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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的第一哩路： 

連結、共創、演化學術研討會 

實施計畫 

壹、 緣起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自 103 年 11 月公布後，國家教育研

究院隨即展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教材教學研發與課程轉化

之研究」，並啟動各領域課程綱要/科目研修工作，在研修小組及各方的努力

下，業經教育部審議通過，並於 107 年 1 月至 11 月間陸續發布，於 108 學

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逐年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轉化、學校課程與教學實踐等計畫的

推展已持續 5 年多，從中逐漸與研究合作學校建立起夥伴關係，從 104 年首

辦「邁向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第一哩路：從課綱轉化到學校課程的系統性變

革」研討會，就「素養導向的教學模組發展」與「學校課程的系統性變革」

相關議題進行探討與交流，踏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準備的第一哩路；105 年

再辦「學生學習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強調落實學生學習為主體發展及學

校本位課程，以素養為導向進行課程教學；106 年則是以「學校課程實踐與

教師專業發展」為主題，延伸探討學校課程實踐的詮釋與調整、專業協作社

群的形成與建立、專業發展的機制與文化，逐步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落實

更聚焦準備。 
  在邁向新課綱實施的第一哩路，我們以「連結、共創、演化」作為主軸，

連結過去研究與發展的經驗，將研究合作學校之理念與精神，作為後續發展

的基礎。基於自發、互動、共好之夥伴協作與共學，在人與人、人與組織的

關係下，從理論到實務、從教導到學習、從分科到領域融入，我們在做的，

是一種整合，不論是在課研課推系統、行政教學資源，抑或是異業跨域等層

面，都希望共創教育的不同可能性，進而演化出具有深度、廣度、厚度的素

養生命力。本次研討會以「新課綱實施與學校教育的系統變革」及「對話與

學習」為子題，以論文發表、主題論壇及工作坊等形式辦理。其中論文發表

統整十二年國教課綱學校本位課程、教師專業發展等五個重要課題進行探討，

而在論壇中亦將新課綱之課研與課推系統、議題融入等及現今教育體制內外

之議題，包含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等作為發想基礎，提供對話交流的平台，

並朝向以跨教育階段合作學習、共同成長，達至 12 年連貫的統整學習。 
  因看見教學現場的需要與新世代學習的變革，我們期能從研討與實務經

驗中相互滋長、攜手協作，惟有回顧過去的不足，從中汲取經驗，不斷反思

並接納各界的回饋，才得以更宏觀的視野，展望教育的未來，為我們的下一

代營造豐厚飽滿的學習環境，也讓這新課綱實施的第一哩路，走得更穩健、

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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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討會主題與子題 

本年度大會主題為「新課綱實施的第一哩路:連結、共創、演化」，各子

題如下： 

一、子題一、新課綱實施與學校教育的系統變革 
(一) 學校本位課程 
(二) 教師專業發展 
(三) 課程領導 
(四) 自主學習 
(五) 專題探究   

      二、子題二：對話與學習 
(一)課程評鑑 
(二)支持系統 

      (三)教育實驗 vs 實驗教育 

參、 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108 年 11 月 22 日（五）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108 年 11 月 23 日（六）上午 8 時 40 分至下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總院區 

肆、 實施方式 
一、主題演講  
二、主題論壇 
三、論文發表 
四、工作坊 

伍、 參與人員 
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教育研究院相關研究團隊、研究

合作學校成員、縣市教育局處代表、普通高級中學課務發展工作圈及學科

中心、中央課程與教學各學習領域輔導群、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國民教育

輔導團、教育領域相關學者專家、中小學校長、現職教師、教科書出版業

者，以及對教育、教學及課程發展有興趣之人士等。 

陸、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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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學術研討會議程 

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 
09：30 30’ 報到 文薈堂 

1 樓 

09：30 
09：40 10’ 

【開幕式】 
教育部 

許添明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文薈堂 
3 樓大禮堂 

09：40 
10：30 50’ 【主題演講】 

主講人：潘文忠部長/教育部 

10：30 
10：50 20’ 大合照暨茶敘 

文薈堂 
3 樓大禮堂 

10：50 
12：00 70’ 

【主題論壇】 
 
主持人：黃政傑終身榮譽教授/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  
周淑卿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鄭章華助理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 
潘慧玲教授/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王雅萍副教授/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文薈堂 
3 樓大禮堂 

12：00 
13：00 90’ 午餐暨休息 文薈堂 

1 樓 

13：00 
14：30 90’ 

