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址：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 號
電話：06-2512020 (傳真 06-2525395)
會務信箱：tneu001@gmail.com
工會網址： http://www.tneu.org.tw
教師會網址：http://www.tnta.org.tw

2014.05.01（第 19 期）
「世紀大師：佐藤學教授專題講座─學習共同體」活動，各位夥伴切勿錯過

兩位教育學大師（佐藤學教授與歐用生教授）精彩的專業呈現，5 月 6 日
（週二）就在臺南。
臺灣首府大學人文教育學院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不僅首開 Lesson Study
在臺灣的大學實施之先例，也成為國內大學教學改革的示範。於累積兩年的實
施成果後，進一步邀請日本 Lesson Study 的推手—佐藤學教授，蒞校演講並與
教師進行交流，提供實地指導觀課和議課的機會。

「世紀大師專題講座─學習共同體」活動訊息如下：
(一)活動時間：103 年 05 月 06 日(星期二)08：30~17：00
(二)活動地點：臺灣首府大學致勤樓第一階梯教室、致勤樓 A105 教室
(三)活動內容：請參閱附檔
(四)參加對象：對 Lesson Study 議題有興趣之各校教師。
(五)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上、下午場各開放 150 人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3年 05 月 04 日(星期日)下午 16：00 止。報名網址：
http://sus.tsu.edu.tw/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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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Lesson study 教師教學研究社群計畫―國際交流與策略聯盟分享

《世紀大師專題講座―學習共同體》
壹、活動行程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二、 主辦單位：台灣首府大學教務處、人文教育學院、研究發展處
三、 協辦單位：台灣首府大學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幼兒教育學系(所)
四、 活動時間：2014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
五、 活動地點：台灣首府大學致勤樓第一階梯教室、致勤樓幼教系教室
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次
致勤樓
8:30
|
報到
第一階梯教室
9:00
外廊
8:50
致勤樓
|
開幕式
第一階梯教室
9:00
【世紀大師專題講座】
9:00
致勤樓
|
學習共同體：哲學與實踐(一)
上
第一階梯教室
10:30
主講人：佐藤學 教授
翻 譯：黃郁倫 老師
午
10:30
場
|
溫馨的茶敘時間與交流
致勤樓穿堂
次
11:00
【世紀大師專題講座】
11:00
致勤樓
|
學習共同體：哲學與實踐(二)
第一階梯教室
12:30
主講人：佐藤學 教授
翻 譯：黃郁倫 老師
12:30
2014 年
|
溫馨的午餐與交流時間
致勤樓穿堂
5月6日
14:00
(星期二)
【觀課】
14:10
致勤樓
|
幼稚園課程設計
A105 教室
15:00
授課老師：黃月美教授(幼兒教育學系(所))
【議課】
15:10
致勤樓
|
議課過程之對話與分析
第一階梯教室
16:20
下
主講人：佐藤學 教授
翻 譯：黃郁倫 老師
午
16:20
場
|
溫馨的茶敘時間與交流
致勤樓穿堂
次
16:40
16:40
致勤樓
|
綜合座談和閉幕
第一階梯教室
17:00
17:00
|

賦歸

主持人

陳校長響亮
人文教育學院
歐用生院長

歐用生院長

歐用生院長

歐用生院長

戴副校長文雄

貳、講者簡介

佐藤 學

【現任】
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
日本學習院大學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教授

【曾任】
日本學術會議第一部(人文社會科學)部長
日本教育學會會長
全美教育學科學院會員
哈佛大學與紐約大學客座教授

教授

參、交通資訊(參考網址：http://web.tsu.edu.tw/files/11-1000-248.php)

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中山高)，299K 轉下營系統交流道，再接台 84 線往玉井方向，下 17K 下營交流道至
本校約 3 分鐘時程。(建議路線)
2. 國道一號(中山高)，303K 麻豆交流道下來，往麻豆市區方向，第一個叉路左轉，沿縣道 176
號(新生北路)繞市區外環，過麻豆代天府右轉，直走至右邊可見台糖加油站後，第二個紅綠燈
左轉，即到本校，下交流道至本校約 5 分鐘時程(沿途皆有指標)。
3. 國道一號(中山高)，303K 麻豆交流道下來，往麻豆市區方向，直行穿越麻豆市區(中山路、興
中路)，行經 7-11 便利商店後，見 Y 字型叉路再轉 往左前方，經過麻豆區公所、曾文農工，
直走至右邊可見台糖加油站後，第二個紅綠燈左轉，即到本校，下交流道至本校約 5 分鐘時程
(沿途皆有指標)。
4. 國道三號(南二高)，334k 轉官田系統交流道，再接台 84 線往下營北門方向，下 17K 下營交流
道至本校約 3 分鐘時程。(建議路線)
5. 國道三號(南二高)，334k 官田玉井交流道下來，往隆田方向，再接縣道 176 號往麻豆方向，依
指標蒞臨本校。下交流道至本校約 20 分鐘時程。
6. 國道三號(南二高)，329k 烏山頭交流道下來接縣道 171 直走，至成功路右轉接縣道 176 號往麻
豆方向，依指標蒞臨本校。下交流道至本校約 20 分鐘時程。

公車


大台南公車橘幹線 10 號與黃幹線 20 號路線經過本校。時刻表及路線圖張貼於服務臺或可上大
台南公車資訊網頁 查詢。

火車



乘車至隆田火車站下車，再搭計程車蒞臨本校，搭計程車約 10 分鐘時程。
乘車至新營火車站下車，再至對面新營客運總站內，搭乘大台南公車往麻豆，經本校下車，搭
大台南公車約 35 分鐘時程。

肆、校園導覽(參考網址：http://web.tsu.edu.tw/files/11-1000-250.php)

