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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 

「中小學課程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之整合」第 2次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年 2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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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中心吳督學兼執行秘書林輝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規劃組李組長文富、朱規劃委員元隆、周以蕙商借老師。 

列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無。 

壹、 業務報告：前(第 1)次會議紀錄確認：洽悉。 

貳、 討論事項： 

案 由 一：針對 106年 3月 14日協作會議「高中課務與教學專業支持系

統(工作圈、學科中心、群科中心、高優團隊)整合與連結規

劃」專案報告，高中、國中小課推系統實際推動再實際推動面

可再著力之處，提  請討論。 

說    明：(略) 

發言紀要： 

(一) 李副組長文富： 

1. 課推系統部分： 

(1) 目前國中小階段較高中職相對成熟，希望促成課程研發

過程與課推的結合。建議目前可優先處理「如何促成高

中職組內部運用應有適當的統合機制(如：事前諮詢會

議)」。另，國中小組和高中職組之間亦需內部統合機制

(包括前導學校、三區策略聯盟、六都策略聯盟、高優

計畫、校務行政、精進計畫等統整)。 

(2) 建議國教署需有整體與統籌的中長程規劃與策略，包括

如何強化學群科中心？國高中輔導團溝通交流的任務設

定？各教育階段前導學校推動的重點、策略和時程，包

括到 106學年度前導學校校數擴充規劃等。 

2. 下一波課程研修時，國教院、課推系統與師培系統關係如

何？希望可有較好的連結。 

3. 希望我們能針對普高工作圈與學科中心一些運作精進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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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想法、建議，而國中小和高中職間聯結機制由輔導團統

合是種可能做法；技術型高中、前導縣市、六都策略聯盟等

也有需要處理的議題。 

(二) 吳執秘林輝： 

1. 為能促成「中小學課程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之整合」需要清

楚具體明確的步驟、時間。 

2. 建議由國教署、國教院提出規劃、想法和行動，協作中心從

旁協助。建議現階段先處理高中職階段課推系統的運作，下

一階段是高中職與國中小聯結的議題。 

3. 建議： 
(1) 中央輔導群與學科中心整併，可做任務分工但需整合，

且中央輔導群服務對象應擴充到高中職。 

(2) 將學科中心指導教授和主責者納入輔導群，委託給輔導

群的任務─與高中職學科中心對話，重點為國中小和高

中職如何聯結、互動以進行對話(例如：工作坊中邀請

高中職來說明國中與高中職課程銜接的議題)，雙方都

有任務。 

(3) 學科中心成員組成必須擴散、調整與異動，採跨階段輔

導群會議，各階段彼此理解、彼此支援，即可達到整合

的基本要素。 

(4) 建議高中、職工作圈召集各學科中心的會議，宜增加會

議頻率讓初期運作順暢，且需要外部委員針對運作過程

給予方向性、實務性的指導和建議。 

(5) 有關六都策略聯盟議題，協作中心內部先行討論。國教

署宜先思考運作方式，可參酌國中小組的運用模式及實

施要點等經驗(如委託某一縣市負責行政事宜)。縣市間

與國教署彼此交流學習，有利於未來制訂政策時思慮更

周延。 

(三) 朱規劃委員元隆：3/6會議可進一步討論工作圈運作，另外六

都策略聯盟部分，國教署高中職組沒有承辦人，必須吸取國中

小三區策略聯盟的經驗。 

決    議： 

(一) 工作圈與學科中心的議題，可於 3/6與國教署討論。 

(二) 三月份以高中職組「高中課務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工作圈、

學科中心、群科中心、高優團隊)整合與連結規劃」專案報告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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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月下旬或四月初，以促成高中職組與國中小組對話為主，並

與國教署討論如何調整現有運作模式。 

(四) 課研、課推系統均需要外部委員共同參與討論。 

(五) 有關六都策略聯盟，協作中心內部先行討論。 

 

案 由 二：教師專業社群未來推動方向與策略，提  請討論。 

說    明：(略) 

發言紀要： 

(一) 李組長文富：希望知道教師專業社群運作現況？師資藝教司著

力程度及執行現況？這關乎下一波課程綱要研修。 

(二) 吳執秘林輝：了解基層老師的想法是必要的，且需透過小型會

議進一步了解國教署、師資司目前的進展。 

(三) 朱規劃委員元隆：教師專業社群的經費補助來源不一(有高優

計畫、教專中心、國中小精進計畫)，造成困擾。建議高優計

畫內可不含教師專業社群，而由縣市教專中心執行。 

決    議： 

(一) 資源經費需要集中、讓縣市學校窗口盡量簡化，除了經費挹注

外，目前運作上老師還需要甚麼支持系統或氛圍、行政單位還

可以做些甚麼？並思考如何營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 

(二) 四月初安排第一次會議，先邀請跨階段外部單位中對實務現場

有經驗、專業的人員，提出現況執行困難、建議及未來推動的

期待，會議目的是先蒐集問題。 

(三) 四月下旬安排第二次會議，邀請國教署、師資司共同討論可如

何調整或怎麼做，以回應現場的期待。 

(四) 視需提報議題小組重要會議結論送協作會議。 

 

