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協作的傳播機制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推廣組副組長

鄭淑玲

壹、前言－課程協作傳播的重要性
課程落實必須建立在課程理解的基礎上，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即
將上路之際，課程的理念目標必須轉化為學校、教師、家長、學生、
教材編審等可理解、可實踐的文件及工具，方能有效促進課程理解並
激發社會民主參與的意願與熱情（國家教育研究院，民 103）；同時
各項課綱配套之準備情形亦應有方向、有節奏的加以宣導推廣，讓各
縣市、學校及各界知悉，建立推動新課綱的信心。
相較於過去，此次新課綱的實施，有著更大幅度的調整，無論是
對於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甚至大學教育端
均有著相當大的衝擊。新課綱涉及現況的改變與調整，多數的人對於
變動的事，總存有些不安，如何讓人欣然接受，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
事。此外，課綱宣導對象很多元，從學校教師、家長、學生、出版社、
師培大學、大學院校（例如大學考招）乃至社會大眾都是課綱要對話、
溝通與支持的對象，但他們的需求與關注點卻不相同，由此可知，「課
綱宣導」是一件重要卻不容易做好的事。
十二年國教總綱自 103 年 11 月發布起，各系統都已陸續針對總
綱及相關議題（例如核心素養）進行一些宣導，也累積相當的成果與
經驗，但相關訊息分散在不同系統之中，亟需一個介面，作為訊息的
連結、整合與傳播機制，以讓訊息傳遞更為即時且有效，而隨著領綱
的發布以及 108 年 8 月實施的倒數計時，更應展開積極的溝通與傳播。
所以與新課綱有關的宣導、溝通與支持的工作將越來越重要，越來越
急迫。因此，透過跨系統協作平臺，讓課綱宣導工作能有序及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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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更顯重要。

貳、發展歷程
一、「課綱宣導」議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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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 105 年 8 月起實體化運作，先就新課綱實施的各項準備
情形，進行全盤性的瞭解掌握，考量「課綱宣導」是課綱能否順利推
動與落實的一項重要環節，因此成立了「課綱宣導」議題小組，由協
作中心規劃組李文富組長擔任議題小組召集人，成員以各系統代表為
主，包含國教院、國教署、師資藝教司、高教司、技職司、教育部新
聞工作小組等 1。「課綱宣導」議題小組自 105 年 10 月起開始運作，
共召開 2 次籌備會議、6 次議題小組會議，目標在於透過跨系統議題
小組，系統性的規劃與整合課綱宣導相關工作，研擬課綱宣導推動方
式、配套與策略，以掌握課綱宣導進程與節奏，並隨時檢視與調整，
讓課綱宣導工作更能有序及有效的展開。

二、增設「推廣組」
民國 106 年 1 月，協作中心陸續增聘行政人員及商借教師，考
量各項課程實施配套的規劃，已陸續有初步成果，後續應強化推廣宣
傳，讓更多人知道新課綱實施的準備情形，以減輕社會各界的疑惑與
焦慮，因此協作中心內部採任務編組方式，增設了「推廣組」，全力
協助教育廣播電臺「國教協作向前行」節目的規劃製作，以及課程與
教學協作電子報、課程協作與實踐專刊發行等籌備工作。民國 106 年

7 月 31 日修正協作中心設置要點，正式設置「推廣組」，專責推動
1 國家教育研究院（簡稱國教院）、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簡稱師資藝教司）、
高等教育司（簡稱高教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簡稱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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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宣導整合工作。而協作中心「課綱宣導」議題小組在多次資源盤
整及整體規劃後，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於是成立常態性運作之課綱宣
導諮詢小組及工作小組，以接續推動課綱宣導工作。以下就諮詢小組
及工作小組運作簡要說明：
（一）課綱宣導諮詢小組
由國教署、國教院、師資司、高教司、技職司等各單位專門委員
以上人員及新聞小組代表組成，並視需要邀請部外相關學者專家列席
提供諮詢意見，由次長每三個月定期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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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就各單位
課綱宣導協作提案，提供宣導策略之諮詢及協作協調。
（二）課綱宣導工作小組
由協作中心執行秘書每月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由國教署、國
教院、師資司、高教司、技職司等各單位指派適當人員及新聞小組代
表組成，並視需要邀請協作中心負責相關議題的規劃委員列席。工作
小組主要任務包括：1. 課綱宣導諮詢小組會議之籌備、提案蒐集、初
審及相關協調事宜；2. 課綱宣導工作年度計畫、經費編列情形之綜整；

