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臺中市新課綱專案計畫
支持協作，御風而行，迎向改變

報告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課程教學科報告日期：108年3月27日（星期三）



大 綱
• 108學年度專案計畫
• 各專案計畫比較



108學年度新課綱專案計畫申請
 盤點校內新課綱推動進度及整備需求
 了解各計畫任務目標及補助經費項目
 考量各計畫審查指標及申請流程
 凝聚共識、撰寫計畫、提出申請



108學年度前導學校協作計畫
㇐.健全校內課程發展相關組織，提升課程發展效能
二.全校教師皆理解總綱、與所任教領域綱要之內涵
三.建立教師社群運作機制，透過社群進行素養導向教學的
共備觀議課

四.依新課綱完成校訂課程架構及發展部分課程方案內容



108學年度前導學校協作計畫
計畫特色：全面銜接108新課綱內涵，跨校際群組專業對話
經費補助：分階補助，資本門最高20％，得申請減授課鐘點費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六、經費補助（五）：
「前導學校、機構參與計畫之教師，於計畫執行期間，得減少每週基本授課節數，
每人每週以減授二至四節課為原則，每校每週不得超過十二節;減授節數所遺課務，
由本計畫支應鐘點費。所減課務得以超時授課方式辦理。」



108學年度前導學校協作計畫
分級 核心學校（50萬） 中堅學校（30萬） 導入學校（18萬)

任務

1.進行二年級/八年級以上年級素養導向教學之
設計與試教。

2.完成校訂課程架構和至少兩項校訂課程方案內
容

3.研擬並試行課程評鑑方案
4.與協作夥伴共同規劃並辦理群組內學校交流活
動與增能活動，增進群組的團隊動能。

1.落實㇐年級 /七年級各領域素養導向的教學
設計與實施。

2.完成校訂課程架構和至少㇐項校訂課程方案
內容（各週教學大綱）。

3.研擬課程評鑑方案。
4.提供群組內導入學校之實務問題諮詢。

1.經由教師專業社群的共備觀議課機制，
落實㇐年級 /七年級各領域素養導向
的教學設計與實施。

2.完成校訂課程架構和校訂課程方案內
容（各週教學大綱）。

實踐成果

1. 上下學期各辦理㇐次不同領域的素養導向
教學公開觀議課活動

2. ㇐、二年級/七、八年級各年級各兩個領域
素養導向教案各㇐份，以及教案共備、觀
課議課過程記錄（共四份；須含國語文、
數學）

3. 校訂課程架構和兩項校訂課程方案內容
（各週教學大綱）

4. 課程評鑑方案（含過程與結果的評鑑規
劃），應邀參與課程評鑑參考手冊編寫

1.以本群組內學校為對象，辦理㇐次素養導
向教學公開觀議課活動，精進群組學校成
員專業知能。
2.㇐年級/七年級三個領域素養導向教案各
㇐份，以及教案共備、觀課議課過程記錄
（共三份；須含國語文、數學）
3.校訂課程架構和校訂課程方案內容（各週
教學大綱）。
4.應邀參與課程評鑑參考手冊之編寫

1. ㇐年級 /七年級兩個領域素養導向的
教學設計與實施共備觀議課過程記錄。

2. 校訂課程架構和校訂課程方案內容
（各週教學大綱）。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
教師自主活化
教學計畫

子計畫二
落實十二年國
教課程綱要計

畫

子計畫三
協助偏遠地區
國中小發展課
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四
協助偏遠學校
教師專業發展
及學生多元試
探活動計畫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2︰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計畫

• 優先協助國民中學教師，透過導入專家學者採系統性協作方式，
建立公開授課機制，完成形塑學校願景、規劃課程地圖，

發展彈性學習課程及學校課程計畫。
國民中學優先

• 以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為核心，並邀請校內相關教師參加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2︰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計畫

㇐、補助經費：最高12萬元整
二、計畫撰寫：應納入公開授課、觀議課、課程地圖規劃、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學校課程計畫發展等。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2︰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計畫-審查原則

㇐. 行政運作及支持：提供教師行政協助，支持教師進行專業成⾧，活化課程與教學。
二. 教師專業成⾧：透過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深化課程設計或教學研究，轉化課堂教學實踐。
三. 促進教師省思與調整：教師掌握教學目標，運用多元取向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四. 學生學習評量：教師預先規劃學生學習成效指標及適切評量方式，據結果進行教學改進。
五. 特色或創新：課程或教學活動設計具特色或創新，展現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規劃與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4︰協助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多元試探活動計畫

• 辦理依據：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 補助經費：最高50萬元整 (包含學生多元試探活動、教師專業發展最高各25萬元)
• 計畫目標：學校得依實際需求，以促進學生學習，提具教師專業發展及學生多元試探學習計畫。
• 教師專業發展：得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共備觀議課及培力增能方式辦理
• 補助對象：教育部核定或核備之偏遠地區學校
• 經費運用：學生多元試探活動經費不得挪用至教師專業發展

