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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屬性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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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習採計

(Y/N) 

1 性別平等教育 [性平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 
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義性別平等教育

之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Y

註 1 

2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法 依照《環境教育法》第三條所定義之相關課程。 102 年 06 月 N
註 2 註 3 

3 防災教育 [防災教育] 
教育部推動防災教

育政策 
配合教育部的「防災教育課程綱要」。 102 年 06 月 N

註 4 

4 
幼兒園教保專業知

能 
[教保專業]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臺國(三)字第 1010221429

號函釋所定義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專業知能之相關課程。 
101 年 11 月 

Y
註 5 註 6 註 7 

5 基本救命術訓練 [基本訓練]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義基本救命術訓練八

小時以上之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6 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義安全教育四小時之

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7 
基本救命術訓練及

安全教育 
[安全訓練]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六條所定義包含基本救命術訓

練八小時以上及安全教育四小時之相關課程。 
102 年 11 月 

                                                       
註 1 [性平教育]該屬性標籤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於 111.06.29 修正版，其中第 34 條教保服務人員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性別平等及勞動權益相關課程各三小時以上。 

註 2 [環境教育]該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註 3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及《環境教育計畫與成果提報執行辦法》第 2 條，環境教育計畫與成果之「提報單位」為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所有員工、

教師、學生每年均應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故有關教師環境教育時數採計事宜應洽所屬學校單位確認，由學校單位逕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提報時數。 

註 4 [防災教育]該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註 5 [教保專業]、[基本訓練]、[安全教育]、[安全訓練]此 4 項屬性標籤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由合作網站「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自教師進修網取回所需教師研習資料統計。 

註 6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34 條 

1.教保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以上；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教保服務機構新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應於任職前二年內，或任職後三個月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性別平等及勞動權益相關課程各三小時以上、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安全教育

相關課程三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一次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季辦理相關訓練、課程或演習，教保服務機構應予協助。 

3.前項任職後每二年之訓練時數，除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外，得併入第一項教保專業知能研習時數計算。 

註 7 另教育部「磨課師平臺(https://moocs.moe.edu.tw/)」數位課程平臺，可自行搜尋具[教保專業]、[安全教育]等關鍵字之屬性標籤課程，均可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70071&flno=34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屬性標籤】定義 
（更新時間 112年 2月 1日) 

2 
 

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8 
108 新課綱領域綱

要宣導 
[領綱宣導] 

教育部推動 108 新

課綱 

研習課程內容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各領域

課程綱要(簡稱各領綱)內涵之理解，包含基本理念、課程目標、

時間分配、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實施要點及附錄等部分。 

107 年 05 月 

N
註 8 9 

108 新課綱素養導

向 
[素養導向] 

研習課程內容為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核心素

養、教材編選用及課程與教學設計、實施原則與示例之理解與

實作。 

107 年 05 月 

10 
108 新課綱領域綱

要宣導及素養導向 
[領綱素養] 

研習課程為各領域課程綱要核心素養之內涵，及其與學習重點

之呼應關係，並包括核心素養落實於該領域教材編選用、課程

與教學設計、實施之理解與實作。 

107 年 05 月 

11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培訓 
[初階回饋]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實施要點 

為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培訓教師成為專業回饋人才，以協

助、帶領現場教師進行專業成長，茲辦理人才培訓研習課程。 

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認證類別共 3 類，據此擬訂定 3 類課程

屬性標籤，開課單位除需依當年度公告之培訓認證課程名稱開

課外，並需對應符合類別之屬性標籤，以利檢核培訓研習時數。 

108 學年度之培訓課程名稱如下： 

1.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依據108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證一覽表，

此類標籤共有 2 堂課程： 

1-1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3 小時） 

1-2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3 小時） 

 

 

108 年 07 月 Y 註 9 

                                                       
註 8 [領綱宣導]、[素養導向]、[領綱素養]此 3 項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註 9 [初階回饋]、[進階回饋]、[教學輔導]此 3 項屬性標籤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依據「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實施要點」，由合作網站「校長暨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臺」自教師進修網取回所需教師研習資料，統計各類專業回饋人

才認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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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培訓 
[進階回饋]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實施要點 

2.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 

依據108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證一覽表，

此類標籤共有 4 堂課程： 

2-1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6 小時） 

2-2 公開授課理論與實務（3 小時） 

2-3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習社群（3 小時） 

2-4 專業回饋實務探討（6 小時） 

3.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課程 

依據108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證一覽表，

此類標籤共有 7 堂課程： 

3-1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3 小時） 

3-2 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3 小時） 

3-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6 小時） 

3-4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與評量（6 小時） 

3-5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3 小時） 

3-6 教學行動研究 （3 小時） 

3-7 教學輔導實務探討（6 小時）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課程 

依據教學輔導教師換證實施計畫，此類標籤共有 4 堂課程： 

‧換證 1.授課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3 小時） 

‧換證 2.教學輔導案例討論（3 小時） 

‧換證 3.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經營與教師領導（3 小時） 

‧ 換證 4.素養導向課程設計（3 小時） 

108 年 07 月 

13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教學輔導]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實施要點 
108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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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活科技非專長授