3. 課綱實施配套疑難問題之蒐集、彙整、研擬回覆及相關宣傳事宜；
4. 課綱實施配套新聞發布主題、期程協調、新聞稿之追蹤與連結事宜；
5.「國教協作向前行」節目製播規劃、聯繫及改進事宜；6.「課程教
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之規劃、編輯、審查及發行事宜；7. 課程協作
與實踐專刊規劃、編輯、審查及發行事宜；8. 其他與課綱宣導有關事
宜……等等（教育部，民 106）。

參、推動機制與成果
協作中心自實體化以來，扮演著中央層級跨系統整合與協作的角
色，在課程協作的傳播上，從「課綱宣導」議題小組開始至目前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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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半的時間，不但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合作製播「國教協作向前
行」廣播節目、出版「課程協作與實踐」專刊、發行了「中小學師資
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更製作了懶人包、成立臉書粉絲專頁
等，透過各種傳播機制，以建立課綱宣導訊息整合平臺，強化各系統
重要訊息的連結、整合、協作與傳佈。

一、「國教協作向前行」廣播節目
「國教協作向前行」是個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規劃的系列
節目，目的是讓更多人瞭解新課綱的內涵與相關行政配套措施，節目
自 106 年一月開始播出，第一年以每隔周三播出一次的方式進行，共
播出 26 集，節目內容主要著重於說明新課綱相關配套措施或邀請研
究合作學校經驗分享，各集節目主題如表 1。
表 1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教協作向前行」106 年度節目主題
集數

第1集

第2集

第3集

播出日期

主題

受訪來賓

106.01.04

1. 教育部部長潘文忠
引光前行—十二
2.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范信賢
年國教新課綱的
3. 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兼協作中
理念及開展
心規劃組組長李文富

106.01.18

協力同行—中小 1. 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
學師資課程教學 2. 教育部督學兼協作中心執行秘書吳
與評量協作中心
林輝
的優先任務與運 3. 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兼協作中
作情形
心規劃組組長李文富

106.02.01

1. 國家教育研究學校實踐新課綱研究
課程研發的基
計劃主持人黃政傑
地—研究合作學
2.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
校
心主任洪詠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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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組、課綱宣導諮詢與工作小組，戮力於課程落實的溝通與傳播，將

集數

播出日期

第4集

106.02.15

1.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校長曾璧光
高中課程實施配
2.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
套
長江惠真

第5集

106.03.01

研究合作學校成
果 分 享（1） 校 1. 新竹市龍山國小校長陳思玎
本 課 程 - 讓 老 師 2. 臺南市保東國小校長張茵倩
動起來

第6集

106.03.15

高中多元選修與 1.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校長鄭忠煌
2.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校長鄭曜忠
適性教學

第7集

106.03.29

研究合作學校成
果 分 享（2） 想 1.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主任許孝誠
學、想教、能改 2.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秘書黃詣峰
變的學校

第8集

106.04.12

高中課程諮詢輔 1.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主任陳江海
2.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秘書李寶利
導

第9集

研究合作學校成
1. 新北市桃子腳國中小學校長李惠銘
106.04.26 果 分 享（3） 活
2. 花蓮縣富北國中校長余采玲
力共好在國中

第 10 集

106.05.10

107 學 年 度 落 實
1. 教育部部長潘文忠
多 元 選 修，108
2. 教育部督學兼協作中心執行秘書吳
學年度新課綱穩
林輝
健實施

第 11 集

106.05.24

1.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校長高柏鈴
高中前導學校之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
運作與輔導
研究所教授陳佩英

第 12 集

106.06.07

技術型高中課程
實施配套

106.06.21

研究合作學校成
果 分 享（4） 活 1.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教師陳逸年
力學習高中特色 2. 桃園市大園國際高中主任凃松亞
與多元的啟程

