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110年

期初說明會

日期：110年9月10日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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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內容

10:00-10:10 線上報到

10:10-10:20 長官致詞

10:20-10:30 總計畫主持人致詞

10:30-11:30 計畫執行注意事項說明

11:30-12:00 綜合座談與問答



01 計畫架構、目標及概念說明

02 「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力新創課程發展計畫」說明

03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力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說明

04 「區域社群共創交流基地計畫」說明

05 計畫共同事項說明

說
明
要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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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架構、目標及概念說明01

1）計畫架構

2）計畫目標

3）跨域教師培力軌跡

4）重要概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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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架構

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
力新創課程發展計畫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
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子計畫一

A類
計畫

B類
計畫

子計畫二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
課群發展計畫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
教學社群培力計畫

區域
交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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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獲選團隊學校類型一覽表
計畫類別 公立綜合大學(10校) 私立綜合大學(13校) 公立科技大學(3校) 私立科技大學(10校)

子一(8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實踐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靜宜大學

子二A(17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大同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亞東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亞洲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南華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子二B(11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淡江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亞洲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靜宜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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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跨院系教師社群經營模組與機制

推動創新教學

培育未來人才

發展跨院系創新教學課程模組與機制

厚實創新教學實踐知識論述能量

建置數位資源共享平台

建置核心/種子教師社群經營模組

議題導向

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本計畫擬透過師資培力、

創新教學改革與跨域教師

社群之經營，改善教學品

質與效能，以提升學生之

跨域敘事力、探索公共議

題及處理真實世界問題之

能力。

核心議題、場域實踐、課
程內容之落實，皆須呼應
SDGs。

2）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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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專家合作規劃教師培力軌跡

計畫辦公室與教育學專家合作，規劃呼應SDGs、議題探究與未來思考、引導跨域課程設計之教師培

力軌跡，藉由改變教師構思課程的概念，進而翻轉大學課堂的新風景，加速跨域多元教學之落實。

8

創新教學
教師研習工坊

具系統、層遞性之規劃  改變教師構思課綱的基本概念

 促進跨域專業的對話與交流

 掌握創新教學課程設計方法

 活用創新教學策略

 將敘事力培育融入專業知能課程

改變教學現場學

生的學習樣態，

達到培育未來人

才的訴求。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未來思考與設計

跨領域課程設計

多元敘事力培力



4）重要概念之釐清-1

• 概念一：核心議題

核心議題應聚焦，呼應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透由未來思考之視野，發展清晰的

議題探究之脈絡。

• 概念二：「議題-場域-課程-敘事力表現任務」互為關連

9

「核心議題-場域-創新教學課程群組-敘事力表現任務」為互

相關連之有機組合，因此需注意以下事項：

 實踐場域不宜多點分散；

 創新教學模組內之課程皆須扣連核心議題；

 敘事力表現任務應能呈現以下特質: 總述議題探究、場

域實踐與跨域學習。

核心
議題

場域

創新教學
課程群組

敘事力
表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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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概念之釐清-2

• 概念三：跨域教師社群

跨域教師社群集結之要旨，在於透由共同議題、場域之關注，以發展創新教

學課程與教學策略為共識，進行增能培力及跨領域知識對話，促進創新教學

實踐知識論述之產出。

• 概念四：TA不只是「助理」，是需培力的未來人才

TA為本計畫未來人才的重要一環，不宜只擔任課務、庶務之助理。計畫團隊

（子計畫一、子計畫二A類）應揭明TA培力軌跡及學習成效追蹤之規劃，並

具體落實。



1) 計畫目標

2) 子計畫一推動重點

議題導向跨院系敘事力

新創課程發展計畫說明02

子計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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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核心素養、多元敘

事力、能回應現實世界問

題之未來人才。

推動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

力課程，建置新創課程機

制及模組。

帶動教師研發創新教學課

程設計及發展創新教學理

論與方法。

組構教師共學社群，透過

研習與知識對話，凝聚/擴

散創新教學能量。

「子計畫一」主要任務在於跨院系發展創新教學課程模組與機制。由校級推動議題導向跨院系課程

整合，從未來思考角度推動未來人才之培育，透過系統化思考重新建構教學模組，翻轉單向式教學

型態，使跨領域課程間產生新的知識對話與議題連結，並以此開展新創課程模組永續經營的可能。

1）計畫目標(子計畫一)



