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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年度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研習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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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北市國中小課程與教學扎根計畫。 

(三)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06年度工作計畫暨現況分析與需求調查結果。 

二、實施目的： 

(一)充實教師領域教學知能，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二)激勵教師教學研究精神，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三)提供教師專業對話平台，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四)配合教育部國民小學加註自然專長規劃之「初階知能研習」36小時與「自然科學實驗

研究」36小時。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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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 

(一)新北市國小教師，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40名。 

(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輔導團團員 12名。 

五、實施內容： 

(一)本研習分「初階教學知能」及「自然科學實驗研究」2場次。 

 

場

次 
主題 日期 地點 人數 備註 

1 
初階教學知能 106年 7月 

3日-7日 
自強國小 40 

依報名先後

順序錄取 
2 

自然科學實驗研究 106年 7月 

10日-14日 
自強國小 40 

(二)本研習符合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推動方式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72小時研習

(附件 3)。 

(三)辦理地點: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四)本研習免費，午餐請自理，承辦學校協助代訂便當。 

六、報名方式： 

(一)本案請於 106年 6月 27日前進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系統報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額滿為止。 

(二)每場次研習全程參與核予研習時數 36小時，2場共 72小時，請分場次報名。 

(三)聯絡人：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小陳振威老師 電話：02-29557936分機 836。 

七、經費概算：申請教育局補助。 

八、獎勵： 

(一)承辦學校獎勵：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

法」第 7條第 1項第 5款第 2目、「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項第 5款第 6目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

則」附表第 2項第 2款，核予工作人員（含校長）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人員

1人嘉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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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部分提報教育局人事室辦理敘獎，教師部分則授權學校依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九、預期效益：提升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專業知能、精進課堂教學能力。 

十、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新北市 106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初階教學知能」36小時研習 

(一)研習名稱：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初階教學知能」36小時研習 

(二)時間：106 年 7月 3日(星期一)至 7月 7日(星期五)，計 36小時。 

(三)研習課程內容: 

日期 7/3(一) 7/4(二) 7/5(三) 7/6(四) 7/7(五) 

時間 08:30-

10:30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

與核心素養

【Sci_PCK1】 

國小自然科學領域

課程教學評量概說

【Sci_PCK3】 

探究教學的理念與

實務概說 1 

【Sci_PCK2】 

科學教學策略之

理念概論 

【Sci_PCK8】 

國小化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1【化

學 Sci_PCK 6】 

講師 陳振威 鄭旭泰 許以平 余俊樑 楊仁理 

助教 石英 李函霙 余俊樑 楊仁理 吳彥德 

10:30-12:30 

 

重要議題融入國小

自然科學領域課程

研析【Sci_PCK 

10】 

國小物理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1【物

理 Sci_PCK 5】 

探究教學的理念與

實務概說 2 

【Sci_PCK2】 

國小教學現場之

課題研析 

【Sci_PCK11】 

國小生物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2【生

物 Sci_PCK 4】 

講師 楊仁理 李函霙 余俊樑 余俊樑 黃鴻志 

助教 余俊樑 陳振威 許以平 楊仁理 蔡秀惠 

12:30-13:3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16:30 

 

國小生物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1【生

物 Sci_PCK4】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

活科技單元教學 1

【地科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

活科技單元教學 2

【地科 Sci_PCK 7】 

國小物理與生活

科技單元教學 2

【物理 Sci_PCK 

5】   

國小化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2【化

學 Sci_PCK 6】 

16:30-17:30 

 

國小生物與生活科

技單元教學 1【生

物 Sci_PCK4】     

講師 石英 陳振威 鄭子善(外聘) 蕭家慧 吳彥德 

助教 黃鴻志 李函霙 劉靜文 黃明豐 蕭家慧 

註：7/3下午課程為 4小時，7/4-7/7下午課程為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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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 106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自然科學實驗研究」36小時研習 

(一)研習名稱：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自然科學實驗研究」36小時研習 

(二)時間：106 年 7月 10日(星期一)至 7月 14日(星期五)，計 36小時。 

(三)研習課程內容: 
日期 7/10(一) 7/11(二) 7/12(三) 7/13(四) 7/14(五) 