第 13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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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
長林清南
2. 國立岡山農工組長林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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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受訪來賓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院長楊
技術型高中前導
瑞明
學校之運作與輔
2. 國立彰師附工教務處課務組組長龍
導
智豪

第 14 集

106.07.05

第 15 集

1.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教師蔡廷科
2.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研究
新舊課綱銜接方
106.07.19
員陳伶志
案
3.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
心主任洪詠善

第 16 集

106.08.02

高中學習歷程檔 1. 教育部協作中心商借教師鄭東昇
2.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主任王人傑
案

106.08.16

研究合作學校成
果 分 享（5） 從
十二年國教的
雲林縣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
基本理念談實驗
校長黃錫培
教育學校的「全
人教育觀點與實
踐」

106.08.30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及
學前教育組組長武曉霞
科技領域課程實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
施之準備
系副教授張美珍

第 19 集

106.09.13

研究合作學校
成 果 分 享（6） 1. 臺東縣立南王國民小學校長洪志彰
十二年國教與原 2. 屏東縣地磨兒國民小學課程研發主
住民族教育的課
任陳慶林
程發展與希望

第 20 集

106.07.27

新住民語課程實 1. 新北市北新國小校長曾秀珠
2.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主任劉秀鳳
施之準備

第 17 集

第 18 集

第 2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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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數

106.10.11 大學考招方案

1.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長兼大學招聯會
執行秘書戴念華
2.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大考中心主任
劉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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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數

第 22 集

第 23 集

第 24 集

第 25 集

第 26 集

播出日期

主題

受訪來賓

106.10.25

1. 大學招聯會副召集人兼發言人唐傳
義
大學考招方案配
2. 八斗高中校長兼大學專業化發展試
套
辦計畫辦公室協同主持人黃致誠

106.11.08

1.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副執行長陳
朝榮
技專校院考招方
2.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執行長林尚
案
平

106.11.22

1.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執行長陳朝
榮
技專校院考招方
2.
案配套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執行長林尚
平

106.12.06

1.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副司
長李毓娟
教師培育課程之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
調整因應
學志

106.12.20 探究與實作

1.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實驗組主任林
祝里
2.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暨科學
教育中心主任朱慶琪

二、出版「課程協作與實踐」專刊
協作中心自 105 年 8 月 1 日實體化運作之後，邁入新的里程碑，
整合各系統不同部門，強化中央各主政單位之間的聯繫，並深化中央
與地方的連結，暢通對話管道，有效落實新課綱的推動。為完整記錄
這些課綱發展相關配套的協作歷程，提供未來國家推動各項課程改革
的寶貴經驗，故發行專刊，以供參酌。第一輯專刊於 106 年 7 月發行，
收錄協作中心運作一年來各協作議題的發展歷程，內容包含「協作平
臺與機制」、「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課程推動與專業支持」、「法
規研修與政策配套」等四大向度共 14 篇文章，各篇主題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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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協作與實踐專刊第一輯目錄
向度

主題

中小學課程協作的實踐與展望
第一篇
協作平臺與
中小學課程協作的管考機制
機制

作者
協作中心執行秘書吳林輝
協作中心行政管考組組長呂虹
霖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轉化、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高鴻怡
第二篇
簡化及流通
素養導向教
素養導向教科書開發的專業支
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高鴻怡
持
普高（含綜高）前導學校的實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戴旭璋
施與經驗分享的準備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實務工作手
第三篇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吳清鏞
課程推動與 冊編輯發展歷程
專業支持
普高「學校課程領導」的準備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戴旭璋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推手之一—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朱元隆
高中學校策略聯盟
國民中學科技領域師資培訓與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賴榮飛
配套規劃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法規研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吳清鏞
修發展歷程
「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施溪泉
第四篇
辦法」之修訂
法規研修與
技術型高中稀有科目教科用書
政策配套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施溪泉
編輯
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如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朱元隆
何因應新課綱的改變
大學十八學群選才與高中適性
協作中心規劃組組長李文富
選修課程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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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
法」之修訂
法規研修與政策配套 技術型高中稀有科目教材用書編
輯
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如何
因應新課綱的改變
大學十八學群選才與高中適性選
修課程對應
第四篇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施溪泉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施溪泉
協作中心規劃委員朱元隆
協作中心規劃組組長李文富