課教師增能研習 
[生科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落實國中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

及品質提升方案」 

基礎課程 

0 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與教室安全管理(1 小時) 

1 設計圖繪製、手工具的操作與使用-以魯班鎖為例(3 小時) 

2 設計的流程、常用的機具操作與使用-以小馬達動力車為例(6 小

時) 

3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以電流急急棒為例(6 小時) 

4 教室安全管理與機具操作(2 小時) 

共備課程-七年級 

1-1 創意思考的方法-以創意車為例(6 小時) 

1-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1-以凸輪玩具為例(6 小時) 

1-3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2-以活動橋為例(6 小時) 

共備課程-八年級 

2-1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動力應用、材料選用與加工處理-以風

力起重機、風力仿生獸為例(6 小時) 

2-2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動力應用-以太陽能模型車為例(6 小

時) 

2-3 日常科技產品的能源與動力應用、材料選用與加工處理-以手

搖手電筒為例(6 小時) 

共備課程-九年級 

3-1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產品的設計與發展-以調光氣

氛燈為例(6 小時) 

3-2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以速差線控車為例(6 小時) 

3-3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以 USB 風扇調速器為例(6 小

時) 

3-4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以避障掃礙動力車為例(6 小

時) 

108 年 09 月 Y
註 10 

                                                       
註 10 [生科非專]、[資訊非專]、[健康非專]此 3 項屬性標籤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依據 110 年 9 月 16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00118600 號函辦理，教育部國教署於 110 年 8 月 9 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以「110 學年度提升國

民中學科技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專業能力研習課程規範」規劃科技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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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訊科技非專長授

課教師增能研習 
[資訊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落實國中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

及品質提升方案」 

 

基礎課程 

0 科技領域課程綱要(1 小時) 

1 多元資訊科技授課(5 小時) 

2 演算法、程式設計(6 小時) 

3 資訊科技應用(6 小時) 

共備課程-七年級 

1-1 程式設計(A1) (6 小時) 

1-2 程式設計(A2) (6 小時) 

1-3 演算法(B1)、程式設計(B1) (6 小時) 

1-4 資料處理應用專題、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1) (6 小時)、系統

平台(B1) (6 小時) 

1-5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C1)-Scratch (6 小時) 

1-6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C2) (3 小時) 

共備課程-八年級 

2-1 演算法(A1)、程式設計(A3) (6 小時) 

2-2 程式設計(A4) (6 小時)  

2-3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2)、程式設計(B2) (6 小時)  

2-4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3)、演算法(B2)及程式設計(B3) (6 小

時) 

2-5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C3) (3 小時) 

共備課程-九年級 

3-1 資料數位化原理與方法(A1)、資訊科技應用專題(A1) (6 小時) 

3-2 系統平台(A1)、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A2) (6 小時) 

3-3 資訊科技應用專題(B1)-Python (6 小時)  

3-4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B4)、資料數位化原理與方法(B1) (6 小

時) 

 

108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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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國中健康教育非專

長授課教師增能研

習 

[健康非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落實國中教學

正常化、適性輔導

及品質提升方案」 

(1)健康百寶箱-健康教育教學資源運用（1 小時） 

(2)素養導向健康教育教學與評量（1 小時） 

(3)素養導向健康教育課程教學（2 小時） 

(4)健康教育共同備課-教學活動設計分組實作（2 小時） 

108 年 09 月 

17 
雙語教育增能研習

課程 
[雙語教育]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2 年 10 月教育

大辭書定義之雙語

教育 

以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的教育系統，其實施旨在維繫既有的

語言能力，並促進新語言的學習，最終目標是使學生能精通這

兩種語言，建立對不同語言文化的尊重與包容之研習課程。 

111 年 02 月 N
註 11 

18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SDGs) 
[SDGs]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 108

年 7 月發布之臺灣

永續發展目標辦理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108 年 7 月發布之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辦理。 
111 年 02 月 N

註 12 

                                                       
註 11 [雙語教育]此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註 12 [SDGs]此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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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19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

導 
[教學領導] 教育部 108 新課綱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育課程分別為「學校願景的發展