【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 
A 

主題：學校本位課程 
主持人：林佩璇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

播科技研究所 
與談人：(邀約中) 
論文 A-1： 
發表人：李文富副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洪詠善主任/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論文 A-2： 
發表人：陳佩英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

政研究所 
論文 A-3： 
發表人：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 

傳習苑 
101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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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論文發表 
B 

主題：教師專業發展 
主持人：林偉文教授兼系主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

學系 
與談人：陳鏗任助理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發表人：  
論文 B-1：十二年國教課綱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與實

踐 
發表人：劉欣宜助理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林佳慧輔導組長/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論文 B-2：從教師社群和教師課程潛力談 12 年國教的

專業成長 
發表人：柴成瑋校長/基隆市暖暖區八堵國民小學 
論文 B-3：以行動者網絡理論檢視國中數理資優班教

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歷程之研究 
發表人：黃彥融教師/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研究教

師暨新北市福和國民中學 

傳習苑 
202 
教室 

論文發表 
C 

主題：課程領導 
主持人：楊智穎院長/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與談人：陳延興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論文 C-1：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領導的理念與實踐 
發表人：張堯卿研究教師/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楊俊鴻副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論文 C-2： 
發表人：林佳慧輔導組長/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 
論文 C-3：學校案例 
發表人：陳逸年教師/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傳習苑 
204 
教室 

論文發表 
D 

主題：自主學習 
主持人：潘慧玲教授/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與談人：馮朝霖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退休 
論文 D-1： 
發表人：洪詠善主任/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黃祺惠助理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楊惠娥商借教師/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論文 D-2： 
發表人：鄭章華助理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論文 D-3： 
發表人：張錫勳校長/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退休 

傳習苑 
205 
教室 

論文發表 
E 

主題：專題探究 
主持人：林國楨所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與談人：李文旗校長/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論文 E-1： 

傳習苑 
2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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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發表人：林哲立副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柯若萍教師/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戴旭璋聘任督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李駱遜副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論文 E-2： 
發表人：林子斌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論文 E-3： 
發表人：陳偉泓校長/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退休 

14：30 
15：00 30’ 茶敘 傳習苑 

2 樓川堂 

15：00 
16：30 90’ 

【跨思‧未來論壇】 

論壇 
A 

主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課程評鑑？ 
主持人：潘慧玲教授/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與談人：武曉霞組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黃嘉雄退休教授/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

鑑所 
劉翠華教師/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傳習苑 
204 
教室 

論壇 
B 

主題：協力共好-課綱推動之支持系統 
主持人：莊明貞退休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

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與談人：吳林輝執行秘書/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審議及推

動專案辦公室 
楊俊鴻副研究員/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吳明柱執行長/誠致教育基金會 

傳習苑 
205 
教室 

論壇 
C 

主題：教育實驗 vs 實驗教育 
主持人：馮朝霖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與談人：洪詠善主任/本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黃琬茹校長/臺北市立芳和實驗國民中學 
黃政雄校長/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傳習苑 
206 
教室 

◎主辦方得因應參與情況調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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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學術研討會議程 

10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8：40 
09：00 20’ 報到 傳習苑 

1 樓川堂 

09：00 
11：00 120’ 

【新課綱課程與教學實踐工作坊】 

素養新課室 國小新課綱課程與教學實踐案例成果發表-學
習策略融入素養導向教學 

傳習苑 
202 
教室 

自主學習 potluck 
邀請漳和國中、光武國中、汐止國中、中山國

中及富北國中等 5 間學校，分享自主學習課程

規劃 

傳習苑 
204 
教室 

高中自主學習/專題

探究工作坊 
分享與探討自主學習手冊與專題探究敘事 

傳習苑 
205 
教室 

傳承文化．釋放天

賦－實原電影院 

 影片欣賞 
(一)喚醒夢想．專題探究 
(二)釋放天賦．自主學習 
(三)回歸土地．主題教學 
(四)連結自然．體驗探索 
(五)扎根社區．社區連結 
(六)體驗文化．節慶文化/戲劇 

傳習苑 
206 
教室 

11：00 
11：10 

10’ 茶敘 文薈堂 
3 樓大禮堂 

11：10 
12：10 60’ 

【連結、共創、未來：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顏慶祥副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文薈堂 
3 樓大禮堂 

12：10  賦歸  

◎主辦方得因應參與情況調整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