 實施方式： 

場次一 

地點：臺中市立大道國中    日期：10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30〜13：40 10 報到 沙鹿國中  

13：40〜13：50 10 致歡迎詞 
督學室 

劉朝芳主任 
 

13：50〜14：40 50 

經驗分享－ 

國教輔導團國中英語小組及

人權小組跨領域備課分享 

曾靜榕老師 

陳淑萍老師 

靜宜大學 

黃政傑教授 

 

14：40〜14：50 10 移動到觀課地點 大道國中  

14：50〜15：35 45 公開課 曾靜榕老師  

15：35〜16：00 25 移動到議課地點、休息茶敘 大道國中  

16：00〜16：50 50 

議課－分組討論 

國教輔導團國中英語小組及

人權小組跨領域對話分享 

督學室 

劉朝芳主任 

靜宜大學 

黃政傑教授 

 

16：50〜17：40 50 綜合座談 
督學室 

劉朝芳主任 
 

17：40〜  賦歸   

場次二 

地點：臺中市立光明國中    日期：10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起訖 分鐘 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13：30〜13：40 10 報到 沙鹿國中  

13：40〜13：50 10 致歡迎詞 
督學室劉朝芳

主任 
 

13：50〜14：40 50 

經驗分享－ 

國教輔導團國中英語小組及

人權小組跨領域備課分享 

李國禎老師 

陳淑萍老師 

彰化師大 

張善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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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50 10 移動到觀課地點 光明國中  

14：50〜15：35 45 公開課 李國禎老師  

15：35〜16：00 25 移動到議課地點、休息茶敘 光明國中  

16：00〜16：50 50 

議課－分組討論 

國教輔導團國中英語小組及

人權小組跨領域對話分享 

督學室 

劉朝芳主任 

彰化師大 

張善貿教授 

 

16：50〜17：40 50 綜合座談 
督學室 

劉朝芳主任 
 

17：40〜  賦歸   

 

玖、 報名方式： 

請 於 辦 理 研 習 活 動 開 始 前 3 天 到 全 國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資 訊 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研習專區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 預期成效： 
一、國教輔導團藉由對話、實作、分享、回饋與發表，建立跨領域及議題小組共同備課

之模式。 

二、學校能轉化新課綱為校訂課程，以因應 107 年新課綱之校本課程發展。 

三、國教輔導團有效提供各級學校課程與教學的策略，成為學校轉化新課綱的專業支持

團體。 

壹拾壹、 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

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

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

位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壹拾參、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要點」補助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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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

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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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跨領域核心素養教學設計研討會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沙鹿國民中學(署款)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

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出席費 次 2,000 2 4,000 每場次邀一位專家學者 

講座鐘點費(內聘) 節 800 4 3,200 
內聘 800元/節 

分組內聘講座鐘點費 

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費用 式 122 1 122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91

％ 

交通費 人 1,400 2 2,800 來回交通費，依實核銷 

印刷費 人 80 240 19,200 
講義費以每人新臺幣 100

元為限 

膳食費 人 100 260 26,000 
每人誤餐費餐含茶水 

(含工作人員) 

場地布置費 場 2,000 2 4,000  

雜支 式 678 1 678  

合計 60,000  

總計 新臺幣 陸萬元整 
以上經費除鐘點費外，

其餘可互相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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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差異化教學-快樂學習班級經營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 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 有些初任教師因不善於經營班級，結果學生沒有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生活常規，

也沒有進行有效的學習，影響之至是老師因嚴重的挫敗而對自己的教學能力失去信

心，學生則無法適應學校學習生活，因而產生一連串的問題行為。 

二、 學校的學習和班級經營現況變化頻仍，很難用一致性的策略、原則去規範複雜萬端

的班級經營諸事項，而是需要使用者運用智慧，細心觀察、體察社會環境變遷，掌

握其趨勢脈動，靈活運用諸項原則策略，適時地調整、補充、增減、修正經營策略

的意義和內涵，使其能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接軌，避免落入窠臼僵化的教條之中。 

叁、目標： 

經由理論與實務的對話與省思，提升教師活用班級經營策略與技巧的能力。實務經

驗豐富的教師分享班級常規、學生行為輔導、班級氣氛、班級特色等主題，協助初任教

師更具信心且有效能帶領班級。增進教師溝通能力，有效解決所遇問題，營造親、師、

生、行政互信和諧的關係。提供有效班級經營策略，協助教師精進教學及建立帶班風格，

建立教師應有的理念、特質與心態，扮演好教師的角色，創造親、師、生三贏局面。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伍、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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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象：本市國小教師，以初任教師為優先錄取。 

 二、名額共計 70人。 

陸、辦理期間：106年 8月 21日、22日（星期一、二） 

柒、辦理地點：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01教室(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  林素炫老師  

捌、實施方式：     

 課程內容： 

8/21場次 課程內容 講師 

9：00-12：00 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啟動孩子的學習動機 

大元國小 

蘇明進老師 

13：00-16：00 小喬老師的樂活慢教 

—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僑孝國小 

黃秀喬老師 

8/22場次 課程主題(研習代碼：     ) 講師 

9：00-12：00 教室調色盤 1 

—如何刺激孩子思考力的多元化教學 

賴厝國小 

陳彥宏老師 

13：00-16：00 教室調色盤 2 

—從電影談美感與人文思維的融入教學 

賴厝國小 

王珍誼老師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快樂學習

班級經營研習》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預期成效： 

    協助初任教師更具信心且更有效能帶領班級，並增進教師溝通能力，有效解決所遇問

題，營造親、師、生、行政互信和諧的關係。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與

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

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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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本中心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

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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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差異化教學-2017教育不只是這樣，翻轉教室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 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 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 現今大部份老師都沒有翻轉教學的經驗，而且翻轉教學不是那麼容易一蹴可幾，除       

了形式的翻轉外，內涵的精進更需要花很多心力。由於教育現場學生能力落差大，

是造成老師教學困難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在有效、快速的時間內，提供老師 

[拔尖] 與 [扶弱] 的判斷，是大部分老師最迫切需要的。 

二、 新課綱要有前瞻性，要大膽向前看。21 世紀變化太快，今天的學生畢業後，他們

會從事現在還不存在的工作，運用還未發明的技術，解決未曾想像過的問題。因此

翻轉教育一定要從基層教育札根，未來從事教職的老師的若不翻轉，則翻轉教育就會後續無

力。 

叁、目標： 

   一、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翻轉教室之教學理念。 

   二、促發教師團隊精進能量，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效能。 

   三、藉由講師對教育的新視野，開啟教師深藏於心的教育美麗新世界。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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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對象： 

 一、對象：本市國中小教師。 

 二、名額共計 70人。 

陸、辦理日期： 

   106年 7月 7日 (星期五)  9：00〜16：30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01教室(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林素炫老師  

捌、實施方式：     

    一、講師：林健豐老師、葉丙成教授      

    二、課程內容：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師 

上午 

場次 

8：30〜9：00 報到、環境介紹及致歡迎詞 本中心承辦人 

9：00〜12：00 

一、區分性 ABC教學法 

二、翻轉學習，啟動心智上

的改變 

林健豐老師 

下午 

場次 
13：30〜16：30 

教學經驗分享： 

如何打造翻轉教室的創意教

學 

1. 教學內容的建構與設計 

2. 教學活動的經營與帶領 

葉丙成教授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2017教育

不只是這樣，翻轉教室研習》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預期成效：  

   一、增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提升教學品質以及課程多元化。 

   二、提升老師運用多元媒材之能力，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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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引導老師進行有效教學，讓學習成效更加進步。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

與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

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本中心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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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

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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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業務研習班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中小學行政人員流動率高，無專責人員負責全教網業務。 

    二、新接任全教網業務之行政人員對業務不甚熟悉，故提供相關研習以利全教網業能順        

利推展與執行。 

叁、目標： 

     介紹全國教師進修網頁面操作常遇到的問題，透過實例分享使本市教師進修課程登

錄、核發時數等業務更上軌道。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四、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及推廣中心 

伍、實施對象：  

 一、對象：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全教網業務總負責人，每校可視需要薦派 1 名。 

 二、每一梯次名額各 35人，共五梯次，額滿為止。 

陸、辦理期間： 

    一、幼兒園教師第一梯次   106年 8月 8日(星期二)  9:00~11:40 

         幼兒園教師第二梯次   106年 8月 8日(星期二)  13:30~16:10 

     二、國小教師第一梯次     106年 8月 9日(星期三)  9:00~11:40 

         國小教師第二梯次     106年 8月 9日(星期三)  13:30~16:10 

     三、國中教師第一梯次     106年 8月 10日(星期四)  9:0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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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忠孝國小電腦教室(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  林素炫老師  

捌、實施方式： 

 時   間 課程主題與內容 講師 

上
午
場
次 

9：00-10：30 

10：50-11：40 

1.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業

務介紹 

2.資訊網使用者功能簡介：一般

訪客、教師、業務承辦、區管

中心 

3.辦理研習課程建議注意事項 

4.各校常見的資訊網障礙及排

除方法 

高雄師範大學 

教師生涯專業發展研究中心 

曾子唐助理研究員(上午場) 

陳勁鋼助理研究員(下午場) 

下
午
場
次 

13：30-15：00 

15：20-16：10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幼兒園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全

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業務研習班》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預期成效： 

    使各級學校在處理教師進修登錄課程及核發時數時，能熟悉網頁操作之介面，並掌

握審核返往之時效，使教師專業得以提升，進修業務更上軌道。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與  

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

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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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珍

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成請

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遲

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影響

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次

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個

月。 

五、本中心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

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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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有效教學-閱讀策略融入命題設計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 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 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閱讀在教學現場，變成嘉年華活動。各種閱讀小博士、閱讀小超人、閱讀護照等活

