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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2017年海峽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計畫 

壹、緣起 

高雄市教育局致力於推動「卓越、公平、效能」的教育目標，在兩岸學術互

動日趨頻繁之際，2013年5月31日首度辦理本市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開啟兩岸

教學交流，2014年起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合作辦理國小、國中、高中三階段的兩

岸教學觀摩研討會，首創縱向連貫。從2014年國語文學習領域、2015年自然科學

學習領域、到2016年以數學科學習領域為主題，都見證兩岸教師教學專業能力，

更激發了教師教學熱忱與創新教學，為本市教師挹注源源不絕的教育動力。 

目前全國關注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頒訂，現場教師的共同備課、

觀課及議課亦受到重視與推動，本市教育局為提升中小學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能，

賡續辦理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以英語教學為主題，期盼藉由兩岸教學觀摩與專

題研討，除深化兩岸英語教學經驗交流外，亦能精進本市高中、國中、國小現場

教師教學成效，以厚植學生英語的學習能力。 

貳、目的 

一、 透過示範教師教學與課後研討，藉此機會觀摩大陸優質教師之教學技術，

分享經驗，精進彼此的教學知能與專業能力。 

二、 提供教師相互觀摩學習機會，強化優質教學效能。 

三、 突破高中、國中與國小教學框架，建構創新教學模式。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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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三、 承辦單位：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左營高中、文府國中、福山國小 

肆、辦理日期、地點： 

一、 2017 年 4月 19日(星期三)，8：00~17：00，分國小、國中、高中三場

地辦理。4月 20日(星期四)08:00-12:00。 

二、 4月 19 日地點：福山國小、文府國中、左營高中。4月 20日地點:高

雄師範大學。 

伍、參加對象 

一、 本市高中、國中、國小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輔導小組召集人。 

二、 本市高中、國中、國小等校長、主任、老師，師資培育機構或其他對本

活動有興趣者。 



三、 其他縣市高中、國中、國小等校長、主任、老師，師資培育機構或對本

活動有興趣者。 

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的學生。 

陸、報名方式：請至教育部全國在職教師進修(http://www2.inservice.edu.tw/)

報名，各場次依報名先後錄取，額滿截止報名。 

一、福山國小場次限額 180名(含 20名高師大師培生)，課程代碼：2178903。 

二、文府國中場次限額 130名(含 20名高師大師培生)，課程代碼：2178776。 

三、左營高中場次限額 100名(含 20名高師大師培生)，課程代碼：2179507。 

四、高師大場次限額 160名，課程代碼 : 2179123。 

柒、辦理方式：採教學觀摩、評課與討論等方式進行。 

捌、議程內容：如附件一。 

玖、假別與研習時數： 

一、參與本研習活動人員核予公假登記，課務自理。 

二、當天擔任各場次教學演示人員及工作人員給予公假派代。 

三、全程參與福山國小、文府國中、左營高中等各場次者，核予研習時 8小

時。 

拾、研習獎勵： 

      承辦本研習活動工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

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擔任教學演示者頒發教學演示證明書。 

拾壹、經費預算：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專款支應，總經

費預算表如附件二。 

拾貳、至各場次研習會場交通問題說明： 

一、左營高中場次：停車位有限，請參與研討會之教師，多搭乘捷運、公車

至左營高中；如需自行開車，車輛可由本校大門進入校園停車。 

二、文府國中場次：停車位有限，請參與研討會之教師，多搭乘捷運、公車

至文府國中；如需自行開車，可將車輛停至高鐵停車場後再步行至文府

國中。 

三、福山國小場次：停車位有限，請參與研討會之教師，多搭乘捷運、公車

至福山國小；如需自行開車，可將車輛停至新莊高中停車場後再步行至



福山國小。 

拾參、預期成效 

一、 激發教師教學熱忱並創新教學，靈活運用教學技巧及班級經營之能力。 

二、 拓展教師教學視野與觀點，與國際教學潮流接軌。 

三、 藉由教學觀摩研討，提升教師教學能力，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拾肆、本計畫經陳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高雄市 2017 年海峽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 

議  程（福山國小場次） 

日    期 2017 年 4月 19日 星期三 

地  點 視聽教室 

時    間 活動內容 

8：00～8：20 報到 

8：20～8：40 

開幕式    致開會詞：高雄市教育局  黃副局長 盟惠 

福  山 國 小  李校長 進士 

貴賓致詞：（略） 

8：40～10：10 

教學觀摩第一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南台科技大學 沈添鉦 教授 

教學教師：王瀞慧老師   

教學主題：Super Wow第 8冊 

        Topic: Endangered Animals 

教學年級：六年級 

評課：台中教育大學 

         洪月女教授 

評課：毛震芳老師 

10：10～10：30 休息(20分鐘) 

10：30～12：00 

教學觀摩第二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南台科技大學 沈添鉦 教授 

教學教師：徐然老師  

教學主題：Super Wow第 8冊 

         Topic: Endangered Animals 

教學年級：六年級 

評課：台中教育大學 

       洪月女教授 

評課：毛震芳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教學觀摩第三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台中教育大學  洪月女教授   

