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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 

課綱宣導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4時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號) 

會議主持人 吳督學兼執行秘書林輝 記錄 洪鈺惠 

出席人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廖敏惠商借教師、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組吳湘寧小姐；國家教育研究院林副研

究員哲立、邱佩涓專案助理；本部高等教育司賴專員冠瑋；師資

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游專員焜智、陳專員培綾；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林助理研究員逸棟；新聞工作小組江怡葆小姐；中小學師資課程

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李組長文富、吳規劃委員清鏞、高規

劃委員鴻怡、鄭東昇商借教師、洪鈺惠專案助理。 

列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林助理研究員逸棟；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

評量協作中心吳規劃委員清鏞、高規劃委員鴻怡。 

壹、 主席致詞： 

課綱宣導工作小組的任務如下： 

一、 關於教育廣播電台國教協作向前行，若在聯繫過程中有困難，可透

過每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二、 關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配套措施新聞發布主題及

時程規劃表」，根據 106年 4月 13日課綱宣導議題小組第 6次會議

決議定期追蹤新聞發布情況，如新聞發布時程需要調整，可透過每

月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三、 有關「課程與教學協作」電子報彙整，每月協作大會專題報告及各

單位重要訊息，每月需透過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參、 業務報告： 

一、 加強課綱宣導工作推動之規劃構想(如附件二-1，pp.10-11)，諮詢

小組名單附件(略），下次召開諮詢小組會議時間為 6月 15日上午 10

時 30分。 

二、 國教協作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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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播兩集，目前錄製到第二季第 12集（國教協作向前行第三季

主題如附件(略）。 

提醒事項： 

(一) 受訪來賓名單請按季回傳。第二季受訪來賓名單，請於 2月底

前回傳，依此類推。 

(二) 聯繫邀請受訪來賓時，請事先告知錄音日期、時間及地點，請

其登錄行程，準時前往電台節目錄音(錄音時間係上午 10:00-

11:30，地點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5號)

錄音室)。 

(三) 請針對探討主題會商訪談來賓，事先研擬節目訪談大綱 Q & A，

並於錄音一週以前回傳，以利節目主持人準備及視需要聯繫確

認。 

(四) 錄音當週請再聯繫受訪來賓確認相關事宜，確保節目順利完成

錄音。 

三、 協作專刊： 

專刊文章內容邀請業務單位、外部審查人員及協作中心同仁協助審

查，確保專刊內容的正確性，審查人員意見綜整後，請撰稿者修

正，預計 7月出刊。 

四、 課程與教學協作電子報： 

已函文 24所前導學校(國教署推薦)填寫擬報導主題及報導月份，由

協作中心統籌安排報導順序如附件(略)。 

決  議： 

一、 有關國教協作向前行第三季來賓名單，請國教署國中小組和高中職

組盡快提供名單，也請各單位掌握來賓訪談的方向，以確保來賓精

確傳達訊息。 

二、 有關業務單位協助審查專刊文章內容部分，請盡量提供審查意見，

協作中心綜整所有審查意見請撰稿者修正。 

肆、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 6月份「課程與教學協作」電子報內容，提請討論。 

說  明： 

電子報屬於動態、即時報導型態，因此內容選擇上優先以協作大會每月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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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報告內容，及大眾可能關心的議題為報導重點，以達到即時宣導的效果。電

