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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度 

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 

基本能力培訓研習計畫 

 

壹、 計畫目的 

  為落實校本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與成效，並協助推動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課程與教學，乃辦理各縣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

之培訓，並藉以擴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講師之人力資源。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參、參與對象 

  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及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薦派國小、國

中教師，請優先薦派具以下資格之教師參與： 

一、 曾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並具有教師專發展實踐方案（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課程以上講師之資格。 

二、 擔任國教輔導團員、地方輔導群教師。 

三、 各縣市優秀教師（super 教師、薪傳教師，或曾獲師鐸獎、教學卓越

獎、縣市政府或全國性教學獎項等之教師）。 

四、 曾擔任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或曾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並獲各縣市政

府教育局（處）薦派之教師或校長。 

 

肆、薦派員額 

  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及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薦派之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敬請依照跨領域、主題及各領域薦派人選參與。 

（國小至少 10 人以上；國中至少 10 人以上） 

伍、實施方式 

一、 課程規劃： 

（一） 召集人講師課程： 

每班以 40 人為原則，其課程計 1 天，合計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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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召集人課程： 

     每班以 30 人為原則，其課程計半天，合計 3 小時。 

二、 研習進行方式： 

（一） 講解、實作、演練及教材設計。 

（二） 試講、分享、意見溝通與回饋。 

三、評量： 

全程參與培育並完成試講者，函請教育部登錄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召集人課程之講師；未全程參加者或試講未通過者，由研習辦理單

位發予部份時間研習時數。 

四、課程特色： 

108 年度之社群召集人講師培訓研習課程將著重在社群召集人之領

導力、對話模式及技巧。 

五、其他： 

（一） 社群召集人之計畫為「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簡稱精進計 

  畫）申辦計畫中的一部分，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薦派縣市內   

    跨領域、主題及各領域之教師參與講師培訓。 

（二） 未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之聘任，將以有擔任社群召

集人者為優先。 

（三） 此研習為認證性質，各課程中凡有遲到、早退合計超過（含）   

  15 分鐘者，則視為缺課，將無法取得該課程認證。 

（四） 選修課程若報名人數不足 10 人，本單位將視情況調整學員之報

名之選修班別。 

陸、辦理場次之日期與地點 

此次辦理的場次分為北區、中區、東區、南區、離島（澎湖、馬祖、金門）。 

 

區域 研習時間 班別/梯次 地點 

北區 2019/5/11(六) 
國小組 

臺北市立大學 
國高中組 

中區 2019/6/29(六) 
國小組 

臺中市惠文高中 
國高中組 

南區 2019/5/25(六) 
國小組 

高雄市油廠國小 
國高中組 

東區 2019/6/22(六) 
國小組 

花蓮縣明義國小 
國高中組 

離島 

（澎湖） 
2019/6/01(六) 

國小組 
澎湖縣文光國小 

國高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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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 

（連江） 
2019/5/04(六) 

國小組 
連江縣介壽國中小 

國高中組 

離島 

（金門） 
2019/9/07(六) 

國小組 
金門縣金城國中 

國高中組 

 

柒、報名時間、方式 

一、 時間： 

（一） 自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26日（星期五）前受理報名；請各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承辦人至 google表單填寫薦派人選名單：

。（因連江縣開課時間較早，故

連江縣政府教育處承辦人員請於 108年 4月 18日(星期五)前薦派教

師參與）。 

（二） 請被薦派之老師於 108年 4月 30日（星期二）前至 google表單填寫

個人相關資料： 以利後續作業。 

（此表單含用餐習慣及供研習證明製作之身分證字號，請被薦派之老

師務必上網填寫）（因連江縣開課時間較早，故連江縣政府教育處所

薦派之教師請於108年4月19日(星期五)前上網填寫個人相關資料，

以利後續作業）。 

二、 方式： 

    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依所屬區域薦派跨領域、主題及各 

    領域之國中小教師。 

（一） 北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宜蘭縣 

（二） 中區：苗栗縣、彰化縣、臺中市、南投縣、雲林縣 

（三） 南區：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四） 東區：花蓮縣、臺東縣 

（五） 離島（澎湖）：澎湖縣 

（六） 離島（金門）：金門縣 

（七） 離島（連江）：連江縣 

（八） 備註：薦派之區域供參考，報名學員可視情況選擇研習之區域 

三、相關問題可逕洽： 

臺北市立大學評鑑所 陳可辰助理，電話 02-23113040 轉 8304 

（e-mail：amberc@go.utaipei.edu.tw） 

臺北市立大學評鑑所 陳柏霖助理，電話 02-23113040 轉 8307 

（e-mail：andrewchen@go.utaipei.edu.tw） 

捌、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forms.gle/AYLn3Y1ZSzDoLeoLA
https://forms.gle/L7xW8C6LdQGBa78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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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講師培訓研習 

課程表 

(舉行地點：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持)人或承辦人  

08:30-09:00  報到/始業式(研習課程說明) 臺北市立大學工作團隊  

09:00-09:15 
必 

修 

課

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15min 

09:15-10:2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與經營 

(領導力、對話模式及對話技巧)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70min 

10:25-10:4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果分析與分享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15min 

10:40-11:00 中場休息 臺北市立大學工作團隊  

11:00-11:50 

選 

修 

課 

程 

自然領域 
國小組 余俊樑/胡秀芳 

50min 

國中組 陳學淵/徐俊龍 

語文領域 

(國語文) 

國小組 利佳龍/郭雅惠 

國中組 楊彩鳳/范瑞梅 

語文領域 

(英語) 

國小組 黃郁雯/張琇雯 

國中組 高儷玲/莊筱芸 

社會領域 
國小組 傅佳君/林怡萱 

國中組 吳宜蓉/郭莉芳 

數學領域 
國小組 李孟柔 

高中組 曾政清 

彈性領域 

國中組- 

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 
蔡惠青/謝汝鳳 

高中組- 

彈性學習時間規劃 
林怡君/朱美瑰 

11:50-13:00 午餐時間 臺北市立大學工作團隊  

  試講課程名稱 主講(持)人  

13:00-16:00 試

講 

試講與回饋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16:00-16:30 綜合討論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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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培訓研習 

課程表 

(舉行地點：連江縣、澎湖縣、金門縣)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持)人或承辦人  

08:30-09:00  報到/始業式(研習課程說明) 臺北市立大學工作團隊  

09:00-09:15 

必 

修 

課

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15min 

09:15-10:2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與經營 

(領導力、對話模式及對話技巧)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70min 

10:25-10:4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果分析與分享 臺北市立大學團隊 15min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1:50 

選 

修 

課 

程 

自然領域 
國小組 余俊樑/胡秀芳 

50min 

國中組 陳學淵/徐俊龍 

語文領域 

(國語文) 

國小組 利佳龍/郭雅惠 

國中組 楊彩鳳/范瑞梅 

語文領域 

(英語) 

國小組 黃郁雯/張琇雯 

國中組 高儷玲/莊筱芸 

社會領域 
國小組 傅佳君/林怡萱 

國中組 吳宜蓉/郭莉芳 

數學領域 
國小組 李孟柔 

高中組 曾政清 

彈性領域 
國中組-彈性學習課程的規劃 蔡惠青/謝汝鳳 

高中組-彈性學習時間規劃 林怡君/朱美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