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1 年 3 月 8 日)

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1

性別平等教育

[性平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

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義性別平等教育
之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2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法

依照《環境教育法》第三條所定義之相關課程。

102 年 06 月

3

防災教育

[防災教育]

教育部推動防災教育政策

配合教育部的「防災教育課程綱要」
。

102 年 06 月

4

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

[教保專業]

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臺國(三)字第 1010221429
號函釋所定義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專業知能之相關課程。

101 年 11 月

5

基本救命術訓練

[基本訓練]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義基本救命術訓練八
小時以上之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6

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義安全教育四小時之
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7

基本救命術訓練及安全
教育

[安全訓練]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義包含基本救命術訓
練八小時以上及安全教育四小時之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8

108 新課綱領域綱要宣
導

[領綱宣導]

研習課程內容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各領域
課程綱要(簡稱各領綱)內涵之理解，包含基本理念、課程目標、
時間分配、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實施要點及附錄等部分。

107 年 05 月

研習課程內容為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核心
素養、教材編選用及課程與教學設計、實施原則與示例之理解
與實作。

107 年 05 月

研習課程為各領域課程綱要核心素養之內涵，及其與學習重點
之呼應關係，並包括核心素養落實於該領域教材編選用、課程
與教學設計、實施之理解與實作。

107 年 05 月

9

108 新課綱素養導向

[素養導向]

10

108 新課綱領域綱要宣
導及素養導向

[領綱素養]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教育部推動 108 新課綱

1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1 年 3 月 8 日)

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11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初階回饋]

12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進階回饋]

13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教學輔導]

設立依據

定義

為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培訓教師成為專業回饋人才，以
協助、帶領現場教師進行專業成長，茲辦理人才培訓研習課
程。
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認證類別共 3 類，據此擬訂定 3 類課
程屬性標籤，開課單位除需依當年度公告之培訓認證課程名
稱開課外，並需對應符合類別之屬性標籤，以利檢核培訓研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實施要 習時數。
108 學年度之培訓課程名稱如下：
點
1.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依據 108 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證一覽
表，此類標籤共有 2 堂課程：
1-1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3 小時）
1-2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3 小時）
2.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依據 108 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證一覽
表，此類標籤共有 4 堂課程：
2-1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6 小時）
2-2 公開授課理論與實務（3 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實施要
2-3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習社群（3 小時）
點
2-4 專業回饋實務探討（6 小時）
3.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課程
依據 108 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證一覽
表，此類標籤共有 7 堂課程：
3-1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3 小時）
3-2 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3 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實施要 3-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6 小時）
3-4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6 小時）
點
3-5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3 小時）
3-6 教學行動研究（3 小時）
3-7 教學輔導實務探討（6 小時）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課程

2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108 年 07 月

108 年 07 月

108 年 07 月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1 年 3 月 8 日)

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依據教學輔導教師換證實施計畫，此類標籤共有 4 堂課程：
‧ 換證 1.授課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3 小時）
‧ 換證 2.教學輔導案例討論（3 小時）
‧ 換證 3.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經營與教師領導（3 小時）
‧ 換證 4.素養導向課程設計（3 小時）

14

生活科技非專長授課教
師增能研習

[生科非專]

基礎課程
0 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與教室安全管理 (1 小時)
1 設計圖繪製、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以魯班鎖為例 (3 小時)
2 設計的流程、常用的機具操作與使用-以小馬達動力車為例
(6 小時)
3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以電流急急棒為例 (6 小時)
4 教室安全管理與機具操作 (2 小時)
共備課程-七年級
1-1 創意思考的方法-以創意車為例(6 小時)
1-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1-以凸輪玩具為例 (6 小
時)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 1-3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2-以活動橋為例 (6 小
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
時)
升方案」
共備課程-八年級
2-1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動力應用、材料選用與加工處理以風力起重機、風力仿生獸為例(6 小時)
2-2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動力應用-以太陽能模型車為例
(6 小時)
2-3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動力應用、材料選用與加工處理以手搖手電筒為例 (6 小時)
共備課程-九年級
3-1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產品的設計與發展-以調
光氣氛燈為例 (6 小時)
3-2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以速差線控車為例 (6 小
時)

3

108 年 09 月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1 年 3 月 8 日)

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15

資訊科技非專長授課教
師增能研習

16

國中健康教育非專長授
課教師增能研習

17

雙語教育增能研習課程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資訊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
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
升方案」

[健康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國中
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及品質提
升方案」

