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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新課綱實施與教育協作論壇 

─迎向後疫情時代的挑戰與機會：教育新視界 The Great Reset」 

實施計畫 

壹、 緣起 

新課綱於 110 年邁入實施的第三年，在過去的試行階段及正式實施的兩年中，

各校歷經一連串的嘗試與學習，從不安到逐漸適應，從模仿到創新，從單打獨鬥到

協作共備，累積了許多卓越的成果。在此過程中，新課綱對學生學習、教師思維、

學校文化、課程發展、中央/地方層級課程治理帶來不同的影響、改變與挑戰，無論

是「素養導向」、「自主學習」、「跨領域學習」或「學習歷程檔案」，各個案例的條件、

曾面臨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式，是教育工作者亟欲了解與學習的。 

今年 5月起國內受到新冠疫情的擾動，對學校教育產生莫大的衝擊，翻轉了教

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模式，卻也開創了數位化學習一個新的契機。然而，在這個

學習典範轉移的適應期中，潛藏著一些問題，如學生學習的主體性與適用性，亦即

「學什麼」、「如何學」和「如何用」，以及數位落差等課題。我們不禁思考，後疫情

時代課程、教學、評量的挑戰和契機為何？對於課綱實踐和未來發展有何啟示？從

政策、研究、與實務的視角，如何評估學習成效？ 

教育就像是一個生態系統，隨著中央/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學校、等協作與適

應變化，系統中各個機制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學生的學習得以在過程中緩慢而有

機地生發，以累積「自發」、「互動」、「共好」的動能。新課綱的實施必須具備系統

思考，打破以往獨立分工的模式，因此本次論壇特別邀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協作專案辦公室、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夢的 N次方、瑩光教育

協會、全國教師會及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等單位，期能匯聚跨系統/層級/公/民的實

踐智慧與協作力量，在此平臺上充分對話以產生更大的效益，讓理念能夠真正被實

現，並帶出未來的行動方向。 

貳、 論壇主題與子題 

本論壇主題為「後疫情時代的挑戰與機會：教育新視界」，各子題如下： 

一、子題一：從行動到行動者網絡：協作為教育帶來什麼改變？ 

二、子題二：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與支持系統建構 

三、子題三：學校教師學習與社群網絡的經營 

四、子題四：素養教學評量與學生學習風貌的改變 

五、子題五：數位學習與教育公平 

六、子題六：問題意識導向的課綱實踐系統 

七、子題七：素養評量命題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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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110年 12 月 6日（一）至 12月 11 日(六) 

二、地點：本次採線上實體並行，實體場地假本院臺北院區 202會議室辦理，線上

採 YouTube直播開放教育工作者及有興趣民眾參與。 

肆、 參與人員 

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基地學校、

國教署前導學校、縣市教育局處代表、普通高級中學課務發展工作圈及學科中心、

中央課程與教學各學習領域輔導群、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國民教育輔導團、教育

領域相關學者專家、中小學校長、現職教師、教科書出版業者，以及對教育、教

學及課程發展有興趣之人士等。 

伍、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共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

動專案辦公室、財團法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夢的 N次方、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瑩光教育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

會。 

陸、 辦理形式 

一、論壇： 

(一) 每場主題均有案例發表，討論其發展原因、面臨的問題，並提供建議。 

(二) 採取邀請制，不公開徵稿。 

(三) 引言/與談人引言稿、發言轉譯、修改後彙整成專書。 

二、綜合座談：邀請相關專家學者、中央/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學校教育人員、家

長、學生進行新課綱關注課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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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議程 

◎主辦方得因應參與情況調整場地及與談人選 

110年12月6日(星期一)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30’ 

【開幕式】 

貴賓：潘文忠部長/教育部 

主持人：林崇熙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共辦單位：(依姓氏筆劃排序) 

王政忠總召集人/夢的N次方教師自主專業成長社群 

呂冠緯董事長/財團法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洪詠善執行秘書/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 

彭富源署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謝國清常務監事/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顏慶祥副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09:30-09:40 10’ 休息 

09:40-09:45 5’ 

【子題】 

從行動到行動者

網絡：協作為教

育帶來什麼改

變？ 

 

【主責單位】 

 新課綱推動專辦 

 社大全促會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洪詠善執行秘書/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 

謝國清常務監事/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09:45-10:30 45’ 

【案例分享】 

主題：社區大學與體制學校協作經驗 

與談人：陳建廷校長/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王怡文主任/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陳忻蔓教師/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張金玉校長/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10:30-10:40 10’ 休息 

10:40-12:10 90’ 