動，強調讀書超過一定數目就可兌換獎品與校長合照等，由於過度重形式與產出，

造成臺灣學童的 PIRLS成績不佳。    

   二、國內師資的養成教育中並未開設閱讀教學的課程，教師教導閱讀應該要有策略與方

法 ，教育單位應有系統的提供訓練課程，找出適合國中小的文本，做文本分析、

學習單與教材，舉行工作坊，讓教師試教與分享心得，可避免研習教師只有聽課而

無增能。 

叁、目標：  

   一、提升本市國中小教師教學專業素養，進行教學專業對話，精進閱讀教學與閱讀命題之       

專業知能，提升閱讀理解教學品質。 

   二、藉由專家指導引閱讀範例文本，熟習指導閱讀策略的教學重點。 

   三、協助本市國中小教師藉由實作練習，結合閱讀策略指導與閱讀命題設計，產出符合課 

       堂教學實際需求的閱讀測驗。 

   四、培訓閱讀命題種子教師，建立校內或跨校間閱讀教學專業社群。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57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伍、實施對象： 

 一、對象：本市國中小教師。 

 二、名額共計 70人。 

陸、辦理日期： 

106年 7月 6日 (星期四 )  9：00〜16：30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01教室(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  林素炫老師  

捌、實施方式：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師 

上

午

場

次 

8：30〜 

9：00 
報到、環境介紹及致歡迎詞 本中心承辦人 

9：00〜 

12：00 

一、105 會考試題分析與閱讀評量命題設計概論 

二、閱讀策略指導與分組討論 許坤富 

下

午

場

次 

13：30〜

16：30 

一、閱讀試題分組討論與設計 

二、閱讀試題各組成果分享 
許坤富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閱讀

策略融入命題設計增能研習》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拾、預期成效：  

一、 閱讀評量是實施開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閱讀的落實將能促進教師對引導學生自  

主學習、考核學生學習成效、激勵學生學習興趣、激發學生自我發展，及尊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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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尊嚴等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並協助教師建立學童完整、標準化的學習成就

資料，分析學生學習成就上差異表現的變項資料，以評估學生未來在各方面之發展

潛力。 

二、 教學是一種實踐的智慧，透過計畫、教學、省思、應用等不斷循環的歷程，協助教     

師了解閱讀策略融入命題設計的意涵，以實作方式增進教師閱讀的命題能力。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

核與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

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本中心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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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

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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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有效教學-3D列印檔案編輯及模型設計研習班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中小學各科任課教師較少採多元課程設計，將創造教學概念融入教學中。 

 二、大部分學校無支援教師建構 3D 列印教學網站，提供教師 3D 創意教學主題討論平

台等，以豐富學童學習環境，增益其學童創作靈感與水準。  

叁、目標： 

   一、 為推廣 3D 列印普及培育計畫，提升教師 3D 列印創客概念，增加教師編輯檔案模型

設計能力及應用。 

   二、 認識及學會運用 TinkerCAD、Meshmixer 及 123D Design的基本介面操作，再搭配 3D 

        印表機及雷射切割機，輕鬆完成獨一無二的創意產品，增加教師資訊知能。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國立臺中女中 

伍、實施對象： 

  一、對象：本市國中、小教師。 

  二、第一梯次 30人、第二梯次 30人，名額共計 60人，請惠予公假登記。 

陸、辦理期間：共二梯次(請擇一梯次參加，勿重複報名兩梯次)，兩天上課內容具有延

續性，請務必全程參加。 

    一、 第一梯次 

         106年 7月 10、11日(星期一、二)  9:00~17:00 

    二、 第二梯次 

         106年 7月 12、13日(星期三、四)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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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理地點： 

    國立臺中女中  I-Make Lab教室 

    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95號   

    聯絡人：王裕德主任                  電話：04-22205108#442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林素炫老師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捌、實施方式： 

一、課程內容： 

時間 
7月 10、12日 

課程內容 

7月 11、13日 

課程內容 

08：40~09：00 報到 報到 

09：00~10：30 

TinkerCAD基礎介紹 

3D列印創意設計入門(一) ─個人

化名牌製作 

123D Design操作簡介 

3D列印創意設計入門(三)─多功能

公仔製作 

10：30~12:00 3D掃瞄數位建模實作 
Meshmixer進階操作─鏤空公仔設

計 

12：00~13：00 午餐 午餐 

13：00~14：30 

Meshmixer簡易人像修整 

3D列印創意設計入門(二)─ 

個人化人像製作 

雷射切割機基本操作─LED燈座製

作 

14：30~15：00 休息 休息 

15：00~16：30 123D Design操作簡介 

3D列印與雷射切割整合運用 

3D列印創意設計入門(四)─鏤空燈

具製作 

 

二、講師：7月 10、12日講師為國立臺中女中張仕東老師 

          7月 11、13日講師為國立臺中女中王裕德主任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3D列

印檔案編輯及模型設計研習班》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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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預期成效：  

    一、瞭解目前 3D列印的發展及未來運用方向。 

二、學員學會運用 3D列印開源軟體及網路資源的整合運用。 

三、學員瞭解 TinkerCAD、Meshmixer及 123D Design的基本介面操作與運用。 

四、學員學會進階使用 Meshmixer及 3D列印設定。 

五、學員習得 3D列印與雷射切割的整合運用。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

與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

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研習地點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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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

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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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藝術教育-靜心紓壓，認識禪繞藝術之美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 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 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國小藝術教師可能多為一般教師所兼任，許多學生表示美勞課多由自己的導師任

教，而有時候也會挪作其他科目使用;國中教師隨著年級的增加，亦即越接近升學的

年級中(例如三年級)，授課比例卻相對地減少。 

   二、美術教師往往侷限於指導學生創作美術作品的基本層次，對於學生美感的培養、課

程內容的設計、教材教法的應用、教材的選擇則不受重視。美術師資也往往因為教

師編配不當、教師素質不足、美術教育觀念偏差、教學資源缺乏、教學策略不當、

教學評量的疏忽等種種因素而導致美術教學效果不彰、美術教育的功能無法發揮。 

   三、老師期待可以透過實施美感教育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美感的人，他們不必是藝術家，

卻必須是美的鑑賞家。因此老師除了個人有鑑賞能力外，還要有辦法把這種鑑賞力

傳給孩子們，使他們養成審美的習慣，成為品性的一部份。 

叁、目標： 

   一、透過研習認識與瞭解禪繞畫的基本概念及於諮商輔導上的運用。 

   二、體驗禪繞畫，掌握身心放鬆的方法。 

   三、了解禪繞畫在焦慮管理、情緒壓力調適的運用。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65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伍、實施對象： 

 一、對象：本市國中小教師。 

 二、名額共計 70人。 

陸、辦理日期： 

106年 1月 23日、24日(星期一、二) 9：00〜12：00、13：30〜16：30。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01教室(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  林素炫老師  

捌、實施方式：     

    一、講師：曾惠珍老師 

    二、課程內容： 

時間 第一天（課程內容） 第二天（課程內容） 

上

午

場

次 

9：00〜 

12：00 

（一）禪繞畫基本元素 

（二）幾何格線與形狀 

（五）一圖多變 

（六）二圖合一 

下

午

場

次 

12：00〜 

13：00 
午 餐 休 息 時 間 

13：00

〜 

16：00 

（三）有機花草與蔓藤 

（四）熟用壓線與暗線 

（七）三圖結合 

（八）發現圖樣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靜心

紓壓—認識禪繞藝術之美研習》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預期成效：  

    使教師能從認識禪繞畫的活動中編製符合美術課之教材，並習得創意和表達其觀念

266



106年度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專業成長行動計畫 
 

與情感，協助教師實踐新課程精神融入各項教學活動之內涵。進而鼓勵學生依據個人經

驗及想像，發展創作靈感，再加以推敲和練習，學習創作發表，豐富師生生活與心靈。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

與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

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本中心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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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

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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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藝術教育-本土藝術教材發表與教學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 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 106 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任何教育皆希望能使學生達到：「認知」、「情意」、「技能」三者兼具的預期教學目

標，我國「本土教育」由於特殊的政治與歷史背景，在早期教育的發展上是一種禁

忌；雖隨著解嚴、本土意識興起…更由於其「親知性」與認知心理學建構主義強調的

學習理論相吻合，所以台灣的本土教育有了寬廣的發展機會與空間；有關本土文化(尤

其是本土語)…的尋根探訪、比賽…更也因之如火如荼不斷的展開來。但普遍來說，多

數學生、甚至是社會大眾…可以因這些本土文化、教學……等活動，而對「本土」可

以顯現出來的「情意」(關懷鄉土)及展現出來的「技能」(愛護鄉土的行動)，似乎仍

明顯不足、更總認為：「本土即本土」－非關實際生活，所以更遑論有：教育可以因

「本土化」而更加具世界觀的價值認知與思考。 

   「本土教育藝術化」，不是搞噱頭或標新立異，而是一種實際地以學生生活週遭的

事物、並使之聯結藝術的內涵來做學習題材與內容的教育思維，以為本土教育找尋出

一條更適合的發展途徑。因為不管本土語言或是文化…本身即都為「藝術」所可以呈

現出的其中一種形式，若可以進一步將之融合、統整藝術本就具有的基本技法與內

涵，例：歌唱、舞蹈、戲劇、文學…甚至還有文學、歷史、地理、自然、社會…等較

具實質生活經驗的領域、內涵，「藝術性」的讓「藝術」、「生活」更加實質的融入了本

土教育(教育本就是生活、更應該是一種藝術)！讓本土教育有了更多藝術性、生活化

的內涵與思考，內心才易產生更深層的情感；而有了情感，才會有勇氣將各種具「利

他」價值思維的公民理念、想法…付諸行動！ 

   「唸謠」，通常是孩子與文學的第一個接觸，透過唸謠，孩子們可以了解什麼是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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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節奏…甚至是古語與俚語，甚至是孩子長大後很多日常會話中典故的來源；而

