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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實施，各項課綱配套之準備

情形，應有方向、有節奏的加以宣導推廣，讓各縣市、

學校及各界知悉，建立對於課綱推動的信心，因此有

必要採取加強宣導的做法。



貳、課綱宣導的理念與策略

(一)、共識：讓關係人能掌握新課綱精神與內涵，

建立對新課綱實施的共識。

(二)、信任：讓關係人了解新課綱推動的配套與

準備，建立對新課綱實施的信心。

(三)、行動：讓關係人獲得必要的專業增能與支

持，使之有能力參與新課綱的相關

推動與轉化。

一、理念

行動

信任

共識



貳、課綱宣導的理念與策略

(一)宣導工具

1. 課綱宣導文件、影片、簡報、Q&A、微電影等素材

2. 總綱實務工作手冊、前導學校實踐經驗故事

3. 領綱課程手冊、各類課程發展、教學設計與評量的模組及案例

4. 各教育階段升學考招與課綱搭配調整的說帖

5. 各類增能培力課程及活動

6. 相關計畫與方案

二、策略



貳、課綱宣導的理念與策略

(二)宣導通路

網站/臉書(Facebook)/電子報…網 路

教育電台/雜誌/報紙…傳播媒體

課推系統 學群科中心/國中小中央團/地方輔導團…

師培領域教學中心 小學/中學…

各項會議 高中校長/主任會議/大學校長/教務會議/全國局處長會議…..

其 他

前導學校/研究合作
學校

相關計畫或方案(高中優質化計畫、國中小精進計畫….)

試行/轉化經驗分享、推廣、案例故事、成果…..

二、策略



貳、課綱宣導的理念與策略

1. 避免純政令宣講方式，強調經驗分享，提供案例與方法。

2. 不露痕跡，結合相關政策、計畫、活動或既有工作項目。

3. 針對不同對象、不同需求提供客製化宣導。

4. 平衡資訊，適時回應輿論與媒體。

5. 爭取具社會影響人士與團體的支持及發言。

6. 以核心帶動，逐步擴大。（例如：前導學校）

7. 善用數位媒體與平台，強化宣導功用。

二、策略

(三)宣導原則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一)、目的

1. 強化各系統重要訊息的連結、整合、協作與傳佈

2. 各系統資源與訊息的分享

3. 促使訊息有效傳遞與廣佈

(二)、做法

1. 106年1月起製播教育廣播電臺「國教協作向前行」節目

2. 106年6月起發行課程與教學協作電子報

3. 建立臉書粉絲專頁，將各主政單位各項課綱訊息整合與連結。

4. 掌握各單位新聞發布節奏，定期了解進度，有效落實宣導。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1.製播教育廣播電臺「國教協作向前行」節目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節目針對十二年國教相關議題加以討論，使學生、家長及老師瞭解十二年國教

正確且實用之資訊。節目於每隔週三18:05-19:00準時播出。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1.製播教育廣播電臺「國教協作向前行」節目
106年上半年節目表：

季 月份 播出日期 集別 主題 提供單位

第1季

1月
01/04 第1集 引光前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理念及開展 國教院

01/18 第2集 協力同行--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的優先任務與運作情形 協作中心

2月
02/01 第3集 課程研發的基地—研究合作學校 國教院

02/15 第4集 高中課程實施配套 國教署

3月

03/01 第5集 研究合作學校成果分享(1) 國教院

03/15 第6集 高中多元選修與適性教學 國教署

03/29 第7集 研究合作學校成果分享(2) 國教院

第2季

4月
04/12 第8集 高中課程諮詢輔導 國教署

04/26 第9集 研究合作學校成果分享(3) 國教院

5月
05/10 第10集 高中前導學校之運作與輔導 國教署

05/24 第11集 107學年度落實多元選修，108學年度新課綱穩健實施

6月
06/07 第12集 技術型高中課程實施配套 國教署

06/21 第13集 研究合作學校成果分享(4) 國教院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季 月份 播出日期 集別 主題 提供單位

第3季

7月
07/05 第14集 技術型高中前導學校之運作與輔導 國教署

07/19 第15集 新舊課綱銜接方案 國教院

8月

08/02 第16集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 國教署

08/16 第17集 研究合作學校成果分享(5) 國教院

08/30 第18集 科技領域課程實施之準備 國教署

9月
09/13 第19集 研究合作學校成果分享(6) 國教院

09/27 第20集 新住民語課程實施之準備 國教署

第4季

10月
10/11 第21集 大學考招方案 高教司

10/25 第22集 大學考招方案配套 高教司

11月
11/08 第23集 技專校院考招方案 技職司

11/22 第24集 技專校院考招方案配套 技職司

12月
12/06 第25集 教師培育課程之調整因應 師資司

12/20 第26集 教師增能及專業發展之規劃 師資司

1.製播教育廣播電臺「國教協作向前行」節目
106年下半年節目表：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2.發行電子報 (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電子報)

以大眾關心的議題為報導重點，每月10日發行，包含7個專欄：

 本期焦點：每月精選一則新聞作為本期頭條。

 政策櫥窗：每個月協作大會側寫、專案報告、課綱配套新聞。

 校園動態：前導學校案例分享。

 活動側寫：報導部裡各單位舉辦關於十二年國教的活動。

 國教協作向前行：教育廣播電台「十二年國教協作向前行」節目訪談內容。

 常見問與答

 活動預告：全國性、跨縣市或具獨特性的成果發表會、座談會、工作坊等預告。

http://newsletter.edu.tw/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2.發行電子報 (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電子報)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3.建立臉書粉絲專頁，將各主政單位各項課綱訊息整合與連結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4.掌握各單位新聞發布節奏，定期了解進度，有效落實宣導
106年上半年已發布新聞：

