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規劃組
素養導向教學培力講師共備工作坊第 2 次籌備會紀錄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7 年 01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21 號綜合大樓 3 樓)

會議主持人

范規劃委員信賢、藍規劃委員偉瑩

出席人員

余規劃委員霖、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卯教授靜儒、臺北市中等學

記錄

劉榮盼

校課程與教學協作中心劉主任桂光、李鳳華商借教師、桃園市
立青溪國中許教師綉敏、本部協作中心吳督學兼執行秘書林
輝、朱副組長元隆。
列席人員

廖珮涵小姐、劉榮盼先生

請假人員

規劃組李組長文富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記錄確認：
修正前次紀錄第 4 頁課程規劃中之「採跨縣市混合編組」為「採同縣市編
組」
，餘洽悉。
參、業務報告：略
肆、討論事項：
案由一：有關素養導向教學培力共備工作坊之出研習課程規劃，提請討論。
說

明：有關單領域、跨領域及回流課程之規劃內容，請見附件三。

決

議：
一、有關共備工作坊實施計畫之修正版，請見附件一。
(一) 將課程總時數從 23 小時修正為 22 小時
(二) 計畫中所有「單科」文字皆更換為「領域/科目」
，依循總綱用法。
(三) 將頁 6 之「課程模組」文字修正為「課程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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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將頁 7 參加對象及人數中之「各地方政府精進教學計畫素養導向教
學培力主要講師」移至第一順位。並特別註明參與對象是國中教
師，且於報名時調查是否有實際帶領工作坊經驗。
(五) 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素養導向教學培力主要講師至多 10 名」後補
充說明：兩梯次各 5 人，且作為協同學習者應全程參與。
二、有關共備工作坊課程規劃之修正版，請見附件二。
(一) 原訂請參與者攜帶自選專長領域的教科用書或教師手冊，除英文領
域由講師另行準備材料之外，其餘領域皆不需攜帶。
(二) 講師群只列人名，不列科目，並請信賢委員邀請國教院洪詠善主任
加入講師群。
三、共同備課時間
(一) 2 月 3 日（星期六）晚上 5 點至 9 點，地點在協作中心會議室，討
論課程細部規劃及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簡報的製作規準。
(二) 2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地點在協作中
心會議室，共同備課，。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晚上 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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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辦理｢素養導向教學培力講師共備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在全球化的浪潮之下，科技創新與人工智慧改變了我們的生活，面對劇烈的變遷，為
了孩子面對未來的需求，為了回應多變的世界，世界各國都希望透過教育尋找出路，臺灣
新課綱正與世界同步，推動素養的教與學。要培養學生適應現今生活及未來挑戰，所應具
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學校必須在過去的基礎上深化落實，更重視跨科整合，讓學生在
真實情境中學習知識、重視應用，並培養正向的價值觀與態度。
隨著新課綱上路在即，為促進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在教學現場的落實，有必要強化各
項教師培力資源的連結與整合，教育部於 106 年 12 月 19 日舉辦「素養導向教學及評量培
力共識營」
，邀請負責精進教學、前導學校諮詢輔導、學科中心等相關計畫的學者專家、
研究教師及相關單位主管同仁近 50 位參與對話，建立對素養導向教學與評量的共同認識
與理解，分享、學習彼此對轉化與實踐的具體做法，進而提出了後續的需求及行動策略。
有鑑於各項與素養導向相關研習已如火如荼地展開，不僅中央各項相關計畫、各地方
政府對素養導向教學的教師培力講師需求與日俱增，講師們也對於如何帶領教師培力有自
我期許，期待有更多的對話與增能，俾能深入淺出的清楚詮釋素養導向教學內涵，提供領
域/科目/跨領域課程與教學設計的實際操作，讓參與增能的教師能深刻體會，從認同、感
動、進而願意做、會操作，因而籌辦此次講師共備工作坊。

貳、 計畫目的
一、強化中央各項相關計畫及各地方政府教師培力主要講師對素養導向教學的認識與詮釋，
以及領域/科目/跨領域素養導向課程發展、教學設計的實作能力。
二、建立中央各項相關計畫及各地方政府教師培力主要講師的專業對話平台，透過教學設
計成果及教師培力推動的分享，能相互吸取經驗、精益求精，以滿足各地區素養導向
教學教師培力的需求。

