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學年度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 
輔導團培力共識營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 6 月 17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63797 號-「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定探究與實作課程相關教材研發及教師增能活動計畫」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8 學年度新課綱推動重要工作計畫 
三、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 108 學年度新課綱推動重要工作計畫 
 
 

貳、 目標 

考量新課綱的推動、素養導向課程及評量的發展與推動、自然科學及社會領域的探究與實

作課程發展及共備社群的經營，都需要核心人力的持續投入。透過輔導團的培力共識營，

凝聚學科輔導團及探究與實作輔導團的共識，提升團員的基本能力，以作為提供學校支持

之所需。 

 
 

參、 課程規劃 

一、時間：109/7/27（一）～7/30（四），每天 0850-1200（0850-1020、1030-1200）、1320-
1630（1320-1450、1500-1630）。 

二、地點：忠明高中圖書館一樓閱覽室（暫訂） 
三、進行方式：分成兩梯次進行 

（一） 第一梯次：學科輔導團培力共識營 
1. 日期：109/7/27（一）～7/28（二）。 
2. 參加人員：109 學年高中學科輔導團團員及協作夥伴，預計 40 人。 
3. 講師/協作：藍偉瑩老師/待聘。 

（二） 第二梯次：探究與實作輔導團培力共識營 
1. 日期：109/7/29（三）～7/30（四）。 
2. 參加人員：109 學年高中學科輔導團-探究與實作團員及協作夥伴，預計 30

人。 
3. 講師/協作：藍偉瑩老師/待聘。 

四、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中港高中）、學科輔導團

（新社高中）、群科輔導團（臺中家商） 
（三） 協辦單位：忠明高中 
 



五、課程規劃表： 
（一） 第一梯次：學科輔導團培力共識營 

 

 
（二） 第二梯次：探究與實作輔導團培力共識營 

 

日期：109/7/27（一） 
時間 主題 講師/團隊 備註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工作團隊 

忠明高中 
圖書館 

一樓閱覽室 

0850-1020 總綱導讀與轉化 講師：藍偉瑩老師（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030-1200 領綱解構與學科思維 

1200-1320 午餐 輔導團工作團隊 

1320-1450 
領域課程的學科本質與

課程地圖 

講師：藍偉瑩老師（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500-1630 跨領域課程設計的關鍵 

1630～ 賦歸 輔導團工作團隊  

日期：109/7/28（二） 
時間 主題 講師/團隊 備註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工作團隊 

忠明高中 
圖書館 

一樓閱覽室 

0850-1020 
SDGs 議題融入課程設

計模組 
講師：藍偉瑩老師（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030-1200 
問題本位的專題課程設

計模組 
1200-1320 午餐 輔導團工作團隊 
1320-1450 提問設計的關鍵 講師：藍偉瑩老師（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500-1630 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 
1630～ 賦歸 輔導團工作團隊  

日期：109/7/29（三） 
時間 主題 講師/團隊 備註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工作團隊 

忠明高中 
圖書館 

一樓閱覽室 

0850-1020 自然領域課程綱要導讀 講師：藍偉瑩老師 
   （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030-1200 深解探究與實作課程指標 

1200-1320 午餐 輔導團工作團隊 
1320-1450 論證與建模的理論與實務 講師：藍偉瑩老師 

   （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500-1630 評量與試題的理論與實施 

1630～ 賦歸 輔導團工作團隊  



 
 

 

 

 
  

日期：109/7/30（四） 
時間 主題 講師/團隊 備註 

0830-0850 報到 輔導團工作團隊 

忠明高中 
圖書館 

一樓閱覽室 

0850-1020 
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的關

鍵 
講師：藍偉瑩老師 
   （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030-1200 「發現問題」引導的技巧 

1200-1320 午餐 輔導團工作團隊 

1320-1450 
探究與實作課程的學習與

評量 
講師：藍偉瑩老師 
   （瑩光教育協會） 
助理講師：待聘 1500-1630 以世界為文本的探究歷程 

1630～ 賦歸 輔導團工作團隊  



編序 姓名 任教學校 任教科目 身份

1 林鈺婷 豐原高中 自然領域/生物 協作夥伴教師（應輔導員之邀請參加本次培力共識營）

2 彭怡文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語文領域/國文 協作夥伴教師（應輔導員之邀請參加本次培力共識營）

3 李明融 台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國文 協作夥伴教師（應輔導員之邀請參加本次培力共識營）

4 歐俞君 臺中市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語文領域/國文 協作夥伴教師（應輔導員之邀請參加本次培力共識營）

5 陳永婕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藝術領域/美術 南投縣精進高中專案助理

6 張正宜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 社會領域/歷史 南投縣輔導團,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課程督學

7 林靜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語文領域/國文 苗栗縣輔導團

8 周惠如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 語文領域/英文 雲林縣輔導團

9 林心怡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 語文領域/英文 雲林縣輔導團

10 劉重佐 雲林縣永年高級中學 語文領域/國文 雲林縣輔導團

11 張珮茹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自然領域/化學 新竹市輔導團

12 李宥婕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語文領域/國文 彰化縣輔導團

13 鄭仰哲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自然領域/物理 臺中市群科輔導團

14 林文中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自然領域/化學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15 陳孟男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自然領域/化學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16 賴怡君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自然領域/生物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17 鄭可萱 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自然領域/地球科學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18 許翠珍 台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 自然領域/物理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19 李文石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自然領域/物理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20 許祐鵬 臺中市立新社高中 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21 施佳慧 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語文領域/國文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22 陳光鴻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數學領域/數學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23 羅中萬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 自然領域/生物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協作夥伴教師

24 陳文科 新竹縣政府 社會領域/歷史 課程督學

25 許文瑄 桃園市立大溪高級中等學校 社會領域/歷史 學科中心研究教師

26 郭麗明 暨大附中 社會領域/歷史 學科中心研究教師

27 蔡智惠 國立竹東高中 社會領域/歷史 學科中心研究教師, 新竹市輔導團

28 紀志聰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數學領域/數學 學科中心研究教師, 嘉義縣課督

29 陳一隆 台中市立台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社會領域/歷史 學科中心研究教師,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30 曾久芳 台中市立西苑高中 綜合領域/生涯規劃 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31 卓佩穎 臺中市惠文高級中學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32 王晉修 台中市立東山高中 語文領域/國文 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33 廖釗君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藝術領域/音樂 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臺中市學科輔導團輔導員

109學年度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中心  學科輔導團  培力共識營

時間：109.07.27(一)～28(二)    地點：忠明高中，圖書館一樓閱覽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