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素養導向之師資培育課程成果分享會
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 105 學年度國民小學師資培用聯盟計畫」辦理。
貳、活動緣起與目的
「國民小學師資培用聯盟計畫」為建構師資培育專業社群、導引師資
培育專業對話、深化師資培育實踐知能、提升師資培育課程品質等四大目
標應運而生，每學年度定期辦理成果發表，推廣十二領域教學研究中心之
研究成果。落實在即的十二年國民教育總綱中，強調核心素養的概念，而
核心素養著重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運用所學的學習表現。而總綱
所提出的核心素養，透過結合各領域/科目的教育目標及特性，發展出「各
領域/科目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
。有鑒於此，國小師資培用聯盟領域教
學研究中心，透過多方探討與深入研究，規劃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中，建立
國小教材教法課程連結學習重點以及與師資生素養導向的關聯性，成為今
年度發表的分享重點。
本次活動除了分享與核心素養連結的教材教法課程設計外，亦邀請國
內學者針對核心素養融入職前教育專業科目之設計進行分享，期許透過分
享，活絡國內教育現場對於核心素養與課程設計的連結性。
考量教育部正邀集專家學者擬訂「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此課程基
準是以「教師專業標準指引」為基礎，配合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
揭櫫的核心素養為根本，依據各學科的核心知能來規劃課程基準。本次活
動亦邀請學者進行專題演講，以利掌握與了解最新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的初步研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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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民小學師資培用聯盟、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三、 協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國立清華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國立
屏東大學
肆、辦理日期/地點：106 年 6 月 4 日（日）/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伍、參加對象/人數：各師培大學教師、師資生、中小學教師，約 150 人
陸、報名資訊：
(ㄧ)報名時間：106 年 5 月 11 日(星期四)至 5 月 30 日(星期二)止
(二)線上報名：請上網填寫 Google 表單 https://goo.gl/kv65u2

(三)結果公告：
106 年 5 月 31 日(星期三)公告於師資培用聯盟網站-最新消息
(http://laes.ntcu.edu.tw/platform/news.aspx)

柒、主辦單位聯絡資訊：王小姐 04-2218-3575 、蘇先生 04-2218-3659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研討會免報名費，報名人數額滿為止。
(二) 研討會期間供應午餐；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水杯與環保筷。
(三) 若有未盡事宜，將另行公告於師資培用聯盟網站-最新消息
(http://laes.ntcu.edu.tw/platform/news.aspx)
(四) 本活動備有免費接駁車，6 月 4 日上午 8:00 自臺中高鐵站發車，直
達臺中教育大學會場，6 月 4 日下午 14:40 自臺中教育大學發車，歡
迎參與人員乘坐，需要搭乘者請在報名表上勾選之，以利座位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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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導向之師資培育課程成果分享會/議程（暫訂）
106 年 6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08:30‐09:00 30’

活動

場地

報到時間

09:00‐09:10 10’

開幕式
主持人：王如哲校長/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貴 賓：教育部長官

09:10‐10:00 50’

專題講座
主 持 人：王如哲校長/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主 講 者：宋曜廷副校長/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講座主題：因應 12 年國教之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基準規劃

10:00‐10:10 10’

休息時間

10:10‐11:00 50’

教材教法科目之課程設計分享

求真樓 4F
K401

進行方式：主持人 5 分鐘 /設計者每位 10 分鐘/與談人每位 10 分鐘/綜合討論 15 分鐘

主持人：張淑慧主任/中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1：錢富美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與談人 2：林瑞榮教授/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科 目：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設計者：王大修教授/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求真樓 6F
K602

主持人：王俊斌主任/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與談人 1：鄭章華助理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與談人 2：侯雪卿老師/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科 目：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
設計者：陳嘉皇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3

主持人：宋曜廷副校長/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邀請中)
與談人 1：靳知勤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與談人 2：段曉林教授/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科 目：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
設計者：盧秀琴主任/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4

主持人：簡馨瑩主任/國立臺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1：陳建亨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與談人 2：高子人主任/新竹市香山區茄苳國民小學
科 目：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設計者：林琮智教授/國立屏東大學體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5

主持人：張慶勳主任/國立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1：魏麗敏處長/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與談人 2：周雅釧老師/臺中市立仁美國民小學
科 目：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設計者：曾文鑑教授/國立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求真樓 6F
K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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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6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