參、 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
三、協辦單位：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以下簡稱協作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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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內容及實施方式
一、參與人員需完成兩階段總計 22 小時的課程，課程內容規劃如下：
(一)第一階段共備(2 天)
課程名稱
第一天

時數

領 域 / 科 目 素養導向教學義涵、原則與領綱草案架構

1 小時

素養導向教 實作與研討（學科本質、情境 按領域別，跨
學設計

第二天

脈絡、學習重點、學習目標、 縣 市 混 合 編
學習活動、學習評量等）

組，分 6-8 組

成果綜整

進行

跨領域素養 跨領域課程設計的理念與示例

5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導向教學設 實作與研討（主題、素養、學 按 縣 市 別 分
計

習目標、情境脈絡、學習重點、 組，分 6-8 組
學習活動、學習評量等）

6 小時

進行

成果綜整

1 小時

合計

15 小時

(二)第二階段共備(1 天)
課程名稱

時數

領域/科目及跨領域教學設計的分享與回饋

3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簡報的共備與分享

1

相關工作坊的設計與推動

2

綜合座談

1
合計

7 小時

二、從完成第一階段課程到第二階段回流課程期間，參加人員必須與其他人員合作，共同
完成一個領域/科目教學設計、一個跨領域教學設計、地區推動工作坊授課簡報，以及
相關工作坊的規劃設計，並於第二階段課程時進行發表及共備。
三、本次共備工作坊課程表，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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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辦理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
第一梯次：107 年 3 月 11 日(星期日)至 107 年 3 月 12 日(星期一)、107 年 4 月 1 日
(星期日)，共計三天。
第二梯次：107 年 3 月 24 日(星期六) 至 107 年 3 月 25 日(星期日)、107 年 4 月 22 日
(星期日)，共計三天。
二、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總院區(新北市三峽區三樹路 2 號）。

陸、 參加對象、人數及報名
一、參加對象及人數：兩梯次共 70 人，每梯次各 35 名。
(一) 各地方政府精進教學計畫素養導向教學培力主要講師：
1.需由縣市組團推薦，每一地方政府至多推薦國中教師 5 名，至多錄取 3 名，以具
實際帶領工作坊經驗者為佳。
2.以實際協助地方推動精進教學計畫之培力講師為限。
3.以國教署總綱研習種子講師、國教輔導團國中輔導員為優先。
4.請兼顧不同領域，避免重複領域。
5.請地方政府排列優先順序。
(二) 國教署精進教學計畫團隊素養導向教學培力主要講師至多 5 名。
(三) 國教署前導學校協作計畫團隊素養導向教學培力主要講師至多 5 名。
(四) 國家教育研究院素養導向教學培力主要講師至多 10 名。
二、報名方式：請透過網站報名（請以單位團體報名，由各地方政府統一責成承辦十二年
國教新課綱之窗口開立名單，並請學員進行線上報名）。
三、報名時間：107 年 2 月 13 日（星期二）前報名完畢。
四、報名結果：由教育部於網站公布錄取名單，並由專案小組以電子郵件通知。
五、聯繫人：
（一）協作中心：劉榮盼先生
信箱：ogion@mail.moe.gov.tw
電話：02-7736-9474
（二）國家教育研究院：顏淑娟小姐
信箱：ak3466@mail.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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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7740-7509

柒、 其他注意事項
一、全程參與完成工作坊人員，除成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推動素養導向教學之主要講
師外，教育部亦將公布名單，提供鄰近縣市邀約相互支援。
二、全程參與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共備課程（總計 22 小時）者，將登錄全國教師在職進
修資訊網研習時數以及發送素養導向教學講師研習時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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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培力講師共備工作坊第一梯次課程表
日期

第一天(3/11)

第二天(3/12)

第三天(4/1)

