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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 

統測實務導向試題工作坊暨諮詢輔導會議實施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學校 111學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提升教師素養導向評量與命題專業知能，並建置試題題庫。 

(二)分析自然科學領域命題試題表現，提供命題改進依據，提供命題教學回饋。 

(三)透過命題評量分析，澄清學生學習迷失概念，幫助老師擬訂教學策略，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三)協辦單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四、研習內容 

(一)參加對象：技術型高中、技術型高中設有綜高專門學程、普通型高中設有綜

高專門學程、普通型高中設有專業群科、綜合型高中自然科學領

域教師。 

(二)研習時間與地點： 

(三)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8月 8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線上報名，本中心將於研習

後至全國在職進修網核發時數。 

1.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tr18yDVn6ZUMR4Lm8 

2.報名QR-code：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研習地點擇一 

8月 9日

(星期二) 
9:30-12:00 

統測實務導向試題工作坊

暨諮詢輔導會議 

實體: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

中心(402會議室) 

線上:Google meet 

(代碼:zcc-aroz-u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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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習主題與流程 

統測實務導向試題工作坊暨諮詢輔導會議 

時 間 內容/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09:20-09:30 報到 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 

09:30-10:20 統測素養及實務導向試題示例 測驗中心陳組長中慧 

10:20-11:10 
衛生護理類-生物(B) 

實務導向題型說明及試題分析 

測驗中心 

劉學科負責人興文 

11:10-12:00 
工程與管理類-物理(B) 

實務導向題型說明及試題分析 

測驗中心 

沈學科負責人怡萍 

12:05-12:35 諮詢輔導會議 

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 

陳校長勇利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陳組長中慧 

劉學科負責人興文 

沈學科負責人怡萍 

12:35 賦歸 

六、交通資訊 

實體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402會議室 

(交通資訊網址:https://meeting.com.tw/xinwuri/location.php) 

七、經費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支應。 

(二)惠請貴校核予參與人員公(差)假登記，往返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依規定核實支

應。 

(三)本中心種子教師(名單如附件 1)、花蓮、臺東及離島教師，參與本研習的交通

費及教師代課鐘點費由本中心支付，相關請領方式，如附件 2。 

八、其他 

(一)全程參加本次研習之人員核予研習時數。 

(二)本中心會發行前通知，請密切注意中心電子信件。 

(三)會場備額溫槍及手部消毒設備，建請與會者全程配戴口罩，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及防護措施，另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者、居家隔離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等狀況，

請勿出席。 

九、本計畫經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https://meeting.com.tw/xinwuri/loc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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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 

111學年度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及種子教師名單 

序 姓名 服務學校 學校地址 

1 張鈴蘭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 235號 

2 張敏哲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520號 

3 葛士瑋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520號 

4 姜怡如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四段 77號 

5 邱麗滿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655號 

6 徐慧萍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 29號 

7 沈淑端 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 7號 

8 呂瓊芳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 154號 

9 李冠誼 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號 

10 方采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 144號 

11 張鳳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 144號 

12 謝順吉 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 155號 

13 邱芳榆 桃園市私立成功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桃園市龜山區明德路 162巷 100號 

14 丁青青 新竹市世界高級中學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257號 

15 林唯潁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二段 491號 

16 鄭仰哲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東勢區東關路六段 1328號 

17 黃泰民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 2號 

18 賴怡君 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 191號 

19 黃麗如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22號 

20 賴怡淳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 993號 

21 謝俊祥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土庫鎮中央路 2號 

22 柏治平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西螺鎮大同路 4號 

23 黃湘玉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西螺鎮大同路 4號 

24 陳志源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雲林縣虎尾鎮博愛路 65號 

25 陳俊良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東區光彩街 69號 

26 賴彥良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174號 

27 陳石峰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 117號 

28 倪孝先 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 801號 

29 吳崇誠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 148號 

30 張德豫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9號 

31 李家萱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1號 

32 陳瑞鳳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533號 

33 鄭志麟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51號 

34 郭宗祐 高雄市高苑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橋頭區芋寮路 1號 

35 郭政郎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屏東縣內埔鄉成功路 83號 

36 陳國芳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 424號 

37 呂建霖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27號 

38 陳怡蘭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東縣關山鎮民權路 58號 



附件 2 

4 

研究(種子)教師、花東及離島教師差旅費與代課鐘點費請領方式 

 

表一、教師出差請示單︰ 

研究(種子)教師出差應於出發前填具此單，經服務單位各處室主管簽章後，送服務單

位人事室登記存查。(若該校使用雲端差勤系統請假，表一可免填) 

 