2）子計畫一推動重點

• 訂定並發展核心議題

• 具體落實創新教學課程模組與機制，並進行成效追蹤分析

• 經營跨域TA社群，制定TA培力軌跡

• 經營教師共學社群，規劃並推動工作坊

• 研發創新教學課程相關知識論述及教學教案

• 創新教學及教師社群共學軌跡紀錄與效益擴散

• 提出符合計畫課程之學習評量機制及研發規劃

• 至少規劃三門以上課程開放觀摩，並提供全區計畫教師報名
13



2）子計畫一推動重點(續)

提供觀課資訊：須為計畫書所提出之重點課程，內容須包含：

1. 觀課時間。

2. 觀課地點。

3. 授課教師。

4. 相關規劃。

5. 可觀課人數。

6. 各校觀課聯絡人。

☆子一團隊必須繳交(10/15前)，鼓勵子二A團隊開放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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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力課群
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說明

1) 計畫目標

2) 推動重點

子計畫二

15



1）計畫目標(子計畫二)

「子計畫二」旨在培養優質跨領域師資及教學社群，厚實研發及實踐創新教學之基礎。運用未來思考、跨領域

合作、場域實踐等策略，強化議題導向跨領域教學師資軟實力，發展以利他精神為核心、多元敘事為載體之創

新課程群組，形成兼具教學與研發能量之議題導向敘事力教學團隊。

A類計畫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群發展計畫

B類計畫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教學社群培力計畫

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組織並發展跨域教師社群。
 以「群組型新創課程」發展議題導向跨

領域敘事力創新教學。
 透過創新教學研究及交流，擴散理念及

正向效益。


 組織並發展跨域教師社群。
 透過跨域教師社群之共學、共創，研發

並落實新創課程。
 記錄教師社群學創軌跡、新創課程實踐

歷程，發展知識論述。
 下學期完成議題探勘與1~2門新創課程、

投稿論文1篇、於工作坊教案公開演示。



2）子計畫二推動重點

A類計畫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群發展計畫

B類計畫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教學社群培力計畫

• 訂定並發展核心議題

• 經營教師共學社群，規劃並推動工作坊

• 發展創新教學課程模組

• 研發創新教學課程相關知識論述及教學教案

• 經營跨域TA社群，制定TA培力軌跡

• 創新教學及教師社群共學軌跡紀錄與效益擴散

• 訂定並發展核心議題

• 組織並經營跨域教師社群

• 研發並落實新創課程

• 記錄教師社群軌跡及創新教學研發歷程，

並轉化為知識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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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基地

區域社群共創交流基地說明04
1) 區域基地功能

2) 基地任務推動重點

3) 分區基地與計畫校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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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交流基地為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經營區

域校群之重要樞紐，具有經營區域校群、擴散創新教學

理念與方法、收整區域計畫成效之功能。

1）區域交流基地的功能

計畫辦公室

北區計畫校群

區域交流基地

中區計畫校群

區域交流基地 區域交流基地

南區計畫校群

區域交流基地

高屏區計畫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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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域交流基地推動重點

• 協助辦理區域教師/TA培力工作坊。

• 活絡區域計畫校群之交流，協助收整區域

計畫校群計畫執行歷程。

• 辦理分區議題論壇、區域成果聯展，凝聚

區域計畫校群之創新教學能量。

• 經營、發展區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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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基地（共10團隊）

實踐大學

中區基地（共11團隊）

靜宜大學

嘉南區基地（共8團隊）

國立成功大學

子計畫一
實踐大學 / 臺北醫學大學

子計畫二
A類校群 B類校群
致理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淡江大學
亞東科技大學/大同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子計畫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靜宜大學

子計畫二
A類校群 B類校群
亞洲大學（黃淑貞團隊） 亞洲大學（李麗君團隊* ）/中山醫學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子計畫一
國立成功大學 / 國立嘉義大學

子計畫二
A類校群 B類校群
國立臺南大學/南華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南臺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崑山科技大學

子計畫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

子計畫二
A類校群 B類校群
大仁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3）110年區域交流基地與計畫校群分布

高屏區基地（共7團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0年新加入團隊



計畫共同事項說明

1) 110年計畫重要行事曆

2) 線上成果展

3) 培力工作坊

4) 績優教師(教案)徵選

5) 計畫執行應符合徵件須知規定

6) 經費支用原則

7) 著作利用授權契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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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年計畫重要行事曆

