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種子講師培訓計畫

報名說明會議

108年12月20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小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種子講師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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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目的

為持續推廣新課綱

為縣市培力新課綱種子講師

落實新課綱理念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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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宣講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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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宣講人力資源

105-108已完成認證之總綱種子講師：2,397位

107-108通過領綱研習之學員

總綱種子講師：1,120位

非總綱種子講師：1,209位

106-108完成主題進階研習認證之種子講師：
885位

 以上人數皆不包含師培大學培訓之總綱種子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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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講師可宣講項目之說明
通過認證

研習 可宣講項目

（A）
總綱
研習

        僅能宣講（A）總綱

 （B）主題進階回流研習 
可宣講（A）總綱

及（B）十二年國教重要課題

 （C）領綱研習 
可宣講（A）總綱

及（C）通過領域之領綱



（B）主題進階回流研習
＋

（C）領綱研習


可宣講（A）總綱、
（B）十二年國教重要課題、

（C）通過領域之領綱

通過領綱培訓研習，尚待參與總綱培訓研習

（C）

領綱

研習

 參與並通過總綱研習 

可宣講（A）總綱

及（C）通過領域之領綱

 未參與或未通過總綱研習 

僅能宣講（C）通過領域之領綱

至108年12月31日（原本）



參與並通過

總綱線上研習課程


僅能宣講（C）通過領域之領綱

至109年12月31日（修正） 7



研習場次規劃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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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研習場次規劃

承辦研習名稱 梯次 預定日期 承辦學校

109上半年總綱
種子講師培訓研習

北區基礎 3/6-7 臺北市永安國小
北區回流 6/5 臺北市永安國小
中區基礎 4/17-1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區回流 5/3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8補回流 7/2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南區基礎 3/20-21 臺南市億載國小
南區回流 6/12 臺南市億載國小

109年(南投)總綱
種子講師培訓研習

全國基礎 7/23-24 南投縣大成國中

全國回流 9/4 南投縣大成國中

109下半年總綱
種子講師培訓研習

北區基礎 9/25-26 桃園市東門國小

北區回流 11/21 桃園市東門國小

中區基礎 9/11-1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中區回流 10/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南區基礎 9/18-19 臺南市億載國小

南區回流 10/22 臺南市億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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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象

各縣市報名之錄取身分原則

採縣市推薦及專案邀約2種方式，以具課程教學專長之專

家學者、縣市國教輔導團專任輔導員、國民中小學校長、

國民中小學主任(或教師)參加為原則

參與人員於研習中以分組(3人一組)方式進行，每組包含具

課程教學專長之專家學者/縣市國教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國民中小學校長、國民中小學主任(或教師)各1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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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報名流程

 研習網站

公告錄取名單

 承辦學校

E-mail通知學員

彙整

縣市名單 總綱研習

網站報名

（http://12basic.prj.ntnu.edu.tw/12basic/）

縣市承辦人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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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研習報名名額

專案推薦約5-10人，各縣市錄取名額以10-15人

為原則，惟實際錄取人數得由承辦縣市依實際報

名情形彈性調整。

各場次報名依人員代表身份別，錄取大學課程教

學專長之專家學者30人、國民中學代表人員45人、

國民小學代表人員45人為原則。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可自行挑選場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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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研習期程規劃

研習項目 辦理日期 報名期程 線上課程 承辦縣市 承辦學校

109年
種子講師
領綱研習

數學 2/12(三) 1/01-1/10 1/10-1/17 新北市 三和國中

英語文 2/13(四) 1/02-1/11 1/11-1/17 高雄市 獅甲國中

綜合活動 3/13(五) 1/31-2/09 2/07-2/13 臺北市 金華國小

健康與體育 3/26(四) 2/13-2/22 2/20-2/26 臺南市 文化國小

社會 3/27(五) 2/14-2/23 2/21-2/27 臺中市 神圳國中

自然科學 4/09(四) 2/27-3/07 3/05-3/11 臺北市 金華國小

科技 4/09(四) 2/27-3/07 3/05-3/11 臺中市 崇倫國中

本土語文 4/15(三) 3/04-3/13 3/11-3/17 臺南市 文化國小

國語文 4/16(四) 3/05-3/14 3/12-3-18 高雄市 獅甲國小

藝術 4/29(三) 3/18-3/27 3/25-3/31 雲林縣 文昌國小

生活課程 4/30(四) 3/19-3/28 3/26-4/01 新北市 秀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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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象

推薦報名之錄取排序

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之領域小組召集校長

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之領域小組成員

參加國教署活化教學計畫（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

項目）之學校校長或主任

前導學校校長及其團隊

國民中小學課發會委員或領域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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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研習報名名額

名額

縣市

考科 非考科

已通過
總綱

未通過
總綱

(至多可推派)

總計
已通過
總綱

未通過
總綱

(至多可推派)

總計

直轄市政府 3 2 5 3 1 4

縣（市）政府 3 1 4 2 1 3

離島縣市 1 1 2 1 １ ２

承辦地方政府 6 4 10 5 2 7
※報名順位

 經總綱種子講師認證者

 非經總綱種子講師認證但已報名109年度總綱研習者

 非經總綱種子講師認證者

※非經總綱種子講師認證者通過領綱研習可宣講領綱至109年12月31日。
15



領綱報名流程

 研習網站

公告錄取名單

 承辦學校

E-mail通知學員

彙整

縣市名單
領綱研習

網站報名

通知學員須

完成領綱

線上課程

（http://12basic.prj.ntnu.edu.tw/12basic/）

縣市承辦人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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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進階回流培訓研習場次規劃

承辦縣市 課程主題 辦理時間 承辦學校

臺北市

一、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實施 3/13(五) 南港國小

二、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4/30(四) 幸安國小

三、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 5/13(三) 南港國小

四、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6/4(四) 幸安國小

臺中市

一、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實施 3/27(五) 安和國中

二、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4/23(四) 安和國中

三、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 5/29(五) 安和國中

四、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8/20(四) 安和國中

臺南市

一、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實施 5/1(五) 文化國小

二、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5/21(四) 文化國小

三、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 9/18(五) 文化國小

四、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2/21(五) 文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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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對象

推薦報名之錄取排序

106-108年度主題進階回流培訓研習至少完成「一門必修」或

「一門必修及一門選修」課程者

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之領域小組召集校長

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輔導團之領域小組成員

參加國教署活化教學計畫（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項目）之學校

校長或主任

前導學校校長及其團隊

國民中小學課發會委員或領域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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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進研習報名名額

縣市 名額

直轄市 至多6人

縣市 至多4人

離島縣市 至多2人

承辦研習之縣市每場次邀請名額再加7位

※注意事項

 參與學員需為完成參與並經認證之總綱種子講師

（不包含已獲得106-108年度主題進階回流培訓研習認證者）。

 優先錄取曾參與過主題進階回流培訓研習需補訓者。(未完成一必二選)

 請各縣市報名窗口總籌分配報名主題，每位學員最多可報名兩門課程，

不可重複參與同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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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進報名流程

 報名結果將於

研習前公告於

研習網站

 研習前由承辦

學校 E-mail寄

送行前通知給

錄取學員

1. 確認參與
各場次研習
之學員名單

3. 至研習網
站下載錄取
名單並轉知

學員

（http://12basic.prj.ntnu.edu.tw/12basic/）

縣市承辦人協助事項

2. 至主進研習網站報名

109年1月10日（五）



109年1月17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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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有 您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