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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教師研習(四) 

「商業與管理群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社群及部定專業科目教師課程共備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管群科中心學校 110 年度工作計畫。 

二、計畫目標：配合新課綱核心素養課程教學品質提升及落實實質教學評量，

所辦理之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藉以建置群科諮詢輔導機制，成

立種子教師及各教師專業社群建置，並協助各區域學校推動教

師專業社群及教師課程共備機制，加強技術型高中教師對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群科課程綱要「核心素養」之瞭解，以利落實

新課綱精神，並協助各區域學校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及增進教師

專業成長、教學能力與成效。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承辦單位：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立松山家商、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四、研習日期及地點：研習分二場次辦理，請各服務學校選擇其中一場次報名。 

(一)北區場次：1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臺北市立松山家商 

(二)南區場次：11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高雄市立高雄高商 

五、研習對象：全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商管群科主任、教師或其他群科有興趣

之教師參加，人數配合防疫管控及場地負荷每組錄取 20 人，4

組共 80 人，每校 2~3 名，依各校已審核通過後之報名順序錄取，

額滿為止，人數超過研習場地負荷時，承辦單位保留參加人數

控管之權利。 

六、研習內容：如課程表。 

七、研習方式：部定專業科目素養導向評量試題實作、部定專業科目素養命題

技巧共備課程、分區素養導向評量試題研討會議。 

八、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選擇其中一場報名，詳見報名表。 

九、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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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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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學校核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及課務派代，其往返交通費、雜費等均由服

務學校依規定支應。 

(二)請參與活動之教師務必攜帶自授部定專業科目之「教科書」，以利討論及

共備等活動進行。研習結束後，全程出席者登錄研習時數 3 小時。 

(三)報名研習之後未參加者，將行文通知原服務學校。請優先遴派未曾參加商

管群研習活動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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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教師研習(四) 

「商業與管理群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社群及部定專業科目教師課程共備研習」 

北區場次 課程表 

研習日期及課程時段：1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時間 研習內容 主持(主講)人 研習地點 

13:40-14:00 報到及開幕式 松山家商/臺中家商工作團隊 

臺北市立

松山家商 

活動中心 

演講廳 

14:00-15:00 

商管群素養導向試題
研發及實作社群增能

課程 

依部定專業科目分組 

☆商業概論組社群領航講師：    

臺中家商 李法興主任 

☆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組社群

領航講師： 

松山家商 袁學靖主任 

☆會計學組社群領航講師：    

豐原高商 李燕坪主任 

☆經濟學組社群領航講師： 

  育達高中 李君隆主任 

15:00-15:10 休息 松山家商/臺中家商工作團隊 

15:10-16:10 

商管群部定專業科目
教師課程共備及命題

技巧實務課程 

依四技二專統測考科分組 

☆專業科目(一)組 

  商業概論領航教師： 

臺中家商 李法興主任 

  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組領航

教師：松山家商 袁學靖主任 

☆專業科目(二)組 

  會計學領航教師： 

豐原高商 李燕坪主任 

  經濟學領航教師： 

育達高中 李君隆主任 

16:10-16:20 休息 松山家商/臺中家商工作團隊 

16:20-17:10 

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社
群及部定專業科目教
師課程共備研討會 

商業概論組、數位科技概論及

應用組、會計學組、經濟學組

等組社群領航講師及體學員 

17: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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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教師研習(四) 

「商業與管理群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社群及部定專業科目教師課程共備研習」  

南區場次 課程表 

研習日期及課程時段：11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 

時間 研習內容 主持(主講)人 研習地點 

13:40-14:00 報到及開幕式 松山家商/臺中家商工作團隊 

高雄市立

高雄高商 

百齡大樓 

8 樓國際會

議廳 

 

14:00-15:00 

商管群素養導向試題
研發及實作社群增能

課程 

依部定專業科目分組 

☆商業概論組社群領航講師： 

  樹德家商 劉昭束主任 

☆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組社群

領航講師：高雄高商 葉靜惠

主任 

☆會計學組社群領航講師：  

復華中學 邱昭雯老師 

☆經濟學組社群領航講師：  

嘉義高商 李翠蓮老師 

15:00-15:10 休息 松山家商/臺中家商工作團隊 

15:10-16:10 

商管群部定專業科目
教師課程共備及命題

技巧實務課程 

依四技二專統測考科分組 

☆專業科目(一)組 

  商業概論領航教師： 

樹德家商 劉昭束主任 

  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組領航

教師：高雄高商 葉靜惠主任 

☆專業科目(二)組 

  會計學領航教師： 

復華中學 邱昭雯老師 

  經濟學領航教師： 

嘉義高商 李翠蓮老師 

16:10-16:20 休息 松山家商/臺中家商工作團隊 

16:20-17:10 

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社
群及部定專業科目教
師課程共備研討會 

商業概論組、數位科技概論及

應用組、會計學組、經濟學組

等組社群領航講師及體學員 

17: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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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教師研習(四) 

「商業與管理群素養導向試題研發社群及部定專業科目教師課程共備研習」 

研習報名表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報名場次 

(請選擇一場次參加) 

□北區場次：110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一) 

□南區場次：11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二) 

姓    名  

職    稱 (請註科主任所兼任之科別) 

參加組別 
□商業概論組 □數位科技概論及應用組 

□會計學組  □經濟學組 

身分證統一編號 

(研習時數登錄用) 
 

聯絡電話 學校：                  行動： 

E–mail  

說明： 

1.研習對象：商管群各校教師或其他群科有興趣之教師參加，人數配合防疫管控

及場地負荷每組錄取 20 人，4 組共 80 人，每校 2~3 名，依各校已

審核通過後之報名順序額滿為止，人數超過研習場地負荷時，承辦

單位保留參加人數控管之權利。 

2.報名日期：110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 110 年 4 月 2 日(星期五)下

午 5 時止。 

3.網路報名：請至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網站

(https://vtedu.mt.ntnu.edu.tw/nss/s/business/)最新消息頁面線上報名。 

4.研習名單：將於 110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公告於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網站 

5.聯 絡 人：商管群科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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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務信箱：exper@tchcvs.tw 

(2)陳彥志先生 TEL：(04)2222-3307 轉 609 

(3)黃亮瑋小姐 TEL：(04)2222-3307 轉 608 

(4)曾宇軒先生 TEL：(04)2222-3307 轉 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