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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辦理 108 年度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8 年 4 月 22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80057536B 號函及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辦理。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推廣教育組。 
  三、協辦單位：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企業管理學系、水生生物科學系、 
                教育學系、生化科技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中國文學系。 
參、開設班別： 

  一、性別平等教育 1 班 2 學分。 
  二、多元文化教育 1 班 2 學分。 
  三、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含資訊倫理)1 班 2 學分。 
  四、藥物教育 1 班 2 學分。 
  五、消費者保護 1 班 2 學分。 
  六、海洋教育 1 班 2 學分。 
  七、臺灣語言與臺灣文學 1 班 2 學分。 

肆、學分數：共有 7 班計 7 門課；共 14 學分。 
伍、開班特色： 
    為落實執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方案與推動師資培育，辦理教師專業成長增能課程，

並規劃辦理增能課程及活動等為落實中小學課程革新，提高教師專業素養，增進教育品質厚植

國家競爭力。本校師資培育一向秉持教育部推動教師專長進修理念規劃進修課程增進輔導區之

教師教學能力，並以重大政策或重要議題辦理之研習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教師進修活

動或增能學分班等。本次規劃以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性別平等教育，藥物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等為主題。項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規劃特色包括: 
(一)充分結合地方國民中小學教學理論與實務人才：本班之授課講師皆為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及

相關系所之學科專家，以及地方於國民中小學教學有優異表現之實務教師，對於地方學子

之學習狀況及學習需求有第一手的瞭解，較能規劃符應教師教學所需之能力。 
(二)有系統結合地方教育輔導業務，培訓專長教師，並規劃後續系列延續之進修活動：本計畫

所規劃之課程授課時間為寒假或暑假期間。 
(三)課程主題依教育部針對教師進修需求調查結果規劃，較能符合教學之需求，並能有效解決

教師教學困境並增長教師專長領域之能。 
(四)採取專業繼續教育模式進行規劃，論轉移與追蹤輔導。 

陸、招生對象：(依下列順序錄取) 
一、現職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合格在職專任教師。 
二、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 
三、於國民小學及幼兒園任教，且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並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資格之該科外籍

之在職教師。 
四、現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 

柒、招生人數：每班招收 40 人(報名未達 25 人不開班)。 

捌、報名日期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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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止。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3.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報名。 

玖、開班起訖日期：108 年 6 月至 108 年 12 月。 

拾、上課地點：  

本校林森校區(嘉義市林森東路 151 號)、新民校區(嘉義市新民路 580 號)、 

              蘭潭校區(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拾壹、上課時間：『9 月-11 月週六、日(08:00-18:00)』。 

拾貳、課程內容： 

一、每一門課程 2 學分，36 小時。 

二、每次上課為 8 及 4 小時(其中包括始業式及師生座談、結業式及綜合座談各 2 小時)。 
三、課程內容係針對教師對相關知識能力之增進加以設計，卓重於課程之理論與實務課程 

並行。 
四、各課程內容大綱：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備註 

性別平等教育 第一階 基礎-瞭解、孰悉性別平等與教育、法律 
1.性別平等與教育 2.性別平等與 CEDAW、法律 

 (1)性別意涵與性別教育 (2)性別認同與性別角色 
 (3)性別與空間(4)性騷擾與性侵害定義、內涵 
 (5)性別平等教育國際公約與相關法律 
第二階 進階-應用、分析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以媒體與網路、社會與

家庭為例。 
1.性別平等與媒體 2.性別平等與網路 3.性別平等相關議題 

 (1)電視、電影、報紙、廣告應用與分析 
 (2)網路遊戲應用與分析 
 (3)媒體素養意涵與性別平等教育  
4 性別平等與社會 5.性別平等與家庭 
(1)性別與社會、家庭結構變遷  
(2)性別與社會、家庭文化 
(3)性別與幼兒、兒童心理  
第三階 領導-整合評價現階段幼兒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 
1.幼兒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 
2.國小性別平教育教育課程與教學 
3.以工作坊方式進行，學員需帶目前園所或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或方案 
(1)學童在園所與國小的性平教育 
(2)性平課程與教案舉例 
(3)性平課程與教學實做 
 
