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補強課程模組研發與應用推廣計畫
高級中等學校補強課程模組研發成果分享研習簡章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 4 月 26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34135 號
函。
貳、 研習目的
一、藉由成果分享說明課程模組概念與實務效益，並推廣本計畫所研發之
國英數補強課程模組。
二、邀請各類型高中學校教師參與試行補強課程模組，鼓勵能夠進一步規
劃回應學生學習需求的模組化補強課程。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肆、 研習對象
一、申請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補助」學校之承
辦人、授課教師。
二、對本研習主題有興趣之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國英數為優先)。
伍、 研習資訊
一、時間：109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二、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210 展覽廳、教育學院
大樓 310、312、315 教室。
三、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課程代碼：2753259。全
程參與研習者將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

四、名單公告：因分科教室限制，國英數各錄取 30 名為原則。經本中心
確認後，名單將於 109 年 2 月 4 日(二)前公告至中心網站
(http://www.cere.ntnu.edu.tw/)。

五、研習人員請於 109 年 2 月 6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至 10 時至研習會場
完成報到，各課程遲到逾 10 分鐘以上視同未出席該課程。
六、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並多加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七、連絡人：本中心莊幸諺助理，02-7734-3644，trico@ntnu.edu.tw。
八、研習課程表：
時間

主題

主講/主持人

綜合大樓
210 展覽廳

報到

09：30-10：00

計畫說明

10：00-10：50

學生學習扶助行政運作

(50min)

綜合大樓

甄曉蘭教授

210 展覽廳

思維與實施策略

10：50-11：10

場地

換場移動至教育學院大樓分組教室

(一)國文科
時間

主題

國文科
教育學院大樓 310 教室

11：10-12：00

補強課程模組規劃理念
與設計架構

陳美芳教授

(50min)
12：00-13：00

午餐

1305-1325 記敘文(一)
張素靜(臺北市木柵高工)

13：00-15：00
(120min)

補強課程模組設計案例
與實施經驗分享(一)

柯貞伊(國立花蓮高工)
賴士鈞(國立花蓮高商)
1325-1345 記敘文(二)
許碧惠(臺北市大里高中)
余素梅(國立玉里高中)
1345-1405 抒情文(一)
林淑芬(臺北市大安高工)
陳唎㖿(臺中市弘文高中)
杜至善(臺北市東方工商)
1405-1425 抒情文(二)
顏嘉儀(高雄市楠梓高中)
張沛雯(高雄市高雄高工)
邱湘茵(國立南科實中)
1425-1445 議論文(一)
葉淑芬(臺北市永春高中)
張秀玫(基隆市聖心高中)

魯和鳳(基隆市聖心高中)
1445-1500 綜合討論

15：10-16：30
(80min)

補強課程模組設計案例
與實施經驗分享(二)

1510-1530 說明文(一)
黃學文(高雄市中正高工)
李依蓉(高雄市中山工商)
張儷禛(國立嘉義高中)
1530-1550 說明文(二)
葉淑芬(臺北市永春高中)
劉佳宜(臺北市永春高中)
1550-1610 應用文(一)
葉淑芬(臺北市永春高中)
劉佳宜(臺北市永春高中)
1610-1630 應用文(二)
黃學文(高雄市中正高工)
李依蓉(高雄市中山工商)
張儷禛(國立嘉義高中)

綜合座談

陳美芳教授

時間

主題

英文科
教育學院大樓 312 教室

11：10-12：00

補強課程模組規劃理念
與設計架構

葉錫南教授

16：35-17：00

(二)英文科

(50min)

午餐

12：00-13：00

1300-1330 自然拼讀法及字義辨認
周紅英(新北市金陵女中)
13：00-14：30 補強課程模組設計案例 1330-1400 字彙學習策略
(90min)
與實施經驗分享(一)
陳秋如(國立基隆海事)
1400-1430 國中英文基礎句型
李壹明(臺北市中正高中)
1445-1515 閱讀策略單元模組
吳憶妃(臺北市華江高中
14：45-16：15
(90min)

16：20-17：00

補強課程模組設計案例 1515-1545 故事閱讀
與實施經驗分享(二)
蔡宛臻(臺北市文德女中)
1545-1615 不同文本結構的聽力教學
林雅琪(高雄市林園高中)
綜合座談

葉錫南教授

(三)數學科
時間

主題

數學科
教育學院大樓 315 教室

11：10-12：00

補強課程模組規劃理念
與設計架構

曹博盛教授

(50min)

午餐

12：00-13：00

1305-1325 排列組合
林俊男(臺中市新社高中)
1325-1345 多項式
干惠藍(新北市金陵女中)
13：00-14：30

(90min)

補強課程模組設計案例
與實施經驗分享(一)

徐申立(新北市金陵女中)
1345-1405 數據分析
柯麗妃(高雄市文山高中)
1405-1425 操作式數列與級數教學
史美奐(臺北市成淵高中)
汪雅芬(臺北市成淵高中)
1445-1505 數列與級數
方瑗蔆(臺中市新民高中)
1505-1525 三角測量
方瑗蔆(臺中市新民高中)

14：45-16：25
(95min)

補強課程模組設計案例
與實施經驗分享(二)

1525-1545 坐標系與函數圖形
陳亮君(臺北市大安高工)
羅瑞昌(臺北市大安高工)
1545-1605 三角函數
馬雅筠(臺北市大安高工)
1605-1625 斜率與直線方程式
劉裕泉(臺中市臺中家商)

16：25-17：00

綜合座談

曹博盛教授

陸、 交通資訊
一、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
二、 捷運：
1.

古亭站：中和新蘆線、松山新店線「古亭站」5 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直行
約8 分鐘即可到達。

2.

臺電大樓站：松山新店線「臺電大樓站」3 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行約8 分
鐘即可到達。

三、 公車：搭乘和平幹線(15)、18、235、237、278、295、662、663、672、復興幹
線(74) 、907 至「師大站」或「師大綜合大樓站」
。
四、 開車(停車費須自理)：
1. 中山高：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圖書
館校區。
2. 北二高：
(1) 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圖書
館校區。
(2)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
師大圖書館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