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室教學的春天～分組合作學習亮點分享工作坊 

壹、 宗旨 

為了提升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自 101 學年度起，

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團隊規劃執行「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

計畫，至今已近七年。這七年來，不只愈來愈多的中小學教師在教學中採用分組合作學習之教學

策略，活化教室內的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我國推行分組合作學習的作法與經驗，也受到國

際上合作學習學者的關注與肯定。 

為了活化中小學之教學，本計畫不只藉由工作坊增進教師在分組合作學習方面的專業知能，

也透過輔導委員的協助，讓中小學教師在設計與實施合作學習時，能獲得支持而成長。許多持續

參與本計畫的教師不斷積累、變化，發展出適用於各領域的有效合作學習策略，並成為各地受邀

分享的亮點教師，甚至獲得各種教學競賽得獎。 

故本計畫於 107 學年辦理「分組合作學習亮點分享工作坊」，邀請深耕學校亮點教師進行教

學經驗分享，帶領現場教師實際操作，希望藉由這些實施分組合作學習的案例，激勵教師展現創

新與精進課堂的教學能力與策略，並引發國內更多實務教師與教育學者參與分組合作學習的實踐

與研究。 

貳、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參、 參與對象 

一、本計畫三十二所「分組合作學習深耕學校」之實施教師（務必參加），深耕學校名單如

下：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宜蘭縣凱旋國中 

臺北市景興國中 

臺北市內湖國小 

臺北市民族國小 

臺北市平等國小 

新北市坪林國中 

新北市積穗國中 

新北市福和國中 

桃園市龍潭國中 

臺中市瑞井國小 

臺中市中華國小 

臺中市日南國中 

臺中市公明國中 

臺中市崇倫國中 

臺中市新民高中 

彰化縣芙朝國小 

 

 

嘉義市嘉大附小 

嘉義縣義竹國中 

臺南市復興國小 

（永康區） 

臺南市大成國中 

高雄市民權國小 

高雄市青年國中 

高雄市大仁國中 

高雄市文府國中 

花蓮縣慈濟附小 

花蓮縣東華附小 

臺東縣介達國小 



桃園市迴龍國小 

新竹縣竹北國小 

高雄市民族國中 

屏東縣南榮國中 

屏東縣潮州國中 

二、本計畫八所「分組合作學習夥伴學校」之實施教師（鼓勵參加），夥伴學校名單如下： 

北區 中區 南區 

臺北市明湖國小 

新北市二重國中 

臺中市六寶國小 

臺中市日南國小 

臺中市大安國中 

嘉義市嘉北國小 

嘉義市垂楊國小 

高雄市文府國小 

高雄市文山高中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國小、國中與高中職）教師。 

四、各縣市教育局之領域輔導成員。 

五、師資培育機構或教育相關系所之教授。 

※ 座位有限，本計畫依報名身份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肆、 報名方式 

敬請各位師長逕上本計畫分組合作學習網站（https://cirn.moe.edu.tw/Cooperation/ 

index.aspx?sid=19）「亮點分享工作坊報名系統」報名。因場地限制，敬請提早報名，依序錄

取至額滿為止。 

 

伍、 研習期程與地點 

區域 時間 地點 名額限制 報名截止 

北區 108 年 6 月 1 日（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至善樓 B1 國際會議廳 
160 人 

報名至 5/24（五）截止；經審核

報名者資格後，若有名額釋出將

於 5/28（二）再開放至額滿為止。 

中區 108年 6月 16日（日） 
臺中世界貿易中心 

301 教室 
140 人 

南區 108年 6月 22日（六）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502A 
140 人 

※若該區研習時段無法配合，敬請師長參加其他場次。  



陸、 課程規劃 

一、北區 

時間 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至善樓 

|B1 國際 

會議廳 

09:00-09:10 

（10 分鐘） 
開幕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張新仁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黃永和教授 