教學教師：毛震芳老師 

教學主題：季節 

教學年級：六年級 

評課：南台科技大學  

       沈添鉦 教授 

評課：徐然老師 

14：30～14：50 休息(20分鐘) 

14：50～16：20 

教學觀摩第四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台中教育大學  洪月女教授   

教學教師：蘇淑英老師，許儷齡老師 

教學主題：季節 

教學年級：六年級 

評課：南台科技大學  

       沈添鉦 教授 

評課：徐然老師 

16：20～16：30 休息(10分鐘) 

16：30～17：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高雄市 2017 年海峽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 

議  程（文府國中場次） 

日    期 2017 年 4月 19日 星期三 

地  點 視聽教室 

時    間 活動內容 

8：00～8：20 報到 

8：20～8：40 

開幕式 

致開會詞：高雄市教育局 游主任秘書 淑惠 

文府國中     林校長   季玲 

貴賓致詞：（略） 

8：40～10：10 

教學觀摩第一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 屏東科技大學 張美美教授 

教學教師： 馬向宇老師 

教學主題：翰林第四冊第六課感官動詞 

教學年級：八年級 

評課：高雄師範大學 

       張玉玲 教授 

評課：張惠明老師 

10：10～10：30 休息(20分鐘) 

10：30～12：00 

教學觀摩第二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屏東科技大學 張美美教授 

教學教師：黃韻如老師 

教學主題：翰林第四冊第六課感官動詞 

教學年級：八年級 

評課：高雄師範大學 

       張玉玲 教授 

評課：張惠明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教學觀摩第三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張玉玲 教授 

教學教師：張惠明老師      

教學主題：翰林第四冊第一課＆第四課"比

較級"(複習＆閱讀) 

教學年級：八年級 

評課：屏東科技大學  

       張美美教授 

評課：馬向宇老師 

14：30～14：50 休息(20分鐘) 

14：50～16：20 

教學觀摩第四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張玉玲 教授 

教學教師：桑愷婕老師 

教學主題：翰林第四冊第一課＆第四課"比

較級"(複習＆閱讀) 

教學年級：八年級 

評課：屏東科技大學  

       張美美教授 

評課：馬向宇老師 

16：20～16：30 休息(10分鐘) 

16：30～17：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高雄市 2017 年海峽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 

議  程（左營高中場次） 

日    期 2016 年 4月 19日 星期三 

地  點 活動中心 

時    間 活動內容 

8：00～8：20 報到 

8：20～8：40 

開幕式 

致開會詞：高雄市教育局 王副局長 進焱 

          左營高中     陳校長   良傑 

貴賓致詞：（略） 

8：40～10：10 

教學觀摩第一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忻愛莉 教授 

教學教師：謝慧萍老師      

教學主題：The Peter Pan Generation  

- The Art of Close Reading 

教學年級：一年級 

評課：台灣師範大學 

        陳秋蘭教授 

評課：盛艷萍 老師  

10：10～10：30 休息(20分鐘) 

10：30～12：00 

教學觀摩第二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台灣師範大學  陳秋蘭教授  

教學教師：張碧珠老師   陳雲釵老師                          

教學主題：Globish and Learning 

教學年級：三年級 

評課：高雄師範大學   

        忻愛莉 教授 

評課：盛艷萍 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教學觀摩第三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林秀春教授 

教學教師：盛艷萍老師  

教學主題：:All the years of her life.         

教學年級：一年級 

評課：台灣師範大學   

         陳秋蘭教授 

評課：謝慧萍老師 

14：30～14：50 休息(20分鐘) 

14：50～16：20 

教學觀摩第四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台灣師範大學  陳秋蘭教授 

教學教師：高雄市左營高中孫東君老師 

教學主題：:Cupid And Psyche 

教學年級：三年級 

評課：高雄師範大學  

         林秀春教授 

評課：謝慧萍老師 

16：20～16：30 休息(10分鐘) 

16：30～17：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高雄市 2017 年海峽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 

議  程（高師大場次） 

日    期 2016 年 4月 20日 星期四 

地  點 行政大樓十樓國際會議廳 

時    間 活動內容 

7：40～8：00 報到 

8：00～8：30 

開幕式 

致開會詞：高雄市教育局  范局長 巽綠  

          高雄師範大學  方院長 德隆      

貴賓致詞：（略） 

8：30～09：45 

(教學 45分 

評課 30分) 

教學觀摩第一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石素錦教授 

教學教師：張惠明老師 

教學主題：小說 Tom Sawyer節選 

教學年級：國中 3年級 

評課：高雄師範大學 

      林秀春教授 

 

09：45～09：55 休息(10分鐘) 

09：55～11：10 

(教學 45分 

評課 30分) 

教學觀摩第二場次（英語科教學）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 石素錦教授 

教學教師：盛艷萍老師 

教學主題：All the years of her  

life. 

教學年級：一年級 

評課：高雄師範大學 

      林秀春教授 

 

11：10～11：20 休息(10分鐘) 

11：20～12：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