2021年09月10日期初說明會
繳回110-1學期開課資料和觀課資訊

2021年01月 全國議題論壇
各團隊繳回期中報告

2022年03月 創新教學工作坊、高教人社教育學術研討會

繳回110-2學期開課資料和觀課資訊

2022年07月 計畫成果聯展

2022年08月 各團隊繳回期末報告
23

2021年09月13日-16日 2021計畫成果聯展
新舊團隊皆可線上參與，歡迎伙伴邀請親朋好友上線觀展

＊
詳
參
期
初
說
明
手
冊



2）線上成果展

• 「2021年議題導向計畫成果聯展」訂於9月13日開幕。

• 網站以旅行的概念鋪陳各校計畫內容，強調敘事力利他精神連

結成果。

• 安排計畫教師與TA短講場次活動。

• 請各校踴躍參與，掌握計畫執行重點，為來年成果展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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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力工作坊

25

目的：協助計畫教師在課程設計中連結場域與學生學習的關係，培育教學評量和知識轉
譯能力，同時培育TA的表達力和美感設計力，進一步將未來思考教學方法融入多元的課
程主題中，發展多元教學模組。

一、預計辦理之工作坊類型：

1.教師增能工作坊。2.TA培力工作坊。3.核心教師團隊工作坊。

二、預計辦理形式：

1.線上工作坊。2.實體工作坊。

三、工坊辦理主責單位

1.總計畫及子計畫辦公室。2.各區域基地。



3）培力工作坊(計畫辦公室研習工作坊規劃)

26

110年度上學期

工作坊類型 講師 參與對象 辦理形式 時間 主辦單位

計畫目標校準
陳明柔師
陳佩英師

新團隊(子二B)(6隊)

子二B→子二Ａ(5隊)

教師為主
實體 10/2、3 總辦

未來思考教學方法 簡菲莉師 全體教師 線上 10-11月 總辦

教學評量 陳佩英師 全體教師 線上 11-12月 總辦

SDGs X未來思考 簡菲莉師 TA 線上 10-11月 總辦

知識轉譯 李竺姮師 全體教師 線上 12-1月 總辦

溝通表達力 歐陽立中師 TA 線上 12-1月 總辦

創新策略規劃
曾士民師
簡菲莉師

全體教師、TA 實體(4場)
11/13、20

12/25、26
基地

論壇 全體教師 實體 1月 總辦



3）培力工作坊(計畫辦公室研習工作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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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下學期

工作坊類型 講師 參與對象 辦理形式 時間 主辦單位

教學評量 陳佩英師 全體教師 線上 3-4月 總辦

知識轉譯 李竺姮師 全體教師 線上 4-5月 總辦

議題導向 黃國珍師 全體教師、TA 實體 4-5月 基地

自我學習力 簡菲莉師 全體教師、TA 實體 3-4月 基地

簡報力 蔡紫德師 TA 線上 4-5月 總辦

跨領域創新教學實踐工坊 全體教師 實體 3月 總辦

成果聯展 全體教師、TA 實體 7月 總辦



4）績優教案徵選

• 擬於111年1或2月進行「創新教學績優教案」徵選。

• 鼓勵計畫教師發展議題導向跨領域創新教學，以提升跨領域創
新教學之成效，促進創新教學經驗之交流與觀摩。

• 徵選內容與條件：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為主題的創新教
學課程教案。

 提供教學影片。

• 徵選資格:「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補助之團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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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論文、教案之成果發表場域

一、論壇(111年1月)

二、跨領域創新教學實踐工作坊(111年3月)

三、高教人社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

• 教育部為綜整歷年高教人社教育計畫之成果，作為知識的累積與收整。

• 擬於111年3月年3月或4月舉行，為期2日。

• 稿件採徵稿與邀稿並行，依審查結果，會後出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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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計畫執行應符合徵件須知規定

• 計畫書（或修正計畫書）所載之內容，經部內核定後，請確

實執行。

• 計畫名稱、核心議題、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計畫成員人數、學期開課數……等，請勿輕易更改，若有必

要異動，請留意是否符合徵件須知之規定，並同時回報計畫

辦公室，以免造成後續計畫執行及核銷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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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經費支用原則-1

人事費

 人事費不得流用至業務費。(一級科目互相流用需報部)

