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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試辦學校實施計畫 

「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計畫」 

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試辦學校實施計畫 

壹、基本資料 

1. 實施分組合作學習的學習領域：（如為跨年級、跨領域、跨學校或跨教育階段，請作說明） 

     學甲國小將結合學甲國中進行跨年級跨領域跨教育階段的合作學習，共組「學甲學習共同

體研究會」，研究範圍將從二年級至九年級，內容涵蓋國語、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領域，

期待讓學甲地區的學校行政、家長、老師及學生均能加入學習共同體，透過對話學習，彼此關

愛，營造和諧積極主動的學習環境。 

2. 實施期程：101 年 9 月 1 日至 102 年 6 月 30 日 

101 年 12 月 
參加臺灣師範大學及嘉義市教育局學習共同體研討會增加教師專業知能 

籌組學甲學習共同體研究會(推動小組) 

102 年 01 月 參加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辦南區培訓課程及召開課程研討會 

102 年 02 月 辦理學甲區國中小學習共同體研習及參訪活動 

102 年 03 月 教師實際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入班觀課暨課後研討會 

102 年 04 月 辦理學甲區國中小學習共同體研習、入班觀課暨課後研討會 

102 年 05 月 辦理臺南市國中小學習共同體推廣研習，入班觀課暨課後研討會 

102 年 06 月 進行成效評估及彙整執行成果 

    

3. 學校基本資料：（如表格數不夠，請自行增加格子）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九年級 

各年級班級數 2 2 3 3 3 7 7 

各年級學生數 55 55 62 58 68 186 197 

 

4. 試辦學校主要連絡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校長 林炳宏 06-7833220#111 bh0001@tn.edu.tw 

教務主任 姜宏尚 06-7833220#141 ma96627@gmail.com 

教師專業 姜宏尚 06-7833220#141 ma9662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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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

召集人 

 

貳、「分組合作學習推動小組」成員（如表格數不夠，請自行增加格子） 

職稱 姓名 

校長(召集人) 林炳宏 

教務主任(副召集人) 姜宏尚 

參與教師 

姓名 領域 參與班級基本資料 

姜宏尚 社會 年級六，班級數 1，人數 24  

陳育賢 自然 年級三六，班級數 5，人數 123  

謝易修 英語 年級五六，班級數 4，人數 126  

陳亮君 英語 年級二，班級數 1，人數 15  

謝佩容 國語 年級二，班級數 1，人數 27  

 陳美卿 數學 年級二，班級數 1，人數 27  

 郭淑華 綜合 年級五，班級數 2，人數 46  

 陳嘉琪 國語 年級五，班級數 1，人數 23  

 許育瑋 數學 年級七，班級數 1，人數 27  

 林東昱 數學 年級九，班級數 2，人數 62  

參、參與試辦學校之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方式 

一、課堂教學研究 

可邀請研發諮詢團隊成員參加。進行課堂教學研究的內容如下： 

1. 共同學習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施方式。 

2. 共同備課，設計分組合作學習教案。 

3. 共同檢討學生進行分組合作學習之成效，並修正與調整教學計畫。 

二、教學觀課與回饋 

進行分組合作學習實際課堂教學與觀課，並進行觀課後檢討，每月至少 2 次。每學期

至少邀請研發諮詢團隊成員參加 2 次。 

三、教學觀摩 

一學年至少要辦理 1 場校內的分組合作學習之教學觀摩，以供校內以及免試升學區內

其他學校教師學習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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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果報告 

1. 成效評估方式 

   (1)學生學習態度或動機的相關問卷前後測比較分析。 

   (2)教學觀察表中的師生互動與學生參與程度於試辦前後的比較分析。 

   (3)學習成績的前後測比較分析，或與對照組的比較分析。 

   (4)學生學習體驗訪談。 

   (5)教師專業成長獲益情形（本計畫將另行設計簡易問卷）。 

2. 蒐集其他相關成果報告資料，包括課堂教學研究內容、社群活動照片、教案設計、課

堂教學照片、學生作品等。 

3. 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少拍攝 1 次（一課、一單元或一章節）分組合作學習教學影帶。 

伍、分享與互惠 

1. 每學年至少辦理 1 次校內分組合作學習教學觀摩，並邀請全校教師參加。 

2. 配合參加教育局(處)、教育部及本計畫舉辦之合作學習成果發表會以分享成果。 

3. 試辦第二年開始，協助與輔導其他新加入的試辦學校。 

 

陸、試辦學校目前正在執行與申請中的計畫（如表格數不夠，請自行增加格子）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執行期間 核定經費或概算 與本計畫的關係 

無     

     

柒、經費概算 

如經費概算表。 

（註：所有參與的學校，可配合實施分組合作學習的教師數，申請推動分組合作學習試

辦經費，其中業務費為每 5 位參與教師（三個班以上）至多補助 4 萬元， 每 10 位（12

個班以上）至多補助 6 萬元，每 15 位至多補助 8 萬元，15 位以上每增加 5 位再增加補

助至多 2 萬元。上限為 14 萬元。補助費用由教育部核定及申請計畫書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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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經費概算表 

計畫名稱 
「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計畫」 

－臺南市學甲國小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學校印信  

計畫主持人(校長) 林炳宏 簽章  

聯絡人 姜宏尚 

地址 
臺南市學甲區秀昌里一秀

30 號 

電話 06-7833220 

研究期限 101 年 9 月 1 日至 102 年 6 月 30 日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一、業務費     

專題講座鐘點費 9 節 10800 

可外聘具有分組合作學習之豐富實務經驗

的專家學者或中小學教師，亦可邀請校內老

師經驗分享。 

（註：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及講座鐘點費支

給規定辦理，如聘國立大學教授擔任研習講

師，以該規定之「與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

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方式核

以 1,200 元(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其連

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減半支

給)。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學校人員)講師者

核以 800 元。） 

外聘專家出席費 1,000 人次 2000 
試辦學校可邀請分組合作學習校外專家蒞

校指導諮詢之費用 

代課鐘點費  節  

校外觀摩 

（註：依據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

費支給基準，國民中學：每節新臺幣三百六

十元。國民小學：每節新臺幣二百六十元。） 

交通費 10 人次 9400 

核實支應(外聘講師交通費，以及試辦學校

的參與老師參加分組合作學習相關研習之

交通費) 

教學材料費 1 批 10000 學生分組合作學習所需之教材費用 

印刷費 1 批 10000 
試辦學校的分組合作學習之學習單印製

費、行動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印製費用 



 5 

膳食費 20 人次 3200 每一場研討每人得編列茶水費 20 元 

獎品費 50 人次 5000 獎勵表現優秀的學生 

資料蒐集費 1 批 6000 
提供每所試辦學校贈書，圖書所有權為參與

進化之試辦學校所有 

二、雜支 1 式 3600 上限為業務費 6％ 

合   計  

註：請各校於備註的地方說明各項目的經費計算方式，以利審核，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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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甲學習共同體實施成果 

  

姜主任分享學習共同體基本概念 工作坊研讀學習的革命專書 

  

學甲國中教務主任參與發言 校長分享自己研讀心得 

  

育賢老師提出自己實施心得 易修老師分享實施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