表二、出差旅費報告單︰ 

研習完畢兩周內，請種子教師填寫此單，並經由該服務單位各處室核章後，種子教

師或協助單位再寄送至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申請核撥，收件地址:72242 臺

南市佳里區六安里 117 號，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 收。 

注意事項： 

1. 差旅費之起訖地點(貴服務單位至活動地點)，經審核通過後，直接撥款至種子教師個人戶頭，

請務必填寫「個人」戶頭。 

2. 申請差旅費統一使用此表，不使用貴校之差勤系統差旅申請表。 

3.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本人章或親筆簽名以示證明。 

 

表三、教師課務排代鐘點費清冊︰ 

研習完畢兩周內，請種子教師之服務單位 1 掣據(抬頭「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或統

編「74502008」，不含交通費)，連同 2 表三清冊(已核章)及 3 課表，1~3 寄至 72242 臺南市

佳里區六安里 117 號，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 收，待中心完成審核作業後，隨即匯

款至各校，屆時請各校轉發代課人員。 

注意事項： 

1. 若一校有兩位(含以上)出差教師請各校彙整成乙份課務排代鐘點費清冊，並註明該校統編、

戶名、銀行及分行與匯款帳號，第一銀行尤佳。 

2. 務必檢附資料：領據(依各校出納組領據格式，抬頭「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或統編

「74502008」，不含交通費)、教師課務排代鐘點費清冊(已核章)、出差教師授課課表。 

3. 以支領「基本鐘點代課費 400 元/節」為限，兼課及輔導課之代課費無法支應。 

4.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代課費總額*2.11%，四捨五入)亦請併入排代費領據。 

5. 檢附收據請註明抬頭「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或國立北門農工統編「74502008」。 

6. 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國立北門農工)課務排代費用事宜聯繫：(06)7260148 轉

分機 331，戴伶伊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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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種子教師、花東及離島教師出差請示單 

姓名 職稱 依據公文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北門農工教字第                  號 

出差事由  

出差地點  

起迄日期 自     年   月   日(   )  ：  至  ：  止 共    日 

出差人(簽章) 單位主管 人事室 主(會)計室 校   長 

     

職務代理人 

 

※種子教師出差應於出發前填具此單，經服務單位各處室主管簽章後，送服務單位人事室登記存查。 

-------------------------------------------------------------------------------------------------- 

表二、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種子教師、花東及離島教師出差旅費報告單 

姓    名  
身分證 
字號 

          
職
稱 

 
職
等 

 

出差事由  
聯絡 
電話 

 

匯款帳號 
□         銀行         分行／帳號：                              

□                郵局      ／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日    期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起訖地點     

交
通
費 

高鐵(附單據) 數字 數字 數字 數字 

臺鐵 數字 數字 數字 數字 

公車／客運 數字 數字 數字 數字 

捷運 數字 數字 數字 數字 

住宿費(附單據)  

總    計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 

出差人(簽章) 單位主管 人事室 主(會)計室 校  長 

 
    

※單面列印申請表，並請該服務單位各處室主管簽章。 

※若有塗改處，請蓋本人印章或親筆簽名以示證明，正本寄回，請自行掃描或影印留檔。 

※只有花東離島教師才可能因此研習衍生 8月 8日住宿費，其他地區教師勿填。 

※差旅費請填入固定個人帳號，勿隨意更改。 

※若使用第一銀行免扣匯款手續費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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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技術型高中自然科學領域推動中心種子教師、花東及離島教師課務排代鐘點費清冊 

教師姓名：                             任職學校：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該校戶名：                                ，統編：                 

金融機構：               銀行/郵局                分行，帳號                             

※本表如不敷填寫可自行增加。 

會辦單位(請核章)     
教學組 出納組 人事室 主(會)計室 

 
機關首長 
 

教務處 總務處 

注意事項： 

1. 若一校有兩位(含以上)出差教師請彙整成乙份清冊，並註明各校匯款帳號，第一銀行帳戶尤佳。 

2. 務必檢附資料：出差教師授課課表、領據(依各校領據格式，抬頭「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或統編「74502008」，不含交通費)、此清冊(已核章)。 

3. 以支領「基本鐘點代課費 400 元/節」為限，兼課及輔導課之代課費無法支應。 

4.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小數點後以四捨五入計)，亦請併入排代費領據。 

5. 檢附收據請註明抬頭「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或國立北門農工統編「74502008」。 

 

出差教師 代課日期 代課教師 單價(元) 
節次 

 (指第幾節課) 
A 應領金額(元) 備註 

       

       

       

       

       

       

       

       

B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應領總金額*2.11%)請 4捨 5入  

總計(=A+B)  

請領金額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