ＮＥＷ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子計畫4︰協助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多元試探活動計畫
• 教育部核定或核備之偏遠地區學校：

ＮＥＷ

HTTP://STATS.MOE.GOV.TW/REMOTEGIS/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1

• 計畫內容請掌握計畫目的並考量學生需要。
• 各項活動辦理請與領域或議題課程結合(活化不完全等於活動)。
• 兼顧學校⾧期經營發展，希望成為例行化之課程與教學，而非隨著計畫結束而消失。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2

• 同團隊所輔導學校（或校際間）之計畫仍應掌握各校特色，顯現差異性，不宜內容相同。
• 計畫內容應納入公開觀課以及專業回饋之歷程。
• 計畫期程為108/8/1-109/7/31，各子計畫不得重複申請。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計畫申請注意事項-3

• 各子計畫及前導學校、符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低年段結合英語之彈性學習課程不得重複申請。
• 子2和課程領導、分組合作學習計畫不得重複申請。
• 子4和完全免試計畫不得重複申請。



諮詢費
輔導費
指導費
出席費
講座鐘點費
交通費
住宿費
膳費
場地費
印刷費

教材教具費
資料蒐集費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雜支

大學團隊諮詢項目

每人每小時核予1000元，
每次最高以6小時為限，
且同一日同一校之費用
以一次計算

不得超過總經費20%
不得超過總經費10%

16

子1教師自主活化
教學計畫

經費10+2萬元
偏遠學校可另補助交通費
（不得超過總經費百分之十）

子3偏遠國中小發展
課程與教學計畫
最高15萬元

子2落實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計畫
最高12萬元

偏遠學校可另補助交通費
（不得超過總經費百分之十）

子4偏遠地區學校教
師專業發展及學生
多元試探活動計畫
最高50萬元

•108學年度國中小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108學年度本市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計畫目標：
㇐.課程發展：以學生為主體，從生活經驗出發，融入校園議題、社區特性、家⾧期望及未來規劃等，多元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二.教學創新：鼓勵教師進行素養導向課程與教材教法的實驗及創新，並分享課程實踐的成果。

 經費補助：最高補助新臺幣10萬元
(經常門比例不得低於五成為原則)



108學年度本市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評選指標 評選重點

1 背景分析(15%) 1. 陳述學校願景與計畫理念、目的之關聯性，論述計畫之實踐操作。2. 整合現有之學校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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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發展(30%) 1. 說明素養導向課程理念與目標。2. 陳述課程發展機制運作與策略。3. 課程整體架構及與新課綱的對應結合。
3 教學創新(30%)

1. 說明教師如何經由團隊合作進行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材教法及評量創新、有效運用教學媒體與科技、研擬有效教學改進方案等。2. 說明創新教學如何強化學生的核心素養並增進學生知識、技能與情意等層面發展與成⾧。
4 資源需求與經費概算(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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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常門：如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設計、工作坊研習、教學規劃與實施等項目。
5 預期效益與自我檢核(15%) 說明藉著參與本計畫為學校帶來何種預期效益如：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活化教學、教師在課程與教學專業的提升、學校特色品牌的建立與影響擴散等，說明資源整合運用。



補助單位 教育部國教署 本市自籌
計畫名稱

108前導學校(核心)
108前導學校(中堅)

108前導學校(導入)
108活化課程與教學要點:子計畫二

108活化課程與教學要點:子計畫四
108本市亮點發展計畫

補助金額 50萬/校(資本門20%) 30萬/校(資本門20%) 18萬/校(資本門20%) 12萬/校 50萬/校 10萬/校(資本門50%)

計畫任務
1.健全校內課程發展組織，提升課程發展效能2.全校教師揭理解總綱與所任教領域綱要之內涵3.建立教師社群運作機制並進行素養導向教學的共備觀議課4.完成校訂課程架構並發展部份課程方案

以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為核心，進行增能，發展彈性學習課程及學校課程計畫。

學校得依實際需求，以促進學生學習，提具教師專業發展及學生多元試探學習計畫。

1.引導學校多元發展新課綱校本課程2.鼓勵教師進行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創新3.建立亮點標竿學校品牌
是否互斥 ✓ ✓ ✓

可與前述計畫同時申請
上年度校數 共45校（全國最多） 共51校 NEW 共74校

108學年度—新課綱專案計畫比較

新課綱正式實施，持續爭取專案計畫經費，逐年發展校本課程、支持教學創新到位！
可編列減授課鐘點費



補助單位 教育部國教署 本市自籌
計畫名稱 108前導學校

108活化課程與教學要點:子計畫二、子計畫四
108本市亮點發展實施計畫

說明會 108年3月 108年3月 108年3月
計畫送件 籌組群組：108年4月撰寫計畫：108年5月

108年4/1-4/28：學校線上申請108年4/29-5/10：縣市初審108年6/８-6/21：學校修改計畫內容 108年5-6月
核定名單 108年7月5日 108年7月 108年6月下旬
掣據請款 108年7-8月 108年7-8月 108年7-8月

108學年度—新課綱專案計畫



報告結束，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