【論壇】 

主題：從行動到行動者網絡：協作為教育帶來什麼改變？ 

主持人：洪詠善執行秘書/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 

謝國清常務監事/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與談人：李文富主任/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余霖聘任督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陳建廷校長/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張金玉校長/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12:10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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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7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15 15’ 

【子題】 

問題意識導向的

課綱實踐系統 

 

【主責單位】 

 瑩光教育協會 

【開場及論壇主題說明】 

主持人：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09:15-09:45 15’ 

【案例分享】 

主題：實踐分享(1)地方合作－在地人才培育與問題解決 

主持人：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發表人：盧亭妤校長/屏東縣富田國民小學 

與談人：歐靜瑜校長/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09:45-10:15 30’ 

【案例分享】 

主題：實踐分享(2)學校陪伴－學校文化轉變與專業實踐 

主持人：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發表人：黃碧惠校長/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與談人：歐靜瑜校長/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10:15-10:45 30’ 

【案例分享】 

主題：實踐分享(3)教師支持－教師網絡建立與終身學習 

主持人：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發表人：李倩鈺校長/臺東縣寶桑國民小學 

詹青蓉教師/宜蘭縣立礁溪國民中學 

與談人：歐靜瑜校長/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10:45-10:55 10’ 休息 

10:55-11:55 60’ 

【論壇】 

主題：課綱推動的迷思與轉變 

主持人：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與談人：歐靜瑜校長/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黃碧惠校長/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盧亭妤校長/屏東縣富田國民小學 

李倩鈺校長/臺東縣寶桑國民小學 

詹青蓉教師/宜蘭縣立礁溪國民中學 

11:55-12:10 15’ 

【綜合座談】 

主持人：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與談人：歐靜瑜校長/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黃碧惠校長/高雄市立林園高級中學 

盧亭妤校長/屏東縣富田國民小學 

李倩鈺校長/臺東縣寶桑國民小學 

詹青蓉教師/宜蘭縣立礁溪國民中學 

12:10-14:00 110’ 午餐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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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7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14:00-14:10 10’ 

【子題】 

素養評量命題面

面觀 

 

【主責單位】 

 新課綱推動專辦 

開場 

主持人：洪儷瑜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14:10-16:30 140’ 

【論壇】 

主題：素養評量命題面面觀 

主持人：洪儷瑜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與談人：任宗浩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余霖聘任督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謝政達處長/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 

李怡穎副執行長/財團法人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中心 

曾芬蘭副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

發展中心 

謝佩蓉主任/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與評量研究中心 

16:30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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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8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13:35 5’ 

【子題】 

素養教學評量與

學生學習風貌的

改變 

 

【主責單位】 

 全國教師會 

 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部國教署 

 夢的N次方 

引言開場 

主持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13:35-13:55 20’ 

專題演講 

主題：素養導向 

主持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主講人：陳思玎校長/新竹市關埔國民小學 

13:55-14:10 15’ 

【案例分享】 

主題：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主持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發表人：張茵倩校長/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民小學 

14:10-14:25 15’ 

【案例分享】 

主題：素養導向-教學實務 

主持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發表人：盧政良教師/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4:25-14:40 15’ 

【案例分享】 

主題：素養導向-評量設計 

主持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發表人：林莞如教師(退休)/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14:40-14:55 15’ 

【案例分享】 

主題：素養導向-教學資源 

主持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發表人：陳世文助理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 

14:55-15:15 20’ 

【Q&A】 

主持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與談人：盧政良教師/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林莞如教師(退休)/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陳世文助理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 

張茵倩校長/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民小學 

15:15-15:30 15’ 休息 

15:30-15:45 15’ 

【案例分享】 

主題：案例分享-基地班 

主持人：李雅菁副秘書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發表人：朱堯麟常務監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15:45-16:00 15’ 

【案例分享】 

主題：案例分享-夢N 

主持人：李雅菁副秘書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發表人：吳月鈴教師(退休)/宜蘭縣復興國民中學 

16:00-16:15 15’ 

【案例分享】 

主題：案例分享-基地學校 

主持人：李雅菁副秘書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發表人：蘇冬真教師/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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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8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16:15-16:30 15’ 

【Q&A】 

主持人：李雅菁副秘書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與談人：朱堯麟常務監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吳月鈴教師(退休)/宜蘭縣復興國民中學 

蘇冬真教師/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16:30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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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9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14:00-14:05 5’ 

【子題】 

學校教師學習與

社群網絡的經營 

 

【主責單位】 

 全國教師會 

 教育部國教署 

 夢的N次方 

引言開場 

14:05-14:30 25’ 