第四階 研發-創新、推廣實務幼兒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地圖 
1.幼兒性別平等教育創新與推廣 
2.性別平等教育創新與推廣 

 

https://www3.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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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兒與國小以服務單位為本位課程地圖 
 (2)性平課程與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 
 (3)校外見習 
 

多元文化教育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特色除了強調多元文化的基本概念與理論之外，也探討階

級、性別、族群、原住民、鄉土文化、特殊學生與跨國婚姻層面的

多元文化教育；同時，也從教師教學的觀點探究多元文化教育的實

踐，討論課程的轉化與文化回應的教學，輔以教學現場的參與觀察

與訪談的方法，引導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的反思，以期提升教師多元

文化素養與實踐。  
（一）認識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內涵與相關理論，分析多元文化

教育的主要議題，瞭解我國多元文化教育推展的現況，以具備對多

元文化教育觀點、理論與實務的知識。 
（二）培養多元文化觀與跨文化的溝通能力。即培養學生具備多元

文化觀，以及相對應的態度與技能等，以廣泛且深入地理解不同族

群、性別、階級等群體的特質，並進而開展出相關的態度與技能，

以利於未來回應各種差異性，營造均等與和諧的人際關係與情境。 
（三）引發自我覺醒的批判反省能力，以使學生能夠具有自我批判

與反省的能力，覺察自身觀點與行為之偏見，進一步同理他人的遭

遇。 
 (四) 新住民教育、性別與教育等議題探討。 
(五) 校外見習。 
二、預期效益： 
1.認識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2.瞭解教育與社會場域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3.培養多元文化的素養。  
4.促進社會正義的行動力。 
三、授課內容： 
1.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概念 
2.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 
3.階級與多元文化教育 
4.族群關係與教育 
5.原住民教育 
6.鄉土文化教育 
7.新移民與多元文化教育 

 

資訊科技與媒

體素養-學生

安全健康上網

(含資訊倫理) 

1.資訊安全素養定義內涵與認知 
2.幼兒、少年與網際網路的關係與影響 
3.現況網際網路關係課堂討論與經驗分享 
4.網路交友、安全網路交友、網路遊戲與網路沈迷、網路交易 
5.電腦安全防護上機應用、路由器設定練習 
6.網路影片防護設定應用練習 
7.設定 Web 允許與攔截 
8.資訊倫理 
9.親子關係與互動的影響 
10.快速製做資訊素養及安全上網教育與資訊倫理悅趣式動漫畫宣

導短片 
11.分組分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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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學習成果發表與討論 

藥物教育 第一階 基礎—瞭解、孰悉  
  1.藥物使用法則與規範(含管制藥物法規) 
 (1)如何正確使用藥物 ---「藥」你安全 
 (2)生活與用藥 ---『藥』、亂『藥』與不該『藥』 

（正確用藥、處方藥物、管制藥物） 
 (3)生活中常見的藥物及分級 --- 藥局走一遭 
 第二階 進階-應用、分析 
  2.環境藥物殘留檢驗平台技術簡介 
  3.環境藥物殘留概念 ---『藥』不得的習慣 
   藥物濫用實例：菸、酒精、抗生素、固醇類藥物、日常用品 

與食品添加物、農業用藥等 
  4.藥物在體內的命運 --- 淺談藥物代謝 
  5.無遠弗屆的環境藥物殘留---藥物在資然環境中的傳遞 
  6.藥物濫用、殘留對健康的直/間接風險 --- 『藥』及 

自身與禍延三代 
第三階 領導-整合評價 
  7.環境常見的殘留藥物種類 
  8.藥物在體內的 PK 攻防 
  9.環境藥物殘留對生態的影響與健康風險 
第四階 研發-創新、推廣 
  10.相關議題設計活動方案推廣-分組報告 
  11.製藥廠或藥局實地參訪學習 
整體內涵： 
A.瞭解藥廠進行藥物開發與製造的社會責任導向 
B.瞭解藥物使用與健康需求相關性 
C.健康需求、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 
D.『藥』活得更健康 – 推廣正確使用藥物概念，活的更健康 

