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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4年度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專業成長活動行動計畫總表(草案) 

序號 計畫名稱 承辦學校/單位 金額 辦理日期 

1 
臺中市中小學校務評鑑-發展亮點學

校實施計畫(督學室)<L-1-1> 
北區立人國小 

12,000,000 

(自籌) 
2 月-12月 

2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國小綜合

活動領域關鍵能力 36小時研習實施

計畫(小教科)<L-1-2> 

清水區三田國小 620,000 7 月 

3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國中自然

與生活科技研習實施計畫(中教

科)<L-1-4> 

長億高中 70,000 8 月下旬 

4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提升國民

中學健康教育教師專業增能實施計畫 

(中教科、達 80%以上)<L-1-5> 

中港高中 70,000 3 月-12月 

5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國中藝術

與人文研習實施計畫 

(中教科)<L-1-6> 

安和國中 65,000 8 月 

6 

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國中社會

領域研習實施計畫 

(中教科)<L-1-7> 

日南國中 70,000 8 月下旬 

7 
推動本市閱讀計畫實施計畫

<L-1-8>(新增) 
社教科  1 月-12月 

8 
推動本市圖書管理研習實施計畫(新

增) 
社教科   

9 媒體素養教育實施計畫<L-1-9> 霧峰區僑榮國小 80,000 7 月 

10 
臺中市中小學教師創新教學媒體競賽

實施計畫<L-1-10> 
北屯區四維國小 

500,000 

(自籌) 
4 月-7月 

11 
臺中市中小學教師創新教學媒體研發

工作坊實施計畫<L-1-12> 
西屯區西屯國小 

200,000 

(自籌) 
7 月-8月 

12 
參加教育部國中教師教學卓越獎工作

坊實施計畫 (新增) <I-1-1> 
中教科 200,000 7 月-12月 

13 
參加教育部國小教師教學卓越獎工作

坊實施計畫 (新增) <L-1-3> 
小教科 225,000 7 月-12月 

14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初次任教教

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研發及應用有

效教學策略<I-1-2> 

大甲區德化國小 30,000 3 月 

15 國小藝術人文領域-視覺藝術教師初 大里區美群國小 30,000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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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名稱 承辦學校/單位 金額 辦理日期 

次任教增能研習實施計畫/研發及應

用有效教學策略 <I-1-4> 

16 

國小藝術人文領域-表演藝術初次任

教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研發及應

用有效教學策略 <I-1-5> 

大里區美群國小 30,000 7 月 

17 

國小藝術人文領域-音樂初次任教教

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研發及應用有

效教學策略<I-1-6> 

大里區美群國小 30,000 7 月 

18 

國小社會領域初次任教教師增能研習

實施計畫/研發及應用有效教學策略

<I-1-7> 

東區成功國小 30,000 8 月 

19 

國小教師生活課程輔導群初次任教教

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研發及應用有

效教學策略(小教科) <I-1-8> 

豐原區豐田國小 250,000 
1 月、2月 

7 月、8月 

20 
精進教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

<I-1-9> 

未參加教師專業評

鑑社群之學校 
1,760,000 2 月-12月 

21 發展教師教學卓越團隊社群實施計畫 中、小教科 300,000 2 月-12月 

22 精進教學成果檢核實施計畫<G-1-5> 沙鹿區鹿峰國小 30,000 2 月-12月 

23 精進教學追蹤輔導實施計畫<G-1-1> 東勢區新盛國小 50,000 
2 月-6月 

8 月-11月 

24 
SUPER教師經驗分享研習活動實施計

畫<G-1-2> 
東區臺中國小 2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25 
教師教學觀察及教學檔案建置增能研

習實施計畫<G-1-4> 
北區立人國小 

300,000 

(自籌) 
7 月-8月 

26 
五育均衡教育暨適性輔導家長宣導說

明會實施計畫<G-1-7> 
中教科 168,000 2 月-11月 

27 臺中市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G-1-8> 南屯區永春國小 
150,000 

(自籌) 
1 月-12月 

28 
臺中市亮點學校專刊發行實施計畫

<G-1-9> 
西屯區長安國小 

250,000 

(自籌) 
6 月-12月 

29 
教師創新教學媒體數位典藏館網站維

運實施計畫<G-1-10> 
沙鹿區鹿峰國小 30,000 1 月-12月 

30 

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

中小學教學品質網站維運實施計畫

<G-1-11> 

沙鹿區鹿峰國小 30,000 1 月-11月 

31 
課堂實踐方法研習(備課、公開課、觀

課、議課) 
東區臺中國小 30,000  

32 
多元評量增能與教案撰寫工作坊實施

計畫<H-1-1> 
教師研習中心 30,000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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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國際測驗評比及臺灣學生成就資料

庫」研習實施計畫 (全區 -國中

小)<H-1-2> 

教師研習中心 40,000 2 月 

34 

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

PISA素養實施計畫/仿 PISA素養優良

試題徵選計畫/研發及應用有效教學

策略 

主辦:日南國中 

協辦:立人國中 

      長億高中 

      新光國中 

440,000 

(自籌) 
 

35 
教師有效教學課堂實踐行動研究論文

徵選實施計畫 
潭子區潭陽國小 

180,000 

(自籌) 
 

36 

國小數學素養評量理念與命題架構的

教學模組工作坊實施計畫/研發及應

用有效教學策略<H-1-7> 

北屯區僑孝國小 60,000 9 月 

37 

國民中學學生國語文學習成就評量標

準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全區) 

(新增) 

中教科 80,000  

38 

國民中學學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

習成就評量標準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

計畫(新增)  

中教科 80,000  

39 
國民中學學生數學領域學習成就評量

標準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新增)  
中教科 80,000  

40 
國民中學學生社會領域學習成就評量

標準推廣及增能研習實施計畫(新增)  
中教科 80,000  

41 
國中小初任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

培訓實施計畫 (全區) <T-1-1> 
豐原區豐原國小 40,000 5 月 

42 
國小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實

施計畫(山區)<T-1-2> 
東勢區東勢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43 
國小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實

施計畫(海區)<T-1-3> 
大甲區德化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44 
國小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實

施計畫(屯區)<T-1-4> 
太平區宜欣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45 
國小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實

施計畫(中區)<T-1-5> 
南屯區南屯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46 
國中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訓實

施計畫(全區)<T-1-6> 
大墩國中 7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47 
國小教務主任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山區)<T-1-8> 
新社區新社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48 
國小教務主任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海區)<T-1-7> 
清水區清水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49 國小教務主任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太平區宜欣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25 
 

序號 計畫名稱 承辦學校/單位 金額 辦理日期 

訓實施計畫 (屯區)<T-1-9> 

50 
國小教務主任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中區)<T-1-10> 
西區大勇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51 
國中教務主任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全區)<T-1-11> 
東山高中 7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52 
國小教學組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山區)<T-1-12> 
豐原區葫蘆墩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53 
國小教學組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海區)<T-1-13> 
沙鹿區北勢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54 
國小教學組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屯區)<T-1-14> 
大里區永隆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55 
國小教學組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中區)<T-1-15> 
北屯區仁美國小 4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56 
國中教學組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培

訓實施計畫 (全區)<T-1-16> 
忠明高中 70,000 上、下學期各一場 

57 
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增能研習實施計

畫<G-1-3> 
大里區立新國小 80,000 7 月 

58 推動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中、小教科   

59 生命教育推動方案 中、小教科   

60 臺中市海洋教育中心維運計畫(新增) 中、小教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