月份 新聞發佈主題 主政單位

1月 全國各區前導學校遴選名單確定並啟動輔導機制及課綱試行 國教署

2月 素養教學與評量模組研發完成及啟動推廣 國教院

3月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行政實務工作手冊上網公布 國教署

4月

106年度補助國中小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計畫核定及啟動 國教署

科技領域師資第二專長及增能培訓啟動 師資司

核定「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高教司

大學18學群選才需求與高中適性學習調查報告 高教司

5月
國小師培聯盟研究成果~傳遞、分享、共好 師資司

核心素養師資培育課程~創新、發芽、茁壯 師資司

6月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策略聯盟成果展 國教署

因應新課綱實施教育部規劃師資配套 師資司

師培大學核心素養教材教法研發成果 師資司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月份 新聞發佈主題 主政單位

7月 高級中等學校1.2-1.5倍選修課程經費籌編到位 (俟課程規劃作業要點訂定後發布) 國教署

8月

技高稀有科目教材獎助辦法公布編輯作業全面啟動 國教署

國中小協同教學注意事項公布 國教署

科技領域中央輔導團及中央團成立啟動 國教署

大學考招未來命題方向公布 高教司

大學考招方案及108課綱分區說明會啟動 高教司

統測未來命題方向公布 技職司

技專校院考招方案核定公布及108課綱分區說明會啟動 技職司

9月

前導學校成果斐然推廣啟動 國教署

課程輔導諮詢教師制度啟動試行 國教署

108課綱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人員手冊上網公布 國教署

國中小新住民語文教材研發試教展開 國教署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台 師資司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4.掌握各單位新聞發布節奏，定期了解進度，有效落實宣導
106年下半年 預定發布新聞：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月份 新聞發佈主題 主政單位

10月 高級中等學校評量準則配合107課綱修訂完成 國教署

素養導向評量示例公布 國教署

11月 課程計畫平台建置完成啟用 國教署

12月

新舊課綱銜接教材研發完成 國教院

108課綱教科書受理審查送件截止送審情形說明 國教院

108課綱教科書審定範圍確定及審查準備工作完成 國教院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完成研擬送審 國教署

國中小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修訂完成 國教署

一、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台與機制

4.掌握各單位新聞發布節奏，定期了解進度，有效落實宣導
106年下半年 預定發布新聞：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二、課綱宣導媒材的盤整、更新與精進

(一)、目的

1. 盤整現況，掌握需求

2. 因應發展，更新訊息

3. 精進媒材，有效推行

(二)、做法

1. 盤整各系統現有已(擬)發展相關宣導資源，分析後續強化的重點項目：

2. 研擬重要課綱宣導議題，媒體合作或委託專業單位製作。

3. 針對現有宣導媒材(宣導文件、簡報、Q&A)等，更新與精進。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1.製作「大學十八學群選才需求調查報告」懶人包，透過臉書推播宣導

二、課綱宣導媒材的盤整、更新與精進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2. 課綱疑難問題及回覆，透過臉書粉絲頁、官網加強推播。

二、課綱宣導媒材的盤整、更新與精進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三、支持系統的連結與協作

(一)、目的

1. 強化跨系統間的連結與協作，系統性規劃與整合課綱宣導工作。

2. 研提課綱宣導相關推動方式、配套與策略。

3. 強化各支持系統經驗分享與交流。

4. 掌握課綱宣導進程與節奏，落實課綱宣導工作。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22

105年10月協作中心成立課綱宣導議題小組，

透過此跨系統協作平台，讓課綱宣導工作更

能有序及有效的展開。

協作中心課綱

宣導議題小組

國教院

國教署

師資司

高教司

技職司

新聞組

(二) 、課綱宣導議題小組

三、支持系統的連結與協作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23

課綱宣導議題小組在資源盤整及整

體規劃後，完成階段性任務，接續

成立常態性運作之課綱宣導諮詢小

組、工作小組，推動各項課綱宣導

工作。

課綱宣導

常設協作機制

諮詢小組 工作小組

(三) 、課綱宣導常設機制：

每3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每1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三、支持系統的連結與協作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1.課綱宣導諮詢小組

會議由蔡政次或林常務次長主持，

每三個月定期召開一次，並得視

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國教署
專家

學者

協作

中心
高教司技職司

各單位專門委

員以上代表出席
師資司

國教院

新聞

小組

三、支持系統的連結與協作

(三) 、課綱宣導常設機制：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1.課綱宣導諮詢小組

主要任務：

定期聽取各單位課綱宣導規劃及

工作報告，加強各單位橫向聯繫

及資源連結整合。

就各單位提案課綱宣導協作提案，

提供宣導策略之諮詢及協作協調。

三、支持系統的連結與協作

(三) 、課綱宣導常設機制：



參、課綱宣導推動現況

2.課綱宣導工作小組

會議由執行秘書或組長主持，

每個月定期召開一次，並得視

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主要任務：

規劃執行課綱宣導協作事宜。

國教署國教院

協作

中心
高教司技職司

師資司
新聞

小組

三、支持系統的連結與協作

(三) .課綱宣導常設機制：



肆、課綱宣導後續規劃與推動重點

一.盤整各系統宣導資源，透過工作小組、諮詢小組，分析後續

強化宣導的項目與策略。

(例如：大學考招、素養導向、課綱實施配套、學習歷程檔案、外界關心的特定議題)

二.有效掌握各系統新聞發布節奏，落實宣導。

三.持續運用各種平台加強課綱宣導。

(廣播電臺節目、電子報、臉書粉絲頁、各項會議、工作坊…等)

四.善用數位媒體，開發動畫、懶人包，強化宣導功效。

(106年下半年預計製作5個懶人包，加強推播)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