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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寒假研習 多元、專業 等您來報名 
寒假將至，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與臺南市教師會了解不同階段別會員對專

業成長需求的渴望，為滿足更多會員追求自我精進的需要，特辦理多樣性的研

習課程，報名資訊與課程介紹如下，名額有限，請速報名！ 

 

序號 研習名稱 研習日期 研習地點 報名方式 研習人數 備註 

1 咱糧學堂及食農

教育 

105.1.22 新化高中 全國教師在職進

修資訊網，課程

代碼：1917768 

上限40人 1.請於 105年 1月 15日 

(五)前請先至 

https://goo.gl/0QOdtG 

報名。 

2.本會將於105年1月18日

(一)將錄取名單公告臺南

市教育產業工會網站，網

址：

http://www.tneu.org.tw/in

dex.php。 

2 勞動權益教育研

習 

105.1.25 復興國中

樂群樓 4F

美術教室

及表演教

室 

學習護照報名，

研習代號：

182057 

或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課

程代碼：1916680 

上限32人 1.因下午有戲劇活動課

程，建議穿著方便肢體運

動之服裝為宜。 

2.請攜帶環保杯。 

3 105年寒假教師
創新媒體教材
研發課程-影像
創作工作坊 

105.1.25-

1.27 

永康區 

崑山國民

小學 

全國教師在職進

修資訊網，課程

代碼：1916657 

上限80人  

4 「孩子們來唱

歌」-國小合唱教

學篇帶團武林秘

笈大公開 

105.1.27 永康區 

崑山國民

小學成德

館東永廳 

學習護照報名，

研習代號：

181388 

或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課

程代碼：1916427 

上限150人 本案聯絡人:崑山國小施

文平、林俐妡老師，電話：

2711640-732、信箱：

gerwinshih@gmail.com。

為配合本市節能減碳政

策，敬請自備環保杯。 

5 學習共同體寒假

種子教師培訓營 

105.2.2-3 善化區 

大成國小 

學習護照報名，

研習代號：

182019或全國教

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課程代碼：

1917287   

上限150人 本案聯絡人:工會教學研

究部姜宏尚主任，電話：

0935737378、信箱：

ma96627@gmail.com。為配

合本市節能減碳政策，敬

請自備環保杯。 

 

 

https://goo.gl/0QOdtG
http://www.tneu.org.tw/index.php
http://www.tneu.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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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1.咱糧學堂及食農教育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分享者 

8:40~9:00 報到及開場 大新化區分會 

9:00~10:00 烘焙體驗（和麵糰）＆烘焙心得分享 翁叁益（新化高中教師） 

10:00~11:30 煮豆漿體驗＆豆渣烘焙 DIY＆本土大豆種植

介紹 
新化社大 

11:30~12:00 烘焙體驗（裝模）、品嚐豆漿 翁叁益（新化高中教師） 

12:00~13:00 午餐  

13:30~15:30 咱糧學堂食農教育經驗分享 咱糧學堂教師 

15:30~16:00 分裝+清洗  

備註 1/21（四）10:00-12:00，視氣候及作物生長狀況，預計辦理黃豆採收體驗

活動。如確定進行，將於活動三日前通知報名 1/22活動參加者 

 
2.勞動權益教育研習 

時程 研習內容 講師（負責單位） 
08:30~08:40 報到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08:40~08:50 始業式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08:50~09:50 勞動法令簡析及職場現況 
吳宗原 教師 
（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專
家資料庫」） 

09:50-10:00 休息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0:00~10:50 
【打工的夏天】影片欣賞及 
教案分享 

吳宗原 教師 
（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專
家資料庫」） 

10:50-11:00 休息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1:00~11:30 分組討論（設計學習單） 
吳宗原 教師 
（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專
家資料庫」） 11:30~11:50 教案提問與回應 

11:50~13:10 午餐休息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3:10~14:30 
戲劇融入勞動權益教學(一) 
 

武君怡 教師 
（南飛嚼事一人一故事劇
團） 

14:30-14:50 休息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4:50~16:10 
戲劇融入勞動權益教學(二) 
 

武君怡 教師 
（南飛嚼事一人一故事劇
團） 

16:10 賦歸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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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年寒假教師創新媒體教材研發課程-影像創作工
作坊 

