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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1學年度第 1學期中等學校資賦優異課程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三、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111年度工作計畫 

貮、目的 

         一、推動中等學校資優教育教師彼此共同探究，提高教師自我與集體效能，以精進教師在資優

教育課程之專業素養，並提升資優教育教師課程設計、教材編輯之能力。 

         二、拓展與整合跨校際之教學資源，建構本市資優教師專業發展交流場域，以促進校際間教師 

交流之成效，培育資優教育種子教師並強化教師之資優教育教學策略與技巧。 

         三、透過專家學者指導教學模組研發方式，並配合 108課綱明訂之資賦優異特殊領綱，使資優 

教育教師得以從建構知識、企劃、執行至產出融合情意、領導、創造、獨立研究等資優課 

程、教案及教學和學習資源，以發展學校資優教育特色課程及卓越教學服務品質。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武陵高中） 

肆、辦理地點：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伍、預定辦理事項與期程 

        一、共備研習： 

序號 項  目 備  註 

1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一) 

—資優課程設計 

1. 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于曉平教授 

2. 111學年度桃園市中等學校暨國民小學

資賦優異課程工作坊共同辦理。  

3. 限本學年工作坊教師參加。 

4. 時間、地點，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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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二) 

社群形成、專家指導課程設計、 

確立課程設計方向、課程說明、工作分配、 

提出簡案討論、同儕專業對話 

1. 數學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游森棚教授 

2. 社群共備。  

3. 限本學年工作坊教師參加。 

4. 時間、地點，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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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  目 備  註 

3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三) 

教案初稿、專家指導課程設計、 

社群共備、同儕專業對話 

1. 講師： 

    (1) 英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曾琦芬教授 

    (2) 自然—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傅祖怡教授 

    (3) 自然—化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杜玲嫻教授 

2. 社群共備。 

3. 限本學年工作坊教師參加。 

4. 時間、地點，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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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四) 

課程研發、教案討論與修正、 

社群共備、同儕專業對話 

1. 社群共備。 

2. 限本學年工作坊教師參加。 

3. 時間、地點，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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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五) 

課程研發、教案討論與修正、 

社群共備、同儕專業對話 

1. 社群共備。 

2. 限本學年工作坊教師參加。 

3. 時間、地點，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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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六) 

教案定稿、課程研發、專家指導課程設計、 

提出教案討論與修正、同儕專業對話 

1. 講師： 

    (1) 英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曾琦芬教授 

    (2) 數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游森棚教授 

(3)自然—物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傅祖怡教授 

    (4) 自然—化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杜玲嫻教授 

2. 社群共備。 

3. 限本學年工作坊教師參加。 

4. 時間、地點，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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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題研習：          

序號 項  目 領域 講師 備  註 

1 

From Local to Global:  

水資源議題及女性議題的

專題式教學 

關於 PBL專題式學習 

 

英語 

桃園市立武陵高中 

英文科 葉秋菊老師 

 

1. 對主題有興趣之教師皆可參

加，不限本學年工作坊教

師。 

2. 依研習系統報名順序錄取，

名額有限， 30名額滿為止。 

3. 時間、地點，詳如附件一。 

2 SDGs國際教育面面觀 英語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英文科 吳芳蕙老師 

3 數學資優課程設計 數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教育中心  

計畫諮詢顧問   

林福來教授 

陸、參加對象：  

         一、共備研習： 

(一) 本市高中、國中資優資源班之英語科、數學科、自然科之授課教師。 

                (二) 本市高中、國中辦理各類資優教育方案學校之方案撰寫或授課教師。 

                (三) 本市高中、國中對資優教育課程研發有興趣之教師。 

        二、主題研習：對主題有興趣之教師皆可參加，不限本學年工作坊教師。 

     備註： 1.共備研習：報名請填寫表單 https://reurl.cc/ley5V9。各領域缺額互為流用，總錄取名

額：21名。依表單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額滿不增額錄取並關閉本表

單。 

           2. 主題研習：依研習系統報名順序錄取，名額有限， 30名額滿為止。 

柒、報名事項 

一、由承辦單位於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開通研習，( https://special.moe.gov.tw )，點選「研習報 