「母語」唸謠，蘊藏了更多寶貴的在地歷史、文化、情感…的知識，其功能性更包括

了：環境認知、品格教化功能、抒情、懷鄉、反映族群風貌、讚揚母愛、親情……；

若將唸謠加上音樂旋律，變成可以歌唱的「童謠」，則會因更具趣味性與藝術性，而更

加可以引發孩童的學習興趣！ 

    但就是因為本土語的教學及本土文化的傳遞，曾經被禁忌太久，所以台灣「母語

童謠」的類型與內容，至今仍以描寫古早生活的居多；傳統的母語童謠，的確有其雋

永、回味無窮的特質，但為了能更加貼近「親知性」的學習本質、以讓學生能更有意

願及興趣認識、喜愛在地的語言與文化……更加貼近孩童現代生活、且較活潑、具現

代感、甚至是動感…的母語童謠，將會是「臺中市本土藝術教材」研發別具巧思的重

要起點與特色！ 

    彰化因有施福珍老師(點仔膠、秀才騎馬弄弄來…的作者)，而有了屬於彰化自己

在地深具情感、特色、榮耀(真的是『產』自於彰化)…的本土教育相關教材衍生。其

實臺中市也有一位母語童謠工作者，其相關創作更曾入圍第十六屆金曲獎的最佳兒童

音樂創作專輯，那就是現任職於賴厝國小的王珍誼(藝臻)老師。一直以來，珍誼老師

因其興趣與使命感，而對台語的語韻、聲調…還有臺灣的歷史、地理、文化……做了

還算深入的了解育研究，更由於她本身是音樂科班出身、第一線的教學經驗更是豐

富......所以創作出的台語童謠符合了：更加貼近孩童現代生活、且較活潑、具現代

感、甚至是動感…的特質！所以「臺中市本土藝術教材」的研發撰寫，將會以珍誼老

師創作的母語童謠為重要的核心、再衍生、統整相關領域的知識，成為『臺中』自己

在地深具情感、特色、榮耀(真的是『產』自於『臺中』)、具高度實用性…的本土藝

術教育補充教材。 

叁、目標：  

    一、由具創新意味、藝術內涵、強化情意、美感、跨領域統整性…的本土教材，提升本

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將之融入各科的意願與能力。 

    二、本土教育全面性融入各科教學，以充分落實國民義務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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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最重要的基本原則。 

    三、具體由教育內容出發做深耕，凝聚臺中市民對所居住城市的情感與歸屬感。 

    四、培養臺中市教師自編教材的能力，如此可以增強教師教學能力及創意空間、又能提

昇教學品質。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伍、實施對象： 

 一、對象：本市各國中小對本土藝術教學有興趣的教師。 

 二、每梯次名額 35 人。 

陸、辦理期間：  

一、教法與研習：(四場次請擇一場) 

    中區：106年 4月 12日(星期三) 13：30〜16：30 

    屯區：106年 4月 26日(星期三) 13：30〜16：30 

    山區：106年 5月 3日 (星期三) 13：30〜16：30 

    海區：106年 5月 10日 (星期三) 13：30〜16：30 

二、連結統整教材研發工作坊： 

    106年 5月 24日、5月 31日 (星期三) 13：30〜16：30連續兩周 

柒、辦理地點： 

    中區：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屯區：美群國小(暫定) 

    山區：上楓國小(暫定) 

    海區：文昌國小(暫定) 

捌、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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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講師：賴厝國小藝術與人文教師王珍誼 

    二、課程內容： 

      (一) 教法與研習： 

時間 課程內容 

下

午

場

次 

13：00~13：30 報到、環境介紹及致歡迎詞 

13：30〜15：00 教材設計概念與教法說明 

 

15：00〜16：00 學習單分享與綜合座談 

      (二) 進階工作坊：(5/24、5/31) 

時間 課程內容 

下

午

場

次 

13：30〜 

16：30 

教師分享實教與實作經驗，再透過共同分析、討論，

設計並建構~~領域連結性更完整的教材。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本土

藝術教材發表與教學增能工作坊》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每一梯次額滿為止。 

壹拾、預期成效：  

   一、可提升臺中市教師本土藝術教育的士氣與自我要求教學品質的意願與氛圍。 

   二、使臺中市本土藝術教育可以呈現的面貌與氣質，明顯與其他縣市不同。 

壹拾壹、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

核與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承辦學校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

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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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 

      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筷。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代步。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精 

    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教師參考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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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班級經營-優質共榮班級經營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有些初任教師因不善於經營班級，結果學生沒有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生活常規，

也沒有進行有效的學習，影響老師因嚴重的挫敗而對自己的教學能力失去信心，學

生則無法適應學校學習生活，因而產生一連串的問題行為。 

二、學校的學習和班級經營現況變化頻仍，很難用一致性的策略、原則去規範複雜萬端

的班級經營諸事項，而是需要使用者運用智慧，細心觀察、體察社會環境變遷，掌

握其趨勢脈動，靈活運用諸項原則策略，適時地調整、補充、增減、修正經營策略

的意義和內涵，使其能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接軌，避免落入窠臼僵化的教條之中。 

叁、目標： 

經由實務經驗豐富的教師分享班級常規、學生行為輔導、班級氣氛、班級特色等主

題，協助教師更具信心且有效能帶領班級。增進教師溝通能力，有效解決所遇問題；也

透過理論與實務的對話與省思，探討國高中教師班級經營的困難，提升教師活用班級經

營策略與技巧的能力，營造親、師、生和行政互信和諧的關係。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伍、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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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象：本市國民中學教師。 

 二、名額共計 70人，額滿為止，請核予公假登記。 

 陸、辦理日期： 

   105年 7月 3日、4日（星期一、二）  9：00〜16：00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01教室（忠孝國小校內）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林素炫老師 

捌、實施方式： 

第一天 課程主題與內容 講師(經歷) 

9：00〜12：00 班級的美 

--藝術的經營 
彰化縣二水國中楊傳峰老師 

13：00〜16：00 品味美的人生 宜蘭縣復興國中林佳玫老師 

第二天 課程主題與內容 講師 

9：00〜12：00 班級也可以是一種信仰 基隆市正濱國中梁雅晴老師 

13：00〜16：00 如何做好親師溝通 基隆市正濱國中梁雅晴老師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優質

共榮班級經營研習》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預期成效：          

 探討教師班級經營的困難，經由理論與實務的對話與省思，提升教師活用班級經營策

略與技巧的能力。經由經驗豐富的教師分享班級常規、學生行為輔導、班級氣氛、班

級特色等主題，協助初任教師更具信心且更有效能帶領班級，並增進教師溝通能力，

有效解決所遇問題，營造親、師、生和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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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核與

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

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本中心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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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

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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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科學教育推廣智慧積木種子教師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要點。 

二、 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學生在科學原理的先備知識不足下，無法快速解決所遭遇的科學問題，需要教師從

旁協助，但自然領域教師普遍課務繁忙，平日支援科學積木教學上有其困難。 

二、大部分學校無支援教師建構數學智慧積木教室，因此提供自然科領域教師教學主題

討論平台為首要工作，以豐富學童學習環境，增益其自然科靈感與水準。 

叁、目標： 

   一、增加世界夯機關王參與學校，落實推動臺中市機器人科學教育目標。 

   二、培養智高機器人種子教師，落實校園積木科學教育。 

   三、提升臺中市科學教育，促進科學研究風氣。 

   四、蒐集建立相關的機關王教學設計，提升學生科學學習的興趣。 

   五、整編機關王組裝資料，深化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機關王比賽的基礎知識。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臺中市立忠明高中 

伍、 實施對象： 

  一、對象：本市國中小教師。 

 二、每一梯次名額各 35人，共四梯次，額滿為止。 

陸、辦理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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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梯次兩天，共 4梯次，內容具有延續性，請務必全程參加。 

    一、國小教師第一梯次 

         106年 7月 17、18日(星期一、二)  8:00~17:00 

    二、 國小教師第二梯次 

         106年 7月 19、20日(星期三、四)  8:00~17:00 

    三、國中教師第一梯次 

         106年 7月 24、25日(星期一、二)  8:00~17:00 

    四、 國中教師第二梯次 

         106年 7月 26、27日(星期三、四)  8:00~17:00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忠明高中（西區博館路 166號）  智高教室(圖書館 4樓) 

    聯絡人：陳建銘主任               電話：教務處 04-23224690＃780    

    聯絡人：教研中心承辦人陳黛娜老師、黃保勝老師  電話：22293401 

捌、實施方式：  

第一天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工作小組 

7:30~8:00 報   到  
忠明高中團隊 

教研中心承辦人 

8:00~9:30 

9:30~10:00 

10:00~12:00 

LEARNING LAB教育概論 

雲端與 APP程式應用 

動力原理與生活科技 

智高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吳明軒老師 
 

12:00~13:00 補充能量時間〜午餐  
忠明高中團隊 

教研中心承辦人 

13:00~14:00 

14:00~17:00 

情境教學與教育導論 

綠色能源與生活科技 

智高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吳明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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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7:30~8:00 報   到  
忠明高中團隊教研

中心承辦人 

8:00~11:00 

11:00~12:00 

機械人機構設計 

積木結構設計與原理 

智高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吳明軒老師 
 

12:00~13:00 補充能量時間〜午餐  
忠明高中團隊教研

中心承辦人 

13:00~16:00 

16:00~17:00 

創意機關王規劃與架構 

教室設備組裝教學 

智高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吳明軒老師 
 

研習結束，期待現場的教學實踐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科學

教育推廣智慧積木種子教師工作坊》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預期成效： 

一、 透過專業的經驗分享與實作對話，期待培養學員在追求科學知識的過程中發展出理

性思辨與科學態度的核心能力。 

二、 搭配課堂討論、透過學員彼此共享，培養具備敏銳思考和行動能力，且視野寬廣的

創新教育師資。 

三、 透過簡易的馬達規劃，培養學員對科技發明的興趣，更能提升他們的創造力、解難

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 

四、 期望學員能善用已知科技知能、創造思考、設計及實際動手經驗，培養出解決問題

的能力，發揮團隊分工合作，強調小組合作學習的精神及正確的科技觀念與態度，

將創意轉化成實際活動，更希望能由活潑有趣又能實際動手參與的課程方式激發學

員新的想法。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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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

檢核與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

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研習地點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 

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供全市

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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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資訊與媒體素養教育研習班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

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106年度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工作計畫。 

貳、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 學校公共經費預算不足，缺乏專業的組織與人員負責與媒體建立良好公共關係。由