與溝通」、「教學活化與課程創新」、「教學觀察與會談技巧」、「學

校課程評鑑理論與實務」、「課程與教學的行動研究」、「學習策略

的理論與實務」、「學生學習結果的分析與改進策略」、「認知教練

理論與實務」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理念與運作」。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領航人才培育課程分別為「教學領導哲

學與實務」、「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之理念與實踐」、「課程創新

與教學活化」、「校本特色課程發展與領導」、「學習領導實踐」、

「校長實施教師領導的策略」、「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診斷與改善」、

「校長學之實務對話」、「實驗教育的課程領導」、「解讀 12 年國

教新課綱核心素養轉化與學習領導」和「雙語教育理論與實務」。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培訓認證類別共 2 類，據此擬訂定 2 類課程

屬性標籤，開課單位除需依當年度公告之培訓認證課程名稱開課

外，並需對應符合類別之屬性標籤，以利檢核培訓研習時數。 

初階人才培育課程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訓 

A+領航人才培育課程 

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A+領航人才培訓 

111 年 03 月 Y 註 13 

                                                       
註 13 [教學領導]此屬性標籤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由合作網站「校長暨教師專業發展支持平臺」自教師進修網取回所需教師研習資料，統計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初階人才培訓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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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20 中小學國際教育 [國際教育]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

教育白皮書 2.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推動國

際教育經費作業要

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推動國

際教育旅行經費作

業要點 

依據《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之政策制定，為達到培育

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拓展全球交流三個目標，提出

精進學校本位國際教育、打造友善國際化環境、建立國際架

接機制等 3 個策略，以及 13 個行動方案，爰規劃辦理教師

「國際教育」專業能力研習課程。 

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IELCG)培力課程(依各縣市開設時數)

國際教育行政資源窗口(IEAS)研習(依各縣市開設時數)國際

教育資源中心(IERC)研習(依各縣市開設時數) 

「國際教育」研習課程(依各縣市開設時數) 

 

111 年國際教育培訓認證課程如下: 

1.共通課程 

實施國際教育的外環境分析 (2 小時)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2 小時)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2 小時)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國定課程 (2 小時) 

SIEP 課程發展與教學-雙語課程 (2 小時) 

SIEP 學校國際化 (2 小時) 

SIEP 國際交流 (2 小時) 

2.分流課程 

國定課程模組與架構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雙語課程模組與架構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國際交流模式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學校國際化模式實務工作坊 （6 小時） 

國際網路交流平台之註冊與實務應用（6 小時） 

111 年 03 月 N
註 14 

                                                       
註 14 [國際教育]此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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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續 20 中小學國際教育 [國際教育]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

教育白皮書 2.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推動國

際教育經費作業要

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推動國

際教育旅行經費作

業要點 

跨文化溝通教學設計與實作 (6 小時） 

國際關係現況與外交政策 （6 小時） 

東南亞/南亞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 （6 小時） 

外師合作教學概念與實務/境外生教育與輔導（6 小時）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6 小時） 

教育國際化實務案例與法規分享 （6 小時） 

3.教育行政人員培力認證課程 

國際化與國際關係 (2 小時) 

國際教育的實踐 (2 小時) 

全球化與國際經貿 (2 小時) 

國際文教實務與演練 (2 小時) 

分組輔導課程 (1 小時) 

我國國際及兩岸教育政策與現況 (2 小時) 

學校國際化的推動與討論 (1 小時) 

國際教育理念分析 (2 小時) 

跨文化溝通與演練 (2 小時)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2 小時) 

4.國際教育種子教師實作工作坊 

國際教育課程與交流實作評量規準發展(3 小時) 

SIEP 雙語課程撰寫實作工作坊 （3 小時） 

5.SIEP 執行輔導工作坊 

SIEP 融入國定課程執行輔導工作坊 (2 小時) 

SIEP 融入雙語課程執行輔導工作坊 (2 小時) 

SIEP 國際交流執行輔導工作坊 (2 小時) 

6.學校國際化研習課程 

IEAS 任務學校任務說明工作坊 （4 小時） 

學校國際化補助說明會 （2 小時） 

學校國際化標章說明會 （2 小時） 

國際教育績優獎宣導工作坊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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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21 勞動權益知能教育 [勞權教育]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配合「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修法，新增教保服務人員任職後每兩

年應接受勞動權益相關課程 3 小時以上之規定，其中勞動權益

相關課程包含勞動基準法概論及勞動權益保障實務案例研討(3-

6 小時) 

111 年 12 月 Y
註 15 註 16 

22 
資通安全通識教育

訓練 
[資通安全]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分級辦法及其附表

一至八 

附表一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A級之公務

機關應辦事項.PDF 

附表二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A級之特定

非公務機關應辦事

項.PDF 

附表三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 B 級之公務

機關應辦事項.PDF 

 

(可參見資通安全管理法 FAQ 3.14.) 