        名」、「開啟查詢」、「111 年度上學期」、「關鍵字-登錄單位-武陵高中」進行報名。並 

        依參與者實際參與研習狀況，核予研習時數。  

二、本案參加教師於研習期間以公(差)假暨課務派代方式參與本研習。         

三、辦理時間倘遇例假日，參與人員核予公（差）假登記，並得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內，在課務 

https://reurl.cc/ley5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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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核實補休。 

        四、本工作坊目的為上學期共備產出資優課程與教案(含學習單或 ppt等教學資源)，下學期各社 

群進行觀議課並於執行課程後調整教案。若無法配合共備、說、觀、議課者請勿報名。 

捌、注意事項 

        一、研習當日如遇颱風等特殊因素，依照市府停課規定該梯次活動取消延期辦理，行程配合天 

候及突發狀況，承辦單位有權視情形調整之。 

        二、本活動各校教師出席紀錄及研習紀錄得考量作為特教評鑑、資賦優異班增減暨轉型機制之 

參考。 

        三、本工作坊產出之教案將授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校園教學範疇內，擁有推廣、公布、印 

製、發行與公開展示、上網之使用權利，參與研發課程之教師亦可使用並舉辦教學觀摩以 

有效進行經驗交流與學識分享。 

        四、因應疫情，請與會人員務必配合「戴口罩、量測體溫及消毒」事項，如有發燒及身體不適 

情形，請勿參加。  

        五、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具。 

        六、校內轎車停車位有限，請以大眾運輸工具或摩托車為主。 

        七、本案依「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研究著作給分審查要點」第 5點第 18款覈實核

予作品每案著作分數 0.1分，另由 2人以上合作者，給分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玖、聯絡方式 

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武陵高中）鍾教師 電話：03-3698170 分機 157   

E-mail：wlsh157@email.wlsh.tyc.edu.tw 

拾、獎勵 

        辦理本活動之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 

定，視辦理成效給予獎勵。 

拾壹、經費來源 

本次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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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辦理期程 

英語領域（除 10/15(六)，其餘場次以星期一下午為主）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說明 

111.10.15(六) 

9:10~12:2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一)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bkpvQ 

111.10.17(一)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From Local to Global:  

水資源議題及女性議題的專題式教學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M9DMq 

111.10.24(一)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二)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M8zjl 

111.11.07(一)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三)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MA9mX 

111.11.21(一)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四)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aGYQGG 

111.12.12(一)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五)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vWzr6l 

112.01.09(一)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六)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yM8xRl 

112.01.16(一)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SDGs國際教育面面觀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E6M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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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領域（除 10/15(六)、10/29(六)，其餘場次以星期四下午為主）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說明 

111.10.15(六) 

9:10~12:2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一)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bkpvQ 

111.10.27(四) 

13:30~16:40 
美育館 2F 

分組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二)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rRqMGN 

111.10.29(六) 

9:00~12:10 
Google Meet 

線上研習 
數學資優課程設計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MA9mX 

111.11.10(四) 

13:30~16:40 
美育館 2F 

分組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三)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pMN7ge 

111.11.24(四) 

13:30~16:40 
美育館 2F 

分組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四)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V1xK86 

111.12.15(四) 

13:30~16:40 
美育館 2F 

分組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五)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bkYyQ 

112.01.05(四) 

13:30~16:40 
美育館 2F 

分組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討論(六)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9pkg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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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除 10/15(六)，其餘五場次以星期五下午為主）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說明 

111.10.15(六) 

9:10~12:2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 

與實作討論(一)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ZbkpvQ 

111.10.28(五)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 

與實作討論(二)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AOroNj 

111.11.11(五) 

13:30~16:40 

物理社群 

科學館 2F 

地科教室 

化學社群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 

與實作討論(三) 

報名網址 
物理：https://reurl.cc/rRqpQ1 

化學：https://reurl.cc/ER0kra 

111.11.25(五)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 

與實作討論(四)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xQmd7N 

111.12.16(五) 

13:30~16:40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 

與實作討論(五)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kEeGaG 

112.01.06(五) 

13:30~16:40 

物理社群 

科學館 2F 

地科教室 

化學社群 

科學館 4F 

資優教室 

資優課程教學設計 

與實作討論(六) 

報名網址 
物理：https://reurl.cc/m3OeRY 

化學：https://reurl.cc/XV8vGM 

 

※備註：1. 日期以各科領域時間為原則，課務派代亦同。 

2. 日期、地點若有異動，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