於校務繁忙，缺乏長期公關計畫，導致教職員理念缺乏專業素養，無法勝任。 

二、 學校公關人員應學習擅用新聞發布技巧，也就是發言人可以透過良好的口語技         

巧和溝通手腕，巧妙化解危機。 

叁、目標： 

   一、 體認媒體對社會趨勢之影響，理解新聞行銷與傳播教育理念之重要。 

二、透過新聞稿之撰寫原則、案例評析及實際演練等課程，增進學校行政人員新聞稿撰寫

知能。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伍、實施對象： 

一、對象：國中小學校新任新聞發言暨新聞稿撰寫人員。 

二、名額共計 70人。 

陸、辦理日期： 

 106年 8月 2日(星期三)  9：00〜16：10 

柒、辦理地點： 

    臺中市教師研習中心 201教室（忠孝國小校內）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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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教研中心 04-22293401      聯絡人：陳黛娜老師、林素炫老師 

捌、實施方式：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8月 2日 

(星期二) 

09:00-09:50 
「學校新聞處理流程及注意事項」說

明 
楊國德教授 

10:00-11:50 

優質新聞稿之撰寫 

分組進行:記者採訪、報稿及發稿、如

何掌握新聞行銷點、新聞撰寫技巧與

實例分享及新聞稿評析。 

楊國德教授 

13:30-15:10 新聞攝影與新聞稿撰寫實作 陳麗如專員 

15:20-16:10 綜合座談 陳麗如專員 

玖、報名方式： 

    本市各國中小教師請於辦理場次開始前 14天到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資訊

與媒體素養教育研習班》研習課程完成研習報名登錄。 

壹拾、預期成效：    

   能將新知識或活動訊息宣導周知、報導機關作為以提升形象、即時提供大眾需要的

資訊以落實為民服務、引導媒體關注該主題以追蹤報導、提示政策重點讓大眾明瞭等五

大項，所以撰寫得宜的新聞稿便能發揮上述的功能。 

壹拾壹、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公告於臺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果檢

核與追蹤輔導網(http://innovative.tc.edu.tw/)或教師研習中心網頁，同意讀者基

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二、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報名通過審核後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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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研習機會，如無法參加請自行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下載請假單，陳核後事先完

成請假事宜。 

   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且勿攜帶孩童，以免影響課程進行。

遲到或早退超過 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 1小時。另本中心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

影響講義、餐食等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

次者，將於「全國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

個月。 

五、本中心備有哺集乳室，另如需無障礙設施、或其他需求者，請事前洽承辦人。 

六、校內汽車停車位數量有限，請盡量共乘或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或多利用臺中市政

府府後街收費地下停車場。 

七、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壹拾叁、經費來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肆、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出產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 

        中市精進教學計畫－成效檢核與輔導追蹤網站」（http://innovative.tc.edu.tw/）， 

        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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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非專長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教育部「增進國民小學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知能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提供初任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或非本領域教師研習機會，藉此提升本市自然教師

科學教學之專業智能。 

  二、現場解答各校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所提出的各項教學疑難問題。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部中央團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太平區太平國小、臺中市國教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國小組 

肆、實施對象： 

本市各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未參與過[103、104、105

年度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非專長教師增能研習]之初任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優

先錄取。 

伍、辦理期間： 

106年 8月 14日(星期一)至 106年 8月 18日(星期五)，共 5天。 

陸、辦理地點： 

太平區太平國小。 

柒、實施方式： 

  一、課程表如下：  

 8/14（一） 8/15（二） 8/16（三） 8/17（四） 8/18（五） 

0800- 

0900 

報到 Sci_PCK 4 

國小生物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3 

Sci_PCK 9 

戶外教育之

理論概論

(2hr) 

Sci_PCK 3 

國小自然科

學領域課程

教學評量概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

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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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1000 

Sci_PCK 1 

自然科學領

域課程綱要

(2hr) 

 

Sci_PCK 4 

國小生物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4 

說(2hr)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

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3 

1000- 

1100 

Sci_PCK 10 重

要議題融入

國小自然科

學領域課程

研析 1(奈米

教學) 

Sci_PCK 10 重

要議題融入

國小自然科

學領域課程

研析 2(能源

教育) 

Sci_PCK 10 重

要議題融入

國小自然科

學領域課程

研析 4(資訊

融入) 

Sci_PCK 11 

國小教學現

場之課題研

析(科學展覽

指導)  

 

1100- 

1200 

Sci_PCK 4 

國小生物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1 

Sci_PCK 4 

國小生物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5 

Sci_PCK 5 

國小物理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4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

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1 

Sci_PCK 6 

國小化學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5 

1300- 

1400 

Sci_PCK 4 

國小生物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2 

Sci_PCK 2 

探究教學的

理念與實務

概說(2hr) 

Sci_PCK 4 

國小生物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6 

Sci_PCK 6 

國小化學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2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

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4 

1400- 

1500 

Sci_PCK 6 

國小化學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1 

Sci_PCK 5 

國小物理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5 

Sci_PCK 6 

國小化學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3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

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5 

1500- 

1600 

Sci_PCK 5 

國小物理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1 

Sci_PCK 5 

國小物理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2 

Sci_PCK 10 重

要議題融入

國小自然科

學領域課程

研析 3(環境)  

Sci_PCK 6 

國小化學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4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

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6 

1600- 

1700 

-- Sci_PCK 5 

國小物理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3 

-- 

 

Sci_PCK 5  

國小物理與

生活科技單

元教學 6 

-- 

  二、研習名額：每場次 60人。 

  三、研習費用：參加研習教師請繳交部分負擔(膳費、自製教具材料費)500元（當天繳交）。 

捌、報名方式： 

活動前三天至全國教師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nknu.edu.tw/)-研習專區(臺中

市大甲區德化國小）完成報名。 

玖、預期成效： 

  一、參加過此研習之初初任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或非本領域教師，回到學校更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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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工作。 

  二、參加過此研習之教師，皆能養成主動和同好們分享教學經驗或主動解決教學上所遭遇

到各項教學疑難問題的習慣。 

拾、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網站，同意讀者基於個人

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壹、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

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參加人員建議自備該年段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本、習作及教學指引。 

拾貳、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學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拾參、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產出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國

民教育輔導團網站，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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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非專長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外聘） 節 1,600 12 19,200  

講座鐘點費（內聘） 節 800 24 19,200  

助理講座鐘點費 節 400 36 14,4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1,009 1 1,009 二代補充健保費 1.91% 

印刷費 人 100 80 8,000 講義費以每人新臺幣 100元為限 

膳費 人 80 300 24,000  

教材教具費 人 250 80 20,000 實驗器材及上課教具  

場地使用費 場 2,000 5 10,000 研習場地空調及資訊設備使用 

雜支 式 4,191 1 4,191 上限：人事費+業務費金額之 6％ 

合計 120,000  

總計 新臺幣 壹拾貳萬元整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補助辦

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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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初次任教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

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貳、目標： 

  一、藉由辦理送自然科學輔導員入偏鄉的專業成長研習活動，與本市偏鄉其他區教師進行經

驗分享，達到交流與互相成長之目的。 

  二、透過戶外實際觀察活動與經驗交流，增進本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教學知能。 

  三、從實地參訪的過程，蒐集教學素材及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並製成學習成果報

告。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德基大霸發電廠、雪霸國家公園、武陵山農場、臺中市和平區平等國民小學、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 

肆、實施對象： 

  一、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輔導小組成員及相關人員。 

  二、本市和平區、東勢區等各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並以該領域初次任教教師優先。 

  三、如有餘額則提供給教育志工。 

伍、實施方式： 

  一、辦理期間：106年 4月 27(星期四)、28日(星期五)。 

  二、辦理地點：德基大霸發電廠、雪霸國家公園台灣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武陵山農場、 

                臺中市和平區平等國小、梨山國中小等。 

  三、課程表： 

時間 4月 27（星期四） 時間 4月 28（星期五） 

07:00 

08:00 
 

07:00 

08:00 
早餐自理 

08:00 

08:30 

集合地點：東勢河濱公園麥

當勞旁停車場(台 8線) 

08:00 

09:00 

自然科探究式教學- 

輔導員公開課 

08:30 

10:00 
車程--上谷關管制站 

09:00 

12:00 
護魚生態步道高山植物與農業生態 

10:00 

10:30  

車程—上谷關至德基大壩發

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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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12:30 

德基水壩及電廠 

教學資源探查 12:00 

13:00 
午餐 

12:30 

13:00 
德基水壩午餐 

13:00 

14:00 
車程:德基至武陵農場 

13:00 

1400 

自然科教學交流之教學議課、專業

對話.綜合座談 

14:00 

17:00 

櫻花鉤吻鮭的生態與復育武

陵山生態 

14:00 

17:00 
回程 

17:00 

19:00 
晚餐及住宿分配 

 

19:00 

20:00 

星星教學課程設計與 

輔導員公開課 

20:00 

21:00 

1.觀課後的議課 

2.自然科校外教學專業對話 

3.平等國小教學交流前的共

同備課 

                                 

備註： 

(一) 本次活動交通方式採參加人員共乘方式前往方式處理。（以輔導員擔任駕駛） 

(二) 完整版待行前再另行通知。 

(三) 費用：「106年度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下」補助支應外，參加活動之教師

請繳交部分負擔費用（含保險、住宿、交通等費用）。 

(四) 參加人數：25-30人。 

(五) 報名方式：（以下兩步驟都要完成） 

1、 即日起，請填妥報名表〈附件一〉e-mail給承辦人：魏秀玲 老師〈E-mail：

delayring@gmail.com。0920-503203〉。 

2、 請於 3/24至 4/20至全國教師進修網～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小完成報名。 

(六)錄取標準：按報名表之參加動機內容及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25人，備取 5人。將以 e-

mail通知，並以進修網之審核結果為準，不另行公告。 

陸、預期效果： 

  一、和跨區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建立良好經驗交流管道。 

  二、養成本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積極分享經驗及主動學習新知的良好習慣。 

  三、蒐集校外教學及自然科教學的題材，並請教師製作教學設計，並將成果彙整成果上網供全

市教師使用，回饋在教學現場內容。   

  四、透過教學設計的對談以達共同備課效果，經由輔導員的教學示範以達觀課效果，觀課後進

行議課，讓教學更精進，並將此教學設計推廣至各校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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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網站，同意讀者基於個人非營

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捌、注意事項： 

一、 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差）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 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三、 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備

