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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協作 
研究發展組第 5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日(三)下午 2時 

會議地點 線上會議 

主席 宋召集人修德 紀錄 郭蕙僑 

出席人員 
余協作委員霖、周協作委員淑卿、林協作委員永豐、俞協作委員克

維、謝協作委員佩蓉 

請假人員 卯協作委員靜儒、洪協作委員儷瑜 

列席人員 
教育部十二年國較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洪執行秘書詠善、朱副執

行秘書玉齡、郭商借老師蕙僑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教育部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協作研究發展組第四次會議會

議紀錄。決定：洽悉。 

二、關於《課程協作與實踐》第六輯專刊於 5月 16日聯席會議討論後已開始

撰稿作業，審稿人名單已由研究發展組委員推薦完畢，於本次會議進行

討論、確認。決定：洽悉。 

三、有關教育部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協作 110 學年度課綱深化

與前瞻研討會之辦理，調整部分流程細節，並於 5月 16日聯席會議經全

體協作委員確認通過。決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實施計畫」草案修訂

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11年 3月 7日研究發展組第 4次會議後，後續召開多場討論會議：4月

18、19 日專家學者諮詢會議，5 月 2 日研究發展組實施計畫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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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亦向政次報告實施計畫修正脈絡。 

二、5 月 16 日聯席會議討論後，仍有部分內容待修正，諮詢專家學者後，擬

訂「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實施計畫」草案。 

三、擬請與會委員集思廣益，針對草案內容提供寶貴意見，俾利修正。 

 

決  議： 

一、修正部分文句與標點使其前後連貫，並服膺脈絡。 

二、草案中「伍、脈絡」之第四點，修正為以協作委員角度為出發點，柔性

協助主政單位未來研究規劃政策與發展之文字敘述。 

三、修正後之實施計畫草案提交聯席會議進行後續討論，草案內容見附件 1。 

 

案由二：有關《課程協作與實踐》第六輯專刊文章〈跨系統協作機制試行計畫

回顧與展望〉專刊審稿名單推薦，提請討論。 

說  明：為使本輯專刊更加精進，請推薦非屬 110學年度協作委員之學者專家

協助審稿。 

一、參考 109 學年度協作委員推薦審稿名單之建議，每篇文章排序 3 至 4 位

專家學者，並依序邀請其中 2位擔任審稿 

二、經討論確認排序名單如附件 2。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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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協作實施計畫 

111.06.01修 

壹、計畫緣起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之連結、

整合及協作，精進及深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與其相

關前瞻政策之推動，於 106 年頒布「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

心設置要點」。其後，為因應課綱如期推動，爰於 107 年 11 月成立「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課推專辦)。課綱於 108 學年度正式實施

後，有鑑於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機制應永續發展，遂於 109 年

至 110年辦理「教育部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協作試行計畫」，促進

課綱深化與前瞻創新的協作實踐。為搭建靈活彈性的協作機制，進而匯聚各界

對未來人才培育之對話與共力，引導教育夥伴成為提升臺灣教育力之行動者與

貢獻者，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建立常態性之課綱跨系統協作平臺，有效解決跨系統協作問題。 

二、促進課程教學研發及教師專業支持系統，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三、推動教學評量及課程評鑑之回饋機制，確保學生學習力。 

四、提升教育政策之整體規劃及決策品質，永續教育發展。 

 

參、跨系統協作之核心理念 

    搭建對話平臺，促進溝通，倡議「信任」、「傾聽」、「分享」及「相互支持」

之核心價值，提供各單位之間、內部與外部人員間不同觀點之激盪，藉此產生

互補，使國家課程相關政策規劃兼顧周延性及可行性。促進跨系統之連結，其

核心理念如下： 

一、藉由「匯聚群智眾志」進行系統思考，進而達到前瞻創新。 

二、藉由「強化系統連結」進行團隊共創，充分實現自主共好。 

三、藉由「累積成功經驗」進行問題解決，持續精進協作機制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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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單位 

一、跨系統與相關主政單位：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包含課研系統、課

推系統、師培系統與評量系統，涉及相關主政單位包含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等。 

二、行政支援系統：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 

 