星期

日

一

日

08:30-09:00

08:50 板橋集合搭車

跨領域課程設計的理念

08:50 板橋集合搭車
09:30 前完成報到

午 09:10-10:00

車程、報到、放行李

10:10-11:00

 暖身導入/工作坊說明

上

 素養導向教學意涵、原
則與領綱草案架構
11:10-12:00

 實作與研討Ⅰ--學科本

與示例
 領域/科目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分享與回饋

實作與研討Ⅰ--主題、
素養、學習目標與情境

 跨領域素養導向教學
設計分享與回饋

脈絡設定

質與情境脈絡

12:00-13:30
下 13:30-14:20
午

14:30-15:20

午餐
 實作與研討Ⅱ--學習重
 實作與研討Ⅱ--學習重

 相關工作坊設計與推

點與學習目標
 實作與研討Ⅲ--學習活

15:30-16:20  實作與研討Ⅲ--學習活
動與學習評量

動設計

16:30-17:20

教學設計成果綜整

17:30-18:30

 授課簡報共備與分享

點與評量

動

綜合座談

晚餐
賦歸

晚
18:30-19:20

教學設計成果綜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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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培力講師共備工作坊第二梯次課程表
日期

第一天(3/24)

第二天(3/25)

第三天(4/22)

星期

六

日

日

08:30-09:00

08:50 板橋集合搭車

跨領域課程設計的理念

08:50 板橋集合搭車
09:30 前完成報到

午 09:10-10:00

車程、報到、放行李

10:10-11:00

 暖身導入/工作坊說明

上

 素養導向教學意涵、原
則與領綱草案架構
11:10-12:00

 實作與研討Ⅰ--學科本

與示例
 領域/科目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分享與回饋

實作與研討Ⅰ--主題、
素養、學習目標與情境

 跨領域素養導向教學
設計分享與回饋

脈絡設定

質與情境脈絡

12:00-13:30
下 13:30-14:20
午

14:30-15:20

午餐
 實作與研討Ⅱ--學習重
 實作與研討Ⅱ--學習重

 相關工作坊設計與推

點與學習目標
 實作與研討Ⅲ--學習活

15:30-16:20  實作與研討Ⅲ--學習活
動與學習評量

動設計

16:30-17:20

教學設計成果綜整

17:30-18:30

 授課簡報共備與分享

點與評量

動

綜合座談

晚餐
賦歸

晚
18:30-19:20

教學設計成果綜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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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育部素養導向教學培力講師共備工作坊課程規劃（草案）
一、目標：
1. 理解素養導向教學義涵及原則。
2. 釐清素養導向教學設計關鍵項目、策略與工具，實作設計單元教學。
3. 後設檢視素養導向教學流程，相互觀摩而精進素養導向教學。

二、場地請求：
1. 電腦、投影機及簡報筆。電腦可順暢連線上網。
2. 需分組討論及實作（同領域/主題為原則），有桌子、人可移動的空間。
3. 投影之外，另有三面牆或海報板，張貼工作成果（引導牆）。
引導牆布置：每面長約 4-6 公尺，寬約 2.1 公尺。可用防水布或白色全開海報紙，上課前
20 分鐘在防水布或全開海報紙單面上噴好 3M 完稿膠。
4. 訂於國教院三峽院區傳習苑 301 及 304 研討教室辦理。

三、參與者準備（於行前通知中告知參與者）
請參與者自行攜帶下列資料與會：
1.

下載或印出總綱、各領域科目領綱草案。

2.

攜帶筆記型電腦

3.

自選專長領域的教科用書或教師手冊。

四、資料提供：
1. 實施計畫
2. 課程規劃
3. 各領域/科目簡報。
4. 學習表現動詞表（中文 2 頁）。
5. 第二版學習目標（英文 3 頁）。
6. 國教院--核心素養教學及評量的界定轉化與實踐（手冊封面及第 9-25 頁）。
7. 國教署新課綱推動 Q＆A 一至三輯（不必印出，於行前通知中寄發研習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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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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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課程表（謹供參考，修正版本請參見附件一第 7、8 頁）
日期

第一天(3/11、3/24)

星期

日、六

上 08:30-09:00
午

第二天(3/12、3/25)

第三天(4/1、4/22)

