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教育部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當我們同在異起-中小學前導學校聯合研討會」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年 12 月 7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48425B 號令修正「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辦理。 

二、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 日臺教授國部字號 1110018868 號函修正之「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辦理。 

2、 目的： 

1、 藉由小學至高中前導學校的交流，增進不同教育階段教師對學生學習經驗的整體理

解。 

2、 經由跨教育階段的課程發展與實踐案例研討，促進十二年國教課程的銜接性，奠基未

來課綱實施的根基。 

3、 透過多元模式參與，促進跨域的專業對話，激勵教學典範學習，達到自發、互動、共

好之精神。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教育研究院。 

2、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3、 承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新北市立北大高中、臺中市立大甲高中、高雄市

立獅甲國中、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新竹市關埔國小。 

4、 協辦單位：中小學前導學校。 

4、 辦理內容： 

一、活動時間： 

1. 實體：112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08:30-17:40(08:30-08:50為報到時間)。 

2. 線上：112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08:40-17:40(08:40-09:00為報到時間) 

二、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三、活動對象： 

    (一)4/22(星期六)邀請全國各公私立高中、國中小教師、家長及民間團體、各縣市教

育局處人員，本次活動以教師優先錄取，實體活動報名人數上限為 300 人。 



    (二)4/23(星期日) 邀請全國各公私立高中、國中小教師、家長及民間團體、各縣市教

育局處人員，本次活動以教師優先錄取，線上活動報名人數上限為 500 人。 

四、活動流程：請參見附件一。 

5、 報名方式：線上網路報名 

一、報名網址： 

1. 4/22實體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aXfpmt9UyWXZBFBb7 

2. 4/23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rCVT18wnXDV282KU7 

(相關報名問題請洽詢 

國中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導總計畫李小姐 br.l@mail.ntue.edu.tw 

高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導總計畫葉小姐 chinghan@gapps.ntnu.edu.tw)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年 4月 6日(星期四)中午 12:00前(逾時不候)。 

6、 經費來源： 

一、本案所需經費由各校之前導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二、參加人員請予以公(差)假並惠予課務排代。 

7、 研習時數：該場活動將會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天分上午場、下午場，第二天分上午場、

下午場。有全程參與該場次之參與者，每場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 

提醒：兩天的活動，每個階段將在開始與結束皆會提供表單連結進行簽到與簽退，皆須

完成簽到與簽退才會核發研習時數。 

8、 交通資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請師長們多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1、 捷運： 

● 捷運古亭站：中和新蘆線〈橘線〉、松山新店線〈綠線〉於『古亭站』五號出口直

行約八分鐘即可到達。 

● 捷運台電大樓站：松山新店線〈綠線〉於『台電大樓站』三號出口，師大路直行約

十分鐘即可到達。 

● 捷運東門站：淡水信義線〈紅線〉、中和新蘆線〈橘線〉於『東門站』五號出口，

麗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即可到達。 

2、 公車： 

● 和平幹線(原 15)、18、復興幹線(原 74)、235、237、254、278、295、662、663、

https://forms.gle/aXfpmt9UyWXZBFBb7
https://forms.gle/rCVT18wnXDV282KU7
mailto:br.l@mail.ntue.edu.tw
about:blank


672、907、0南在「師大站」或「師大綜合大樓」下車。 

● 0東、0 南、20、22、38、204、1503、信義幹線在「信義永康街口(捷運東門站)」

下車，麗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即可到達。 

9、 本案聯絡人： 

國中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導總計畫李小姐 br.l@mail.ntue.edu.tw 

高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導總計畫葉小姐 chinghan@gapps.ntnu.edu.tw

mailto:br.l@mail.ntue.edu.tw
about:blank


111學年度教育部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當我們同在異起-中小學前導學校聯合研討會」Day1 活動流程 

時間：112年 4月 22日(星期六)08:50~17:4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實體舉辦)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零 
08:30 

08:50 
報到 中小學前導工作團隊  

壹 
08:50 

09:10 
開幕式&長官致詞 

教育部長官 
 

中場休息 

貳 
09:20 

10:20 

Symposium： 

課綱的反思與未來 

教育想像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佩英教授 

與談人： 

教育部 林明裕政務次長(暫定) 

親子天下雜誌 何琦瑜執行長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李惠銘退休校長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教育好夥伴」節目 胡雨珊主持人  

 

中場休息 

參 
10:20 

11:40 

課程與 

教學領導 
校長場 

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 林明地教授 

與談人：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江惠真校長 

苗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 湯秀琴校長 

 

附件一 

https://shlps.ylc.edu.tw/


雲林縣立下崙國民小學 黃淑玲校長 

主任場 

主持人： 

國立東華大學 白亦方教授(退休) 

與談人：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 林怡君主任 

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林上智主任  

新北市立海山國民小學 陳一君主任 

實務分享(I) 

校本課程與評

鑑 

A場次 

主持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國楨教授 

與談人： 

高中教案徵選獲獎學校 

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邵治家主任 

基隆市立仁愛國民小學 彭麗琦校長 
 

B場次 

主持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黃嘉雄教授(退休) 

