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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109 學年度第一期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計劃 
一、依    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109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二、目    的： 1.鼓勵教師在職進修，促進教師自我成長，強化專業知識，改善教學品質   

2.協助教師發展有效教學策略，以提高教學成效 

3.透過經驗分享、意見交流、理論講解等方式，協助教師積極瞭解社會、環境與學

生之變化，進而尋求師生間的應對之道，促成互動良好的師生關係 

三、主辦單位：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研習對象：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教師 

五、研習課程表：如附件一、附件二。 

六、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活動開始前三日止。 

七、報名方式：全部採網路線上報名，網址：https://ltn.tw/activity  

八、各場次全程參與教師，將報請教育部、局核實發給進修研習時數各 3.5 小時。 

 

◆附件一 研習場地科目對照表 
區域 科目 日期 主題 講堂地點 報名人數 

台北 

歷史 
11/28（六） 

09：00-12：30 

【普高歷史台北場】 

教什麼．怎麼教 

師大附中 

寰宇教室 
50 人 

地理 
11/28（六） 

09：00-12：30 

【普高地理台北場】 

教什麼．怎麼教 

師大附中 

綜合教室 
50 人 

公民 
11/28（六） 

09：00-12：30 

【普高公民台北場】 

教什麼．怎麼教 

師大附中 

博雅教室 
50 人 

台中 

歷史 
11/14（六） 

09：00-12：30 

【普高歷史台中場】 

教什麼．怎麼教 

明道中學 

翰苑 
30 人 

地理 
11/14（六） 

09：00-12：30 

【普高地理台中場】 

教什麼．怎麼教 

明道中學 

晦光堂 
50 人 

公民 
11/14（六） 

09：00-12：30 

【普高公民台中場】 

教什麼．怎麼教 

明道中學 

文史館 
30 人 

高雄 

歷史 
11/21（六） 

09：00-12：30 

【普高歷史高雄場】 

教什麼．怎麼教 

鳳山高中 

綜合大樓 2樓專科教室 1 
50 人 

地理 
11/21（六） 

09：00-12：30 

【普高地理高雄場】 

教什麼．怎麼教 

鳳山高中 

綜合大樓 2樓專科教室 2 
50 人 

公民 
11/21（六） 

09：00-12：30 

【普高公民高雄場】 

教什麼．怎麼教 

鳳山高中 

綜合大樓 2樓專科教室 3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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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講師介紹 

 

黃春木／建國中學歷史科 

專⾧：課程設計、歷史科教材教法、教育史 

經歷：教育部師鐸獎、親子天下教育創新領袖、教育部課程審議會高中分組審議委員、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小學特聘教師 
 

黃正楷／桃園高中歷史科 

專⾧：近代中國史 

經歷：台北市立大同高中教師、桃園市立桃園高中教師 
 

藍適齊／政大歷史系 

專⾧：台灣史、近現代東亞史、歷史記憶、認同建構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登武／師大歷史系 

專⾧：中國中古史 

經歷：曾任師大歷史系主任、師大文學院院⾧、教育部社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召集人" 

 

 

林聖欽／師大地理系 

專⾧:聚落地理、台灣地理、鄉土教育、歷史地理 

簡歷:108 社會領綱研修小組成員、99 綱龍騰地理主編 

 

叢志偉／中大壢中地理科 

經歷：龍騰地理探究與實作教科書編寫小組成員 

 

尤俊華／花蓮高中地理科 

經歷：花蓮高中地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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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銘鴻／宜蘭高中地理科 

專⾧：地方學、戶外教育、海洋教育 

經歷：國教院銜接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專輯示例、龍騰地理探究與實作教科書編寫小組成員 
 

 

沈豪挺／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 

專⾧：場域探究課程設計、東南亞教案設計（族裔消費地景、族裔經濟） 

經歷：望見書間-東南亞藝文圖書 專案經理、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 

 

陳炳宏／師大大傳所 

專⾧：媒體素養教育、新聞採寫實務、媒體管理 

經歷：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執行⾧ 

 

呂昱達／新莊高中公民科 

專⾧：媒體識讀、議題中心教學、科技融入教學 

經歷：2019~2020 科教館青少年跨域整合人才培育計畫核心教師、2017「創新教育 100」、 

2017「未來教育  台灣 100」 

 

饒玉屏／武陵高中公民科 

經歷：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研究教師、桃園市課程發展與精緻教學中心課程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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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活動流程 

歷史科台北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建國中學歷史科 黃春木老師 

桃園高中歷史科 黃正楷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政大歷史系 藍適齊教授 10：50~12：30 東亞脈絡下的人群移動 

地理科台北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師大地理系 林聖欽教授 

花蓮高中 尤俊華老師 

09：00~10：30 地理教學的挑戰－與「產業」作伴 

10：30~10：50 交流時間 

宜蘭高中地理科 徐銘鴻老師 10：50~12：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公民科台北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新莊高中公民科 呂昱達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講師：師大大傳所 陳炳宏教授 10：50~12：30 
真的「媒」辦法？ 

談媒體素養與媒體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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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台中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建國中學歷史科 黃春木老師 

桃園高中歷史科 黃正楷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師大歷史系  陳登武教授 10：50~12：30 東亞脈絡下的人群移動 

 

地理科台中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中大壢中地理科 叢志偉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師大地理系 林聖欽教授 10：50~12：30 地理教學的挑戰－與「產業」作伴 

 

公民科台中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暨大東南亞學系 沈豪挺教授 

武陵高中公民科 饒玉屏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講師：師大大傳所 陳炳宏教授 10：50~12：30 
真的「媒」辦法？ 

談媒體素養與媒體監督 

 

 

 

 



第 6 頁，共 6 頁 

歷史科高雄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桃園高中歷史科 黃正楷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師大歷史系  陳登武教授 10：50~12：30 東亞脈絡下的人群移動 

 

地理科高雄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中大壢中地理科 叢志偉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師大地理系 林聖欽教授 10：50~12：30 地理教學的挑戰－與「產業」作伴 

 

公民科高雄場 

講師 時間 流程 

新莊高中公民科 呂昱達老師 

09：00~10：30 [探究與實作] 教什麼•怎麼教 

10：30~10：50 交流時間 

講師：師大大傳所 陳炳宏教授 10：50~12：30 
真的「媒」辦法？ 

談媒體素養與媒體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