場地

主持人：劉述懿主任/臺北市立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與談人 1：王崇憲老師/高雄市立五福國民中學
與談人 2：蘇純瑩老師/臺中市立樹義國民小學
科 目：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設計者：梁淑慧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求真樓 6F
K607

主持人：黃騰主任/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1：吳璧純教授/國立臺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2：陳春秀老師/新北市立莒光國民小學
科 目：國民小學生活課程教材教法
設計者：阮凱利教授/國立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求真樓 6F
K608

主持人：周宜佳主任/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1：林明佳助理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與談人 2：張美美教授/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科 目：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設計者：王雅茵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

求真樓 6F
K609

主持人：羅寶鳳主任/國立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1：葉興華教授/臺北市立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與談人 2：蔡曉楓助理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
科 目：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設計者：許育健教授/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求真樓 7F
K704

11:00‐11:10 10’

休息時間

11:10‐12:05 55’

教育專業科目之課程設計分享
進行方式：主持人 5 分鐘 /設計者每位 10 分鐘/與談人每位 10 分鐘/綜合討論 10 分鐘

主持人：魏麗敏處長/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與談人 1/張民杰教授/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2/黃繼仁教授/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3/白雲霞教授/國立清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科 目：班級經營
設計者：張淑芳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2

主持人：賴志峰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林新發教授/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2/黃隆民副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與談人 3/舒緒緯副教授/國立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科 目：教育概論
設計者：陳慧芬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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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6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
主持人：曾榮華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林明煌副教授/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2/陳聖謨教授/國立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與談人 3/(邀請中)
科 目：課程設計與發展
設計者：任慶儀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4

主持人：葉川榮助理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
與談人 1/(邀請中)
與談人 2/(邀請中)
與談人 3/(邀請中)
科 目：教育社會學
設計者：林彩岫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5

主持人：陳盛賢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
與談人 1/梁福鎮教授/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
與談人 2/王俊斌主任/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師培中心
與談人 3/蘇鈺楠副教授/國立東華大學教育行政與管理系
科 目：教育哲學
設計者：陳延興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6

主持人：游自達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呂文惠教授/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 2/林志忠教授/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師培中心
與談人 3/(邀請中)
科 目：學習評量
設計者：楊銀興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求真樓 6F
K607

主持人：王欣宜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與談人 1/侯禎塘副校長/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與談人 2/洪榮照教務長/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與談人 3/李翠玲系主任/國立清華大學特殊教育系
與談人 4/黃玉枝系主任/國立屏東大學特殊教育系
科 目：特殊教育導論
設計者：王欣宜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8

用餐時間

12:05‐13:30 85’
13:30‐14:25 55’

場地

教育專業科目之課程設計分享
進行方式：主持人 5 分鐘 /設計者每位 10 分鐘/與談人每位 10 分鐘/綜合討論 10 分鐘

主持人：張淑芳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陳斐娟教授/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 2/陳淑絹兼任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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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樓 6F
K602

106 年 6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

活動

場地

與談人 3/葉天喜兼任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師培處
科 目：輔導原理與實務
設計者：魏麗敏處長/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主持人：陳慧芬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胡憶蓓主任/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2/徐綺穗主任/國立臺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3/黃繼仁教授/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科 目：教學實習
設計者：賴志峰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3

主持人：任慶儀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呂錘卿副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2/王金國教授/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 3/王勝忠主任/臺中市北區立人國民小學
科 目：教學原理
設計者：曾榮華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4

主持人：林彩岫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陳枝烈教授/國立屏東大學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與談人 2/莊勝義教授/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3/楊巧玲教授/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系主任
科 目：多元文化教育
設計者：葉川榮助理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

求真樓 6F
K605

主持人：陳延興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 1/張慶勳主任/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與談人 2/孫志麟教授/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與談人 3/張芳全教授/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科 目：教育議題專題
設計者：陳盛賢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

求真樓 6F
K606

主持人：楊銀興主任/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與談人 1/呂文惠教授/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 2/陳啟明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退休教授)
與談人 3/(邀請中)
科 目：教育心理學
設計者：游自達教授/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求真樓 6F
K607

賦歸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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