與談人： 

高中教案徵選獲獎學校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趙彩杏主任 

澎湖縣立龍門國民小學 鄭文健校長 

 

 

 

學術研究 

主持人：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潘慧玲特聘教授 

與談人： 

國立暨南大學 陳文彥教授 

 

https://shlps.ylc.edu.tw/
http://www.ycjh.hlc.edu.tw/
http://www.ycjh.hlc.edu.tw/
http://www.ycjh.hlc.edu.tw/
http://www.ycjh.hlc.edu.tw/


 

 

國家教育研究院 李文富副研究員 

發表人：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 范信賢退休研究員 

主題：國中小中區前導學校校訂課程發展之個案探究 

二、國立臺北大學 吳璧純教授 

主題：國中小北區前導學校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系統觀與實踐情形 

三、國家教育研究院 洪詠善研究員 

主題：高中自主學習實踐與學生迴響的跨案例研究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玉娟教授 

主題：108課綱下高中校長課程領導運作之研究 

中場休息 

肆 
11:50 

12:20 

前導電影院(I) 

展翅飛翔(校訂課程與課程

領導) 

主持人： 

花蓮縣課程發展中心 連安青老師 

映後與談人： 

高雄市苓雅國民中學 黃思齊主任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中午休息時間 

伍 
13:30 

15:30 
經典課程再現 自主學習 

主持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洪雯柔教授 

與談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佳琪教授 

發表人： 

一、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姚政男老師 

 主題：自主學習 

 



二、台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蔡馨嬅主任 

 主題：自我領導 

三、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 顧翠琴老師、林淑均老師 

 主題：自主學習在深美 

探究實作 

主持人： 

國立東華大學 劉唯玉教授 

與談人： 

國立清華大學 王為國教授 

發表人： 

一、國立清華大學附小 李佳蓮主任、黃珮貞主任、柯建盛組長 

 主題：探索實踐 

二、澎湖縣立白沙國民中學 許宸安老師 

 主題：文創白沙：銀合歡創作體驗 

三、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許瀚元老師 

 主題：自然探究與實作 

專題研究 

主持人：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張景媛教授 

與談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吳靖國教授 

發表人： 

一、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蕭唯善老師 

 主題：公民：一場思辨之旅 

二、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 莊士賢主任、黃宛婕老師 

 主題：專題探究 

https://sites.google.com/gm.kl.edu.tw/smpskindergarten/%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gm.kl.edu.tw/smpskindergarten/%E9%A6%96%E9%A0%81
https://yushan.site.nthu.edu.tw/p/412-1518-17603.php?Lang=zh-tw
https://yushan.site.nthu.edu.tw/p/412-1518-17603.php?Lang=zh-tw
https://yushan.site.nthu.edu.tw/p/412-1518-17603.php?Lang=zh-tw
https://yushan.site.nthu.edu.tw/p/412-1518-17603.php?Lang=zh-tw
https://edu.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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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謝瑩臻老師 

 主題：自由研究 

SDGs／ 

國際教育 

主持人： 

國立屏東大學 李雅婷教授 

與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 王瑞壎教授 

發表人： 

一、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林華峰老師 

 主題：文化走讀：最好的味覺禮物 

二、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民中學 陳佩君老師 

 主題：從在地出發的國際教育 

三、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吳縉雯老師、周明麗老師 

 主題：閱心動、悅行動：從 SGGS到 SDGs 

中場休息 

陸 
15:40 

17:40 

我的學習 

我來說 
自主學習 

主持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洪雯柔教授 

與談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王佳琪教授 

發表人： 

一、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劉姸廷同學 

 主題：自主學習_溫控浴缸 

二、台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 陳瑢同學 

 主題：自我領導 

三、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 王丞博同學、 蘇彤衣同學 

 

https://sites.google.com/gm.kl.edu.tw/smpskindergarten/%E9%A6%96%E9%A0%81


 主題：自主學習在深美 

探究實作 

主持人： 

國立東華大學 劉唯玉教授 

與談人： 

國立清華大學 王為國教授 

發表人： 

一、國立清華大學附小 謝維恩同學、趙偉竣同學 

 主題：探索實踐 

二、澎湖縣立白沙國民中學 鄭丞淯同學、歐少傑同學 

 主題：文創白沙：銀合歡創作體驗 

三、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 李旻芸同學、呂睿宏同學 

 主題：自然探究與實作 

專題研究 

主持人：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張景媛教授 

與談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吳靖國教授 

發表人： 

一、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彭成愷同學、朱宇同學、廖健

瑜同學、何宜臻同學、曾可涵同學、張茗昀同學 

 主題：公民：一場思辨之旅 

二、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 吳婕熙同學、曾彩宜同學 

 主題：專題探究 

三、國立屏東大學附小 何宜芸同學、許瑋庭同學、吳翊綺同學 

 主題：自由研究 

https://yushan.site.nthu.edu.tw/p/412-1518-17603.php?Lang=zh-tw
https://yushan.site.nthu.edu.tw/p/412-1518-17603.php?Lang=zh-tw
https://edu.ntou.edu.tw/
https://edu.ntou.edu.tw/
https://edu.ntou.edu.tw/