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 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五、 本研習為產出型活動，參加者務必活動後 14天之內產出一份心得報告、教學簡案或教學

簡報檔等，方核與研習時數〈格式另行通知錄取者〉。 

玖、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

品質專款」補助支應。 

拾、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產出之教材、問卷調查結果等）彙整於臺中市國民

教育輔導團網站，供全市教師參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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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6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專業成長活動行動計畫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初次任教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活動報名表  NO.       收件日期： 

姓名 性別 服務學校 職稱 

    

身分證字號：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辦保險用） 

本人連絡電話：                 自然科教學年資：       年 

e-mail： 

緊急連絡人及連絡電話： 

預定研習後產出作品類別：（可複選）（至少勾選一項） 

□1.心得報告、□2.教學簡案、□3.教學簡報檔、□4.其他： 

參加動機：（以 50~300字左右）（此為錄取與否主要參考項目之一） 

 

 

 

 

 

 

 

 

 

 

 

 

  請 e-mail給     delayring@gmail.com  承辦人：魏秀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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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初次任教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承辦單位：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署款)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講座鐘點費（外聘） 節 1,600 6 9,600  

講座鐘點費（內聘） 節 800 6 4,800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275 1 275  

印刷費 份 70 30 2,100  

材料費 份 70 30 2,100 課程材料費 

膳費 人 80 120 9,600 40人*3 

雜支 式 1,515 1 1,525  

合計 30,000  

總計 新臺幣 參萬元整  

備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教育部補助辦

理精進教學要點」規定核實填列。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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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深耕校園美感涵育計畫 

移地教學課程計畫與示範教學方案 
壹、依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107年美感教育發展計畫。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深耕校園美感涵育研究計畫。 

貳、目標： 

  一、提升學生對藝術之鑑賞力與對空間美學的感知力。 

  二、優化教職人員美感教育知能，建構美感學習之支持系統。 

  三、促進現有相關資源之運用，活化美感教育相關資源。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學校：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 

肆、實施對象：臺中市山線、海線、屯區與中區四區主動申請參與美感移地教學之學校，每

區 1校，合計 4校，每校師生 40人為限。 

伍、計畫期程： 

  一、時程：106年 10-12月。 

  二、辦理地點：山、海、屯、中等四區美感示範路線。 

陸、方案內容： 

一、「美感教育移地示範教學」方案： 

  (一)有意願參與本計畫之學校請參考「美感教育移地教學課程計畫」（附件 1）與「美感

教育移地教學示例與路線規劃」（附件 2）。 

    (二)申請方式： 

   1.受理單位：由草湖國小於 106年 10月 1日起至 106年 10月 31日止受理各校申請。 

       2.申請期限截止後，由草湖國小依接獲申請書（附件 3）順序進行審查與錄取。 

       3.活動完畢後，參訪學校於 2週內提出成果報告二份與電子檔（附件 4）及核銷憑證

（領據、支出明細表）送交草湖國小。 

二、「美感教育移地示範教學」研習： 

  (一)凡有意願參與上述示範教學方案之學校，需參與「美感教育移地示範教學」研習（附

件 5）。 

柒、辦理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捌、預期效益： 

  一、透過示範課程研發，產出在地美感場域課程模組，並提供全市各級學校參考。 

  二、提升教師在地美感課程研發知能，活化美感教育之教與學。 

  三、促進學生的美感經驗與生活連結，提升在地藝文美學感知。 

玖、聯絡方式： 

    聯 絡 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 候用校長 許正昌。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電子郵件：rd977@gmailcom 

    電    話：04-22289111#5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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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成效與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問卷調查結果等）紙本與電子檔彙整後逕送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並上傳「臺中市美感教育網-成果彙編」，供全市教師參考

利用。 

附件 1：美感教育移地教學課程計畫： 

學習階

段 

移地教學 

範圍 

課程與教學重點 備註 

國小低

年級 

鄰里與社

區 

1.學習與探索鄰里與社區的古蹟、舊建築、遺址、

老行業，培養對社區的認識與認同 

2.關心生活周遭環境與事件，作為美感發現的觸

媒與美感培養的捷徑 

建議以步行方式 

國小中

年級 

所屬區 1.學習與探索生活區域內的古蹟、舊建築、遺址、

老行業，培養對家鄉的認知與情感 

2.探索與紀錄周遭環境與舊建物，作為美感探究

的材料與培養美感的動機。 

利用本市特色運輸

系統（10公里免費

公車、輕軌捷運） 

國小高

年級 

跨區 1.學習與探索其他行政區區域內的古蹟、舊建

築、遺址、老行業，培養對台中的認知與情感 

2.探究與比較不同行政區環境與舊建物，培育在

地歷史空間、文化建築美感的動機與研究能力。 

利用本市特色運輸

系統（10公里免費

公車、輕軌捷運） 

國中 跨全市主

題學習與

探索 

1.學習與探究全市的古蹟、舊建築、遺址、老行

業，培養對台中的與情感與研究能力。 

2.以個別台中歷史文化與舊建物，撰述、創作具

備台中在地歷史空間、文化建築美感的文學、美

術、影音作品。 

利用本市特色運輸

系統及大眾運輸工

具 

高中 從台中連

結台灣與

全球主題

學習與探

索 

1.從台中的古蹟、舊建築、遺址、老行業出發，

探究台中與全球各地城市美學的比較與聯結。 

2.以主題的方式紀錄、探究台中歷史文化與舊建

物，撰述具備台中在地歷史空間、文化建築美感

的文學、美術、影音作品。 

利用本市特色運輸

系統及大眾運輸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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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美感教育移地教學示例與路線規劃： 

分區 

路線 

中區路線 

老城區散步美學—

舊大墩建築巡禮 

山區路線 

舊山線的再發現—

泰安車站與大安溪

鐵橋 

海線路線 

搭上火車去流浪—

海線鐵道上車與下

車 

屯區路線 

影響台灣命運之

旅—霧峰與林家走

讀 

路線與

內容 

台中驛中山路

宮原眼科新盛橋

〈中山綠橋〉綠

川中山路老街屋

自由路舊台中

圖書館〈合作金庫〉

台中公園 

泰安舊火車站大

安溪鐵橋砲彈外

型紀念碑 泰安

水橋大安洞（八

號隧道）  

甲南車站大甲車

站大甲順天路老

街清水車站清

水老街追分車站 

（本路線也可逆

行） 

 

省諮議會霧峰林

家（萊園、林獻堂

文物館）光復新

村  

適合 

年級 

中、高年級 中、高年級 中、高年級 中、高年級 

教學 

時間 

4小時 4小時 6小時 4小時 

歷史意

義與文

化價值 

1. 具代表性的古

蹟，訴說台中發

展的故事 

2. 台中中區舊城

是台中現代化

發展的重要起

源 

3. 台中公園保存

的建物、遺址領

略台中從清朝

到日治時期、國

民政府時代的

發展 

1. 舊山線是日治

時期台灣鐵道

具代表性路線 

2. 從幾處保存尚

稱完整的車

站、鐵橋、山

洞…體驗與學

習鐵道文化 

3. 后里圳、泰安水

橋，是最佳水利

設施的學習教

材。 

1. 海線火車與台

灣的鐵道歷史

發展有重要的

影響 

2. 海線火車是台

中特有的交通

景觀，具備無可

取代的獨特性。 

3. 保存良好的幾

座車站，見證火

車站的多元風

情與建築美學。 

1. 霧峰林家是台

灣五大家族之

一，卻是在台灣

的政治與文化

發展扮演最重

要的角色 

2. 霧峰林家完整

的建築群，是台

灣少見的清代

官府建築。 

3. 光復新村是國

民政府因應戰

爭疏遷計畫的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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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美感教育移地教學示例活動」申請書 

申請學校 區      國民小學 

參加人數 

統    計 

行政人員  

參加班級 年      班 教    師  

實施日期 106年    月     日 協助人員  

實施時間 上、下午    時    分 學    生  

帶    隊 

行政人員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教    師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相關人員 
(協同志工)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附註：參與活動人數應含行政人員(至少 1名)、教師(至少 2名)及相關人員或志工(至少 2名)

與班級學生。 

 

承辦人(申請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逐級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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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06年度臺中市○○區○○國民小學美感教育移地教學成果表 

 

路線名稱  

參加學校  實施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人數  辦理地點  

執行成果概述： 

 

效益評估： 

 

檢討與建議： 

 

其他： 

請檢附活動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 

負責人：         （簽章） 填表人：         （簽章）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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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中市○○區○○國民小學美感教育移地教學成果照片 

  
 

 

時間： 

活動說明：  

 

 

時間： 

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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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臺中市○○區○○國民小學美感教育移地教學成果照片 

 
 

 

時間： 

活動說明：  

 

 

時間： 

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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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美感教育移地教學示例與路線規劃」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107年美感教育發展計畫。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深耕校園美感涵育研究計畫。 

貳、目標： 

  一、說明「美感教育移地示範教學」意涵，培養教師具備探訪空間美學與踏查文化古蹟教

學知能。 

  二、山、海、屯、中等四區示範路線規劃內容特色與教學重點分析。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 

肆、實施對象： 

  一、本市各國(高)中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及其他對於本活動有興趣之教師，計 100人。 

  二、凡有意願參與上述示範教學方案之國小，各校行政人員至少一名，教師至少二名，另

相關人員（如有興趣之教師、學校志工等）至少兩名。 

伍、辦理時間：106年 10月 27日，上午 08:30至 12:30。 

陸、辦理地點：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視聽教室(暫定)。 

柒、研習內容與期程： 

  一、研習內容：「美感教育移地示範教學」意涵，空間美學探訪、文化古蹟踏查教學知能、

四區示範路線規劃內容特色與教學重點分析、教師專業對話與問題研討。 

  二、研習期程： 

時間 課程活動 
主持人/ 

主講人 
地點 

08：00-08：20 報到 教務主任 視聽教室 

08：20-08：30 開場致詞 教育局長官  

08：30-10：20 

「美感教育移地示範教

學」意涵，空間美學探訪、

文化古蹟踏查教學知能 

溪尾國小 

王派仁校長 
視聽教室 

10：30-12：20 

四區示範路線規劃內容特

色與教學重點分析、教師

專業對話與問題研討 

溪尾國小 

王派仁校長 
視聽教室 

捌、研習報名： 

  一、請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線上報名，報名網址：全國教師研習系統

(http://www1.inservice.edu.tw/)。 

  二、聯絡人：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學務處徐金德主任，電話：(04)24953078 轉 720。 

