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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辦理 

109 年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依    據：教育部 109 年 4 月 10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90052392A 號函及「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辦理。 

二、補助機關：教育部 

三、招生對象：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二)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

師。 

(三) 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資格之該科

外籍之在職教師。 

四、招生人數：不足 25 人取消開班，以 40 人為滿班原則。 

五、報名方式： 

請符合資格之教師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線上報名

後，再將合格教師證影本、在職證明或現聘書影本依以下方式擇一繳交，請在文件備註報名之課程

名稱，俾利核對： 

1. 現場繳交：每週一至週日早上8時至下午5時30分，親自(或委託人)至本校進修推廣部一樓

R104辦公室繳交 

2. 傳真：(04)2218-3250，如傳真資料模糊，可能需請您重送文件 

3. 郵寄：403臺中市西區民生路227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信封請註明報名專長增

能學分班】 

4. 電子郵件：kao0114@mail.ntcu.edu.tw 高小姐 

六、錄取方式： 

(一) 各課程依線上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每班人數不超過40名。 

(二) 報名截止次日，本校統一以Email及手機簡訊通知開課訊息，詳請至本校進修推廣部網站「最新

消息」查詢錄取名單，網址 http://www.ice.net.tw。 

七、課程名稱及時間：(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日期 時間 地點 時數 課 程 簡 介 

教育議題 

【2840651】 

林政逸 7/15(三) 

至

7/21(二) 

7/15(三) 

08:10-12:00 

13:00-17:00 

7/16(四)至

7/21(二) 

08:10-12:00 

13:00-16:00 

英才校區

410 

36 引導中小學教師認識我國 12 年國教課綱

19 項議題: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

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

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

教育等。期望教師在教學時能配合時代與社

會趨勢，將 19 項議題融入學習領域之中，

讓知識能和生活經驗連結，以培養學生面對

實際生活的知識與能力。課程採多元方式進

行，包含教師講授、指定閱讀、影片賞析與

探討、世界咖啡館討論以及校外參訪等。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mailto:kao0114@mail.ntcu.edu.tw
http://www.ice.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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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日期 時間 地點 時數 課 程 簡 介 

新住民子女教

育與 AI 電腦

遊戲教學初探 

【2841345】 

顏佩如、

顏弘志、

鄭瑞娟、

施淑棉 

7/20(一) 

至 

7/23(四) 

8:00-12:00 

12:30-17:30 

民生校區

求真樓 

K401 

K303A 

36 希望國小教師能根據我國新住民(中國大陸

與東南亞)的文化與教育，用體驗Google AI

電腦遊戲，促進國小學生學習動機的教學，

提升新住民子女學習的動能。 

臺語教師增能

學分班 

【2841407】 

駱嘉鵬 7/20(一) 

至

7/24(五) 

7/20(一) 

08:10-12:00 

13:30-17:00 

7/21(二)至

7/24(五) 

09:10-12:00 

13:30-17:00 

民生校區

忠毅樓

M103 

36 以教學網站與學術論文分享，能兼顧理論與

實務，並有利於課後進修與互動。透過華臺

語語音、詞彙和語法的比較，使研習教師精

確掌握臺語的特質和國小本土語言教學要

點，提升教師乃至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增

進本土語言的基本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

虛擬實境(VR)

製作與教學 

【2841371】 

顏佩如、

顏弘志 

7/25(六) 

至

7/28(二) 

8:00-12:00 

12:30-17:30 

民生校區

求真樓 

K702 

K303A 

36 增進各階段在職教師、儲備教師與師資生教

育專業與精進教學，發展多元文化教育虛擬

實境(VR)教材製作與教學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與教材發展，並安排多元文化美食分組

DIY 活動，及參訪國立科學博物館。 

學生安全健康

上網與科展探

究 

【2841391】 

顏弘志、

顏佩如 

7/30(四) 

至 

8/2(日) 

8:00-12:00 

12:30-17:30 

民生校區

求真樓 

K702 

K303A 

36 增進教師教育專業與精進教學，學習學生安

全健康上網的相關教學重點，並利用科學探

究教學與科展製作，教授學生藉由科學探究

學習學生安全健康上網，使兒童了解學生安

全健康上網的重要性，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

十二年國教素養教學的發展，以教導學童科

學探究精神與科展研究設計的能力。 

越南語與文化

電子書製作 

【2841402】 

顏佩如、

賴 氏 美

玲、阮氏

蕾、譚翠

玉、顏弘

志 

8/4(二) 