SDGs或 

國際教育 

主持人： 

國立屏東大學 李雅婷教授 

與談人： 

國立嘉義大學 王瑞壎教授 

發表人： 

一、國立東華大學附小 李慕仁同學、黃姿瑄同學 

 主題：文化走讀：最好的味覺禮物 

二、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民中學 紀心媮 Claire同學、賴樂茜 

Joy同學、鄭子匯 Heidi同學 

 主題：從在地出發的國際教育 

三、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林品頤同學、程予佳同學、

鄭芸昕同學、賴姸蓁同學、蘇于庭同學 

 主題：閱心動、悅行動：從 SGGS到 SDGs 

 

 

 

 

 

 

 



111學年度教育部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當我們同在異起-中小學前導學校聯合研討會」 Day2活動流程 

時間：112年 4月 23日(星期日)09:00~17:4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線上舉辦) 

序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零 
08:40 

09:00 
線上報到 中小學前導工作團隊 

 

壹 
09:00 

09:40 

前導電影院(II) 

前導先行者的心路歷程:課程

教學的故事(素養教學與評量) 

主持人： 

臺東縣立龍田國小 施琇瑩退休校長 

映後與談人：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王偉忠主任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李若瑛老師 

 

中場休息  

貳 
09:50 

11:20 
跨領域對談 

藍鵲場 

主持人：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許麗娟副署長 

學校代表： 

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 陳思玎校長、李怡穎主任 

跨界代表： 

關埔建築師 黃聲遠建築師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謝尚賢教授  

 

黑熊場 

主持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周淑卿教授  

學校代表：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 胡智翔校長、吳東展主任 

 

https://www.k12ea.gov.tw/
https://www.k12ea.gov.tw/
https://www.k12ea.gov.tw/
https://www.gpps.hc.edu.tw/nss/p/index


跨界代表： 

羅山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 馮心憲理事長  

地方文史專家 張振岳先生 

   

梅花鹿

場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居澤教授 

學校代表： 

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林世倡校長、張佳鈴主任、陳逸群老師  

跨界代表： 

88童軍團 陳禎銘老師 

 

雲豹場 

主持人：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戴淑芬副署長 

學校代表：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施雅慧校長、朱肇維主任 

跨界代表： 

三角湧文史自然環境工作室 林烱任老師 

天芳茶行 黃耀寬先生 

智紳數位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張智傑總監 

 

水鹿場 

主持人： 

臺東縣均一國際教育實踐高級中等學校 汪履維榮譽副總校長 

學校代表：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蘇淵泉校長、陳琬婷主任 

跨界代表： 

香林薇菈民宿創辦人 溫智隆先生 

阿里山青年大使協會 林志庭顧問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文化資產科 林君徽科長 

 



中場休息  

参 
11:30 

12:10 

前導電影院(III) 

前導的蛻變與新生：深化創新

的進行式(課程評鑑) 

主持人： 

高雄市教育局課諮中心 彭薏芬老師 

映後與談人： 

基隆市中正區正濱國民小學 王佩蘭校長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學 林怡君主任 

 

中午休息時間  

肆 
13:20 

14:50 

實務 

分享

(II) 

素養導向課

程、教學與

評量 

自然 

領域 

主持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段曉林教授 

與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哲迪副研究員 

發表人： 

臺中市立德化國民小學 王建仁主任 

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 吳鍇瑩老師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 劉承玨老師 

 

社會 

領域 

主持人：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陳麗華教授 

與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秀嫚教授 

發表人： 

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邱家偉老師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陳盈如老師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連珮瑩主任 

 

 



從學生學習

的理解到課

程教學革新 

小學 

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 林永豐教授 

與談人：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偉文教授 

發表人： 

苗栗縣大湖鄉南湖國民小學 邱慧玲校長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 蔡雅芬主任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 林佩玟主任 

 

國中 

主持人： 

國立清華大學 陳美如教授 

與談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林佳慧教授 

發表人： 

雲林縣立西螺國民中學 陳柏甫主任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賴文宗校長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溫春琳老師 

 

    高中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任宗浩研究員 

與談人： 

國立臺灣大學  洪承宇教授 

發表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陳和寬主任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李翔主任 

臺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 翟家甫主任 

 

中場休息 

https://nanhues.mlc.edu.tw/WebLink/Page.php?ID=37
https://www.mdes.tp.edu.tw/nss/main/freeze/5a9759adef37531ea27bf1b0/ndPGzzd3333/635c67cdb150840e50332045


伍 
15:00 

16:20 

Panel：地方課綱推動與 

政策支持 

主持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鍾蔚起教授 

與談人： 

基隆市、臺北市、臺中市、高雄市 教育局處代表 

 

陸 
16:20 

17:40 
閉幕式、總結 中小學前導學校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區長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