子報有五個專欄，6月電子報各專欄內容初步規劃分別為： 

一、 政策櫥窗： 

配合協作大會專案報告，由協作中心撰寫報導內容，請各單位審視

其內容正確性，6月電子報將報導第 18次協作大會 3份專案報告： 

(一) 新舊課綱銜接整體分析、教材編輯、實施方式及期程規劃如附件

(略)。 

(二) 普高、技高及綜高前導學校試行經驗推廣及課程發展培力整體規劃

如附件(略)。 

(三) 大學考招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如附件(略)。 

二、 國教協作向前行： 

回顧 5月播過的兩集廣播，並預告 6月即將要播的兩集廣播。 

三、 校園動態： 

以邀稿方式，邀請試行已有階段性成果的前導學校分享試行經驗。

分享重點包含：課程發展的歷程、課程核心小組的建立與運作、學

校課程地圖的規劃等進行經驗分享。 

第一期將報導富北國中如附件(略)，另一間學校擬從《親子天下》

出版之<新課綱專刊>選擇一間學校報導如附件(略)。  

四、 常見問與答： 

從各縣市提出之課綱實行疑難問題回覆內容報導，6月份常見問與

答專欄將著重在「科技領域課程實施之準備情形」及「課綱實施期

程」兩部份，這兩部份分別對應 4月 27日林次召開之「十二年國

教新課綱新增科技領域配套規劃情形說明」記者會，及 4月 28日

部長召開之「107學年度落實多元選修，108學年度新課綱穩健實

施」記者會補充說明，以利大眾瞭解教育部相關配套準備情形如附

件(略)。 

五、 活動側寫/活動預告： 

請各業務單位針對： 

(一) 近期過的活動（例如：工作坊、講座、研習、研討會等）提供協作

中心相關活動訊息內容（或連結）。 

(二) 近期即要舉辦的活動亦請提供協作中心相關活動訊息內容，達到活

動宣傳效果。已事先請各業務單位填寫「活動預告調查表」(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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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四)，以利協作中心事先掌握如附件(略)。 

擬  辦： 

一、 關於「政策櫥窗」三則報導，「校園動態」兩則報導、「常見問與

答」兩則說明內容，請各業務單位協助審視並提供修正建議。 

二、 關於「活動側寫/活動預告」部份，各業務單位提供活動報導內容，

請各單位協助檢視是否適當，是否還有補充事項。倘仍有待補充事

項，請填寫「活動預告調查表」，請於 5月 29日(星期ㄧ)下班前回

傳給協作中心洪鈺惠小姐(yuhui@mail.moe.gov.tw)。 

決  議： 

一、 有關專案報告－「新舊課綱銜接整體分析、教材編輯、實施方式及

期程規劃，原文字「國教署近日將邀集出版社及學科中心啟動編輯

作業」，修改為「國教署將盡速邀集學科中心啟動編輯作業」。 

二、 若各單位對於政策櫥窗撰寫之 3份專案報告內容需要修改，請於下

週四(6/1)下班前提出。 

三、 有關校園動態部分：(一)提供前導學校敘寫範本，以利前導學校更

瞭解撰寫方向；(二)另一間前導學校報導選定嘉義家職。 

四、 每月各單位所提報的活動側寫與活動預告是具有全國性、跨區域性

及特殊性三項性質的活動，不提報群科中心及學科中心的活動。 

五、 活動側寫可考慮報導國教院 4月份舉辦之素養教科書國際研討會、

國教署舉辦夢的 N次方活動。 

六、 活動預告選定的活動如附件一。 

案由二：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配套措施新聞發布主題及時

程規劃表」執行情況之檢討與後續配合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根據 106年 4月 13日課綱宣導議題小組第 6次會議決議，「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配套措施新聞發布主題及時程規劃表」修正

後如附件(略)，其中 5至 6月新聞發布主題、時程及宣傳形式彙整表

如附件(略)。 

二、 已簽核發布之新聞稿，請於 1週內提供發布日期、連結網址或新聞稿

電子檔予協作中心，爾後新增發布之新聞稿，請於發布時同步提供，

俾納入後續電子報及臉書粉絲頁加強宣導推廣。 

 

mailto:yuhui@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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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延後發新聞稿，包含： 

(一) 國教署高中職組課程「輔導諮詢教師制度啟動試行」延至 9

月。 

(二) 高教司「大學長程考招方案核定公布及 107課綱分區說明會啟

動」延至 8月。 

(三) 技職司「技專校院考招方案核定公布及 107課綱分區說明會啟

動」延至 8月。 

二、 不需發新聞稿，包含： 

(一) 國教院「新舊課綱之比較分析及銜接教材研發啟動」。 

(二) 國教署高中職組「設備基準修訂及設備盤點完成，籌編預算挹

注空間及設備改善到位」。 

三、 國教院「各領綱課程手冊上網並啟動推廣工作」配合領綱時程暫緩

發佈。  

四、 6月份課綱宣導工作小組會議追蹤國教署高中職組學習歷程檔案進

度，如規劃成熟可以考慮發佈新聞。 

案由三：課綱宣導諮詢小組會議籌備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根據 106年 4月 13日課綱宣導議題小組第 6次會議決議，課綱宣導

將成立「諮詢小組」與「工作小組」，諮詢小組邀集各單位專門委員

及外部諮詢委員出席，並敦請蔡政次主持，諮詢小組會議每三個月

召開ㄧ次，開會重點著重在課綱宣導策略，而工作小組為每月召開

ㄧ次，開會重點為檢視每個月發行的電子報內容……等工作。 

二、 6月諮詢小組會議訂於 6月 1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會議主

題及進行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後續各單位針對新課綱推廣工作，可在課綱宣導諮詢小組會議中報

