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年度地理科教學資源研發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1 年 12 月 25 日臺中(三)字第 1010232784B 號令頒「教育部十二年國 民基本

教育學習支援系統建置及教師教學增能實施要點」。 

二、行政院 100 年 9 月 20 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函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實

施計畫」配套措施之方案 5-1「提升高中職教師教學品質實施方案」。 

三、教育部 99 年 7 月 14 日臺中(三)字第 0990117637 號函有關夥伴學習群教師專 業成長

研習計畫之說明。 

四、教育部 97 年 12 月 3 日臺中(一)字第 0970233566 號函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

推動配套措施一覽表」核定版。 

五、依據國教署 105 年 5 月 20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50053754 號。 

貳、目的 

 ｢地方學｣為學術研究主題，以行政區域為範疇，整合討論當地的環境、人文社會與各

面向的發展，主要特色在於把地方、自然與社會生活的知識結合。而｢地方學課程｣即以｢地

方學｣研究為基礎，發展出符合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跨領域高中課程。以學校所在空間作

為發展課程的教學媒材與實施活動的教學場域，藉以認識學校與周邊環境的故事，對環境

進行關注與監測，探討事物與土地之間的關連，期許帶動學生對於土地的認同與關懷，進

而願意採取對環境、對社會友善的公民行動。 

因應十二年國教的來臨，特色課程與多元化教學活動設計已經成為高中地理課程中不

可或缺的部分。為鼓勵全國高中發展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課程，地理學科中心規劃｢地方學

｣課程，透過大學地理系教授專業指導與種子教師的設計與分享，提供全國高中社會領域與

地理科教師課程與活動設計之參考。 

 

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國立宜蘭高中、國立桃園高中、國立鳳新高中、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四、指導教授：陳國川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吳進喜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沈淑敏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聖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肆、辦理內容 

一、研習時間與地點：  

1.宜蘭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全 天) 

105 年 11 月 14 日(一) 9:40~17:00 國立宜蘭高中人文館地理教室 

2.臺中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上午場) 

105 年 11 月 21 日(一) 9:20~12:00 國立臺中女中資源大樓三樓會議室 

3.臺中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下午場) 

105 年 11 月 21 日(一) 13:10~17:00 國立臺中女中資源大樓三樓會議室 

4.桃園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全 天) 

105 年 11 月 28 日(一) 9:00~17:00 國立桃園高中圖書館 B1 多媒體會議室 



5.臺北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上午場) 

105 年 11 月 30 日(三) 8:40~12:00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介壽廳 

6.臺北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下午場) 

105 年 11 月 30 日(三) 13:10~17:00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介壽廳 

7.高雄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上午場) 

105 年 12 月 05 日(一) 9:10~12:00 國立鳳新高中圖書館一樓閱覽室 

8.高雄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下午場) 

105 年 12 月 05 日(一) 13:10~17:00 國立鳳新高中圖書館一樓閱覽室 

二、報名：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每場次皆獨立報名，研習代碼如下： 

11/14(全  天) 宜蘭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2092720，報名時間：11/3-11/10。 

11/21(上午場) 臺中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2092763，報名時間：11/8-11/17。 

11/21(下午場) 臺中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2092802，報名時間：11/8-11/17。 

11/28(全  天) 桃園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2092817，報名時間：11/8-11/23。 

11/30(上午場) 臺北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2092830，報名時間：11/8-11/23。 

11/30(下午場) 臺北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2092833，報名時間：11/8-11/23。 

12/05(上午場) 高雄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2092849，報名時間：11/8-11/30。 

12/05(下午場) 高雄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2092859，報名時間：11/8-11/30。 

三、參加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地理科教師 

四、研習人數：請參照各場次說明。 

如超過人數上限，將依報名時間排序錄取，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課程於線

上報名顯示的名額為總人數扣除工作人員及講員人數。 

五、研習時數：請參照各場次說明。 

伍、活動時程 

一、宜蘭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 

1.時間：105 年 11 月 14 日(一) 09:40-17:00 

2.地點：國立宜蘭高中人文館地理教室 

3.研習人數：40 人(含工作人員)。 

4.進修時數：5 小時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9:10-09:40 報到  

09:40-09:50 始業式  

09:50-10:00 宜蘭學課程概說 宜蘭學社群 

10:00-11:30 

蜿蜒於山海之間 楊嵐雅老師 

茶敘  

公民的社會議題 徐銘鴻老師 

11:30-12:00 宜蘭學教案回饋與建議 地理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宜蘭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宜蘭頭城 
楊嵐雅老師、徐銘鴻老師 



二、臺中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 

1.時間：105 年 11 月 21 日(一) 09:20-12:00 

2.地點：臺中女中資源大樓三樓會議室 

3.研習人數：80 人 

4.進修時數：4 小時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始業式  

09:30-09:40 臺中學課程概說 臺中學社群 

09:40-10:00 盆地為主的舞台 謝真婷老師 

10:00-10:30 都市發展的契機 & 都市核心的轉移 莊宗達老師 

10:30-10:50 產業活動的演變 張筱琪老師 

10:50-11:00 茶敘  

11:00-11:20 高速開發的議題 蔡國士老師 

11:20-11:40 永續發展的省思 詹雅媜老師、林心穎老師 

11:40-12:00 臺中學教案回饋與建議 地理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12:00-13:10 午餐  

 

三、臺中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1.時間：105 年 11 月 21 日(一) 13:10-17:00 