玖、預期效益 

  一、提升教師在地美感課程研發知能，活化美感教育之教與學。 

  二、促進學生的美感經驗與生活連結，提升在地藝文美學感知。   

拾、著作權歸屬及利用規範 

        講綱及成果授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於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網站，同意讀者基於

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讀、下載或列印。 

拾壹、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所屬服務機關學校於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出席參加。 

  二、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已報名者無故缺席，由承辦學校彙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依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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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報名之人員因故不能參加時，應向服務機關學校敘明理由，經同意後函報承辦單位

備查，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返校之分享與推廣細節，請各校自行訂定。 

拾貳、經費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叁、成效與考核 

  一、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二、本計畫辦理完畢，將成果（含講綱、問卷調查結果等）紙本與電子檔彙整後逕送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並上傳「臺中市美感教育網-成果彙編」，供全市教師參考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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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教育部補助  

105 年度「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計畫」  

 

 

 

 

 

計畫申請書 

 

 

 

 

申 請 縣 市 ：臺中市 

計畫主持人：彭富源局長 

計畫聯絡人：晏傳嫘課程督學 

聯絡人電話：04-222891111#54910 

計 畫 期 程： 105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106 年 4 月 15 日止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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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表 

直轄市或縣市 臺中市 

聯 絡 資 訊 主持人 計畫聯絡人 

姓       名 彭富源 晏傳嫘 

職       稱 局長 
課程督學 

國中候用校長 

服 務 單 位  督學室 

電       話      04-222891111#54011 04-22289111#54910 

電 子 郵 件  a0939306419@gmail.com 

貳、計畫摘要 

2016 年教育部委由成功大學持續推動中小學磨課師課程發展計畫，臺中市參與國

語文領域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整合國教輔導團、資網中心資源，並與誠致教育基金

會合作開發國小注音符號與國中詞義等微課程，建置開放課程之磨課師課程模式，希

望充份應用線上課程與資訊科技於教學現場，讓自主學習資源雲端化，記錄學生學習

歷程，即時提供學生適性教學內容，充份掌握學生學習狀況；相信教室的翻轉，帶動

翻轉的教育，讓改變、創新、再學習及不斷學習，打造臺中成為希望教育之都。 

關鍵字：微學習，開放課程 

 

參、推動說明 

一、願景及目標 

(一)願景： 

臺中市在數位教學資源及數位學習上，藉由教學資源網的充實、創新教學

媒體的創作、教育雲的擴充，數位資源發展已相當成熟。將課程發展與數位科

技結合，融入課程核心概念，建構系統性自主學習與教學參考影片，開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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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境界、教學的新典範，期在創新、多元、適性的願景下，發展創新教學模

式，達到多元適性學習的目標。 

 

(二)目標： 

1.產出中小學磨課師課程國語文領域磨課師課程。 

2.培養中小學線上課程、磨課師課程與翻轉教室學習模式之教師團隊。 

3.提供中小學學生自主學習、數位學習及補救教學活動等數位資源。 

4.增進中小學校長、教師之磨課師課程模式與數位學習等課程與資訊素養。 

二、推動組織與人員 

(一)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3.協辦單位：豐東國中、大雅區六寶國小。 

(二)任務編組與分工 

1.建置推動小組 

組織「臺中市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推動小組」)，由局長擔任計畫主

持人，副局長擔任共同主持人，主任秘書擔任協同主持人，督學室主任擔任執

行秘書，督學擔任副執行秘書，課程督學擔任計畫聯絡人，並聘請榮譽課程督

學擔任諮詢委員，中小學校長擔任課程、行政及學科諮詢等，負責「磨課師課

程模式發展」之規劃及推動工作事宜，各組在依計畫執行之需要，由各組召集

人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組織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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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共同主持人  教育局 副局長 

執行秘書 督學室主任 

副執行秘書 督學 

計畫協同主持人 教育局 主任秘書 

課程組 

1.召集人 

－輔導團國語

文領域召集校

長 

2.副召集人 

－輔導團國語

文領域召集校

長 

3.課程執行秘書 

－輔導團專輔

人員 

4.行政執行秘書 

－輔導團專輔

人員 

5.學科專家教師 

6.學科諮詢教授 

製作訓練組 

1. 召集人 

－輔導團資訊

召集校長 

2.副召集人 

－輔導團資訊召

集校長 

3.資訊執行秘書 

－輔導團專輔

人員 

4.行政執行秘書 

－輔導團專輔

人員 

5.錄製專長教師 

資訊組 

1.召集人 

－秘書室主任 

2.副召集人 

－秘書室資訊股

股長 

3.系統副召集人 

－資網中心主任 

4.行政執行秘書 

－中小學校長 

行政組 

1. 聯絡人 

－課程督學 

2. 組員 

－輔導團國語

文領召、副領

召校長 

－輔導團行政

人員 

計畫聯絡人 課程督學 

計畫主持人  教育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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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組任務分工 

   (1)行政組：  

  a.聯絡人策畫「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計畫之推展，並負責課程組各教育

年段工作之執行。 

b.組員協助「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計畫之行政運作事宜。 

(2)課程組：國語文領域 

a.召集人統合國中年段相關課程及行政事務之推展。 

b.副召集人統合國小年段相關課程及行政事務之推展。 

c.課程執秘統籌規劃課程及教學內容設計等相關事宜。 

d.行政執秘協助行政運作及經費核銷等相關事宜。 

e.召集校長負責招聘學科專家教師，邀聘專家審查教學內容設計與教學影片，

進行學科課程規劃與經費編列。 

f.學科專家教師分析教育年段學科核心概念，並進行教學內容設計或擔任演

示。 

g.學科諮詢教授擔任學科核心概念之指導。 

(3)製作訓練組： 

a.召集人統合教學影片錄製及教育訓練等事宜。 

b.副召集人協助召集人前項工作之進行。 

c.資訊執秘負責招聘錄製專長教師、統籌規劃教學影片錄製及辦理教育訓練

研習。  

d.行政執秘協助行政運作及經費核銷等相關事宜。 

e.錄製專長教師負責教學影片拍攝、協助後製及上傳。 

(4)資訊組：  

a.召集人統合「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數位教學平台系統及推廣研習等事

宜。 

b.副召集人協助召集人前項工作之進行。 

c.行政執秘協助建置「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數位教學平台系統，及平台使

用維護管理等事宜，並辦理「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推廣研習。 

 

三、資源投入 

(一) 與永齡希望小學及博幼基金會合作，引進永齡希望小學及博幼基金會教材

教法，提供學校教師及學生多元選擇，發揮自主學習及補救教學資源績效。 

(二)由製作訓練組辦理「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計畫」課程開發和影片製作相關

研習，培育教師課程研發能力，並運用最新與最合適的影像錄製工具與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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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協助教師拍攝教學片，且透過教學影片製作的教育訓練，增進教師對

拍攝工具的認識，達成教學影片的最佳要求。 

(三)由資訊組協助管理並擴充數位學習平台的功能，提供教師教材上架之優質

台，以提供優秀教師放置各領域學習知識點10±5分鐘以內之概念教學影片，

和學生適性選擇個別化之學習內容。 

(四)辦理教師平台使用推廣研習，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效果。 

(五)規劃辦理課程研發、教學影片錄製等鄉相關訓練研習或工作坊，以確保錄

製影片之完整性和實用有效性。 

(六) 充實製作教學影片的設備和租借專業攝影棚，以豐富教學影片之多元化和

精彩性，而提升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使用率。 

(七) 與誠致教育基會及台灣多媒體創意協會合作，進行微課程錄製及後製處

理。 

四、行政配套和鼓勵機制 

(一)人力部分： 

     1.由教育局督學室統籌規劃「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計畫，並連結國中教育

科、國小教育科、秘書室和資網中心人員，進行分工和協調。 

     2.設置專職和兼職人員負責行政執行、課程開發和影片拍攝等事宜，並給予

減授鐘點。 

     3.聘請國語文領域專長的校長擔任課程組召集人，適時給予「磨課師課程模

式發展」推動小組指導和建議。      

    (二)獎勵部分： 

     1.負責課程製作、微教學影片拍攝和審查影片的老師，可依臺中市立各級學

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敘獎。      

     2.教師可依據拍片之數量，作為敘獎或著作發表加分之依據。 

五、智財權機制 

(一)由教育部和本市教育局與書商簽訂合作契約書，以提供教師在影片製作時，

可使用之圖片。 

   (二)由教育局與教學影片製作教師，簽署創用 CC 授權合約書，俾利教學影片、

教案或相關教學資源於教學平台播放和無償提供使用。 

六、品質檢核機制 

(一)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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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育局聘請專家學者、校長或資深優良教師組成「臺中市中小學磨課師課程