 

消費者保護 本課程主要內容以下層面為主： 

一、消費者保護法立法概說 

二、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總則 (名詞定義) 

三、商品(服務)責任--健康與安全保障〈企業經營者之責任〉 

四、定型化契約--〈構成要件、生效要件、司法管控、行政管控〉 

五、特種買賣--(通訊交易、訪問交易、分期付款買賣、現物要約) 

六、消費資訊之規範--(不實廣告、商品服務標示、商品保證、商品

包裝) 

七、消費者保護團體 

八、消費者保護之行政監督 

九、消費爭議之處理 

 

海洋教育 第一階 基礎-瞭解、孰悉  
 1.海洋與我 
 (1)海洋政策與海洋教育、(2)全球變遷與國民教育、(3)海洋教育 
    的理想與內容、 
 (4)寶島台灣美麗的海洋生態、(5)海洋與氣候變化 
 2.海洋生態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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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洋的地理及氣候環境、（2）岩岸與沙岸潮間帶生態介紹、（3）
海洋生態系及食物鏈 
  (4）海洋漁業與生態 
第二階 進階-應用、分析 
 3.人類行為對海洋的傷害 
 4.海洋垃圾與污染：（1）海洋污染對海洋生態的衝擊、（2）海洋污

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3）海洋污染的種類 
 5.天祐台灣---從福島核災談海洋對流與汚染 
第三階 領導-整合評價 
 6.台灣海岸棲地類型與生物 
 7.海洋環境保育 
 8.海洋能（資）源的運用與開發  
第四階 研發-創新、推廣 
 9. 海洋環境因子，生態族群結構變異實例與海洋保護觀念推廣（實

地生態參訪）。 
整體內涵： 
A.了解在地環境議題並認識台灣的海洋自然生態與保育。 
B.了解海洋教育與海洋生態資源永續發展的關係。 
C.海洋資源永續經營理念的發展及保與永續發展之相關性。 
D.實地探訪了解在地海洋教育的議題與現場。 
E.認識海洋教育桌遊如何融入教学及生活之探討。 

臺灣語言與臺

灣文學 
 

一、臺灣語言的源流 
1.認識語言 
(1)什麼是語言 
(2)聲韻調 
(3)語言與人生 
2.移民性質的語言 
(1)南島語 
(2)閩南語 
(3)客家語 
(4)各省方言 
(5)新住民 
二、閩南語詩歌吟唱 
1.臺灣閩南語 
2.詩歌吟唱 
（一）、詩歌之可能來源 
（二）、詩歌之種類 
（三）、詩歌可否吟唱論辨 
（四）、詩歌之節奏及其與吟唱之關係 
（五）、閩南語腔調（漳、泉）介紹 
（六）、閩南語之聲調 
（七）、吟唱詩歌之注意要項：以閩南語、客家話、廣東話為主 
       文讀音(文白異讀介紹)、丹田發氣、平仄聲調之運用、 
       入聲字之收攝感情之灌注 
（八）、吟唱技巧介紹及運用：丹田發氣、入聲字之收攝、節奏 
(九)、詩歌吟唱之古調：介紹吟唱練習 
(約略可學會十五種古調，時間若許可，可依而增加古調之數目) 
三、臺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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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歷史概說 
(二) 臺灣╱中國的混沌、歷史╱文學的迷魅 
(三) 清治時期臺灣文學(舊文學) 
(四)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新文學之始) 
(五) 四○年代臺灣文學(抗議文學) 
(六) 五○年代臺灣文學(反共懷鄉文學) 
(七)六○年代臺灣文學(現代文學) 
(八)七○年代臺灣文學(鄉土文學) 
(九)八○年代臺灣文學(多音交響) 
(十)九○年代迄今 (數位文學) 
 