2.地點：臺中女中資源大樓三樓會議室 

3.進修時數：3 小時 

4.研習人數：30 人(含工作人員)。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13:10-13:30 報到  

13:30-17:00  

 

臺中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臺中中區 

 

 

莊宗達老師、謝真婷老師、

張筱琪老師、蔡國士老師、

詹雅媜老師、林心穎老師 

 

 

 

 

 

 

 

 

 



四、桃園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 

1.時間：105 年 11 月 28 日(一) 09:00-17:00 

2.地點：國立桃園高中圖書館 B1 多媒體會議室 

3.研習人數：40 人(含工作人員)。 

4.進修時數：5 小時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始業式  

09:10-09:20 桃園學課程概說 桃園學社群 

09:20-10:20 

創造生命的舞台 
地理環境觀察 

呂展曄老師、 

張安瑀老師、 

洪承鈞老師、 

郭楚淋老師 

桃園地區地理分區 

族群融合的場域 

清領時期漢人的拓墾 

近代族群的融合 

山林原野的改造 
傳統農業與水利設施 

現代農業的瓶頸與轉型 

10:20-10:30 茶敘 

10:30-11:30 

生活條件的改善 
工業的發展與轉型 

桃園地區都會區的形成 

公民環境的議題 
社區案例：大溪老街 

都市計畫：青埔高鐵站與航空城 

人地互動的倫理 
桃園的環境與資源 

桃園地區的開發與永續發展 

11:30-12:00 桃園學教案回饋與建議 
地理學科中心

種子教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桃園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桃園舊城區 

 

 

呂展曄老師、 

張安瑀老師、 

洪承鈞老師、 

郭楚淋老師 

 

 

 

 

 

 

 

 



五、臺北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 

1.時間：105 年 11 月 30 日(一) 08:40-12:00 

2.地點：臺北市立中正高中介壽廳  

3.研習人數：100 人 

4.進修時數：3 小時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8:40 報到  

08:40-08:50 始業式  

08:50-09:00 臺北學課程概說 臺北學社群 

09:00-09:20 從臺灣北路的簡稱到臺北 孫細老師、李其鴻老師 

09:20-09:40 探索臺北城 張聖翎老師 

09:40-10:00 現代都市的奠基 孫細老師、李其鴻老師 

10:00-10:20 現代產業的發展 李營鴻老師 

10:20-10:40 族群空間分布與文化景觀的再次變化 溫美玲老師 

10:40-10:50 茶敘餐點  

10:50-11:10 臺北市行政中心的演變 何  榆老師 

11:10-11:30 戰後臺北市的都市內部結構 李柏翰老師 

11:30-11:50 交通革新帶來的都市發展 黃美傳老師 

11:50-12:10 臺北市的災害與調適 廖偉國老師 

12:10-13:00 午餐  

 

六、臺北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1.時間：105 年 11 月 30 日 13:10-17:00 

2.地點：臺北市立中正高中介壽廳 

3.進修時數：3 小時 

4.研習人數：60 人(含工作人員)。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13:00-13:10 報到  

13:10-14:00 

 

臺北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雙北地名對對碰 

 

孫細老師、李其鴻老師 

14:00-17:00 

 

 

臺北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士林舊街尋寶 

 

 

孫細老師、李其鴻老師 

 



七、高雄學課程研發成果發表 

1.時間：105 年 12 月 5 日(一) 09:10-12:00 

2.地點：國立鳳新高中圖書館一樓閱覽室 

3.研習人數：60 人 

4.進修時數：3 小時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09:00-09:10 報到  

09:10-09:20 始業式  

09:20-09:30 高雄學課程概說 高雄學社群 

09:30-09:50 走出家門、走進家鄉 王伯仁老師 

09:50-10:10 日治時期的熱帶栽培業發展 洪嘉璘老師 

10:10-10:30 近代高雄的工業發展 鄒怡婉老師 

10:30-10:50 高大雄偉之計畫南進基地的奠基 許聖迪老師 

10:50-11:00 茶敘餐點  

11:00-11:20 高雄都會區的發展 謝承霖老師 

11:20-11:40 未來的展望 李品臻老師 

11:40-12:00 高雄學教案回饋與建議 地理學科中心種子教師 

12:00-13:00 午餐  

 

八、高雄學教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1.時間：105 年 12 月 5 日 13:10-17:00 

2.地點：國立鳳新高中圖書館一樓閱覽室 

3.研習人數：40 人(含工作人員)。 

4.進修時數：3 小時 

5.時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師 

13:10-13:30 報到  

13:30-17:00 
高雄學活動設計與實作 

鳳山新城 

王伯仁老師、洪嘉璘老師、

鄒怡婉老師、許聖迪老師、

謝承霖老師、李品臻老師 

陸、注意事項 

一、請各校推派一名地理教師，建議擇一地區參加，惠予公(差)假及課務排代，差旅費由

原服務學校支應。 

二、請各校地理科教師上網報名，報名網址如下。 

  1.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 http://gis.tcgs.tc.edu.tw/research/advencement-9.asp 

  2.全國教師進修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三、研習完成由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統一至全國教師進修網進行進修時數上網認證。 

四、為響應環保，請與會教師自行攜帶有蓋的水杯，現場恕不提供。 

五、請多加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恕不提供停車位。 

六、最新活動辦法請隨時留意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網站公告，網址：http://gis.tcgs.t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