模式發展教學影片審查小組」，進行初審，審查重點如下： 

   1.以課綱為分段能力指標參考，規畫約 10分鐘教學內容，包含教材來源、核心

概念、學習主題、學習目標、教學流程、評量方式與學習單等，教學內容設計表。 

   2.教學影片的影像與聲音清晰程度。 

   3.教學影片檔案格式為 mp4/H.264，不得超過 1G。 

   4.拍攝影片模式： 

    (1)螢幕錄製或手寫動畫：以擷取螢幕操作畫面/手寫動畫為主，搭配講師影像

或聲音利用 Ocam及指標比來協助，也可以用 WebCam錄製課程想聚焦之部分或其他

軟體，powerCam 或 everCam錄製解析度一定要在 1920*1080 以上。 

    (2)講師影像+內容排版：外拍或攝影棚錄製，搭配現場書寫錄影或後製畫面。

以 DV定位攝影黑板或白板的課程講解。攝影請以ＤＶ錄製，網路攝影機之錄製解析

度請調最高晝素 720DPI 以上。 

    (3)結合動畫或多媒體：搭配後製影片、動畫、多媒體素材進行講解。 

    (4)整合錄製：花式：如：說明教師、電子黑板、手寫課程、螢幕錄製、影像編

輯等。 

(5)實景拍攝：結合實驗室、活動現場攝影或戶外拍攝。  

   5.影片拍攝內容： 

    (1)影片片頭要有單元名稱，並需簡述說明影片的上課內容（學習目標）。 

    (2)影片呈現內容： 

     a.開始要有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內容，再來進行主要授課內容，最後進行總結

（歸納所教的內容）。 

     b.講述速度適中，不要太快，影片內容變換也要快慢適中。 

     c.講述一小段後，能搭配一個小題目，供學生思考，且要留下學生思考和待答

時間。  

       如：講述→Q&A→講述→Q&A→講述 

     d.每一支影片的教學目標，不宜過多，需以精緻和細膩為主，而非以量取勝，

一支影片的教學觀念，最多兩個為限，以教會重要核心概念為主。 

     e,影片內容須具備動與靜的變化，以達吸引學生為主。 

     f.若有背景音樂，聲音不要太大聲，以免掩蓋教師的聲音。 

(3)搭配課程影片，需提供適當之線上測驗或評量活動的機制以檢核學習成效。 

  (二)複審： 

       由磨課師辦公室組成「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教學影片審查小組」進行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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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發展說明 

發展課程列表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如國小高年級課文大

意(摘要)) 
服務單位(學校) 

參與團隊或

教師 

1 注音符號-拼音聲調 

代表學校：臺中市

大雅區六寶國小(領

域召集學校) 

臺中市國民

教育輔導團

語文領域國

小國語文輔

導小組 

2 語基--詞義 

代表學校：臺中市

立豐東國中(領域召

集學校) 

臺中市國民

教育輔導團

語文領域國

中國語文輔

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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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名稱一注音符號-拼音聲調」 

(一)課程規劃 

1. 課程架構與目標：透過童詩、念謠不同聲調的變化練習，使學生熟悉聲調的運

用。 

 

 

2.課程對象 : 注音符號初學者、注音符號需補救教學學生。 

3.課程設計流程與分工 

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課前前置作業 課程的規畫及人員的協調 

1. 課程組 

2. 訓練製作組 

3. 臺中市國小國語文輔導團

團隊 

錄製 錄製教學課程、影像後製剪輯 

1. 課程組 

2. 訓練製作組 

3. 臺中市國小國語文輔導團

注音符號-拼音聲調

基本認識

聲調介紹

調號書寫

調號位置

各聲調練習

一聲

二聲

三聲

四聲

輕聲

綜合練習

拼音區辨

ㄥ

ㄨ ㄨㄛ ㄡ

ㄝ ㄟ ㄧ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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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團隊 

課程實施 

1.將大單元分成各個概念的小單 

元。 

2.藉由 IDP 教學策略引導學生 

學習拼音聲調。 

3.透過童詩、唸謠的練習精熟拼

音與聲調。 

1. 課程組 

2. 臺中市國小國語文輔導團

團隊 

推廣 

1.辦理磨課師教學平台操作種 

  子教師研習。 

2.宣導磨課師線上課程，並在國

語課程讓學生實際操作。 

3.由網路平台將教學影片上傳， 

  提供學生觀摩教學影片，以達 

  到自主學習為教學目的。 

4.教師利用線上開課和學生學 

習即時反饋系統，強化學習

成效，並落實個別化教學理

念。 

5.未來結合教育部補教教學評 

  量系統，提供學生適性化為 

  教學課程學習。 

1.臺中市國小國語文輔導團團 

  隊 

2. 臺中市資訊教育輔導團團 

  隊 

 

 

(二)教學設計 

1.教學理念與策略 

(1)趣味化學習，貼近生活經驗。 

(2)階序性與螺旋式的課程設計。 

   (3)即時、有效的回饋評量機制。 

2.教學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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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主題 

(對應

知識地

圖第 3

層) 

教學 

活動/

核心概

念(對

應知識

地圖第

4 層) 

設計者 

教學活動/核心

概念課程影片

(重要核心概念

/預估課程影片

長度)  

核心概念教學課

程內容使用 

素材智財權說明 

教學 

設計 

模式 

教學 

活動 
評量作業

方式 

拼音聲

調 

聲調辨

認、調

號位置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聲調辨認、調

號位置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一聲練

習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一聲練習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四聲練

習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四聲練習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二聲練

習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二聲練習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三聲練

習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三聲練習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輕聲練

習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輕聲練習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變調練

習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變調練習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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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主題 

(對應

知識地

圖第 3

層) 

教學 

活動/

核心概

念(對

應知識

地圖第

4 層) 

設計者 

教學活動/核心

概念課程影片

(重要核心概念

/預估課程影片

長度)  

核心概念教學課

程內容使用 

素材智財權說明 

教學 

設計 

模式 

教學 

活動 
評量作業

方式 

導團員 式 

拼音聲

調 

聲調遊

戲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聲調遊戲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ㄥ的變

音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ㄥ的變音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ㄛ、ㄨ

ㄛ、ㄡ

的拼音

區辨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ㄛ、ㄨㄛ、ㄡ

的拼音區辨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ㄝ、

ㄟ、ㄧ

ㄝ的發

音及拼

音區辨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ㄝ、ㄟ、ㄧㄝ

的發音及拼音

區辨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拼音聲

調 

注音符

號書寫

位置的

注意事

項 

臺中市

國小國

語文輔

導團員 

注音符號書寫

位置的注意事

項 

創用 CC 授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練習 

IDP 

線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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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名稱二-語基-詞義」 

(一)課程規劃 

1. 課程目標： 

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1 國中國文—稱代詞 
1.理解白語文中稱代詞的意義。 

2.理解文言文中稱代詞的意義。 

2 國中國文—方位詞判斷 
1.認識文言白話文中的方位詞。 

2.判讀文句方位詞實指虛指。 

3 國中國文—年齡代稱 
1.認識文言文中的年齡代稱 

2.判讀年齡代稱對應的年紀 

4 國中國文—干支計時 
1.認識文言白話文中的天干地支 

2.判讀文句天干地支配對後所對應的時間 

5 
國中國文—節令判斷 (春-初階

篇) 

1.認識春季代表植物、動物特徵與春季節慶 

2.判讀春天景象 

6 
國中國文—節令判斷 (春-進階

篇) 

1.理解春季判斷景物在作品中呈現意象。 

2.賞析春季景物在作品中的效果。 

7 國中國文—節令判斷(夏) 

1.認識夏季代表植物、動物特徵與夏季節慶 

2.判讀夏天景象。 

8 國中國文—節令判斷(秋) 
1.認識秋季代表植物、動物特徵與秋季節慶 

2.判讀秋天景象。 

9 
國中國文—節令判斷 (冬-初階

篇) 

1.認識冬季代表植物、動物特徵與冬季節慶 

2.判讀冬天景象。 

10 
國中國文—節令判斷 (冬-進階

篇) 

1.理解冬季判斷景物在作品中呈現意象。 

2.賞析冬季景物在作品中的效果。 

 

2.課程對象 : 國中一年級學生(七年級學生)。 

3.課程設計流程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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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課前前置 

作業 
課程規畫與人員的協調 

4. 課程組 

5. 訓練製作組 

6. 臺中市國中國語文輔導團

團隊 

 

錄製 錄製教學課程、影像後製剪輯 

4. 課程組 

5. 訓練製作組 

6. 臺中市國中國語文輔導團

團隊 

課程實施 

1.將大單元分成各個概念的小單元。 

2.透過詩、文中的文化常識辨析，進 

而更了解並賞析文本內容。 

3. 課程組 

4. 臺中市國中國語文輔導團

團隊 

 

推廣 

1.辦理磨課師教學平台操作種 

  子教師研習。 

2.宣導磨課師線上課程，並在國語課

程讓學生實際操作。 

3.由網路平台將教學影片上傳， 

  提供學生觀摩教學影片，以達 

  到自主學習為教學目的。 

4.教師利用線上開課和學生學 

習即時反饋系統，強化學習成

效，並落實個別化教學理念。 

5.未來結合教育部補教教學評 

  量系統，提供學生適性化為 

  教學課程學習。 

臺中市國中國語文輔導團團隊 

 

 (二)教學設計 

1.教學理念與策略 

(1)依生活化釋例，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2)連結學生起點行為，漸次循序引導。 

   (3)即時、有效的回饋評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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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設計模式 

 

 

教學 

主題 

(對應

知識地

圖第 3

層) 

教學 

活動/

核心概

念(對

應知識

地圖第

4 層) 

設計者 

教學活動/核心概念

課程影片(重要核心

概念/預估課程影片

長度)  

核心概念教

學課程內容

使用 

素材智財權

說明 

教學 

設計 

模式 

教學 

活動 

評量作業

方式 

稱 

代 

詞 

稱 

代 

詞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記憶知識為主，以能

夠辨別稱代詞為目

標，加以活用講述。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方 

位 

詞 

判 

斷 

方 

位 

詞 

判 

斷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說明文言文與白話

文中，方位詞的代表

作品、例子，以統整

方式加深印象。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年 

齡 

代 

稱 

判 

斷 

年 

齡 

代 

稱 

判 

斷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說明文言文與白話

文中，年齡代稱的代

表作品、例子，以統

整方式加深印象。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天干地

支 

計時判

斷 

天干地

支 

計時判

斷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說明文言文與白話

文中，天干地支的代

表作品、例子，以統

整方式加深印象。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節 

令 

判 

斷 

節令判

斷-春 

(初階

版)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說明春季的代表植

物、動物，以統整方

式加深印象。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節 
節令判 臺中市 以含有春天景象的 創用 CC 授 個別 講述、示 線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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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主題 

(對應

知識地

圖第 3

層) 

教學 

活動/

核心概

念(對

應知識

地圖第

4 層) 

設計者 

教學活動/核心概念

課程影片(重要核心

概念/預估課程影片

長度)  

核心概念教

學課程內容

使用 

素材智財權

說明 

教學 

設計 

模式 

教學 

活動 

評量作業

方式 

令 

判 

斷 

斷-春 

(進階

版)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詩文為例，如李白的

〈黃鶴樓送孟浩然

之廣陵〉，判斷此詩

描述季節為何，並加

以賞析，說明春天景

物在此作品所呈現

的意境。 

權與 

書商授權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範 

 