三、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

三、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

新課綱實施在即，相關資訊由各單位分別公佈，分散在不同的網

站，例如國教署、國教院、師資司、技職司等，為更有效聚焦新課綱

新課綱實施在即，相關資訊由各單位分別公佈，分散在不同的網站，例如國教署、國教

「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等核心課題，讓大眾瞭解十二年國教新
院、師資司、技職司等，為更有效聚焦新課綱「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等核心課題，讓

課綱的實施及準備情形，由協作中心架構新的電子報平臺（如圖 1 所

大眾瞭解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及準備情形，由協作中心架構新的電子報平臺（如圖
示），透過定期發送新課綱的相關訊息，讓各界對於新課綱的具體內 1 所
示），透過定期發送新課綱的相關訊息，讓各界對於新課綱的具體內涵有所瞭解。
涵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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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平臺畫面
協作電子報於 106 年 6 月 10 日發行試刊號，每月 10 日出刊，截
至 107 年 1 月已發行至第 6 期，起初以「政策櫥窗」、「校園動態」、
「活動側寫」、「國教協作向前行」、「常見問與答」、「活動預告」
等主題分類，內容以傳遞新課綱資訊為主，各單位所舉辦新課綱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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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審查陸續通過公布，電子報於 106 年 10 月份第 4 期開始，亦增
加了「新課綱解析」專欄，針對「總綱」和「領綱」的特色或外界關
心的主題內涵、配套、專業支持推展概況及相關資源，進行系列報導，
以突顯新課綱亮點，有助新課綱之順利推展。以下整理電子報自發刊
以來，各期各專欄發布之報導主題：
（一）政策櫥窗：報導協作大會側寫、專案報告、課綱配套新聞等，
如表 3。
表 3 各期電子報「政策櫥窗」主題一欄表
期

別

主

題

107 學年度落實多元選修，108 學年度新課綱穩健實施
試刊號

部長主持第 18 次協作會議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後續推動事項專案報告
穩健推動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前導學校同心協力向前行
林次長騰蛟主持第 19 次協作會議
因應新課綱實施教育部規劃師資配套

創刊號

落實新舊課綱無縫接軌 國教院與國教署攜手完成銜接規劃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配套規劃完成 前導學校全面展開試行
｢ 大學考招如何漸進調整 ｣ 說明白
課綱宣導推動現況及後續規劃

第2期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策略聯盟成立，國教署與六都攜手協作、互動
共好
蔡政務次長清華主持第 20 次協作會議
國中小推動新課綱法規及相關配套年底前到位
學習歷程 高中大學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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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紀錄為輔，透過較活潑的文字、互動性的內容吸引各界閱讀。隨著

期

別

主

題

部長主持第 21 次協作會議
二年國教新課綱科技領域中央輔導團啟動
第3期

新課綱國中小前導學校倍增 強化地方連結與學校群組分享
普通型高中前導學校輔導現況及後續規劃
技、綜高前導學校新課綱培力 課程推動系統陪伴完成教育願景
大學考招新方案及銜接配套宣導規劃
落實高中學生適性選修 -- 導師、專任輔導教師、課程諮詢教師協力推
動課程輔導諮詢

第 4 期 因應未來社會快速變遷挑戰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動起來
技專校院考招與課綱理念對接之配套
林次長騰蛟主持第 22 次協作會議
部長主持第 23 次協作會議
教育部積極展開國中小新住民語文教材之研發與試教工作
精進教學計畫與教師專業支持系統之整合
第 5 期 落實新課綱前導試行 暢通反映管道 務實解決問題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系統建置專案報告
技術型高中稀有類科教材編撰作業全面啟動
高中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報乎你哉
學習歷程 高中大學共創雙贏
第6期

落實科技領域課程 國教署推四大配套措施
課審會審議大會 106 年度第 17、18 次會議審議結果說明
落實新住民語選修 強化教材師資開班及相關配套

（二）新課綱解析：針對「總綱」和「領綱」特色或內涵、相關配套、
專業支持推展概況，進行系列報導，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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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期電子報「新課綱解析」主題一欄表
期