09:10-10:10 

（60 分鐘） 
績優深耕學校訪美心得分享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 

10:10-10:30 

（20 分鐘） 
休息時間（換教室） 

 

10:30-12:00 

（90 分鐘） 

素養導向~「合作」動起來 【國中國文】臺中市崇倫國中 劉美娜老師 

篤行樓 

各教室 

裝點分組合作教學的數理教具 
【國中數學】高雄市文山高中 柯麗妃老師 

            高雄市文山高中 翁雅琦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英語】宜蘭縣凱旋國中 陳育萱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自然】臺中市日南國中 黃淑勤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社會】臺中市日南國中 王偉忠主任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小國語】臺北市內湖國小鐘美惠主任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小數學】東華大學附設小學 連安青主任 

12:00-13:00 

（60 分鐘） 
午餐 

13:00-15:30 

（150 分鐘） 

素養導向~「合作」動起來 【國中國文】臺中市崇倫國中 劉美娜老師 

篤行樓 

各教室 

裝點分組合作教學的數理教具 
【國中數學】高雄市文山高中 柯麗妃老師 

            高雄市文山高中 翁雅琦老師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中英語】宜蘭縣凱旋國中 陳育萱老師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中自然】臺中市日南國中 黃淑勤老師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中社會】臺中市日南國中 王偉忠主任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小國語】臺北市內湖國小鐘美惠主任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小數學】東華大學附設小學 連安青主任 

15:30-16:00

（30 分鐘） 
休息 

16:00-17:30 

（90 分鐘） 
深耕學校期中會議 

計畫團隊成員 

深耕學校及夥伴學校師長 

篤行樓 603 

未來教室 

 

  



二、中區 

時間 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301 教室 
09:00-09:10 

（10 分鐘） 
開幕式 

國立臺東大學 汪履維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王金國教授 

09:10-10:10 

（60 分鐘） 
績優深耕學校訪美心得分享 臺中市瑞井國小 

10:10-10:30 

（20 分鐘） 
休息時間（換教室） 

 

10:30-12:00 

（90 分鐘）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國文】桃園市龍潭國中 黃秋琴主任 

各教室 

數學科分組合作學習經驗分享 【國中數學】桃園市龍潭國中 林玉君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英語】桃園市龍潭國中 游碩桓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自然】邀約中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社會】臺中市崇倫國中 商永齡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小國語】嘉義大學附小學 洪雪華老師 

分組合作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數學課 【國小數學】臺北市民族國小 張雅文老師 

12:00-13:00 

（60 分鐘） 
午餐 

13:00-15:30 

（150 分鐘）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中國文】桃園市龍潭國中 黃秋琴主任 

各教室 

數學科分組合作學習經驗分享 【國中數學】桃園市龍潭國中 林玉君老師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中英語】桃園市龍潭國中 游碩桓老師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中自然】邀約中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中社會】臺中市崇倫國中 商永齡老師 

亮點教師指導合作學習實作 【國小國語】嘉義大學附小學 洪雪華老師 

分組合作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數學課 【國小數學】臺北市民族國小 張雅文老師 

15:30-16:00

（30 分鐘） 
休息 

16:00-17:30 

（90 分鐘） 
深耕學校期中會議 

計畫團隊成員 

深耕學校及夥伴學校師長 
301 教室 

 

  



三、南區 

時間 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點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502A 

09:00-09:10 

（10 分鐘） 
開幕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田耐青教授 

高雄市前金國小 林美惠退休校長 

09:10-10:10 

（60 分鐘） 
績優深耕學校訪美心得分享 屏東縣南榮國中 

10:10-10:30 

（20 分鐘） 
休息時間（換教室） 

 

10:30-12:00 

（90 分鐘）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國文】邀約中 

各教室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數學】高雄市青年國中 劉士毅主任 

            高雄市壽山國中 蔡馥徽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英語】屏東縣南榮國中 丘麗英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自然】屏東縣南榮國中 王登科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社會】高雄市民族國中 蔡宜岑主任 

