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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課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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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專業社群招募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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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8 月 6日臺教師(三)字第 1080100036 號核定函辦

理。 

貳、目標 
本計畫冀望經由輔導各校教師專業社群之建立，培養 12 年國教課綱素

養課程教學專業人才，以提昇社群教師 108 課綱素養課程設計、評量與教學

等專業知能。本計畫希望透過 3年的期程，達到下列目的： 

一、強化社群教師 108 課綱素養課程設計及差異化專業教學能力。 

二、建構完善的課綱素養課程設計為主要目的之高中職教師專業社群。 

三、在 108 課綱素養課程設計的能力上，從點、線、面的逐步建構，最

終期望能擴大影響全國教師，並協助教師回歸應有的專業課程發展

與設計能力，建構教師的專業信心和能力。 

參、社群申請相關事宜 
一、申請資格 

全國高中職教師社群，有意願提升社群教師之專業知能，學習課綱素

養課程設計能力，配合本計畫專業團隊輔導，將此課程設計模式應用於學

校教學中。 

二、申請方式 

請於 108/9/10 下班前，填妥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申請書(附件一)、經營

規劃書(附件二)並完成核章後，以電子郵件寄至本計畫公務信箱 

nshstu003@gmail.com，紙本正本寄送至本會(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忠

孝東路三段 248 巷 30 號)(以郵戳為憑)。 

三、社群審核方式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8 年 8 月 30 日至 109 年 1月 7日。每一學校教師

社群申請以學期為單位，每學期課程發展審核表件及內容基準如下列說

明，請依據各社群發展規劃，提出下列表件申請： 

1.社群申請書(附件一)：透過說明社群籌組緣由，提出社群欲發展之課程

規劃及相關說明，包括申請本計畫欲達成之課程發展目標與預期效益

評估及相關影響。以上各項資料，請簡述於申請表中，並填寫完成學

校社群各項資料。 

(1)產出說明： 



 （a)社群活動紀錄、單元課程設計、教學投影片及學習單、評量...

等。 

 （b)第一學期參與社群完成單元課程初步設計與規劃；第二學期完成

本計畫素養課程設計模組之單元課程教案。 

(2)課程發展規劃說明：請依據學校社群課程發展的類別、課程內涵及預

期成果，提出課程發展之規劃。 

2.經營規劃書(附件二)：應包含計畫實施內容項目及期程。  

實施內容項目說明： 

 (1)社群內部增能及共備會議：每學期至少 6次，並配合核心輔導教師之

輔導時數。                                                    

 (2)參與增能課程規劃：每學期至少 1-3 人參加。 

 (3)辦理社群增能講座：課程設計相關主題由本計畫派出，其他相關專業

項目需與課程內容有關。 

 (4)辦理社群教師素養課程觀議課活動：第一學期為建議辦理，第三學期

為必要辦理。 

3.經費概算表(附件三)：每學期提出經費概算。 

經費概算項目說明： 

(1)項目可包含(選列)：內聘講座鐘點費、稿費、教材教具、交通費、住

宿費、印刷費、膳費、雜支等。(外聘講座鐘點費由計畫辦公室統一

控管) 

(2)經費核銷方案：社群代墊後向本計畫逐次申請。 

肆、本計畫專業諮詢輔導團隊 
本計畫主持人台北市立中正高中賴和隆教師，及其帶領之專業輔導教

師團隊。 

伍、核定申請之社群權益 
(一)本計畫每學期辦理素養課程設計的研習工作坊，以及學期中的增能工作

坊，每學期並可提供 8-12 小時的核心輔導教師入校協助(每次 2-3 小時)

及 3小時以上的外聘講師鐘點費(人員需先經審核)，以及其他項目的社

群活動經費支出(如：講座鐘點費、稿費、教材教具、交通費、住宿費、

印刷費、膳費、雜支等)。 

(二)學校社群得依發展需求，要求本計畫團隊提供專業指導，培育教師建構

課綱素養課程設計能力，以發展回應學生需求的有效課程，並實踐素養

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陸、核定申請之社群義務 
(一)根據學校社群發展課程需求，提出執行規畫書。 

(二)依照學校社群所提出之執行規畫書，切實執行本計畫。 

(三)確保參與本計畫之社群教師完成本計畫團隊教師所提供之教師增能及專

業諮詢輔導。 

(四)確保每一學期依社群計畫產出成果。 



(五)接受本計畫專業輔導團隊的輔導及協助，包含輔導、觀課、議課、訪談

等專業活動。 

柒、核定及公告 
本計畫經專業評選後，將於 108 年 9 月 20 日通知錄取之社群。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課程研發 
暨學校教師專業支持實施計畫 

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申請書 
學校名稱：                                            年    月    日 

社群名稱  社群召集人  

核心教學輔導教師 (由計畫人員填寫) 
社群召集人

通訊資料 
(手機及 mail) 

 

社群成員 

（人數需 5人以上） 

 學校 姓名 專長科目  學校 姓名 專長科目 

1    2    

3    4    

5    6    

7    8    

9        

社

群

申

請

規

劃 

社群籌組緣由

(請簡述) 
 

社群類型 (可複選)□單科□跨科(跨領域)□跨年級□跨校□其他：      

課程發展種類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差異化教學                          

□加深加廣選修    □其他： 

課程發展規劃 

(勾選後請描述) 