別

第4期

主

題

新課綱彈性學習課程在清華附小的前導實踐
自主學習的探究與實踐
自主學習的實踐案例－自我領導力教育在保長

第5期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的實踐案例－自我領導力教育在保長
自我領導力教育初探
自主學習在中正高中
自主學習—從教師做起

第6期

面對探究與實作新課程 學科中心與您攜手共行
新課綱之自然科
學探究與實作面 從領綱研修理念談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
面觀
冰的物理－臺南市高中職跨校社群運作經驗分享

（三）校園動態：以前導學校案例分享為主，如表 5。
表 5 各期電子報「校園動態」主題一欄表
期

別

試刊號

創刊號
第2期
第3期

主

題

嘉義家職－以實作課程築底 多元創意課程拔尖
富北國中－師生共好在富北
臺東女中－前導東女新境界
東興國小－東興探索遊 走在校本課程發展路上
鹽水國中－登峰造極～課程領導篇 – 備課、觀課、議課
師大附中－多元選修適性揚才，跨校選課共創未來
耕深育才，領航未來：大灣高中前導學校經驗分享
屏大附小－師生揪團樂在校園植物研究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彈性學習課程—大仁國小品德教育與核心素養
的踐行

第4期

恆春國小－特色遊學 ㄐ一ㄤ ˋ 玩就對了－國境之南 歌謠之美 故鄉
的思雙枝
竹光國中－從學生圖像出發，讓學習成為被期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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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別

第5期
第6期

主

題

花園學校，匠師搖籃：北科附工前導學校經驗分享
龍山國小－當工程遇上課程
內壢高中－新課綱校訂課程發展與社群共備
南大附小－社群教師攜手行，共創學校新願景

（四）活動側寫：全國性、跨縣市或具獨特性與新課綱有關之活動報
導，如表 6。
表 6 各期電子報「活動側寫」主題一欄表
期

別

主

題

「素養導向教材設計研討會：國外教科書案例分析」紀要
試刊號

知、學、用合一 有聲書、桌遊、教育愛融入國小師培聯盟核心素養
師培課程成果展
夢的 N 次方築夢踏實
培育專業優質與國際化師資 -105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精緻特色發
展成果發表

創刊號

創新與蛻變－第 3 屆臺灣實驗教育論壇開講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策略聯盟」攜手推動新課綱

2017 全國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研討會暨教學工作坊
第2期

106 年度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 - 教育．實踐．創新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輔導工作計畫
協作中心工作團隊共識營圓滿舉行
靈魂與素養兼具，原住民教育實驗課程再創文化課程模式

第3期

第4期

2017 年南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以「教育合縱連橫」思維，締造「跨
域學習新氣象」
以「新、欣、馨 - 適性、多元、自律、共好」開啟 106 年度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學務工作會議
體育課好好玩、標竿學校頒獎暨教學模組授證典禮
高級中等學校推動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落實多元文化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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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題