案 由 三：建構永續專業的課程研發與學校專業支持之中長程目標圖像

運作如何推動，提  請討論。 

說    明：(略)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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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李副組長文富： 

1. 建議列為討論議題，以規劃案的方式提供國教院有關課推、

師培與課研系統在課綱研修過程中如何結合的想法、建議，

並同時對這次課綱實踐的過程進行檢視，作為下一次課綱研

修之用。 

2. 國教院應有整體圖像(從課研、課推系統、師培到專業支持系

統之圖像)，除了連結之外，更要把方向與任務設定清楚。 

(二) 吳執秘林輝： 

1. 課發部分，建議： 

(1) 將方向討論出來，讓國教院以專案報告提出操作面的方

法、原則、策略，並期待發揮功能。協作中心再協助邀

請師資司、國教院一起研議可行性後，由國教院執行。 

(2) 建議宜將國教院研究員納入輔導團成員(如:常務委員甚

至領域副召集人)。 

(3) 四月份可將國教系統、師培系統納入，讓國教院主政並

與課推系統、師培系統、國教系統共同聯結，以為下一

波課綱修訂課發之起動。建議國教院可進行專案研究研

討連結的策略，所需經費則由國教署協助。 

2. 學校專業支持系統議題部分，學校專業支持系統的權責在縣

市政府，目前協作中心關注重點是關於課程、教學與評量部

分。建議： 

(1) 輔導團體系(像國中小)缺少培力與諮詢輔導，例如高優

對縣市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建議權，包括給予什麼資源以

挹注學校並帶動動力。 

(2) 成立專責輔導團或在既有輔導團中成立如學校專業發展

輔導小組，由精進教學計畫列入項目，挹注資源、經費

補助。 

(3) 聘資深校長、與縣市政府合作良好的師培單位，形成縣

市政府高優團隊，至於如何運作、賦予何種任務等模

式，可由縣市發展出來，而後愈來愈具體。必須與輔導

團緊密連結避免雙軌。 

(4) 建議可請高優團隊來報告分享給國中小組。 

(三) 朱規劃委員元隆：本案請國教院規劃恐缺少全面性，因涉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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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署、師資司；高優計畫目前進行學校專業支持，國中小目前

則由縣市政府處理，以高優團隊為例當學校領導已成型，未來

轉型則應是中央督學系統是學校支持體系。 

決    議：本案可併入三、四月的會議提出議題，原則上列為六月份專

案報告後進行下一階段討論。  

 

案 由 四：有關下次議題小組之會議重點及時間，提請討論。 

說    明：(略) 

發言紀要：(略) 

決    議： 

(一) 3/14前以高中職組「高中課務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工作圈、

學科中心、群科中心、高優團隊)整合與連結規劃」專案報告

為主。 

(二) 三月下旬或四月初，以促成高中職組與國中小組對話為主，並

與國教署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師資司討論，如何調整現有運

作模式以及如何整合。 

(三) 教師專業社群部分，四月上旬先邀請現場教師蒐集意見。 

(四) 五月兩次會議把歷次會議討論內容進行整理，為 6月份專案報

告作準備。 

(五) 會議期程請參閱附件一。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時間：下午 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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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課程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之整合」議題小組會議期程與規劃一覽表 2017/3/6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重點 與會單位或人員 

第 3次 

工作會議 

暫定 106年 3月 30日(星期四) 

13:30～16:30 

在課推系統，就高中職階段與國中小階段

課程與教學輔導系統的整合與連結 
國教署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師資司 

第 4次 

諮詢會議 

暫定 106年 4月 7日(星期五) 

13:30～16:30 
研議教師專業社群未來推動方向與策略。 

1. 與會人員國小 3 位、國中 3 位，高中職部

分可多邀請幾位。 

2. 暫定：宜蘭縣處課程發展科李科長郁欣、宜

蘭縣教育處吳課督明柱、高雄市立瑞祥高

級中學教務處莊主任福泰、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中等教育科黃輔導員美娟、南投縣中

寮鄉爽文國民中學教務處王政忠主任(請

王主任推薦 2-3位)、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

學教務處劉主任桂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

合會(代表)、國小 3位(待討論)。 

第 5次 

工作會議 

暫定 106年 4月 13日(星期四) 

13:30～16:30 

研議教師專業社群未來推動方向與策略。 國教署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師資司 

第 6次 

工作會議 

暫定 106年 4月 27日(星期四) 

13:30～16:30 

研議課綱研修過程中課推、師培與課研系

統之聯結。 

國教院、國教署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師資

司 

第 7次 

工作會議 

暫定 106年 5月 4日(星期四) 

13:30～16:30 

1. 彙整歷次會議討論事項內容與重點。 

2. 研商「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

之整合規劃」專案報告架構、內容。 

國教署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師資司 

第 8次 

工作會議 

暫定 106年 5月 18日(星期四) 

13:30～16:30 

研商「教師課程與教學專業支持系統之整

合規劃」專案報告架構、內容。 
國教署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師資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