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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群組中心學校聯盟第六群組 

各領域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工作坊（項次 2-1-6）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

品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為落實國中各校課程領導人專業成長及教師素養導向教學，桃園市組織國中

群組中心學校聯盟，透過國教輔導團、大聯盟、六個群組(小聯盟)及教務工

作圈之間橫向及縱向連結運作，凝聚共識整合資源，強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理念及內涵。 

(二)配合桃園市教育政策目標，系統性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精進研習主題，有效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表現。 

三、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重要政策議題融入教學，研擬可行策略方案。 

(二)整合教育部及教育局相關資源，有效協助各校教師活化及創新教學。 

(三)辦理群組領域教師精進課堂教學專業知能成長研習，提昇教學成效。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召集學校)。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副召集學校)、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桃園市富岡立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瑞原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國中部、桃園市立瑞坪國

民中學、桃園市立凌雲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桃園市大華高級

中等學校國中部、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桃園市漢英高級中等學

校國中部等 13校。 

五、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09年 8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共 9場次。 

(二)地點：本群組承辦學校及協辦學校。 

六、參加對象及人數 

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增能工作坊：本群組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自然

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科技領域教師，共 550人次。 

七、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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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表 

項次 領域 時間 地點 講師 人數 備註 

1 
國語

文 

109.11.17(二) 

13:30-17:30 

武漢

國中 

講師 龍潭國中黃秋琴 
88 

分組

授課 助教 經國國中駱月女 

2 
英語

文 

109.11.09(一)

13:30-17:30 

石門

國中 

講師 楊明國中李侑芯 
64 

分組

授課 助教 楊明國中曾琦芳 

3 數學 
109.10.29(四) 

13:30-17:30 

瑞坪

國中 

講師 山腳國中謝熹鈐 
64 

分組

授課 助教 大有國中陳欣怡 

4 社會 
109.10.15(四) 

13:30-17:30 

凌雲

國中 

講師 福豐國中王靜新 

64 

3科

分組

授課 助教 
武漢國中何家儀

龍興國中周美志 

5 
自然

科學 

109.11.20(五) 

13:30-17:30 

楊梅

國中 

講師 東興國中謝豐任 

64 

3科

分組

授課 助教 
平鎮國中高錦松 

仁和國中紀貫騰 

6 藝術 
109.10.29(四) 

8:30-12:30 

楊光

國中

小 

講師 幸福國中許珮恩 

56 

3科

分組

授課 

(助

教每

人 2

節) 

助教 

青溪國中陳怡婷 

楊明國中張素菁 

南崁國中潘玟箮 

仁美國中陳瑾 

7 
綜合

活動 

109.12.22(二) 

8:30-12:30 

楊明

國中 

講師 大溪國中韓美瑛 

52 

3科

分組

授課 助教 
桃園國中羅麗萍

青溪國中廖令珍 

8 

健康

與體

育 

109.12.16(三) 

8:30-12:30 

仁美

國中 

講師 新明國中呂理昌 
68 

2科

分組

授課 助教 青溪國中李慧娟 

9 科技 
109.10.16(五) 

13:30-17:30 

富岡

國中 

講師 中興國中邱仁佑 
30 

全領

域教

師 助教 平鎮國中高翊峯 

(二)流程 

1. 上午時段：8:30-8:40報到，8:40-10:10工作坊課程(一)，10:10-10:20

休息，10:20-11:50工作坊課程(二)，11:50-12:30綜合座談。 

2. 下午時段：13:20-13:30報到，13:30-15:00工作坊課程(一)，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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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休息，15:10-16:40工作坊課程(二)，16:40-17:30綜合座談。 

(三)依本市領域不排課時間表規劃各校教師參加工作坊，由學校本權責核予公

(差)假登記並協助調課事宜。 

(四)科技領域由全領域教師參加，以全面提升科技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其他領域

各指派 1至 3組，每組以 4人計算(分科皆須有代表)。培訓後回校須於領域

教學研討會公開分享及領導有關課程設計之共備知能及成果，並將相關成果

上傳至本市智慧共備系統，以擴散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學共備效益。 

八、經費來源與概算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

程品質作業要點」補助，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一。 

九、成效評估之實施 

活動結束前以回饋表或問卷檢核辦理成效，上傳至國教輔導團成果填報網頁，並

回饋至召集學校及教育局，以為未來修正之參考依據，成果格式範例如附件二。 

十、預期成效 

(一)聯繫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國中群組中心學校聯盟各群組，凝聚共識整合資

源，深耕本市教育發展理念，活化各校教學創新效益，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價值。 

(二)透過群組互動聯繫，確切掌握各校於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

際情形，了解教學現場教師需求並研擬可行對策。 

(三)暢通溝通管道，有效的推動政策，即時的反應現況，並協助群組學校教師在

專業知能上持續精進成長，強化學習型組織之建構。 

十一、 獎勵方式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

活動圓滿結束後，核敘承辦學校相關工作人員每場次嘉獎 1次及獎狀 1紙各 1

至 2名，以慰辛勞。 

十二、 本計畫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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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群組中心學校聯盟第六群組 

各領域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工作坊 

經費概算表 
單位：元 

項次 項目（內容）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1,000  36 節 36,000  
外聘隸屬關係 

9 場次共 9人*4 節 

2 講座助理鐘點費 500  52 節 26,000  
分組授課 

9 場次共 11 人*4 節+4 人*2

節 

3 膳費 100  550  人次 55,000  每餐單價上限 80元 

4 教材教具費 

70 9 盒 630  12 色彩色筆 

數學 16 20 張 320  全開海報紙 

15 22 包 330  便利貼 

1300 2 套 2,600  學思達牌卡 

藝術 170 1 盒 170  彩色筆 

30 1 包 30  圓型磁鐵 

90 6 包 540  A4 影印紙 

綜合 

1090 1 批 1,090  
筆(含彩色筆、原子

筆、簽字筆等) 

35 10 份 350  便利貼 

10 24 張 240  海報紙 

380 1 罐 380  2M 完稿用噴膠 

25 32 支 800  1cm木條 

科技 

25 32 個 800  便利貼 

20 7 張 140  壁報紙 

80 7 支 560  剪刀 

90 7 盒 630  彩色筆 

10 7 個 70  透明膠帶 

5 印刷費 

50 88 人次 4,400 講義、成果資料 國文 

50 64 人次 3,200 講義、成果資料 英文 

30 64 人次 1,920  講義、成果資料 數學 

50 64 人次 3,200 講義、成果資料 社會 

50 64 人次 3,200 講義、成果資料 自然 

50 68 人次 3,400  講義、成果資料 健體 

6 場地布置費 1,000 9 場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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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 155,000 
 

市府預算補助經費合計 0   

合計 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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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 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群組中心學校聯盟第六群組 

各領域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工作坊 

成果報告 

一、各項計畫活動「量」化分析 

項次 活動項目 
執行成果 

辦理場次 實施對象 參加人次 滿意度% 

 (填寫計畫名稱)     

二、各項計畫活動「質」性分析 

項次 活動項目 執行成效 

 (填寫計畫名稱)  

三、活動相關相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四、過程檢討說明 

項次 活動項目 過程檢討說明 

 (填寫計畫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