協力同行～跨系統增能工作坊
第5期

高優計畫「自主學習講座」
共同築好夢 推動新課綱 夢的 N 次方 ~ 教師專業自主社群「講師培
訓」活動
高優十年多元體驗 創新協作迎接新課綱

第6期

國文學科中心辦理「素養導向教學的實踐與評量」鼓勵全國國文教師
透過觀摹與對話 落實新課綱課程轉化
新課綱師資培育大學培力計畫 新課綱師資生工作坊活動側寫

（五）常見問與答：十二年國教課綱配套相關問題與說明，如表 7。
表 7 各期電子報「常見問與答」主題一欄表
期

別

試刊號

創刊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主

題

新課綱延後實施，課程實施的相關配套準備情形如何？
新課綱「科技領域」之師資、課程、設備問題如何解決？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之實踐
新住民語課程實施的準備情形如何？
協同教學節數之採計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之規劃
課程計畫格式、審查機制及課程評鑑之規劃
考招制度之規劃
排課軟體之提供
議題融入課程之規劃
高級中等學校 1.2-1.5 倍的選修課程配套規劃
英語教學向下延伸之彈性
高級中等學校 1.2-1.5 倍的選修課程衍生鐘點費問題
如何設計素養導向的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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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懶人包
此次新課綱中有不少大眾所關切的議題，為讓大眾能很快理解，
於是利用數位傳播的快速與效果，將相關主題加以整理打包成簡要之
圖、文內容，透過臉書或網站推播宣導，讓民眾透過簡要、完整說明
的懶人包快速理解其重點。106 年度完成「大學選才」、「學習歷程
檔案」等 2 項懶人包。（如圖 2、圖 3 所示）

圖2「大學選才新方向」懶人包 圖3「學習歷程檔案面面觀」懶人包

五、粉絲專頁與官網
協作中心自實體化以來，亦成立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如圖

4、圖 5 所示），以正式及非正式方式即時傳遞新課綱最新資訊。官
網部分以「即時新聞」及「電子佈告欄」整合各系統有關新課綱的資
訊，「協作專區」則提供新課綱各項協作議題的討論歷程資料、「專
案報告」則提供歷次協作會議各系統專案報告資料、「資料下載」專
區則提供各系統有關新課綱之出版品或文件資料。另外，臉書粉絲專
頁除了將各主政單位各項課綱訊息整合與連結外，亦提供全國性、跨
縣市新課綱相關活動或文章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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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協作中心官網圖

圖 5 協作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六、課綱疑難問題蒐集與解答
新課綱上路前，各縣市地方政府對於課綱實施相關配套仍存有不
少疑義，為提供溝通管道，協作中心利用參與地方教育事務視導機會
及函文方式蒐集各縣市疑難問題，彙整後協請各系統擬答，並由協作
中心召開多次會議檢視確認，將問題分為共通性問題共 11 題、個別
性問題共 95 題，於 106 年 4 月進行第一次函覆。部份問題因涉及法
規修訂需持續追蹤或新提出之問題，由協作中心彙整共通性問題共

13 題、個別性問題共 26 題，仍協請各系統主政單位擬答，並於 106
年 11 月進行第二次函覆。此外，針對共通性問題回覆，也透過官網、
電子報及臉書專頁加強推播。

肆、未來展望
協作中心自成立推廣組以來，對於新課綱的宣導透過各種方式，
不但製播「國教協作向前行」電臺節目、出版「課程協作與實踐」專
刊、發行「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製作懶人包等
等，努力將各系統的資訊積極整合與協作，提供大眾即時正確的課綱

43

資訊，有效掌握課綱宣導進程與節奏。

107 年度各項宣導工作將持續進行，並兼顧宣導的深度及廣度：

一、「國教協作向前行」電臺節目
107 年度起改為每週播出，預計播出 52 集。將深化第一年的節
目內容並增添更多的互動性，除了維持原有的「新課綱配套說明」主
題外，新增「地方政府新課綱實施準備情形」與「前導學校的經驗分
享」，希望透過互動與案例分享，以提供各縣市及學校推行新課綱的
參考。同時在節目中新增「課綱小辭典」與「課綱交流道」兩個小單
元，解說新課綱中一般民眾較不熟悉的專有名詞，並解決學校、老師、
家長及學生對於新課綱的疑問，使學生、家長及老師瞭解十二年國教
真正有用之資訊。

二、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
隨著領綱的發布以及 108 年 8 月正式上路的時間愈來愈近，教育
現場需要更多實務的經驗與專業的支持，因此電子報「新課綱解析」
將針對各領綱研修重點特色說明、專業支持的準備及推動案例進行報
導，以提供教學現場老師更多實施新課綱的資訊，促進教師們理解及
掌握課綱精神內涵，並建立對新課綱實施的信心。

三、課綱懶人包
將針對大眾所關心的議題，例如：選課問題或課程諮詢輔導、學
習歷程檔案等持續製作懶人包，讓民眾能透過簡要的圖文或影像，加
深對新課綱問題的理解，解決其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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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民 10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議書。
臺北市：編者。
教育部（民 106）。課程協作與實踐。臺北市：編者。

本篇完稿時間為民國 1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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