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科中心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檔案示例規劃成果發表會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高字第 1100084765 號函核定「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110 學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從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設計及實踐到幫助學生建置課程學習成果檔案之實務經
驗交流，透過學科中心研究教師及種子教師研發成果示例分享，提供高中教師實
施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之參考。
二、 展示學科中心辦理「研發彙整教材教法、教學評量及課程綱要所定議題融入課程
教案等示例」、「精進教師教學效能」及「協助課程革新增能與素養導向教學實
踐」，促進學科教師專業成長之成果。
三、 研討學科中心教師培力與課程發展機制，強化中央層級教師專業支持系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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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三、 合辦單位：國語文學科中心（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英語文學科中心（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數學學科中心（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歷史學科中心（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地理學科中心（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物理學科中心（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化學學科中心（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生物學科中心（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地球科學學科中心（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
音樂學科中心（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美術學科中心（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生涯規劃學科中心（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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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學科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生活科技學科中心（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資訊科技學科中心（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體育學科中心（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資源中心（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人權教育資源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肆、 參加對象
一、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課務組長或實驗研究組長，及校內領
域/學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
二、 普高國語文、英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地
球科學、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家政、生活科技、資訊
科技、健康與護理、體育、全民國防教育、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等學科/資源中心代表與研究教師、種子教師，及技高一般科目領域推動
中心、綜高中心教師代表。
三、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伍、 實施方式
一、 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活動採實體發表、線上直播方式進行。
二、 分組研討：分為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性平及國防教育、自然科學、科
技、綜合、健體及藝術等場次進行成果與經驗分享，增進現場教師專業交流與對
話。

陸、 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 日期：111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
二、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同步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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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時程表
場次 A 語文領域
時間

流程內容
致詞

9:40-9:50
(10 分鐘)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引言

9:50-10:00
(10 分鐘)

甄曉蘭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英語文教師發表
主持人：陳秋蘭教授
10:00-12:00 發表人：黃晶莉老師
(120 分鐘)
白玉璽老師
賴珈蓁老師
施勇廷老師
12:00-13:30
(90 分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天主教道明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道明高級中學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中場休息

國語文教師發表
主持人：須文蔚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發表人：王晉修老師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13:30-16:10
張耕華老師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160 分鐘)
陳寶玉老師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黃品頻老師 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
陳燕秋老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呂覲芬老師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學
註：各場次每人發表 20 分鐘，綜合座談 30 分鐘，視情況中場休息 10 分鐘。

場次 B 社會領域
時間

流程內容
致詞

9:40-9:50
(10 分鐘)
9:50-10:00
(10 分鐘)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引言
甄曉蘭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公民、地理教師發表
主持人：張茂桂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10:00-12:00 發表人：邱俐瑜老師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120 分鐘)
盧意婷老師 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莊宗達老師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王伯仁老師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12:00-13:30
中場休息
(90 分鐘)
13:30-15:50
歷史/性平/國防教育教師發表
(1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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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張茂桂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發表人：羅玫讌老師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吳思寰老師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李宜芳老師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林韋婷老師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劉曉樺教官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註：各場次每人發表 20 分鐘，綜合座談 30 分鐘，視情況中場休息 10 分鐘。

場次 C 自然科學領域
時間

流程內容
致詞

9:40-9:50
(10 分鐘)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引言

9:50-10:00
(10 分鐘)

甄曉蘭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生物、化學教師發表
主持人：張永達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10:00-12:00 發表人：林峻緯老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20 分鐘)
張鈴蘭老師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陳逸年老師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劉獻文老師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12:00-13:30
中場休息
(90 分鐘)

物理、地球科學教師發表
主持人：張永達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13:30-15:30 發表人：蔡汶鴻老師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20 分鐘)
吳隆枝老師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劉承珏老師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黃翊展老師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註：各場次每人發表 20 分鐘，綜合座談 30 分鐘，視情況中場休息 10 分鐘。

場次 D 數學及科技領域
時間

流程內容
致詞

9:40-9:50
(10 分鐘)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引言

9:50-10:00
(10 分鐘)

甄曉蘭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數學教師發表

10:00-12:00
主持人：單維彰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120 分鐘)
發表人：陳光鴻老師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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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邦偉老師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連崇馨老師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林炯伊老師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2:00-13:30
(90 分鐘)

中場休息
科技教師發表

主持人：林坤誼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3:30-15:30 發表人：蔡明原老師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120 分鐘)
汪殿杰老師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黃玉鷹老師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劉思德老師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註：各場次每人發表 20 分鐘，綜合座談 30 分鐘，視情況中場休息 10 分鐘。

場次 E 綜合、健體及藝術領域
時間

流程內容
致詞

9:40-9:50
(10 分鐘)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引言

9:50-10:00
(10 分鐘)

甄曉蘭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綜合、健體教師發表
主持人：林如萍教授
發表人：林曉君老師
10:00-12:40
林怡雯老師
(160 分鐘)
謝豐如老師
黃璿芳老師
陳芬茹老師
田珮甄老師
12:40-13:30
(50 分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中場休息

藝術教師發表
主持人：趙惠玲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發表人：王斐瑩老師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李睿瑋老師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13:30-16:10
褚天安老師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160 分鐘)
林靜怡老師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鄭伊璟老師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呂潔雯老師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吳昌政老師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註：各場次每人發表 20 分鐘，綜合座談 30 分鐘，視情況中場休息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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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報名方式
一、本活動開放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參與，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代碼：
3293880，即日起至 111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截止報名。
二、本 活 動 相 關 資 訊 皆 公 告 於 國 教 署 普 通 型 高 中 學 科 資 源 平 臺 活 動 頁 面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TPD08），歡迎教師瀏覽。
三、本活動僅核發全程參與並填寫回饋問卷之高中教師研習時數 4 小時，公務人員研
習時數或其他研習證明恕無法核發。

玖、 經費與注意事項
一、敬請各校核予參加人員公差假登記（課務排代）。
二、學科中心發表人鐘點費、膳費由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專案經費支
應，各中心發表人、與會人員交通費及相關課務費用補助由所屬中心經費支應。
三、活 動 聯 絡 人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黃 寶 億 先 生 ， (02)7749-3665 ，
ntnu3665@gsssc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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