[雙語教育]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2 年 10 月教
育大辭書定義之雙語教育

4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基礎課程
0 科技領域課程綱要(1 小時)
1 多元資訊科技授課(5 小時)
2 演算法、程式設計(6 小時)
3 資訊科技應用(6 小時)
共備課程-七年級
1-1 程式設計(A1) (6 小時)
1-2 程式設計(A2) (6 小時)
1-3 演算法(B1)、程式設計(B1) (6 小時)
1-4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1) (6 小時)
共備課程-八年級
2-1 演算法(A1)、程式設計(A3) (6 小時)
2-2 程式設計(A4) (6 小時)
2-3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2)、程式設計(B2) (6 小時)
2-4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3)、演算法(B2)及程式設計(B3) (6
小時)
共備課程-九年級
3-1 資料數位化原理與方法(A1)、資訊科技應用專題(A1) (6 小
時)
3-2 系統平台(A1)、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A2) (6 小時)
3-3 系統平台(B1)、資訊科技應用專題(B1) (6 小時)
3-4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4)、資料數位化原理與方法(B1) (6
小時)
(1)健康百寶箱-健康教育教學資源運用（1 小時）
(2)素養導向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1 小時）
(3)素養導向健康教育課程教學（2 小時）
(4)健康教育共同備課-教學活動設計分組實作（2 小時）
以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的教育系統，其實施旨在維繫
既有的語言能力，並促進新語言的學習，最終目標是使學
生能精通這兩種語言，建立對不同語言文化的尊重與包
容之研習課程。

108 年 09 月

108 年 09 月

111 年 02 月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1 年 3 月 8 日)

編號

18

19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屬性標籤

[SDGs]

[教學領導]

設立依據

定義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108 年 7 月發布之臺灣
108 年 7 月發布之臺灣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目標辦理。
目標辦理。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育課程分別為「學校願景的
發展與溝通」、「教學活化與課程創新」、「教學觀察與會談技
巧」
、
「學校課程評鑑理論與實務」
、
「課程與教學的行動研究」
、
「學習策略的理論與實務」、「學生學習結果的分析與改進策
略」、「認知教練理論與實務」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
與運作」
。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111 年 02 月

111 年 03 月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領航人才培育課程分別為「教學領導
哲學與實務」、「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之理念與實踐」、「課
程創新與教學活化」、
「校本特色課程發展與領導」、「學習領
導實踐」、「校長實施教師領導的策略」、「學校課程與教學的
診斷與改善」
、
「校長學之實務對話」
、
「實驗教育的課程領導」
、
「解讀 12 年國教新課綱核心素養轉化與學習領導」和「雙語
教育理論與實務」
。

教育部 108 新課綱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培訓認證類別共 2 類，據此擬訂定 2 類
課程屬性標籤，開課單位除需依當年度公告之培訓認證課程
名稱開課外，並需對應符合類別之屬性標籤，以利檢核培訓
研習時數。
初階人才培育課程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訓

20

中小學國際教育

[國際教育]

A+領航人才培育課程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領航人才培訓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依據《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之政策制定，為達到
培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拓展全球交流三個目
2.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標，提出精進學校本位國際教育、打造友善國際化環境、
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建立國際架接機制等 3 個策略，以及 13 個行動方案，爰

5

111 年 03 月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1 年 3 月 8 日)

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規劃辦理教師「國際教育」專業能力研習課程。
推動國際教育旅行經費作業要
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IELCG)培力課程(依各縣市開設
點
時數)
國際教育行政資源窗口(IEAS)研習(依各縣市開設時數)
國際教育資源中心(IERC)研習(依各縣市開設時數)
「國際教育」研習課程(依各縣市開設時數)
111 年國際教育培訓認證課程如下:
1.共通課程
實施國際教育的外環境分析 (2 小時)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2 小時)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2 小時)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國定課程 (2 小時)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雙語課程 (2 小時)
SIEP 學校國際化 (2 小時)
SIEP 國際交流 (2 小時)
2.分流課程
國定課程模組與架構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雙語課程模組與架構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國際交流模式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學校國際化模式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國際網路交流平台之註冊與實務應用（6 小時）
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與實作 (6 小時）
國際關係現況與外交政策 （6 小時）
東南亞/南亞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 （6 小時）
外師合作教學概念與實務/境外生教育與輔導（6 小時）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6 小時）
教育國際化實務案例與法規分享 （6 小時）
3.教育行政人員培力認證課程
國際化與國際關係 (2 小時)
國際教育的實踐 (2 小時)

6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1 年 3 月 8 日)

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全球化與國際經貿 (2 小時)
國際文教實務與演練 (2 小時)
分組輔導課程 (1 小時)
我國國際及兩岸教育政策與現況 (2 小時)
學校國際化的推動與討論 (1 小時)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2 小時)
跨文化溝通與演練 (2 小時)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2 小時)
4.國際教育種子教師實作工作坊
國際教育課程與交流實作評量規準發展(3 小時)
SIEP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工作坊 （3 小時）
5.SIEP 執行輔導工作坊
SIEP 融入國定課程執行輔導工作坊 (2 小時)
SIEP 融入雙語課程執行輔導工作坊 (2 小時)
SIEP 國際交流執行輔導工作坊 (2 小時)
6.學校國際化研習課程
IEAS 任務學校任務說明工作坊 （4 小時）
學校國際化補助說明會 （2 小時）
學校國際化標章說明會 （2 小時）
國際教育績優獎宣導工作坊 (2 小時)

7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