(請簡述每學期規劃之單元課程名稱、內涵及預計教學節數) 

 

 

預期成果 

(產出說明) 

 

 

 

社群 

每週活動時間 
週（一至五）______ □早上 □下午  □其他： 

社群召集人 

配合事項 

□可以週四全天公假  □可以週四全天不排課 

□可以週四下午公假    □可以週四全天不排課 

擔任社群輔導教師 

意願 

□不願意  □願意  姓名： 

週四公假 □可以 □不可以 

其他事項  

 

社群召集人                   教務處                 校長 

*本表填寫完，108/9/10 前請電郵至信箱 nshstu003@gmail.com。電話：(02)27317363 聯絡人：祕書馬善禹 

附件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課程研發 
暨學校教師專業支持實施計畫 

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經營規劃書 
(下表規劃日程僅供參考，社群得自行規劃修訂)                    108.7.30 修正 

月份/次數 實施日期 實施活動(內容) 備  註 

108 年 9 月  0912 第一次社群討論(共備會議)   

108 年 9 月  參加本計畫素養課程開發設計增能工作坊 由本計畫辦理，每校可

1-3 名，社群召集人務必

參加。 

108 年 10 月  第 O 次社群討論(共備會議)  

108 年 10 月  第 O 次社群增能講座(內聘第 1場) 講師： 

講題： 

108 年 11 月  第 O 次社群增能講座(外聘) 

或社群增能會議(內聘) 

增能講座或增能會議擇一 

講師： 

講題： 

108 年 11 月  第 O 次社群討論(共備會議) 完成單元課程階段一 

108 年 12 月  第 O 次社群增能講座(外聘) 

或社群增能會議(內聘) 

或社群觀議課活動 

增能講座或增能會議擇一 

講師： 

講題： 

108 年 12 月  第 O 次社群討論(共備會議) 完成單元課程階段二 

109 年 1 月  
期末社群成果訪視 

1 月 8 號前要辦理完畢 

包括自行評估表(紀錄) 

 

  

附件二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課程研發 
暨學校教師專業支持實施計畫 

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           108 年 8 月 30 日至 109 年 1 月 8 日 

經費項目(業務費)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講座鐘點費（外聘） 1600/時   此項目由本計畫統籌辦理，僅填數量即可。 

講座鐘點費（內聘） 800/時   總計 4-6 小時。 

稿費 870/千字   
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上限 3000 字。 

教材教具 4000/期   
每學期每班教學材料、印刷、教學用品等，教

學、社群各項活動，所需使用教學及教材教具，

檢據核實報支。 

差旅費 1,000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 

含參加本會活動公差假延伸所需之代課費。 

（得視社群人數及參與子計畫課程工作坊狀況，

核實調整差旅費金額) 

印刷費 1,500   辦理專業精進講座會、研習資料講義所需。 

膳費 80   
每學期至少辦理社群研討 6 次，依社群人數及會議

人數核實報支。 

雜支 /式 1  
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等。 

上限 800 元。 

合計    
得視社群人數、社群學校區域、社群經

營規劃書提出各學期的經費概算表 
 

註：經費處理方式： 

1. 經費配合教育部補助時程，108-1 學期社群經費核銷截止日為 109 年 1 月 8 日止。 

2. 各社群得每月申請經費核銷兩次，核銷日期以每月 13 日及 28 日前所收到之單據為

準。 

3. 經費核銷憑證抬頭及統編為：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31603553。 

4. 各經費項目得依教育部之相關規定辦理經費流用(最高 30％流出，20％流入)。 

5. 外聘講師經費由本計畫提供，請向本計畫提出申請。 
 

  

附件三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素養課程研發 
暨學校教師專業支持實施計畫 

社群輔導種子教師招募規劃說明書 
108.07.30 修正 

 

 (一)社群輔導種子教師條件： 
1.能配合及協助本計劃。 

2.高中職教學年資 6 年以上（專案同意例外)，具熱情，願付出。參與本計畫之學校社群

召集人，優先錄取。 

3.有社群參與經驗，或執行過行動研究，曾開發選修或課程教案設計或帶領社團或科展

等更佳(但非必要條件)。 

4.需全程參加本計畫規劃之素養課程設計增能工作坊研習。 

課程內容包含：素養課程及社群領導。 

預計 108 年 9 至 12 月間於週間及週末辦理合計 2至 4天之增能課程研習。 

5.願意協助本計畫並帶領教師社群(得含學校社群)。 

 

 

(二)社群輔導種子教師義務： 
1.帶領本計畫教師社群，支援輔導、參與社群觀課、議課、共備等學校及校外社群活動

或會議，每月參與 1 社群活動 1次，並依本計畫需求，完成輔導紀錄表、社群回饋紀

錄表等資料。 

2.協助教師社群運作及社群課程開發，並對面臨之問題提供協作或回報。 

3.配合協調學校週四公假不排課。 

4.每月 1 天(週四或週六)，配合計畫要求，參與計畫會議及增能研習。 

 

 

(三)社群輔導種子教師權利： 
1.每週公假 1天(週四)，每週減授課 4節（減授課兼代課費由本計畫支付）。 

2.社群輔導所需之交通差旅費、膳雜費，由本計畫支付。 

3.參與本計畫各項研究或協作，由本計畫經費支付費用。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