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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內湖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壹、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縣市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三、新竹市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辦理。 

四、新竹市 108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運作發展計畫。 

貳、目標 

一、透過小組省思對話凝聚同儕情感，建構知識分享機制，形塑學校社群文化。 

二、建立專業互動成長模式，共同學習、彼此增能。 

三、提高教學品質，建構學校特色。 

四、透過課綱研討，完成新課程之教材教法。 

參、學校現況與需求評估 

        學校本著精益求精及強化專業的目標下，多年來都有亮麗的表現，不管是

課程與教學、閱讀教育、科學教育，以學校周邊「鹽港溪」所發展出來的學校

校本課程，及據此延伸所推動的「海洋教育」、「環境教育」及「科學教育」也

都有穩健的發展。學校教師逐漸運作教師專業社群成長模式，經由認同、願意

投入教師專業對話，分享及討論教學經驗與技巧。 

肆、教師專業社群運作之整體規畫說明 

        為了邁向專業，重新整合及修訂校本課程內涵。本年度總共申請三個校本

導入社群，參與社群之夥伴，半數以上均有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了滿足

個別需求，時間充分尊重各社群之規畫，觸角亦允許伸向校外。社群活動的實

施內容與方式，均以教師專業發展為導向，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為終極目標。

行政團隊協助各社群擬定計畫、製作成果，並協助安排成果及經驗分享。執行

成效則藉由活動實施過程之紀錄、活動教材、照片及成果等進行評估及改進。 

伍、實施內容：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資料彙整表(附件一)及申請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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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二） 

陸、實施期程：108年 9月起至 109年 6月止。 

柒、經費： 

由教育部及教育處全額補助。(經費概算如各教師學習社群申請書) 

捌、預期效益:  

一、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生對學校及在地文化的認知與情感。 

二、精致化原課程，使課程能與現況接軌。 

三、 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完成校本課程的修訂及整合。 

玖、本計畫經教育處陳報教育部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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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市 108學年度內湖國小申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彙整表 

學校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國民小學 

班級數：  22    班 學生人數： 505  人 教師數： 55  人 

校長 曹喩傑 
聯絡

電話 
03-5373184 

E-

mail 
andy@nhps.hc.edu.tw  

承辦人 楊茂裕 
職

稱 

教 務

主任 

聯絡

電話 
0937-280257 

E-

mail 

youngman@nhps.hc.edu.t

w 

社群類型、內容、項目皆以代號表示，其他則加說明 

申請社群類型：1.共學社群；2.共備社群；3.共好社群；4.跨校社群 

申請內容: 1.研發素養導向教學設計；2. 跨域或領域教學研究(含共同備課、試題分

析、診斷學習成就、教學演示和觀課等)；3.發展學校課程地圖(學校願景轉化、兒童

圖像、教師圖像等等討論)；4.特定專業主題探索（含公開授課、領域協同教學模式

等）；5.其他（班級經營、親師溝通等） 

補助項目：1.基本 2.競爭 

項次 社群名稱 類型 
申請 

內容 

參與 

人數 

辦理 

次數 

基本補助項目或

競爭型項目 
申請金額 

1. 拼剪捏塑 3 2 10 10 2 20000 

        

        

        

        

經費合計  

社群

小

計 

編號 類型 數量 

1 研發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2 跨域或領域教學研究 1 

3 發展學校課程地圖  

4 特定專業主題探索  

5 其他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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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市 108學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申請書 
（由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撰寫） 

社群名稱 拼剪捏塑 

申請社群 

類別 

□共學社群   □共備社群    共好社群   □跨校社群 

類型 

 
□研發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跨域或領域教學研究（含共同備課、試題分析、診斷學習成就等） 

□發展學校課程地圖或專案 

□特定專業主題探索(公開授課、領域協同教學模式)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召 集 人 
楊茂裕 聯絡電話 03-

5373184 

E-mail youngman@nhps.hc.edu.tw 

組成目的 

1.增進教師對十二年國教基本理念理解。 

2.研討十二年國教各領綱之綱領。 

3.整合學校學校校本課程及特色課程。 

4.因應十二年國教，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5.提昇教師自我發展並開發教案及教材。 

