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4-15
高雄市 107 學年度
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學習領域本土語文輔導小組
本土語文活化教學能力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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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雄市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
畫。
（三）高雄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十二年新課綱即將於 108 學年度全面實施，教師須具備新課綱課程與教
學設計能力。
（二）十二年新課綱課程與教學設計精神以情境式學習為主，故本計畫安排在
地特色本土語課程與教學設計教師增能研習課程。
（三）十二年新課綱鼓勵有效教學暨多元教學策略，故本計畫安排結合課室班
級經營、沉浸式教學、合作學習、教學演示等教師增能研習課程，培訓
教師具備多元教學能力。

三、目的
（一）以精進十二年國教教學素養為主軸，聘請現職教師分享教學活動歷程與
經驗。
（二）以教學現場的需求為目標，規劃教學能力精進的主題，提升本土語文教
學效果。
（三）以學生學習效果提升為終極目標，期能將每一次的參與的精進成果帶回
課堂，精進本土語文教學。
（四）透過多方面的主題探討，期望教師課堂教學精進，透過系列的研習，最
後也能將精進內容於教學演示中呈現。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學習領域本土語文輔導小組、高
雄市立國昌國中

五、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 108 年 5 月 4 日(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5：30。地點為國教輔導團
302 大會議室及 305 電腦教室。
(二) 108 年 5 月 11 日(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5：30。地點為國教輔導團
105 研習教室。
(三) 108 年 6 月 1 日(六) 上午 9：00 至上午 11：30。地點為國教輔導團
105 研習教室。
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15 小時，課表詳如附件一。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本市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現職教師(含閩、客、原)優先。
（二）本市國中小本土語文輔導員、對本土語文有興趣之國中、國小合格教
師、代課代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三）每場次預計參與人數 35 人，若有餘額可開放其他有興趣者，全程參與者
如實核發研習時數 15 小時。
(四)報名方式
1、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於每場次截止報名時間前完成報名手
續網址：http://www4.inservice.edu.tw/。
2、若有疑問請電洽國教輔導團 3590116 分機 213 洽詢本土語文專任輔導
員劉俊彥老師。

七、研習內容
（一）活動預定流程安排如附件一。
（二）實施方式：
1、以專題講座、教學演示、分享討論方式進行。
2、參與研習者，應協助填寫回饋單，以供後續辦理時參考改進。
3、預定講座為東門國小林素珍老師、中壇國小羅國城主任、建國國小鍾
逸莉老師、七賢國中方鶴翔老師、五福國中江佩芳主任及四維國小蔡
幸紋老師等人。

(三) 研習注意事項：
1、為節約資源及落實環保，做好垃圾減量，參與研習教師請自備環保
杯、環保餐具。
2、採線上報名方式參加研習。因場地座位有限，若有剩餘名額才開放現
場報名，額滿為止，現場報名者統一由工作人員於上午 9:00 帶領進
入研習場地。現場報名者可代訂便當，中午便當需自費。
3、報名參加研習之人員，應如期簽到、簽退參加研習，如有重大原因，
未能如期參加研習，請自行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取消報名，或至
少於研習前一日電話告知承辦人取消報名。
4、報名參加研習教師、工作人員、本土語文輔導小組召集人及輔導員、
得以公假登記，課務自理；薦派人員於假日出席活動，請准於一年內
覈實補休，唯課務自理。
5、為確保校園安全，研習地點為國教輔導團(左營區新庄仔路 353 號)，
請參與人員佩戴證件或攜帶公文備查，謝謝合作。

八、經費來源與概算
本計畫經費由本市自籌款支應。

九、成效評估之實施
(一)教師反應：藉由每次研習，可以立即量化評估教師對每次增能研習之滿意
度；日後並訪問目標學員，得到相關意見評估成效。
(二)學生反應：可以藉由教師回校後的使用狀況，在研習前後的教學，對學生
學習成效的影響來評估。

十、預期成效
（一）精進參與者之教學能力，激發教學熱忱與正向能量。
（二）使參與者教學能力持續精進，提升本土語文教學效果。
（三）提升學生學習效果，活化課堂本土語文之課堂教學。

十一、獎勵:
辦理本項工作有功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標準
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附件一

第一場次
研習日期：108 年 5 月 4 日(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5：30。
研習主題：本土語文遊戲學習及行動學習設計
研習地點：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302 大會議室、305 電腦教室
課程代碼：2565434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45-08：55

報到，領取資料

輔導員

08：55-9：00

始業式

09：00-10：30

10：30-10：40

5/4

10：40-11：30

校長、長官指導
輔導員

遊戲學習於本土教育之內容設

林素珍 老師

計與運用

(東門國小 教師)

休息一下、交流互動

輔導員

以本土題材為例的密室逃脫遊
戲合作學習設計與體驗

林素珍 老師

(六)
11：30-13：00

13：00-13：50

用餐時間
本土語教學在行動學習教材設
計與實作

13：50-14：00

休息一下、交流互動

14：00-15：30

本土語遊戲學習教材實作

15：30~

快樂賦歸

輔導員
羅國城 主任
(中壇國小)
林素珍 老師(助教)
輔導員
羅國城 主任
林素珍 老師(助教)
所有教師

第二場次
研習日期：108 年 5 月 11 日(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5：30。
研習主題：本土語文沉浸式教學暨班級經營實務
研習地點：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105 研習教室
課程代碼：2565450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45-08：55

報到，領取資料

輔導員

08：55-9：00

始業式

09：00-10：30

10：30-10：40

5/11

10：40-11：30

校長、長官指導
輔導員

沉浸式教學在本土語文課程實

鍾逸莉 老師

務案例(一)

(建國國小 教師)

休息一下、交流互動

輔導員

沉浸式教學在本土語文課程實
務案例(二)

鍾逸莉 老師

(六)
11：30-13：00

13：00-13：50

13：50-14：00

14：00-15：30

15：30~

用餐時間

輔導員

本土語文課室的班級經營策略

方鶴翔 老師

運用

(七賢國中 教師)

休息一下、交流互動

輔導員

差異化教學在本土語課室之運

江佩芳 主任

用

(五福國中)

快樂賦歸

所有教師

第三場次
研習日期：108 年 6 月 1 日(六) 上午 9：00 至上午 11：30。
研習主題：本土語文教學示例
研習地點：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105 研習教室
課程代碼：2565457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主講人

08：45-08：55

報到，領取資料

輔導員

08：55-9：00

始業式

輔導員

閩南語教學示例—

蔡幸紋 老師

語詞創意教學

(四維國小 教師)

10：30-10：40

休息一下、交流互動

輔導員

10：40-11：30

閩南語教學策略解析

蔡幸紋 老師

11：30~

快樂賦歸

所有教師

09：00-10：30
6/1
(六)

校長、長官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