伍、任務 

一、設定與規劃跨系統協作議題：以洞察現在、導向未來為原則，運用多元

方法設定跨系統協作議題；或經本部指定，提出各跨系統協作議題之規

劃建議，以促動具前瞻性之未來教育發展。 

二、參與跨系統協作歷程：投入各跨系統協作議題工作圈的協作，以多元方

法蒐集資料與意見，透過對話交流與共同探究，提供相關主政單位諮詢

與協助。 

三、擴展跨系統協作的影響力：透過跨系統協作議題之設定、規劃與協作，

掌握理解現在與延續到未來的發展情景，提出協作議題策進方案建議

書，提供各單位未來政策發展與研究規劃之重要參考，並注入創新與能

量。 

四、議題協作成效之追蹤探討：邀請主政單位探討議題協作成效，共同提出

協作機制及流程改善之建議，必要時由主政單位再次提出協作要求。 

 

陸、跨系統協作之運作 

一、聘任協作委員：經司署院與課推專辦共同推薦，由本部部長聘任之，聘

期以兩年一聘為原則，進行跨系統協作。 

二、教育部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協作流程包含議題設定、前置

規劃、協作展開、研討回饋四階段。各階段運作流程請參附圖一。 

三、協作委員聯席會議： 

(一)係跨系統協作的運作核心，由全體協作委員共同參與，其運作架構請

參附圖二，召集人由部長指定或委員推選，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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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臨時會，其任務主要適時提出「優先協作議題建議書」、「協作議

題初步規劃書」，並針對「協作議題策進方案建議書」提供策進方案予

相關單位參考。 

(二)對單一系統中次系統協作議題的關注，協作委員可透過主題研討提

案，經協作委員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邀請相關單位分享及深度對話，

對話結論可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四、成立工作小組：為提升跨系統協作品質及效能，得依需要設立下列工作

小組，由協作委員依專長與意願分工參與，提供各議題工作圈所需專業

支持： 

(一)「議題設定組」：以課綱深化與前瞻創新為主軸，從國家教育品質提升

高度，提出跨系統協作議題設定原則與建議。國家教育研究院所提之

對策提要，若涉及跨系統協作需求者，可列為議題設定之參考。必要

時，得辦理開放空間論壇或邀集專家學者辦理諮詢座談會。 

(二)「支持促進組」：以提高議題跨系統協作品質，促進跨系統協作心智模

式為目標，協助規劃多元形式的跨系統協作運作與反思回顧，並規劃

辦理跨系統協作論壇、發行專刊等，以支持促進與分享推廣跨系統協

作治理經驗。 

五、成立議題工作圈：  

(一)分工與協作：為落實跨系統協作目標與任務，議題設定後提聯席會議

排出優先協作議題，由協作委員依專長與意願分工組成議題前置規劃

小組，簽陳部長核定協作議題與主政單位後，成立議題工作圈，除參

與協作委員外，得依據議題工作圈性質與範疇邀請諮詢委員，包含專

家學者、司署院代表或教育實務工作者等，展開協作。 

(二)對話與交流：各議題小組成員得共同規劃與參與議題工作圈之各項會

議，充分對話交流，以利議題協作之開展。 

六、上開聯席會議與各工作小組召集人由組內協作委員互推產生，負責召集

組內成員共同規劃及推展，其所需運作經費，由課推專辦提供支援。 

 

柒、本計畫奉本部部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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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協作委員團隊推薦類別、人數、參與角色說明 

成員類別 人數 參與角色 主要目標 備註 

國教院 

研究員 
4 

1.以課程研發為主軸之

各系統總體協作圖

像，進行系統性思

考，並連結國教院相

關整合型研究，引導

跨系統協作議題設

定。 

2.參與協作議題資料蒐

集、分析及方案研擬。 

1. 培 養 跨

系 統 協

作人才。 

2. 發 展 國

家 教 育

智 庫 雛

形。 

1.由國教院推薦 4人。 

2.除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研

究人員外，並宜含括院內各

中心研究人員，使人才培

育、教科書研發與審定、測

驗評量等相關任務之發展

與執行，能更有效呼應。 

各單位 

專業 

文官 

6 

1.提供各單位政策、法

規與實務經驗連結。 

2.參與議題協作過程，

以部聘委員身分系統

思考，跳脫原單位本

位立場。 

3.轉化詮釋，協助單位

協作文化形塑，結合

單位資源與力量，促

進跨系統協作的行

動。 

1. 培 養 跨

系 統 協

作人才。 

2. 協 助 促

進 跨 系

統協作。 

1.由國教署推薦 2人、師資司

推薦 1 人、技職司推薦 1

人、高教司推薦 1人、資科

司推薦 1人。 

2.建議優先推薦具高度與遠

見系統觀，能掌握價值、信

念，有足夠智慧與勇氣回應

趨勢與變革的專業文官。 

學者 

專家 

(含實務 

工作者) 