一、日

日

報到

報到
 暖身導入/工作坊說明

09:10-10:00  暖身導入/工作坊說明
 素養導向教學意涵、原
10:10-11:00

則與領綱草案架構
 領域/科目素養導向教

11:10-12:00

學設計實作與研討Ⅰ-學科本質與情境脈絡

 跨領域素養導向課程

 單科及跨領域素養導

的理念與示例

向教學設計的發表與

 跨領域素養導向課程

回饋

設計實作與研討 I—主

 後設檢視素養導向教

題、素養、學習目標

學的各要項、流程及

與情境脈絡設定

其關係

(情境模式 or 目標模式)
12:00-13:30

午餐

下 13:30-14:20  領域/科目素養導向教
午
0-15:20

17:30-18:30

設計實作與研討Ⅱ--學

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習重點與評量

上

 跨領領域素養導向教

學設計實作與研討Ⅲ--

學設計實作與研討Ⅲ

活動串連與評量

—學習活動設計

18:30-19:20

鍵環節之實作引導
 相關工作坊推動及規
劃設計
綜合座談

晚餐
賦歸

 工作坊實作經驗提問、

晚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關

學設計實作與研討Ⅱ--

15:30-16:20  領域/科目素養導向教
16:30-17:20

 跨領域素養導向教學

反思及相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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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設計
(一)單領域（會中未討論，謹請參考）
時間

主軸

12:00

相關準備

(一)暖身導入
‧A5 紙、彩色
1.每人在 A5 紙上分別寫下：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工作坊較有成
筆。
就、覺得困難的事項。
2.二輪相互分享：姓名、服務單位、內容。
3.工作坊說明。

09:10
-

進行方式

A.理解素養
導向教學
義涵及原
則

(二)義涵、原則及領綱架構
1.說明核心素養涵義（why & what），歸納出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四
大原則。
2.核心素養的領綱轉化及領綱學習重點架構。

B.實作及研
討素養導
向教學設
計

3.說明素養導向教學的案例及支持系統。

‧每組：四開
及半開淺色

（三）教學設計實作Ⅰ--學科本質及情境脈絡

海報紙各 1

1.自選教科用書單元，以一句話歸納本單元不可或缺理由（學科本

張、大尺寸
便利貼、彩

質）。
2.選出該單元教學之 1-2 節課，討論其教學可結合運用的情境/脈

色筆一盒。

絡。
3.檢視學科本質/情境脈絡的意涵。
B.實作及研
討素養導
向教學設
計
13:30

（四）教學設計實作Ⅱ—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轉化為學習目標
1.找出該單元教學呼應的領綱（或總綱）核心素養。
2.說明領綱「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特性及運用。
3.接續前述實作，找出相呼應的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轉化敘
寫「學習目標」。

（五）教學設計實作Ⅲ—活動串連及學習評量
17:20

1.接續各要項並扣緊學習目標，設計學習活動及學習任務。
2.配合相呼應的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整體檢視學設計的串連
及深化。
3.學習評量設定（評量點及基準）。
4.各組簡要分享其內容，提問或補充。

‧每小組半開
海報紙 1
張、彩色筆
1 盒、中尺
寸便利貼 1
疊。

18:30
-

C.整理與反
思

（六）實作經驗整理與反思
1.分享實作中較有心得及尚待澄清之處。
2.一句話歸結實作經驗並成圈分享。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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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領域(略)
(三)回流課程（會中未討論，謹請參考）
1. 單科及跨領域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的發表與回饋
（1） 各組 6 分鐘簡介。
（2） 海報展示、參觀及研討。
2. 後設檢視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要項
（1）檢視素養導向教學的各要項、流程及其關係。
（2）請以一張簡報的繪圖形式，呈現素養導向設計流程的討論成果，相互分享。
3.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關鍵環節之實作引導
（1）依以下議題分成四個小組討論及記錄：
a.如何將教材內容情境脈絡化？
b.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轉化為學習目標？(只有這個方向性嗎?領綱
內的學習重點內容有限，無法呈現學科本質。如何在這個部分能夠有好的呈現？)
c.如何在學習活動中帶入學習策略？(策略這個用詞是國教院的用語，但如何讓現場
精準掌握真正的意義，因為並不是教策略)
d.如何針對學習目標與素養內涵進行評量？
（2）小組各推派一位發表討論結果
4. 相關工作坊推動及規劃
(1)依縣市推動狀況，模擬規劃課程計畫。
(2)分享、討論及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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