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017 臺 中 創 意 學 習 行 動 節
翻轉教學動起來研習（觀議課、師生對話）實施計畫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柒、

研習目的：
一、藉由「翻轉教育」觀念扭轉過去課堂上純粹「老師說、學生聽」的
單向講述，轉而重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主軸，把學習的
發球權還到孩子手上。
二、邀請 106 年臺中市 SUPER 教師分享翻轉創意學習理念，藉由分享特
色教學故事，論述各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
三、引領與會教師共同參與學習和成長，透過多元教學方法、哲思的討
論，思考如何促進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生實踐及分享能力，提升
學習的熱情與樂趣，促進翻轉教育的理解。
四、開啟教師專業學習研究之門，傳遞活化教學，翻轉教育之理念，建
構教師互學機制，創新教學理念，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主辦單位：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台中市教師會、臺中市霧峰國小
協辦單位：臺中一中、臺中一中教師會、臺中二中、臺中二中教師會、
霧峰國小教師會
辦理時間：
第一天 106 年 10 月 28 日（六） 08：30 ~ 16：30
第二天 106 年 10 月 29 日（日） 08：30 ~ 16：30
活動地點：
第一天 臺中二中 體育館視聽教室、萃英樓 B1
第二天 臺中二中 體育館視聽教室
參加人員：
一、 教育現場教師。
二、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會務人員。
參加人員請學校惠准予公假登記。出席研討會之學員核予進修研習 12
小時。
課程主題與內容：（如附件一）
一、從課例研究談教師專業自主：
透過臺灣及日本課例研究，分享教室學習風景及找出實踐方案。本次課
程將運用 ORID 焦點討論法（Objective（客觀、事實）
、Reflective（感
受、反應）
、Interpretive（意義、經驗）
、Decisional（決定、行動）），
帶領大家一起比較分析臺灣及日本學習共同體的實施現況與差異性，將
擷取低年級到國中部份領域教學案例，從偏鄉課堂案例到都會型學校教
室風景切入議題，探究學習共同體實踐方法與步驟，讓大家快速理解學
共課堂操作模式與班級經營策略，幫助大家快速營造互學共好的課堂氛
圍。

二、運用自由書寫進行觀議課：
過去的觀課議課都有指標規範，看來有個標準，知道要看甚麼，但也經
常受限於指標看不到創意或深層的意義。
觀課的重點不應該是教學者好壞的評價，應該是觀課者透過觀察產生了
哪些意義，這些意義來自觀課者所持有的教學理論、價值觀和當下看到
的教學過程產生的交互作用，所以，同一堂課，不同的觀課者會產生不
同的意義，這些意義應該由觀課者的自我出發，只有體察自己內心的改
變，才有學習上的意義，外界加諸的指標和規範，或許可以事前閱讀，
但不應在現場干擾內心意義的產生。
自由書寫是一種不錯的工具，無拘束、無框架、聆聽自己內在的感覺，
記錄自己觀察所產生的各種學習，這種學習是比較有效果的。
三、運用對話，讓師生關係更健康：
真正的對話是帶著正向好奇的探索，不是帶著指責的訓話。但成長於「聽
話系統」的我們(大人、老師、家長)卻往往把過去的生命經驗複製在世
代之間的教養裡。「經常與孩子對話嗎？訓話並不是對話，要孩子聽話
也不是對話。那麼，什麼才是對話呢？真正的對話要如何進行？哪些溝
通姿態是應該避免的？如何處理彼此情緒、關照雙方情緒？當我們能與
孩子平等、和諧地對話，師生關係會出現什麼樣的轉變呢？邀請你一起
來認識、體驗對話的力量。」
捌、

預期成果：
一、藉翻轉創意學習理念，討論各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增進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
二、引領教師認識學習共同體教學觀點，共同參與專業與成長，思考如
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增進教師實踐及分享能力，提高教學的熱情
與樂趣。
玖、 研習經費：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酌以經費補助，如附件二
壹拾、 專案聯絡人：吳金燕 秘書
連絡電話：04-23202148 ；傳真電話：04-23253663
聯絡地址：40353 台中市西區博館路 117 號 4F 之 4
壹拾壹、 辦理本次研習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報請敘奬，以玆鼓勵。
壹拾貳、 本次研習學習行動節專輯發放現場學員、講師、作者，後續再寄發
給本年度 SUPER 教師學校，及下次研習活動發送。
壹拾參、 本實施計畫經報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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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臺中創意學習行動節～創意‧教學‧學習工作坊
活動地點：臺中二中 體育館視聽教室

場次

研習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講師 / 與談人

場地：體育館 視聽教室
08:10-08:40

報到
全教總 理事長

08:40-09:00

開幕典禮

理事長 洪維彬
臺中二中 校長
姜宏尚 老師

上
午

09:00-09:50

從課例研究談教師專業自主
（台南教育產業工會專發執

I

行長）

場
09:50-10:10

會務人員

休息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姜宏尚 老師

10:10-12:00

從課例研究談教師專業自主
II

（台南教育產業工會專發執
行長）

場地：萃英樓 B1
中午
12:00～13:20

午餐時間

會務人員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休息
莊福泰 老師
13:30~14:20

運用自由書寫進行觀議課
（探究）

14:20-14:30

休息

（全國 SUPER 教師獎得主、鼓
山高中校長）
會務人員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莊福泰 老師

14:30-16:30

106 / 10 / 29 (日)

運用自由書寫進行觀議課
（分組實做）

（全國 SUPER 教師獎得主、鼓
山高中校長）

2017 臺中創意學習行動節～教育論壇與學習共同體工作坊

活動地點：臺中二中 體育館視聽教室（暫訂）
場次

上

研習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主持人

羅志仲
09:00~09:50 運用對話，讓師生關係更健康

09:50~10:00

休息
羅志仲

中午
休息

10:00~12:00

運用對話，讓師生關係更健康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4:20

運用對話，讓師生關係更健康

14:20~14:30

休息

午
場

會務人員

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

運用對話，讓師生關係更健康

16:30~17:00

綜合座談

老師

（清華大學中文博士、
兼任助理教授）

羅志仲
14:30~16:30

老師

（清華大學中文博士、
兼任助理教授）

羅志仲

下

老師

（清華大學中文博士、
兼任助理教授）

午
場

講師 / 與談人

老師

（清華大學中文博士、
兼任助理教授）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