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綜合活動領域、藝術生活學科中心暨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十二
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109 學年度上學期「關係大人學」跨域素養教學示例發表會暨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生涯規劃學科中心 109 學年度工作計畫。
二、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109 學年度工作計畫。
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109 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 目的：
一、促進跨域對話，強化高中課程與教學革新動能，增進教師精進能量。
二、提升綜合活動領域教師素養導向課程及評量設計之能力；藉由跨域素養教學示例發表會，教
師彼此切磋教學方法，形成教師同儕專業社群，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三、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提升及改善教學品質。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普通型高級中學課程生涯規劃學科中心）、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普通型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國民教育輔導團十二年國
教課程發展團隊。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
肆、 時間與地點：
一、臺北場：10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西樓 1 樓英文科研究
教室、2 樓自然科研究教室。
二、高雄場：1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高雄市立小港高級中學誠樸樓 6 樓韻律視聽教室。
伍、 參加對象：
一、臺北場

參與對象計以下三類身份別教師：

（一）全國公私立高中職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科、生命教育科、家政科）教師 23 名。
※本身份別教師僅參與上午時段研習
（二）全國公私立普通型高中藝術生活科教師（含種子教師）30 名。
※本身份別教師參與全日時段研習
（三）高雄市國教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高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共備社群 13 名。
※本身份別教師參與全日時段研習
二、高雄場

參與對象計以下四類身份別教師：

（一）全國公私立高中職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科、生命教育科、家政科）教師 22 名
※本身份別教師僅參與上午時段研習
（二）全國公私立普通型高中藝術生活科教師（含種子教師）15 名。
※本身份別教師參與全日時段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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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公私立高中職性別平等議題相關教師 12 名
※本身份別教師僅參與下午時段研習
（四）高雄市國教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高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共備社群 13 名。
※本身份別教師參與全日時段研習
陸、 課程表：
一、臺北場：10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
全教網研習代碼 2948991
時間
09：40～09：50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

藝術生活科教師

報到

報到

@師大附中西樓 2 樓自然科研究教室

@師大附中西樓 1 樓英文科研究教室

【素養導向】【議題融入】綜合活動領域及藝術生活教學示例

10：00～10：50

「關係大人學」跨域素養教學示例

素養議題課程「何以為老」示例及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共備社群

藝術生活表演藝術課程地圖簡介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許雅雯教師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王譽蓁教師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台北市立大直高中

張幼玫教師

【跨科分享】綜合活動領域及藝術生活學科

11：00～11：50

「關係大人學」跨域素養教學示例

素養議題課程「何以為老」示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共備社群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台北市立大直高中

張幼玫教師

12：00～12：50

午餐

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許雅雯教師

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王譽蓁教師

@ 1 樓英文科研究教室

【跨科研習】【素養導向】【議題融入】【專家工作坊】
綜合活動領域及藝術生活學科
13：00～16：00

跨域素養增能工作坊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協同主持人

陳韻文教授

@師大附中國中部 1 樓地板教室
16：00～16：30

【綜合討論】生涯規劃學科中心、藝術生活學科中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高雄場：1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
全教網課程代碼 2951376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及負責團隊

09：40～09：50

報到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10：00～10：50

「關係大人學」跨域素養教
學示例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共備社群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張芬蘭教師

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黃志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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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小港高中
誠樸樓 6 樓
韻律視聽教室

時間

課程內容

11：00～11：50

「相看的兩個世界」專題

12：00～12：40

午餐

12：40～15：40

「練愛大人學」專題

15:40～16:10

綜合討論

地點

講師及負責團隊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黃怡華教師
小港高中

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桃園市立青埔國中

黃之盈教師

誠樸樓 6 樓
韻律視聽教室

生涯規劃學科中心、藝術生活學
科中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柒、 報名事項：
一、報名時間：
（一）臺北場：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24 時止。
（二）高雄場：10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8 時起至 11 月 25 日（星期三）24 時止。
二、報名方式：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輸入課程代
碼「臺北場 2948991」或「高雄場 2951376」，填寫各人資料並完成報名手續。
三、因應本研習「錄取名額」、「時段」及「臺北場之使用教室」依身份別而異，報名資料中的
「身份別」自填欄位，敬請自「綜合活動領域教師」、「藝術生活科教師」及「性別平等議
題教師」三選項中選填，承辦單位將自該身份別項下名額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未填寫者將
不予錄取。
四、經審核通過者若欲取消報名，請於下列日期當日 12 時前來電告知「生涯規劃學科中心（07）
7490071」，以利人員後補作業：臺北場「109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高雄場「109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
五、高雄市國教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高中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共備社群成員由承辦單位
代為完成報名手續。
捌、 其他：
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請參與研習者配合校園或場地防疫要求，並於疫情尚未解除前佩戴
口罩以維健康；為維護研習品質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二、本研習未提供接駁車及停車位，建議參與研習之教師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三、參與研習者之差旅或課務排代費用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支給。
四、參與本研習者核予全教網研習時數證明，每 50 分鐘課程核予 1 小時時數，連續上課 90 分鐘
核予 2 小時時數。
五、本研習研習若有未盡事宜或更改事項，將公告於生涯規劃學科中心網站。
http://hscr.cchs.kh.edu.tw/index.aspx
六、聯絡方式：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輔導員鍾佳玲教師（07）3590116 轉 314
（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生涯規劃學科中心 王盈茜專任助理（07）749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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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場（師大附中）研習場地位置圖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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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高雄場（小港高中）研習場地位置圖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7 號（近捷運小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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