節 

令 

判 

斷 

節令判

斷-夏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說明夏天的代表植

物、動物，以統整方

式加深印象。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節 

令 

判 

斷 

節令判

斷-秋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說明秋天的代表植

物、動物，以統整方

式加深印象。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節 

令 

判 

斷 

節令判

斷-冬 

(初階

版)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說明冬季的代表植

物、動物，以統整方

式加深印象。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節 

令 

判 

斷 

節令判

斷-冬 

(進階

版) 

臺中市

國中國

語文輔

導團員 

以含有冬天景象的

詩文為例，如柳宗元

的〈江雪〉，判斷此

詩描述季節為何，並

加以賞析，說明冬天

景物在此作品所呈

現的意境。 

創用 CC 授

權與 

書商授權 

個別

化影

片自

學模

式 

講述、示

範、 

 

線上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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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效 

一、以課程核心概念，分析學科單元知識體系，建構學科單元知識地圖。 

二、整合核心概念，拍攝教學影片，提供學生自主學習資源，促進學習成效。 

三、建置教學影片網路資源，提供教師觀摩學習，增進教師教學知能，促進教學專

業成長。 

四、發展適合中、小學學生的線上學習系統，並結合補救教學，提供個別化之教學

素材，實踐差異性化教學之理念。 

五、配合線上課程，活化教師教學模式，提升教師教學能量，引發學生學習動能，

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以落實完成提升學生學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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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名稱：105 年度「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計畫」  

計畫期程： 105 年 10  月 15  日至 106 年 4 月  15 日 

計畫經費總額：  59萬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 50萬   元，自籌款：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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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

（元） 

補助金額 

(元) 

業

務

費 

代課鐘點費 

 

360 240 86,400 因教師執行本計畫業務

所衍生之代課鐘點費，

依「中小學兼任及代課

鐘點費之給基準」編

列，國小代課鐘點費每

節 260 元，國中代課鐘

點費每節 360 元。 

  

260 240 62,400 

 

每一課程單元需由 2 位

教師進行課程製作及錄

製，並由 2 位教師或進

行初審，並以 6 節鐘點

計。 

  

講座鐘點費 

1,600 30 48,000 辦理工作坊外聘講座鐘

點費用 

  

800 30 24,000 辦理工作坊內聘講座鐘

點費用 

  

工作費/工讀費 200 120 時 24,000 

協助活動前籌備、人員

聯繫、活動網頁建置及

資訊管理、報名資訊答

詢與管理、與會人員交

通膳宿安排、廠商聯

繫、場地佈置等。活動

現場錄音錄影、拍照紀

錄、錄影剪輯、錄音內

容文字化整理等所需之

臨時人力(含工讀生)。行

政院「全國軍公教員工

待遇支給要點」第 2 點

規定之適用人員，不得

支給工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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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 
459 1 式 459 

雇主負擔之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費，依衍生補

充保費之業務費經費項

目，乘以補充保費費率

(1.91％)編列。 

  

課程教材費 16,000 1 式 16,000 

課程設計及授課所需教

材費，含製作特殊教材

費及講義影印費。 

  

影印、印刷費 20,000 1 式 20,000    

交通費 2,500 20 50,000 
辦理工作坊講座交通費

用 

  

國內旅運費 2,500 20 人次 50,000 

計畫人員參與計畫相關

會議或活動之旅運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檢據核實報銷。 

  

膳費 80 300 24,000 
辦理協商會議及工作坊

等活動時使用 

  

麥克風 1,000 20 20,000 課程錄製使用   

數位繪圖版 2,500 10 25,000 課程錄製使用   

行動硬碟 2,000 6 12,000 課程錄製使用   

場地租用費 53,000 1 53,000 課程錄製使用(自籌)   

設備租用費 37,000 1 37,000 課程錄製使用(自籌)   

資訊設備維護 15,000 1 15,000 課程錄製使用   

雜支 22,741 1式 22,741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

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

用品、紙張、資訊耗材、

資料夾、郵資、錄音筆

等屬之。 

 

 

合計   590,000   
本部核定補

助金額元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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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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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注意事項： 

除人事費不得流入及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各一級用途別項目流

入未超過 20％，流出未超過 20％者，或新增本部原未核定二級用途別項目，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依據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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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各二級用途別項目間互相勻支，均由各機關、學校或團體循其內部行政

程序自行辦理；逾上開流用比例者，仍應報本部同意後辦理。 

結報作業要點第十

一點辦理） 

□不繳回（依據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第

十一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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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核表 

一、教育局（處）檢核表 

檢核面向 檢核項目（請勾選■） 備註 

願景目標 
■ 規劃發展目標及願景。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2 頁。 

推動組織與

人員 

■ 具有推動組織架構且權責明確。 

■ 訂定課程製作經營之分工運作機制。 

■ 定期舉辦相關會議／活動。 

■ 具備計畫專案管理、教學設計、課程錄

製、及技術支援人員（磨課師課程中

之技術需求）。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2-4

頁。 

資源投入 

■ 具有協助開設課程與發展教學課程內

容所需的軟硬體設備。 

■ 具有磨課師課程人員培訓規劃，提供相

關教育訓練與協助。 

■ 引進外部資源，並確定合作模式。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4 頁。 

行政配套 

■ 訂有辦法或輔導鼓勵機制，提升教師製

作磨課師課程意願。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4-5

頁。 

智財權 

機制 

■ 制定完整的教學課程內容使用素材開

發及取得之制度與流程，且符合智財權

法律規定。 

■ 建立課程智財權檢核流程。 

■ 提供智財權諮詢管道與服務。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5 頁。 

品質檢核 

機制 

■ 訂定課程品質檢核機制。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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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發展檢核表 

每門課程請填寫一張檢核表(此處每「門」課程意指從知識地圖中選定要發展之第三層

的教學主題) 

（一）「課程名稱一」 

檢核面向 檢核項目 備註 

課程規劃 

■ 明確說明課程總目標與單元目標。 

■ 說明適學對象、學前能力建議、考評

標準。 

■ 說明教學設計流程、時程與分工規

劃，如課前前置作業、教學課程影片

錄製、課程營運等。 

■ 說明教學課程內容使用素材來源，如

自製、創用 CC或須取得授權之內容清

單等。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7 頁。 

教學設計 

■ 依最新教育部頒訂課程綱要總綱，規

劃單元重要核心概念。 

■ 依單元重要核心概念提出教學設計模

式構想，如每單元之主題、教學課程

影片、教學活動、評量、作業等方面

的構想。 

■ 搭配核心概念教學單元課程影片提供

適當之線上測驗或評量活動的機制。 

■ 能運用適當教學活動，提供學習者檢

核其學習成就。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8-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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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名稱二」 

檢核面向 檢核項目 備註 

課程規劃 

■ 明確說明課程總目標與單元目標。 

■ 說明適學對象、學前能力建議、考評

標準。 

■ 說明教學設計流程、時程與分工規

劃，如課前前置作業、教學課程影片

錄製、課程營運等。 

■ 說明教學課程內容使用素材來源，如

自製、創用 CC或須取得授權之內容清

單等。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11-12

頁。 

教學設計 

■ 依最新教育部頒訂課程綱要總綱，規

劃單元重要核心概念。 

■ 依單元重要核心概念提出教學設計模

式構想，如每單元之主題、教學課程

影片、教學活動、評量、作業等方面

的構想。 

■ 搭配核心概念教學單元課程影片提供

適當之線上測驗或評量活動的機制。 

■ 能運用適當教學活動，提供學習者檢

核其學習成就。 

請簡述對應檢核項目 

 

請參考計畫書第 1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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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中小學磨課師課程發展及審查重點 

 

中小學磨課師課程發展及審查重點 

一、依據最新教育部頒訂課程綱要總綱，解析單元重要核心概念，製作每段 5~10

分鐘課程內容。 

二、課程影片的影像與聲音清晰，講師除須口齒清晰外，應能精準講授單元重

要核心概念，深入淺出傳遞重要訊息，可加入字幕與重點提示。 

三、課程影片檔案格式為 mp4/H.264，不得超過 1G。 

四、課程影片拍攝方式： 

 1.螢幕錄製或手寫動畫 (以擷取螢幕操作畫面/手寫動畫為主，搭配講師影像

或聲音)；螢幕錄製解析度一定要在 1920*1080 以上。 

 2.講師影像+內容排版 (外拍或攝影棚錄製，搭配現場書寫錄影或後製畫

面)。 

 3.結合動畫或多媒體 (搭配後製課程影片、動畫、多媒體素材進行講解)。 

 4.實景拍攝 (結合實驗室、活動現場攝影或戶外拍攝)。 

五、課程內容製作及審查重點： 

   1.課程影片片頭要有單元名稱，並需簡要說明課程影片的上課內容（學習目

標）。 

   2.搭配課程內容，需提供適當之線上測驗或評量活動的機制以檢核學習成

效。 

   3.課程影片呈現內容： 

    (1)講述速度適中，不宜太快，課程影片內容變換快慢適中。 

    (2)講述一小段後，能搭配測驗題目，供學生練習。 

    (3)每一支課程影片的教學目標，不宜過多，一支課程影片的教學觀念，最

多兩個為限，以教會重要核心概念為主。 

    (4)課程影片內容以能吸引學生為主。 

    (5)若有背景音樂，聲音不宜太大，以免掩蓋教師的聲音。

327



 

24 

 

105 學年度國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模式發展計畫申請書郵寄信封 

收件日期：自公告日起一個月內，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計畫申請單位：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縣市局處)            承辦人：晏傳嫘 

聯絡電話：04-22289111#54910 

聯絡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收件人： 

7010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奇美樓 7 樓,95704 室(楊竹星教授) 

教育部中小學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辦公室收 

聯絡電話：(06)276-1271 

申請資料寄送確認表(寄出前請自行確認檢查) 注意事項 

■本申請書為一式五份。 

■本申請書以雙面列印裝訂。 

一、左列確認事項請務必確認無誤，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二、本郵寄封面得合併多件申請書寄送使用。 

三、承上，若多件申請書合併寄送，請註明共寄送____

件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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