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素養導向教學實務研討會暨東區前導學校期末發表會」
徵稿計畫書
壹、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8 月 9 日台中（三）字第 1010129094C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補
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辦理。

貳、計畫緣起
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中，強調核心素養的培養，希冀學生在生活情境中，真實運用
所學的學習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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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討會希望能提供一個討論
的平台，讓教學實務者與研究者能對素養導向的教學原則有更深層的理解。
在學術與實務並重下，本次研討會規劃專題座談與主題工作坊，邀請相關領域專家
學者與國內教學現場之教師，藉由實際操作及教學案例分享，反思與分享，希望透過這
個交流平台，檢視當前素養導向課程發展現況與趨勢，並透過不同階段教師，從事素養
導向教學的經驗進行集思交流以強化教師專業發展，發展各類課程有效的教學策略。

參、計畫目標
一、藉由學者之間的對話，多角度的思維與視野，理解素養導向課程建構的概念，
以激盪出多元的教學策略。
二、透過教師分享與交流，了解素養導向課程的教學設計方案。
三、藉由研討會拉近理論與現場實務的對話與交流，增進各階段教師具備素養導向
教學之專業能力。
四、活絡國內教育現場對於核心素養與課程設計的連結性，促進各階段教師專業知
能發展。

肆、舉辦日期與地點
時問 : 107 年 5 月 5 日 (星期六) 08:30～16:00。
地點 : 慈濟大學大愛樓 L0306 階梯教室 ( 97004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

伍、研討子題





子題一：素養導向之部定課程設計與實踐
子題二：素養導向之校訂課程設計與實踐
子題三：素養導向之跨領域課程設計與實踐
子題四：素養導向之服務學習課程設計與實踐




子題五：素養導向之自治活動課程設計與實踐
子題六：其他與素養導向教學有關之議題

陸、指導、主辦與協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三、協辦單位：十二年國教課程東區前導學校協作計畫、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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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聯絡方式
承辦人：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鄭靜蓉小姐、沈麗芬小姐
電話：03-8565301-2951、2950
傳真：03-8576272
Email：chingjun1116@mail.tcu.edu.tw、lily@mail.tcu.edu.tw
訊息公告網址：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http://www.cfte.tcu.edu.tw/

捌、徵稿辦法：
(一) 投稿體例：
採教學實務分享格式，內容包括：教學主題、教學設計理念、素養導向教案、教學
省思、附錄(教學照片或學生作品) ，word檔，不超過10頁。
(二) 投稿方式：以email投稿至以下信箱：chingjun1116@mail.tcu.edu.tw
(三) 投稿重要日期：
內容

截止日期

注意事項

收稿截止日

107 年 4 月 9 日(一)

請投稿者 email：
1. 教學實務設計與省思(word 檔，不超過
10 頁)
2. 附件一：投稿申請表暨授權書掃描檔
(pdf 檔)

審查結果通知

107 年 4 月 20 日(五)

研討會發表

107 年 5 月 5 日(六)

請發表人親自出席

玖、研討會報名：
(一) 報名截止日：10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
(二) 報名方式：
現職或實習教師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 http://www1.inservice.edu.tw/index.aspx )；
專家學者、社會大眾或學生請至 https://aap.tcu.edu.tw/class_sign_up/class_post.asp 報名；
慈濟大學教職員生請登入本校校務系統「校內活動專區」進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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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素養導向教學實務研討會暨東區前導學校期末發表會」
教學實務設計與省思投稿申請表暨授權書
教學主題

投稿類別(請勾選)

作者

□素養導向之部定課程設計與實踐
□素養導向之校訂課程設計與實踐
□素養導向之跨領域課程設計與實踐
□素養導向之服務學習主題課程設計與實踐
□素養導向之自治活動主題課程設計與實踐
□其他與素養導向教學有關之議題
姓名
職稱
學校與科系或服務單位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姓名：
最高學歷：
聯絡電話：
發表人

(O)：
(H)：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茲保證以上所填資料無誤，且本文未同時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如有違
反，責任由作者負責。本稿件將授權慈濟大學以紙本、光碟及網路方式發行。

授權人（代表人）簽名：

（簽章）授權代表人經所有著作人同意上述授

權行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申請表暨授權書請填妥後掃描為電子檔，並於 107 年 4 月 9 日（一）前連同教學實務設計與省
思(word 檔)，以電子郵件寄至：chingjun1116@mail.tcu.edu.tw，並在郵件主旨上註明〈2018 素養
導向課程與教學研討會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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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素養導向教學實務研討會暨東區前導學校期末發表會」
議程(暫訂)
時 間/日 期

107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

08:30 ~ 08:50

報到、領取相關資料
開幕致詞 慈濟大學王本榮校長
慈濟大學 L0306 階梯教室
專題演講

08:50 ~ 09:00

主持人：潘靖瑛院長
09:00 ~ 10:30 主講者：周淑卿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講 題：邁向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慈濟大學 L0306 階梯教室
茶敘
10:30~10:40
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實務工作坊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C
單一領域素養導向教學
校訂課程素養導向教學
跨領域專題探究
主持人：何縕琪教授
主持人：陳沛嵐教授
10:40~12:10 主持人：張景媛教授
分享人：待邀約 (60 分鐘) 分享人：待邀約(60 分鐘) 分享人：待邀約(60 分鐘)
實作討論(30 分鐘)
實作討論(30 分鐘)
實作討論(30 分鐘)
L0306 階梯教室
L0301 教室
L0302 教室
午餐
12:10~13:20
下午場次報到
13:20~13:30
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實務工作坊
主題 D
主題 E
主題 F
服務學習
自治活動
跨領域專題探究
主持人：羅寶鳳教授
主持人：謝曼瑩教授
主持人：簡馨瑩教授
13:30~15:00
分享人：待邀約(60 分鐘)
分享人：待邀約(60 分鐘) 分享人：待邀約(60 分鐘)
實作討論(30 分鐘)
實作討論(30 分鐘)
實作討論(30 分鐘)
L0306 階梯教室
L0301 教室
L0302 教室
綜合座談(L0306 階梯教室)
主持人：潘靖瑛院長
15:00~16:00
與談人：周淑卿教授、張景媛教授、何縕琪教授
賦歸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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