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國/高中）或年級（國小） 是否參與教師

專業回饋認證 

備註 

 楊茂裕 健康體育 是  

 林芳瑟 自然 是  

 莊惠雯 藝術人文 是  

 周若渟 藝術人文 是  

 陳香君 綜合領域 是  

 周枚潁 國語、數學 是  

 柯玉玲 國語、數學 是  

 陳孟環 藝術人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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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文慧 社會 是  

 黃佳玲 英文 是  

一、年度目標： 

 1.了解十二年國教之基本理念 

 2.因應十二年國教配合學校發展特色，研發學校特色教材 

 3.完成以十二國教領綱為基礎之玻璃特色課程 

 4.將研發之課程內容融入現行課程 

二、預定進行方式（可複選）： 

□教學專業回饋    □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主題經驗分享   

□教學檔案製作    □專題講座         □新進教師輔導    □標竿楷模學習     

新課程發展      □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媒材研發    □行動研究 

□協同備課        □同儕省思對話     □案例分析        □專業領域研討 

□其他         ＿＿＿＿＿＿＿＿＿＿＿＿＿＿＿＿＿＿＿＿＿＿＿＿＿＿＿＿＿＿ 

 

三、年度進度規劃（共學社群至少 8次、專業社群至少 12次） 

場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1 108.09.11  

13:00-16:00 

十二年國教總綱及領

綱研討(一) 

工作坊 江怡瑩教授  

2 108.09.18  

13:00-16:00 

十二年國教課綱研討

(二) 

工作坊 楊茂裕老師  

3 108.09.25  

13:00-16:00 

探究十二年國教各領

綱與藝文主題融入之

關聯性(一) 

工作坊 楊茂裕老師  

4 108.10.02  

13:00-16:00 

探究十二年國教各領

綱與藝文主題融入之

關聯性(二) 

工作坊 林芳瑟老師  

5 108.10.09  

13:00-16:00 

共備拼剪捏塑特色課

程融入領域方式實務

操作練習（一） 

研習 李允文副教

授 

 

6 108.11.06  

13:00-16:00 

共備拼剪捏塑特色課

程融入領域方式實務

操作練習（二） 

研習 陳孟環老師  

7 108.11.13  

13:00-16:00 

以十二年國教領綱為

基礎建立教材教案

(一) 

工作坊 江怡瑩教授  

8 108.12.11  

13:00-16:00 

以十二年國教領綱為

基礎建立教材教案

工作坊 江怡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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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 108.12.18  

13:00-16:00 

以十二年國教領綱為

基礎建立教材教案

(三) 

工作坊 陳孟環老師  

10 109.03.04  

13:00-16:00 

以十二年國教領綱為

基礎建立教材教案

(四) 

工作坊 陳孟環老師  

11 109.03.11  

13:00-16:00 

以十二年國教領綱為

基礎建立教材教案

(五) 

工作坊 楊茂裕老師  

12 109.04.01  

13:00-16:00 

綜合研討社群結果 工作坊 楊茂裕老師  

 

四、預期效益與檢核方式： 

預期效益 具體檢核方式 

1.了解十二年國教之基本理念 檢核表 

2.完成以十二年國教各課綱為基礎之

拼剪捏塑特色課程 

研發教案及發展教材 

  

  

 

五、學習資源： 

1. https://www.naer.edu.tw/ 

2. 

 

六、經費概算表（依據經費編列原則） 

項次 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業 

務 

費

費

務

費

業

務

費 

1 外聘講座鐘點費＊ 3 時 2000 6000  

2 內聘講座鐘點費＊ 10 時 1000 10000  

3 印刷費 1 式 3000 3000  

 雜支 1 式 1000 1000  

5       

      
 

      

https://www.naer.edu.tw/
https://www.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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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費 

      教學觀察用攝錄器材 

總計：新台幣  貳萬  元整  

備註：業務費得依實際相互勻支，雜支不得逾業務費之 6% 

附錄：擬採購用於教師專業成長之書單 

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書目 與學習社群運作之相關說明 本數 

   

   

   

   

   

   

   

   

 
    承辦主任          會計         校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