一、「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係指資通安全相關之通識性概念

課程，或機關內部資通安全管理規定之宣導課程。 

二、為利資安課程時數統計，人事行政總處將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之公務人員學習紀錄增

加資安課程代碼 ：資通安全（通識）代碼 522、資通安全

（專業、職能）代碼 523，各機關於統計學習時數時，可依

代碼計算相關時數。本案係等同於「資通安全（通識）代碼 

522」。 

111 年 12 月 N
註 17 

                                                       
註 15 [勞權教育]此屬性標籤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於 111.06.29 修正版，其中第 34 條教保服務人員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性別平等及勞動權益相關課程各三小時以上。 

註 16 教育部國教署已採計勞動部「全民勞教 e 網」勞動權益相關課程 5 門課(共 5.5 小時)，待「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依照教育部國教署要求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新增[勞動教育]屬性標籤後，下述課程即可被歸為勞動權益

相關課程。在此五門課程內預計可被採計為勞動權益相關三小時。教育部國教署已採計勞動部「全民勞教 e 網(https://labor-elearning.mol.gov.tw/)」勞動權益相關課程 5 門課。1.勞資爭議案例說明-1 小時。2.勞資爭議案

例說明(二)-1 小時。3.勞動基準法概述-1.5 小時。4.勞動契約與勞工權益探討-勞動基準法第 9 條之 1、第 10 條之 1、第 15 條之 1 及第 14 條-1.5 小時。5.營造職場多元性別平等環境-0.5 小時。 

註 17 [資通安全]此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70071&flno=34
https://labor-elearning.mo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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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續 22 
資通安全通識教育

訓練 
[資通安全] 

附表四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 B 級之特定

非公務機關應辦事

項.PDF 

附表五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 C 級之公務

機關應辦事項.PDF 

附表六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 C 級之特定

非公務機關應辦事

項.PDF 

附表七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D級之各機

關應辦事項.PDF 

附表八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 E 級之各機

關應辦事項.PDF 

23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108.5.8修正之家庭

教育法第九條 

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定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養子女

或被監護人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二、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應盡義

務與應享權益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三、性別教育：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情感、認知與社會知

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四、婚姻教育：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111 年 12 月 N
註 18 

                                                       
註 18 [家庭教育]此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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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續 23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108.5.8修正之家庭

教育法第九條 

五、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

成年子女，對家人關係維繫與家庭生活管理知能之教育活

動及服務。 

六、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及

服務。 

七、資源管理教育：指增進個人、家庭、社會之資源運用與管理

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八、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之

教育活動及服務。 

九、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之教育

活動及服務。 

十、人口教育：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活動。 

24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

習精進方案教師數

位教學增能培訓 

[精進數位]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

習精進方案 

依據本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規劃教師數位教學增能

培訓架構包含以下課程： 

基礎課程 

一、A1 數位學習工作坊(一) 

課程重點：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概論及平臺介紹(含數位教學

指引導論)，共 3 小時 

二、A2 數位學習工作坊(二) 

課程重點：數位學習平臺應用(平臺操作及教學模式運

用)，共 3 小時 

112 年 2 月 N
註 19 

                                                       
註 19 [精進數位]此屬性標籤未納入教育部規範採計，僅配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辦理政策性及專業性教師研習狀況之需求，以及提供教育現場教師更便利研習課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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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屬性標籤 

完整名稱 
屬性標籤 設立依據 定義 

屬性標籤 

新增日期 

是否有納入 

教育部規範 

之研習採計

(Y/N) 

續 24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

習精進方案教師數

位教學增能培訓 

[精進數位]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

習精進方案 

進階課程 

一、B1.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 

課程重點： 

1.自主學習的介紹 

2.自主學習在學校的實施模式 

3.自主學習與數位學習平臺/工具的關係與運用實作 

二、B2.PBL 教學應用 

課程重點： 

1.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理論與 PBL 簡介 

2.數位學習結合 PBL 課程操作 

3.PBL 結合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四學課堂實作 

三、B3.數位教學指引培力 

課程重點：數位教學指引導讀與數位教學教案設計 

四、B4.各領域/科目數位教學 

課程重點：領域/科目之數位教學設計、實例分享與實作

（分領域/科目辦理） 

 

講師培訓課程 

一、C.數位學習講師培訓工作坊 

課程重點： 

1.數位學習平臺教案設計與應用 

2.數位學習平臺操作實作評量 

 

二、D.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講師培訓工作坊 

課程重點： 

1.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與 PBL 理論 

2.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分組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