分組合作學習與跨領域結合的國語課 【國小國語】臺北市民族國小 張雅文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小數學】臺中市瑞井國小 莊于萱老師 

12:00-13:00 

（60 分鐘） 
午餐 

13:00-15:30 

（150 分鐘）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國文】邀約中 

各教室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數學】高雄市青年國中 劉士毅主任 

            高雄市壽山國中 蔡馥徽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英語】屏東縣南榮國中 丘麗英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自然】屏東縣南榮國中 王登科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中社會】高雄市民族國中 蔡宜岑主任 

分組合作學習與跨領域結合的國語課 【國小國語】臺北市民族國小 張雅文老師 

亮點教師分享合作學習教學 【國小數學】臺中市瑞井國小 莊于萱老師 

15:30-16:00

（30 分鐘） 
休息 

16:00-17:30 

（90 分鐘） 
深耕學校期中會議 

計畫團隊成員 

深耕學校及夥伴學校師長 
305 教室 

 

  



柒、 注意事項 

一、本次工作坊全程參與者，核予公假及課務排代，並核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

時數共6小時（未全程參與者，不核予時數）。 

二、本計畫僅補助深耕學校、夥伴學校之交通費及代課鐘點費，其經費由本計畫核撥深耕學

校、夥伴學校辦理分組合作學習經費支應。 

三、網路報名後須等待管理者審核通過，方可參加。審核結果將寄信給師長，師長亦可至網站

「報名查詢」查詢。 

※為避免停車位不足，請盡量共乘或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四、為響應紙杯減量，請參與師長自備環保杯。 

捌、 相關聯絡資訊 

一、何佳雯助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一） 連絡電話：02-27321104#82211 

（二） 電子信箱：rolahe0412@gmail.com 

二、王欣蘭助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一） 連絡電話：02-27321104#82212 

（二） 電子信箱：meg711124@gmail.com 

三、張巧瑩助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一） 連絡電話：02-27321104#82219 

（二） 電子信箱：ccyntue@gmail.com 

四、曹瀞方助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一） 連絡電話：02-27321104#82317 

（二） 電子信箱：fredatsao@gmail.com 

  

mailto:fredatsao@gmail.com


玖、 交通資訊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公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復興南路：237、29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和平東路15、15(區間車)、15(萬美線)、18、211、235、

284、284(直行)、3、52、662、663、685、72、和平幹線。  

【捷運】 

 搭乘捷運木柵線科技大樓站下車，往和平東路二段走，約2分鐘路程即可。  

 

 

 



二、臺中世界貿易中心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 

【自行開車】 

 １號國道 ( 中山高速公路 )：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經過台中澄清醫院，左轉進入

台中工業區後，左轉 天佑街，右轉中工 2路。  

 ３號國道 （第二高速公路）：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區方向，經過東海大學，右轉進

入台中工業區後，左轉 天佑街，右轉中工 2路。  

 中彰快速道路 南下：從朝馬路出口，右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北上：從市政路出口，左轉

朝馬路接天保街。  

【大眾交通工具】請於中港路澄清醫院站牌下車，步行約十分鐘可達世貿中心。 

 臺中烏日高鐵站－中清澄清醫院：高鐵快捷161號。 

 臺中火車站－中港澄清醫院：  

臺灣大道路廊公車路線：302、303、304、323、325、326路。 

臺中客運：60路 

統聯客運：75路|  

東南客運67號 

 



 

三、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274號 

【高鐵】搭乘高鐵至左營站 → 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 →鹽埕埔站02號出口 →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火車】搭乘火車至高雄火車站 → 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 →鹽埕埔站02號出口 → 

步行約3分鐘即可抵達 

【捷運】橘線鹽埕埔站02號出口 → 步行約3至5分鐘即可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