告，徵詢諮詢委員的意見，參酌諮詢委員意見修改作法。 

二、 6月份課綱宣導諮詢小組會議，請高教司、國教署高中職組從家長角

度說明大學考招宣導的相關內容及作法，包含高中課程選修、課程

輔導宣導的相關內容及作法。 

三、 課綱宣導諮詢小組會議延至 6月底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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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陸、散會：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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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預告 
活動日期 6月 3日 6月 3日 6月 4日  6 月 5 日 6月 9日至 6月 11日 

舉辦單位 國家教育研究院 師資司 師資司 屏東女中 國家教育研究院、中華民國振鐸

學會 

活動名稱 2017 年第 36 屆課程與教學論壇

「適性學習‧跨域連結」 

核心素養導向之師資培育課程

成果分享會 

核心素養導向之師資培育課程

成果分享會 

素養及跨領域課程設計初階工

作坊 
2017 均優學習論壇-「今日實驗

教育與明日公共教育」 

活動內容 國家教育研究院為迎接全球教

育追求卓越與均等，以「核心素

養」為核心來思考國內教育課程

的發展，並求兼顧課程發展、跨

域連結發展與學習者的多元適

性學習，第 36 屆課程與教學論

壇以「適性學習‧跨域連結」為

主題，提供多元對話平台、論述

及案例，以發展更多跨域連結的

合作機會，為未來學子創造所屬

適性學習機會，接應當前國際素

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發展趨勢，藉

以引導教育場域的課程與教學

實踐。 

主題為「核心素養導向之師資培

育課程」，從核心素養教材教法

及課程設計議題為主軸，相關子

題如下： <>1.中等教育階段各

領域師資培育課程革新分組研

討。 

中等教育階段各領域師資培育

課程革新分組論壇 

本次活動除了分享與核心素養

連結的教材教法課程設計外，亦

邀請國內學者針對核心素養融

入職前教育專業科目之設計進

行分享，期許透過分享，活絡國

內教育現場對於核心素養與課

程設計的連結性。 

素養及跨領域課程設計 透過論壇，集結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體制內卓越團隊、理念學

校、在家自學、家長團體、教師

團體、社區大學等團隊，透過發

表、分享、討論，共同搭建臺灣

教育「創造專業新底層」、「匯

聚教育專業人脈」、「國內外交

流」、「實務議題討論與問題突

破」、「技術交流」、「累積行

政資源」的有用平台。 

活動地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臺北

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國際會議中心 (106臺北市大安

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瑞祥高中 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新北

市三峽區三樹路 2號) 

活動舉辦的

形式 

論壇 專題講座、座談會 

 

研討會 工作坊 論壇 

活動訊息連

結網站 

http://www.naer.edu.tw/files/14-

1000-12584,r13-1.php?Lang=zh-

tw 

https://www.facebook.com/te

achereducation.moe/#sthash.

APj3EHbC.dpuf 

http://laes.ntcu.edu.tw/platform/ne

ws.aspx 

Https://goo.gl/forms/4zJjoKODy3

p8mAVA3(請以 Chrome 系統開

啟) 

http://quality-

learning.net/2017/agenda/agenda

Calendar.php?role=1&about=1 

http://laes.ntcu.edu.tw/platform/news.aspx
http://laes.ntcu.edu.tw/platform/new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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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6月 10日  6月 16日 

舉辦單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技術型高中工作圈 

活動名稱 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學習精進計畫期末成果發表會 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中稀有科目教科用書編撰說明會 

活動內容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整合精進中小學教育品質，推動「國民教育階段

學生學習精進計畫」，尋找各子計畫的成功亮點、有效教學策略，進而推廣、

分享，使各計畫之執行成效被社會大眾所看見。 

本次期末成果發表會，敬邀各子計畫團隊、學校分享其計畫推動執行成果、

與經驗分享，以「跨域、跨級、跨文化」，及「活化、轉化、國際化」為主

軸，帶領師生一起轉化，啟動教育新文化；並藉此活動提供各縣市教師、全

國民眾，對各子計畫深入瞭解與交流之機會，為十二年國教注入更多元創新

之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稀有科目教科用書編撰說明 

活動地點 臺北花博流行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1樓演講堂 

活動舉辦的形

式 
成果發表會 研習 

活動訊息連結

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ccu.le/ http://vtedu.mt.ntnu.edu.tw/vtedu/ 

 

http://vtedu.mt.ntnu.edu.tw/vt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