 因實際聘任人員學經歷(職級)、期程、人數不足而產生之相關

剩餘款不得流用，須於計畫結案時繳回。(計畫支領費用人數

須符合經費核定表及計畫徵件須知之規定)

 TA勞退、勞保依各校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如毋須投保，相關

經費須繳回。

 上述人事費結餘，皆視為【應執行而未執行】，故須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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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1)

 業務費內經費項目間可相互勻支。(依校內相關規定及程序

辦理)

 交通費、住宿費為計畫成員國內旅運費可相互勻支。

 稿費：選文授權費、共同教材、選文編輯等相關編稿費均

列於稿費一項，受補助學校(專任)人員不得支領。(可參考

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7）經費支用原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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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2)
 執行「子計畫一」、「子計畫二A類」、「子計畫二B類(110

下學期)」所增加之教師鐘點費：計畫班級因配合計畫開設之

創新課程，若為原已開設之課程，但具備50%以上創新課程內

容，檢附新舊課綱以供對照，其教師鐘點費得依授課教師實際

授課情形，核實支付。專任教師須提出教務處超鐘點相關證明

始得領取教師鐘點費，相關證明須於正式開課後一個月內回報

計畫辦公室。

 依規定內部場地使用費無法核銷。

7）經費支用原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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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經費使用原則

 所稱「彈性經費」為既有補助經費科目內彈性使用，非另外

補助一筆彈性經費。

 彈性經費支用額度係以核定計畫總額(補助+校配)*2%核計，

且以25,000元為限。相關彈性經費可使用項目及說明(參見

手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使用彈性經費前，請先與校內會計單位確認是否能使用。

7）經費支用原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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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參加計畫辦公室辦理之相關研習，將由計畫辦公室協助

TA辦理保險。分區研習則由各分區基地學校負責投保。

 TA薪資須依照實際身分支領。

 學士5,000元、碩士7,000元、博士10,000元為上限。

 兼任助理不得同時為計畫團隊教師、TA。

7）經費支用原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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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而衍生之必要相關支出，可先與計畫辦公室聯繫，並

確認實際情況後，得由業務費項下相關支應。

 上述之疫情衍生相關支出，仍以不違反各校校內經費核銷為原

則。

7）經費支用原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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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款說明

 子一、子二AB類，請款均分二期：

─ 第一期款申請條件：

須依審查意見完成計畫書修改，並通過審核。

─ 第二期款申請條件：

（1）須繳交期中報告並通過審核。(報告形式另函通知)

（2）第一期補助款執行率達70%。(110年度撥付)

7）經費支用原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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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款請款前，請先填寫【經費請撥單】回覆計畫辦

公室確認無誤後，再進行校內用印，完成用印後連同

【學校領據】報部請款。

 計畫辦理期間，如有新修正公告經費使用相關規定，則

依新規定辦理。

7）經費支用原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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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餘相關支用原則及表單，參見教育部「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108/12/17修正)

 網址: https://reurl.cc/MdkgyW

7）經費支用原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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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提交成果時，須確定所有授權無虞。

 請簽妥教育部「著作利用授權契約」寄教育部資科司。

 110年度著作利用授權契約：「甲方」應書寫學校全銜，

並蓋用機關印信；「甲方代理人」為校長，其用印只能

用「首長職銜簽字章」，圖示如下頁：

8）著作利用授權契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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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認計畫執行中所使用圖文的授權

─ 須簽妥授權書

─ 將學生作品上網或是集結成書，須同時取得學生網路

與紙本授權同意書。

 課程教材圖文授權請於執行課程期間盡速完成授權。

─ 凡編入計畫課程教材篇目，均須取得授權始得使用。

8）著作利用授權契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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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團隊夥伴踴躍至「2021年議題導向計畫成果聯展」線上網站參與活動

策展網站

https://aderp.tw/


一、計畫團隊成果展示區：展示計畫團隊109年活動成果



演講廳：活動期間(9/13～9/16)每日安排線上講座和教師/TA短講並直播。



觀展回饋：全程參與並填寫觀展回饋單，即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



以上各要點為簡要說明，
若有調整，計畫辦公室將即時公告。

謝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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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

110年期初說明會

報告人

總計畫主持人 陳明柔 教授

Q&A時間
請善用留言區及舉手之功能，將由工作人員依序邀請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