8-12 

1.上位思考，引導跳脫

本位。 

2.提供研究與政策評估

專業協助。 

1. 培 養 跨

系 統 協

作人才。 

2. 協 助 專

業 與 實

務連結。 

1.由各司署院即課推專辦共

同推薦：國教院推薦 2人、

國教署推薦 2人、師資司推

薦 1人、技職司推薦 1人、

高教司推薦 1人、資科司推

薦 1人、課推專辦推薦 2~4

人。 

2.建議兼顧學理與實務之均

衡，具有系統內及跨系統協

作經驗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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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協作與實踐》第六輯專刊審稿推薦名單 

一、前言 

    《課程協作與實踐》第六輯以「共創價值、創新系統、自發協作」為主題，

匯集協作委員及相關部門對於新型態跨系統協作機制的實踐經驗與省思。 

    本輯專刊主要分為「協作治理篇」、「資料驅動教育治理跨系統協作機制與

運作篇」及「課綱深化科技領導與數位學習篇」、「中央地方學校輔導協作支持

深化篇」，內容涵括：110學年度協作委員團隊組成與運作「議題設定組」、「研

究發展組」及「專業培力組」3組做為專業支持系統，以「協作委員聯席會議」

做為運作核心，透過「議題設定」、「前置規劃」、「展開協作」及「成果發表」

協作流程思考，以 110學年度試行的新形態跨系統協作機制實踐經驗及省思做

為基礎，進一步加以論述、詮釋，提出對於未來跨系統協作機制持續精進的建

議。 

    為使本輯專刊更加精進，請推薦非屬 110學年度協作委員之學者專家協助

審稿。 

 

二、篇章架構 

篇章架構 外審委員 

第一篇 協作治理篇 

  第一章 協作治理之機制與實踐 

1.臺灣教育研究院黃政傑院長 

2.臺南大學教育系黃秀霜教授 

3.國北教大課傳所張新仁教授 

  第二章 跨系統協作機制試行計畫之回顧

與展望 

1.學特司吳林輝司長 

2.南華大學楊思偉副校長 

3.高餐大師培中心馮莉雅主任 

第二篇 資料驅動教育治理跨系統協作機制與運作篇 

  第一章 國家教育研究資料庫之建置與政

策回饋 

1.臺師大教育系許添明教授 

2.臺師大教育系王麗雲教授 

3.臺師大工教系李懿芳教授 

4.政大創新國際學院關秉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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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大教科系陳美如教授 

  第二章 資料驅動教育治理之跨系統協作 ※工作圈協作報告 

第三篇 課綱深化科技領導與數位學習篇 

  第一章 科技領導與數位學習 

1.高師大工教系朱耀明教授 

2.臺師大科技系蕭顯勝研究講座教授 

3.屏科大羅希哲教育副校長 

4.政大教政所張奕華教授 

  第二章 課綱數位學習之未來 ※工作圈協作報告 

第四篇 中央地方學校輔導協作支持深化篇 

  第一章 課綱深化與在地回饋 

1.清大教科系陳美如教授 

2.北市大學材系葉興華教授 

3.屏東大學教育學院李雅婷副院長 

  第二章 如何引導教師自主學習 ※工作圈協作報告 

第五篇 課綱研發與審議機制篇 

  第一章 課綱研發與審議機制之回顧 

1.高師大方德隆學務長 

2.淡大課教所陳麗華教授 

3.臺灣教育研究院黃政傑院長 

4.北科大技職所曾淑惠教授 

  第二章 朝向夥伴協作之課綱發展 ※工作圈協作報告 

第六篇 未來思考與協作(名稱暫定) 

1.教育部廖興國主任秘書 

2.臺師大教育系劉美慧教授 

3.高師大教育系鄭彩鳳教授 

4.彰師大工教系陳德發教授 

※備註： 

《資料驅動教育治理之跨系統協作》、《課綱數位學習之未來》、《如何引導教師

自主學習》與《朝向夥伴協作之課綱發展》為工作圈協作報告，依試行計畫，

協作報告經工作圈主政單位依程序簽陳首長或主管核閱後始定稿，爰尊重主政

單位不另外審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