【主題演講】 

主題：國教署夢的N次方計畫 

主持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主講人：王政忠教師/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14:30-14:45 15’ 

【主題演講】 

主題：國教署活化計畫對於學校教師專業學習之支持 

主持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主講人：葉興華教授/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14:45-15:00 15’ 

【主題演講】 

主題：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主持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主講人：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15:00-15:15 15’ 

【主題演講】 

主題：「學校專業社群」（SPLC）社會網絡發展 

主持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主講人：鄭敬儀課程督學(退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5:15-15:40 25’ 

【Q&A】 

主持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王政忠教師/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葉興華教授/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何俊彥執行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鄭敬儀課程督學(退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5:40-16:00 20’ 休息 

16:00-16:15 15’ 

【案例分享】 

主題：夢N實踐家社群 

主持人：王政忠教師/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發表人：洪夢華教師(退休)/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16:15-16:30 15’ 

【案例分享】 

主題：案例分享-基地班 

主持人：王政忠教師/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發表人：姜宏尚主任/臺南市北門區三慈國民小學 

16:30-16:45 15’ 

【案例分享】 

主題：案例分享-活化計畫 

主持人：王政忠教師/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發表人：王靜媺主任/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16:45-17:00 15’ 

【案例分享】 

主題：案例分享-高中職 

主持人：王政忠教師/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發表人：陳科名主任/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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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9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17:00-17:25 25’ 

【Q&A】 

主持人：王政忠教師/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與談人：洪夢華教師(退休)/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姜宏尚主任/臺南市北門區三慈國民小學 

王靜媺主任/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陳科名主任/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17:25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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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10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14:00 30’ 

【子題】 

整全式學校課程

發展與支持系統

建構 

 

【主責單位】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題演講】 

主題：整全式學校課程發展理念 

主持人：李文富主任/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主講人：卯靜儒副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14:00-14:40 40’ 

【案例分享】 

主題：國家教育研究院基地學校課程發展分享 

主持人：李文富主任/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發表人：蔡依齡主任/新北市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陳渙鏘校長/花蓮縣立富源國民中學 

張云棻校長/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柯靜蓉主任/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潘玳玉教師/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李立泰校長/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4:40-14:50 10’ 休息 

14:50-16:30 100’ 

【論壇】 

主題：支持系統建構與發展座談 

主持人：洪詠善副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與談人：卯靜儒副院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宋修德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張素貞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林永豐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張堯卿教師/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16:30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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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11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30’ 

【子題】 

數位學習與教育

公平 

 

【主責單位】 

 均一平台教育基

金會 

【主題演講】 

主題：讓數位學習成數位新國家的助力 

主講人：呂冠緯董事長/財團法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09:30-11:00 90’ 

【論壇】 

主持人：李文富主任/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呂冠緯董事長/財團法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與談人：曾燦金局長/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吳明柱執行長/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 

江前緯/「Hahow好學校」創辦人 

11:00-11:20 20’ 休息 

11:20-12:30 70’ 

【座談】 

主持人：洪詠善副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呂冠緯董事長/財團法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與談人：潘文忠部長/教育部 

施克和副主任委員/國家發展委員會 

簡立峰/Google臺灣前董事總經理 

12:30-13:30 60’ 午餐暨休息 

13:30-14:30 60’ 

【閉幕式暨座談】 

貴賓：潘文忠部長/教育部 

主持人：林崇熙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共辦單位：(依姓氏筆劃排序) 

王政忠總召集人/夢的N次方教師自主專業成長社群 

呂冠緯董事長/財團法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侯俊良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洪詠善執行秘書/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 

彭富源署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謝國清常務監事/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藍偉瑩理事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瑩光教育協會 

顏慶祥副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14:30 -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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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報名相關事項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11月 30日（星期二）止。 

二、報名方式及相關說明：若須教師研習時數，即日起至止，至本院研習及活動

資訊網（https://workshop.naer.edu.tw/NAWeb/Services/wFrmNews.aspx）報

名，參與者將核發研習時數。 

玖、 備註 

一、聯絡人：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林宥彤小姐（02-7740-7253），E-mail：

eastbithem@mail.naer.edu.tw。 

二、請各校惠予參與人員公（差）假出席及課務排代。 

三、事後將由主辦單位統一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網站登錄研習時

數，全程參與者將給予研習時數 3小時。 

四、本院因應 COVID-19相關防疫措施如下： 

(一)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與會人員

無法於獨立空間與會時，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 

(二) 與會人員請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勤洗手、自備口罩、落實呼吸道衛

生與咳嗽禮節。 

五、本院保有調整或變更活動內容之決定權與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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