整體內涵： 
A.了解臺灣語言文化與文學。 
B.經由對詩歌節奏之認識，及對詩歌古調之研習、吟唱，對故有傳 

   統財產，特別是詩歌古調之吟詠，能有更進一層認識之機會。並 
   期能學會各基本古吟調，以提升心靈層次，增加生活情趣。 
C.對本土的、在地的文學與文化多所接觸，因為文學本來自於土   
  地，故多熟悉臺灣文學發展變遷便多一分認同與歸屬。 

 

拾參、授課師資： 

(一)課程理論部分由大學或各領域專長教授擔任 

本校授課師資資料表 

授課師資 主要學歷 現  職 專   長 

王瑞壎 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
所-教授 

教育領導、教育政策、教
育行政、教育法規、性別
平等教育、實習輔導、師
資培育 

陳哲俊 
台灣大學動物系研究所博士 
輔仁大學生物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生物學系學士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產生物科學系暨研
究所副教授兼系主任 

病毒與細胞生物學、蝦類
生殖生理、微生物學 

賴弘智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農學博士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漁業研究

所理學碩士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教授 

水域生態環境、水產養殖
環境、養殖池底質、水環
境生態學、抗菌藥物環境
檢測、殘留與處理、水生
生物環境毒性檢測、水生
生物復育 

翁頂升 日本近畿大學 
管理與資訊科學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數位內容與管理、經營管
理、資訊教育、科教管
理、區域特色研究 

吳震能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研究所博
士 

私立吳鳳科技大學安
全科技與管理系副教
授 

中華民國憲法、民法概

要、商事法、資訊與法

律、生活與法律、科技日

文、智慧財產權、法學緒

論、刑法概要、行政法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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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陳茂仁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所

長 

校讎學、文字學、古典詩

學、詩歌吟唱理論與實務 

吳盈靜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中國古典小說、台灣文
學、女性文學 

楊徵祥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
學系副教授兼臺灣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  

聲韻學、語言學 

劉馨珺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副教授 

法制史、社會史、文化
史、教育史、 

蘇建國 

史丹福大學 
分子藥理學研究所 

 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分子病理研究所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暨研究
所 (教授) 

生物化學、細胞培養技
術、細胞與訊號傳遞之應
用、分子醫學研究法、高
等生物化學。 

 

拾肆、各課程上課日期及時間表： 
108 年度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課表(暫定) 

序
號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上課日期(時間 08:00-18:00) 授課師資 

1 
 性別平等教育   2 36 

11/2,11/9,11/16,11/23(校外參
訪)共 4 日*9=36 小時 
上課地點︰林森校區 
E 棟 E106 教室 

本校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王瑞壎老師 
 

2 多元文化教育   2 36 

108 年 10 月 19、11 月 2、9、
16 日共 4 日*9=36 小時 
上課地點︰林森校區 
 

本校教育學系 
劉馨珺老師。 

3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
養-學生安全健康
上網(含資訊倫理) 

  2 36 

108 年 11 月 2、9、16、23 日
共 4 日*9=36 小時 
上課地點︰新民校區 
管理學院 B 棟 D02-215 教室 

本校企業管理學系 
翁頂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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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物教育 2 36 

108 年 11 月 23、30、12 月 7、
14 日共 4 日*9=36 小時 
上課地點︰林森校區 
 

本校生化科技學系 
蘇建國老師 
 

5 海洋教育   2 36 

108 年 10 月 19、20、11 月 2、
9 日共 4 日*9=36 小時 
上課地點︰林森校區 
 

本校水生生物科學系 
陳哲俊老師 
賴弘智老師 
 

6 臺灣語言與臺灣

文學 
  2 36 

108 年 11 月 16、23、30、12
月 1、7日共 4日*8+1日*4=36
小時 
上課地點︰林森校區 

本校中國文學系 
陳茂仁老師 
吳盈靜老師 
楊徵祥老師。 

7 消費者保護 2 36 

共 4 日*9=36 小時 
上課地點︰林森校區 
B 棟 B202 教室 

本校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黃翠瑛老師 

拾伍、經費：由教育部經費支應。 

拾柒、本計畫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