 

 

 

 

1/25 講題/活動 講師/主持 備註 
08:30-09:00 報到 教育產業工會幹事部  
09:00-09:10 始業式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侯俊良理事長 
 

09:10-10:00 Eureka! TICFF 介紹 Eureka! TICFF 
汪純煌策展人 

 

10:00-12:00 紀錄片拍攝介紹 神腦科技文教基金會 
陳庭舜專員 

 

12:00-13:30 午休 教育產業工會 
幹事部 

 

13:30-15:30 用手機完成你的微電影 （一拍二剪三
分享） 

王慧君導演  

15:30-16:30 分組討論 臺南市教師會外事部 
汪純煌主任 

 

1/26 講題/活動 講師/主持 備註 
09:00-12:00 單眼相機拍攝實務 開元國小鄭宇盛主任  
12:00-13:30 午休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幹事部 
 

13:30-16:30 分組拍攝 Eureka! TICFF 
陳孟訓行政總監 

助教 6 名 

1/26 講題/活動 講師/主持 備註 
09:00-12:00 單眼相機拍攝實務 開元國小鄭宇盛主任  
12:00-13:30 午休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幹事部 
 

1/27 講題/活動 講師/主持 備註 
09:00-10:00 微電影創作實務分享 新進國小 

李志軒主任 
 

10:00-11:00 影片剪輯教學   
11:00-12:00 分組剪輯後製   
12:00-13:30 午休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幹事部 
 

13:30-15:00 分組剪輯後製 Eureka! TICFF 
陳孟訓行政總監 

 

15:00-16:00 成果分享   
16:00-16:30 綜合座談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幹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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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孩子們來唱歌」-國小合唱教學篇帶團武林秘笈大
公開 
講師：新北市藝術與人文輔導團輔導員洪晴瀠老師 

學經歷：畢業於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主修聲樂。輔仁大學音樂研究所，主修合唱指揮。

現任新北市秀峰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暨合唱團指導老師，新北市教育局國

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小組輔導員，拉縴人少年兒童合唱團，國防

醫學院源遠合唱團指揮。 

 
 
5.學習共同體寒假種子教師培訓營【供應午餐】 
 
      日期               
  
時間 

2/2(二)  

課程 主講人 

08:35~ 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典禮 

臺南市教育局陳修平局長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侯俊良理事長 

臺南市教師會陳杉吉理事長 

臺南市大成國小王文玲校長 

09:00~09:20 頒發學習共同體專業教師證書 
臺南市教育局陳修平局長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侯俊良理事長 

09:20~10:10 
專題演講： 

臺灣學習共同體發展現況分析與研究 

彰化師大 

劉世雄教授 

10:10~10:30 交流互動時間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0:30~12:00 
專題演講： 

臺灣學習共同體發展現況分析與研究 

彰化師大 

劉世雄教授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3:30~14:30 學習共同體實踐心得經驗分享 
臺南市大光國小 

汪明怡老師 

14:50~15:50 學習共同體實踐心得經驗分享 
臺南市大光國小 

呂坤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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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2/3(三)  

課程 主講人 

08:30~ 08:40 報到   

08:40~09:10 
專題演講： 

學習共同體觀課倫理與要點 

靜宜大學 

吳俊憲教授 

09:20~10:00 協同學習教學應用(公開觀課) 
大成國小 

謝旭明老師(數學科) 

10:00~10:20 交流互動時間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0:20~12:00 協同學習教學應用(集體議課) 
靜宜大學 

吳俊憲教授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3:00~14:30 學習共同體課例研究與分科備課實作 
永康國小 

姜宏尚老師 

14:30~14:50 交流互動時間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理事長 

14:50~15:40 學習共同體課例研究與分科備課實作 
永康國小 

姜宏尚老師 

15:40~16:00 綜合座談 

臺南市教育局陳修平局長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侯俊良理事長 

臺南市教師會陳杉吉理事長 

臺南市大成國小王文玲校長 

 

豐富、多樣性的研習活動，場場都精彩，保證
讓您收獲滿滿，別再猶豫了， 趕快邀您的同
事、朋友一起來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