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7
高雄市 110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2022 年 S.T.E.學術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
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高雄市 110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
計畫。
三、高雄市 110 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貳、目的
一、推動高雄市教育願景，提升師生國際觀、全球視野，帶領高雄教育全球
化。
二、透過教師教學自我成長及改變以提升學生學習自信與興趣、提供學生學
習的支持，確保及提升學生基本學力及發展學生多元能力。
三、探討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相關議題，精進教師專業知能。
四、發表教育新知，提供教師解決教學現場問題之策略，以提升教學品質。
五、增進教育人員交流，培養教師之教學潛能，激發教師的教學創意。
六、鼓勵國民中小學教師致力教學研究，並呈現專題研究成果，建構研究與
教學相互回饋應用的正向循環機制。

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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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
學、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

肆、參加對象
一、 各縣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代表。
二、 各縣市教育局/處督學、國教輔導團輔導員。
三、 教育部南區策略聯盟縣市課程督學及教育人員。
四、 國內外學者專家。
五、 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人員。
以上參加人數依教育部通告「各級學校集會活動辦理及校園防疫措施」規
定之室內集會人數辦理（依報名先後順序擇取）。

伍、 辦理主題：
【跨界-思辨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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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辦理日期及時間：
111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柒、 辦理地點：本市三民高級中學 4 樓音樂廳(位置圖如附件一)
捌、 報名方式：
一、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一）止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
名(http://www1.inservice.edu.tw/)，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120 名，
額滿為止，課程代碼：3472617。與會者請務必於報名時留下常用之
email，以便寄發行前通知。
二、 研討會報名聯絡人： 本局 國教輔導團行政辦公室林庭韻教師 (073590116＃142)。
三、 如因天候或 COVID-19 疫情因素影響本研討會進行，於高雄市國民教育
輔導團官網公告，網址：http://www.ceag.kh.edu.tw/bin/home.php，
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參加人員。
四、 防疫規範：
(一)請參加研習人員務必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 COVID-19 疫苗接
種規範；打滿三劑疫苗並於研習前一日填寫健康調查表單
(http://gg.gg/ste2022)，電子表單格式如附件二，報名後將於會
前通知再次提供電子表單連結。
(二)落實參與教師手部消毒、體溫量測、全程配戴口罩及環境清消等防
疫措施。
(三)所有防疫事項，仍需依本市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政策，配
合滾動式修正。

玖、 辦理內容：
一、 專題講座：邀請符合本次論壇主題之專家學者與教育人員擔任主題講座。
二、 論文發表與書面壁報專題發表：依據「2022 年 S.T.E.學術研討會論文
徵稿實施計畫」遴選 3 名現場發表者，其他若干優秀作品製成壁報內容
發表於研習會場外。

壹拾、經費預算
由 111 年度本市自籌款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支應。

壹拾壹、 奬勵
辦理本活動之工作人員，承辦、協辦學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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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貳、 假別：
本案講座及參加人員准予公假登記，惟課務自理，並覈實核發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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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附則：
一、 本研討會採線上或實體辦理，得視疫情狀況機動調整。
二、 研討會提供午餐，請自備環保餐具及茶杯。
三、 三民高中交通訊息：
(一)學校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 81 號，
校網網址 http://www.smhs.kh.edu.tw/。
(二)路線一：捷運巨蛋站：168 東、168 西、217 -> 金獅湖站 -> 三民
高中(金鼎路 81 號)。
(三)路線二：捷運凹仔底站：168 東、168 西、紅 35、紅 33、8502、0
南、0 北 -> 金獅湖站或三民高中(明誠一路) -> 三民高中(金鼎
路 81 號)。
(四)路線三：高鐵左營站及捷運左營站：紅 35 -> 金獅湖站 -> 三民
高中(金鼎路 81 號)附近。
四、 請多利用大眾運輸系統或共乘車輛，另為加強校園安全管理，校園內務
必降低車速，並隨時注意安全。
五、 請參加研討會之學員務必攜帶研討會公文，以利警衛人員識別；若未攜
帶研討會公文，請至警衛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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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S.T.E.學術研討會程序表
111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
08:10-08:30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報到

08:30-09:00

開幕式

主持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謝局長文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吳校長連賞
高雄市立三民高中 劉人誠校長

09:00-10:30

專題演講
講題：我的科學傳播之旅

講座：李旺龍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
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10:30-10:40

休息及壁報發表展示

10:40-12:10

專題演講
講題：框架造局-資優普科

12:10-13:30

用餐及壁報發表展示

13:30-15:00

專題演講
講題：在地建築國際視野

15:00-15:20

休息及壁報發表展示

15:20-16:20

論文發表（一）
論文發表（二）
論文發表（三）
探究取向觀議課模 非雙語教學環境之 間歇性訓練對六年
三民高中
式建構之研究
專題導向英語課程 級學生體適能影響 (一)4 樓音樂廳
主持人：莊勝義教授 主持人：周珮儀教授 主持人：陳新豐教授 (二)三次元空間
與談人：曾振興校長 與談人：王淵智校長 與談人：王東進校長 (三)魔術空間
發表人：許國忠教師 發表人：王振茂教師 發表人：葉建宏教師

16:20-16:30

休息及壁報發表展示

17:30

講座：侯雅齡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講座：商毓芳理事長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

綜合討論 & 閉幕式

16:30-17:30

三民高中
4 樓音樂廳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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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高中
4 樓音樂廳

三民高中
4 樓音樂廳

附件一

2022 年 S.T.E 學術研討會場地位置圖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研討會場地

主場地：4F 音樂廳
論文發表(一)場地：4F 音樂廳
論文發表(二)場地：2F 三次元空間
論文場次(三)場地：2F 魔術空間
※研討會場地注意事項
一、三民高中（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 81 號）會場位置如上圖(加粗紅框處)。
二、場地內禁止飲食，如有垃圾請自行攜帶離開。
三、配合學校門禁安全管理，為避免爭議，請參加研討會的教師務必攜帶研討
會公文，以利警衛人員識別；若未攜帶研討會公文，請至警衛室登記。
四、開車行駛於校園內請降低車速，並隨時注意學生安全。
五、汽機車皆請依三民高中規定停放於停車格內，不可停放於校門前庭、無障
礙坡道、樓梯入口等非停車格處，依到場順序停車，並請注意停車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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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年 S.T.E.學術研討會健康聲明書電子表單格式
(表單：http://gg.gg/ste2022，報名後將於會前通知再次提供電子表單連結)

各位老師好：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煩請您協助填寫以下表單，麻煩您了，
非常謝謝您。備註：此問卷調查之資料，僅供防疫需求使用。
*必填

請寫下您的姓名*
服務學校*
請問您最近 14 天內是否有旅遊史?*(如有欄填於其他欄填旅遊地為
國內或國外，並詳填國家及縣市)
請問您近一個月是否有以下情形？*
□居家照護
□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以上皆無

請問您的同住家人近一個月是否有以下情形？*
□居家照護
□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以上皆無

本人確認以上聲明均為屬實，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
相關法律責任。另提醒如您有上呼吸道症狀者，請勿與會。
*本人已閱讀過以上之說明並且願意配合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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