至 

8/7(五) 

8:00-12:00 

12:30-17:30 

民生校區

求真樓 

K702 

K303A 

36 增進教師對於十二年課綱領綱與越南語的

認識，配合教育部行動學習的推廣，提供在

職師資學習數位教材與製作，增進在職教師

教育專業與精進教學，運用越南語與

PowToon 卡通製作與教學以及美食與手工

藝製作，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海洋教育與科

學玩具教學 

【2841405】 

顏佩如、

顏弘志 

8/9(日) 

至

8/12(三) 

8:00-12:00 

12:30-17:30 

民生校區

求真樓 

K702 

K303A 

36 本課程希望提供教師發展海洋教育重大議

題的實踐教學，增進教師教育專業與精進教

學，運用海洋教育主題之科學玩具製作，發

展海洋教育科學手作，以及綠色美食與海洋

貝殼珠手工藝製作，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性別教育 

【2841409】 

林政逸 8/10(一) 

至

8/14(五) 

8/10(一) 

08:10-12:00  

13:00-17:00 

8/11(二)至

8/14(五) 

08:10-12:00 

13:00-16:00 

英才校區

R410 

36 本課程透過思考社會中性別角色與性別刻

板印象，探討性別角色社會化之歷程，進而

瞭解社會、文化、家庭及工作場所是否有性

別不平等之現況，課程中並以時事、案例、

影片、圖片等作為實例，引導中小學教師思

考，探討如何建立和諧性別社會 

生命教育 

【2841413】 

陳易芬與

生命教育

教師群 

8/19(三) 

至

8/26(三) 

09:00-12:00 

13:30-16:30 

民生校區

求真樓

K501 

36 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帶領學員認識生命教

育的基本理論、內涵與瞭解生命的本質，省

思自己對生命的看法，藉由思辨與反省，以

平等的角度看待不同的生命，尊重生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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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日期 時間 地點 時數 課 程 簡 介 

而提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授課方式多樣

化，以講解、體驗活動、心得感想分享、討

論、影片賞析、閱讀、反省札記進行。 

八、課程管理與留意事項： 

(一) 每一課程每日簽到2次（上、下午簽到），請依規定向帶班工讀生簽到。如有不可抗之因素需請

假，請向工讀生索取二聯式假單填寫，並予授課老師簽名後，即完成請假程序。 

(二) 課程修習2學分計36小時，學員缺席未達上課時數三分之一(不得超過11小時)且成績及格並經

考評及格，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 帶班工讀生會協助訂便當，如有需要請備妥小額零錢，於上午簽到時向工讀生訂購與繳費。 

九、收費標準：學分費由教育部全額補助，惟代辦性質之費用（如書籍費及材料費）需請自付。 

十、汽機車停放與收費標準： 

(一) 汽車： 

1. 上課地點如在民生校區，請由本校民生校區正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駛入，告知校

警為推廣部課程學員，由校警收取每次停車50元。 

2. 上課地點如在英才校區，請先至英才校區正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227號)告知校警為推廣

部課程學員，由校警收取每次停車50元，再依指示停放地下停車場，離場時校警依監視

器畫面開啟柵欄。 

(二) 機車、腳踏車請停放在校內或校外規劃之停車處。 

十一、附則： 

(一) 本課程僅提供教師專長增能使用，不得辦理抵免及作為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專業學分採計

之用。 

(二) 繳交之文件與課程簽到，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不核給時數亦請自負法律責任。 

(三) 上課日如遇颱風、豪雨或其它天災疫情，是否上課請依臺中市政府公告辦理，而停課日之

課程，擇期補課。 

(四) 防疫期間，入班前需測量額溫，並請配戴口罩上課。每一課程備有酒精供消毒。 

(五) 如對於課程有相關疑問，請來電或來信詢問本案承辦人 高小姐，電話(04)2218-3256、

kao0114@mail.ntcu.edu.tw。 

mailto:kao0114@mail.nt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