08:30-
10:30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教

學指導--實驗成果資

料之記錄與解釋

【Sci_Exp 2】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活

科技實驗操作與教學

分享--地質與土壤

【Sci_Exp8】 

國小實驗室設備

與實驗安全

【Sci_Exp 3】 

科學素養評量

【Sci_Exp 4】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

教學指導

【Sci_Exp 2】 

講師 楊仁理 吳海獅(外聘) 楊仁理 鄭旭泰 黃世榮 

助教 余俊樑 陳振威 余俊樑 黃鴻志 石英 

上午

10:30-
12:30 

探究教學的理念與實

務操作

【Sci_Exp1】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活

科技實驗操作與教學

分享--天文教學探究

與實作

【Sci_Exp8】 

國小物理與生活

科技單元實驗操

作與教學分享 2

【Sci_Exp6】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

活科技實驗操作與

教學分享 2

【Sci_Exp8】 

國小物理與生活科

技單元實驗操作與

教學分享 3

【Sci_Exp 6】 

講師 陳振威 陳振威 黃明豐 余俊樑 吳良彥 

助教 李函霙 李函霙 李函霙 黃鴻志 石英 

12:30-
13:3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30-
16:30 

生物實驗操作與教學

分享--昆蟲標本製作

【Sci_Exp5】 

國小物理與生活科技

單元實驗操作與教學

分享 1【Sci_Exp6】 

國小化學與生活

科技單元實驗操

作與教學分享 1

【Sci_Exp 7】 

國小化學與生活科

技單元實驗操作與

教學分享 2

【Sci_Exp 7】 

植物教材轉化與探

究教學應用

【Sci_Exp 5】 

16:30-
17:30 

  國小化學與生活

科技單元實驗操

作與教學分享 1

【Sci_Exp 7】 

  

講師 郭淑儀 吳良彥 黃世榮 黃世榮 石英 

助教 陳振威 蕭家慧 吳彥德 楊仁理 蕭家慧 

註：7/12下午課程為 4小時，7/10-7/11，7/13-7/14下午課程為 3小時。 

 

  



4 

附件 3(參考資料)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36 小時研習課程架構表 

課程代號 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名稱參考) 時數 

Sci_PCK 1 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如：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的解讀與轉化） 2~4 

Sci_PCK 2 探究教學的理念與實務概說 2~4 

Sci_PCK 3 國小自然科學領域課程教學評量概說（如：紙筆命題、實作評量、多元評量） 2~4 

Sci_PCK 4 國小生物與生活科技單元教學(如：整體課程(知識地圖)分析與設計、教材分析(教

學重點、核心概念與學生常見的迷思概念)及探究實驗設計與操作) 

5~6 

Sci_PCK 5 國小物理與生活科技單元教學(如：課程設計、教材分析及探究實驗設計與操作) 5~6 

Sci_PCK 6 國小化學與生活科技單元教學(如：課程設計、教材分析及探究實驗設計與操作) 5~6 

Sci_PCK 7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活科技單元教學(如：課程設計、教材分析及探究實驗設計與操

作) 

5~6 

Sci_PCK 8 科學教學策略(各領域)之理念概論(如：發現式教學、POE、5E、鷹架理論、問題

解決模式教學、STS 課程模組教學、建構主義的教學、科學史融入教學、科學創

造力教學及其他) 

0~6 

Sci_PCK 9 戶外教育之理論概論(如：自然觀察與體驗、流水學習法、體驗式探究教學、環境

調查、教學資源踏查及其他) 

0~6 

Sci_PCK 10 重要議題融入國小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研析 (如：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能源教

育、奈米教學、科學閱讀、資訊融入、數位學習及其他) 

0~6 

Sci_PCK 11 國小教學現場之課題研析（如：自然科學領域教材之選用、實驗課之班級經營、

自然科學教具製作、實驗室安全與實驗操作、自然專科教室之設備與管理、科學

展覽指導、戶外教育之規畫與實施、學校自然生態環境規劃與管理、澄清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材的另有概念、行動學習教學資源設計及其他） 

0~6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自然科學實驗研究」36 小時研習課程架構表 

課程代號 課程內容(研習課程名稱參考) 

先帶老師從課本的實驗操作後再深入探究==>學生的小專題 

時數 

Sci_Exp1 探究教學的理念與實務操作 2~4 

Sci_Exp 2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教學指導（如：實驗教學之實施、實驗成果資料之記錄與解

釋、科學方法的運用等） 

2~4 

Sci_Exp 3 國小實驗室設備與實驗安全 2~4 

Sci_Exp 4 科學素養評量(如：結合實驗操作精神、合作解決問題能力等) 2~4 

Sci_Exp 5 國小生物與生活科技單元實驗操作與教學分享(如：課程設計、教材分析、探究

實驗設計、實驗操作、教具製作與研發、教學分享) 

5~9 

Sci_Exp 6 國小物理與生活科技單元實驗操作與教學分享(如：課程設計、教材分析、探究

實驗設計、實驗操作、教具製作與研發、教學分享) 

5~9 

Sci_Exp 7 國小化學與生活科技單元實驗操作與教學分享(如：課程設計、教材分析、探究

實驗設計、實驗操作、教具製作與研發、教學分享) 

5~9 

Sci_Exp 8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活科技實驗操作與教學分享(如：課程設計、教材分析、探究

實驗設計、實驗操作、教具製作與研發、教學分享) 

5~9 

  教材內容細目表次主題編號 

國小生物與生活科技單元  130、131、141、142、221、310、410、411、510、511、512、

520、521、522 

國小物理與生活科技單元  110、121、211、214、215、216、217、222、223、224、410、

411、420、421、422、431、520、521、522 

國小化學與生活科技單元  110、120、121、218、224、225、226、410、411、425、520、

521、522 

國小地球科學與生活科技 110、111、210、211、212、320、410、411、430、431、511、

512、513、520、521、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