檔
號：
保存年限：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

函

地址：72153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168號
聯絡人：王淑英
聯絡電話：(06)5718888轉316
電子信箱：shuying@tsu.edu.tw

受文者：如正、副本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台首秘書字第10300033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裝

訂

線

主旨︰檢送本校辦理Lesson study教師教學研究社群計畫舉辦「世
紀大師專題講座─學習共同體」活動訊息，惠請 貴校踴躍
派員參加，並准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出席，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校人文教育學院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不僅首開Lesson
Study在台灣的大學實施之先例，也成為國內大學教學改革
的示範。於累積兩年的實施成果後，本校擬進一步邀請日本
Lesson Study的推手—佐藤學教授，蒞校演講並與教師進行
交流，提供實地指導觀課和議課的機會。
二、「世紀大師專題講座─學習共同體」活動訊息如下：
(一)活動時間：103年05月06日(星期二)08：30~17：00
(二)活動地點：台灣首府大學致勤樓第一階梯教室、致勤樓A
105教室
(三)活動內容：請參閱附件一
(四)參加對象：對Lesson Study議題有興趣之各校教師。
(五)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上、下午場各開放150人報
名(額滿即止)，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03年05月04日(星期
日)下午16：00止。報名網址：http://sus.tsu.edu.tw/
coun/
(六)活動窗口：黃馨誼助理 (06)5718888轉316、317
三、活動當日敬備餐點，全程參與之教師將發予研習證明或研習
時數，惠請 貴校踴躍派員參加，並准予參加人員公(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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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臺南市各國民中學、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臺南市七
股區三股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大文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光復國民小學、臺
南市七股區竹橋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建功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後港國民小
學、臺南市七股區樹林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篤加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龍山
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下營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中營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
區甲中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東興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賀建國民小學、臺南
市大內區二溪國民小學、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民小學、臺南市山上區山上國民小學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成功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
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
新南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大甲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仁和國民小學、臺南市
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依仁國民小學、
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民
小學、臺南市六甲區六甲國民小學、臺南市六甲區林鳳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三
慈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民小學、臺南市北
門區蚵寮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錦湖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雙春國民小學、臺
南市北區大光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臺
南市北區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立人國
民小學、臺南市北區開元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賢北國民小學、臺南市左鎮區左鎮
國民小學、臺南市左鎮區光榮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
區大橋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五王國民小學、臺南
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西勢國民小學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
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民小學、臺南市玉井區
層林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大竹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內角國民小學、臺南市
白河區仙草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玉豐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
臺南市白河區竹門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河東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
小學、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平區億
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定區安定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定區南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
定區南興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土城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安佃國民小學、臺
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安慶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民小
學、臺南市安南區長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青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南興
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
區學東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鎮海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顯宮國民小學、臺南
市西港區成功國民小學、臺南市西港區西港國民小學、臺南市西港區松林國民小學
、臺南市西港區後營國民小學、臺南市西港區港東國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子龍國
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仁愛國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
佳興國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國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信義國民小學、臺南市
佳里區通興國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塭內國民小學、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國民小學、
臺南市官田區渡拔國民小學、臺南市官田區隆田國民小學、臺南市官田區嘉南國民
小學、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山區東山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山區
東原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山區青山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山區聖賢國民小學、臺南市
東區大同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東光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臺南市
東區崇學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博愛國民小學、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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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復興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裕文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德高國民小學、臺南市
南化區北寮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化區玉山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化區西埔國民小學、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化區瑞峰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
學、臺南市南區永華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區志開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區省躬國民小
學、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區新興國民小學、臺南市南區龍崗國民小
學、臺南市後壁區永安國民小學、臺南市後壁區安溪國民小學、臺南市後壁區後壁
國民小學、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民小學、臺南市後壁區新東國民小學、臺南市後壁
區新嘉國民小學、臺南市後壁區樹人國民小學、臺南市柳營區太康國民小學、臺南
市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臺南市柳營區柳營國民小學、臺南市柳營區重溪國民小學
、臺南市柳營區新山國民小學、臺南市將軍區長平國民小學、臺南市將軍區苓和國
民小學、臺南市將軍區將軍國民小學、臺南市將軍區漚汪國民小學、臺南市將軍區
鯤鯓國民小學、臺南市麻豆區大山國民小學、臺南市麻豆區文正國民小學、臺南市
麻豆區北勢國民小學、臺南市麻豆區安業國民小學、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
臺南市麻豆區培文國民小學、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臺南市麻豆區港尾國民
小學、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小
新國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茄拔國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善化國民小學、臺南市善
化區善糖國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陽明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化區口碑國民小學、臺
南市新化區大新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化區那拔國民小
學、臺南市新化區新化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市區大社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市區新市
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區土庫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區公誠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
區南梓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區新生國民小學、臺南
市新營區新泰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區新進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區新橋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營區新興國民小學、臺南市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臺南市楠西區楠西國
民小學、臺南市學甲區中洲國民小學、臺南市學甲區宅港國民小學、臺南市學甲區
東陽國民小學、臺南市學甲區頂洲國民小學、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臺南市
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民小學、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國民小學、
臺南市歸仁區保西國民小學、臺南市歸仁區紅瓦厝國民小學、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國
民小學、臺南市歸仁區歸南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五甲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
文和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崇和國民小學、臺南市
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新光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關廟國民小學、
臺南市鹽水區?頭港國民小學、臺南市鹽水區仁光國民小學、臺南市鹽水區文昌國民
小學、臺南市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臺南市鹽水區竹埔國民小學、臺南市鹽水區岸
內國民小學、臺南市鹽水區歡雅國民小學、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民小學、國立臺南
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臺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
副本：教務處、人文教育學院、學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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