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思達師培課程-初階培訓(臺中)計畫書 

 

一、 計畫緣起 

學思達創辦人張輝誠老師自 2013 年開始，以開放教室、辦理培訓坊、分享教學講

義等方式推廣學思達教學法，使得學思達逐漸匯聚為活絡的教師社群。七年裡，張

老師號召一群熱血教師率先投入學思達教學，在各學層、各科目分別有領域教師持

續深化學思達內涵，在台灣及亞洲各地分享學思達教學方法、籌辦教師增能培訓坊。 

 

2019 年，學思達團隊在嘉義、台北、台南、雲林共舉辦了 16 場培訓，共有 2,680 

位夥伴實際到場共同參與。過程中最寶貴的是，我們認識到更多充滿挑戰的教學現

場，也連結來自不同教學環境的教師，大家一起在交流中成長，也在教學現場中持

續摸索與嘗試。 

 

我們發現，教學現場裡的每一次嘗試都是珍貴的。因此，在去年年末課程召集人共

同討論，除了試著將教學經驗更準確地轉化為易於理解的課程，也希望這樣的系列

課程能夠建立一個互助與共同成長的社群，透過一次次的回流培訓，讓我們更熟悉

彼此，也更開放地交流個人的困境與想法。 

 

2020 年(今年)學思達行政團隊與來自 12 個學科領域的核心講師合作，並邀請去年

曾參與課程、在課堂實踐學思達教學法的 53 位教師共同執行培訓課程。依據不同

目標分為初階、進階課程，初階培訓主要以提供教育夥伴新的教學方法、理念為目

標，夥伴可以親身體驗學思達課堂的學習過程，並有機會認識不同的教學作法。課

程包含：「學思達課程設計」、「主持引導與班級經營」；進階課程主要針對願意將學

思達教學法融入教學現場的老師，課程以學思達五力為主軸，帶領夥伴實際練習，

並邀請夥伴加入社群持續學習與分享。課程包含：「學思達課程設計（進階）」、「問

題設計與引導統整」、「教師覺察與師生對話」、「學思達家教班」等。 

 

我們共同希望，學思達培訓坊可以成為老師們交流與討論教學的平台，大家都能從

彼此的經驗中學習，也願意將個人的嘗試與資源分享出去，形成一個互助、分享、

共同成長的社群，幫助更多老師、也幫助更多的學生。 

 

二、 計畫目標： 

 透過初階、進階培訓計畫，國小、國中、高中職各學科有持續穩定實踐學思達

教學法的在地種子教師，並有對應科目的核心講師長期陪伴輔導。 

 各學科種子教師開放教室，提供更多的學思達教學現場。 

 發掘在地種子教師與學校，成立在地社群，以社群方式分享及精進教學內涵，

進而落實學生課堂有效學習。 

 



三、 邀請參與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學思達教學社群 

協辦單位：私立逢甲大學、雨果文化教育基金會、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四、 參與對象： 

 初階 

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方法、理念，希望能認識了解其他教育夥伴的創新做法。 

 進階 

初階課程體驗後，願意將學思達教學法融入教學現場的老師。 

           

五、 研習資訊（初階） 

 本次僅開放初階培訓報名，進階培訓於 7 月另行公告。 

 (請關注學思達臉書社團: https://reurl.cc/V6gXaN) 

 地點：私立逢甲大學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報名期間：6/14 (日) 09:00-6/29 (一) 23:59  

 公告錄取：7/3 (五) 晚間 

 費用：免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六、 開課日期（初階）： 

 

階段 課程名稱 分組工作坊 開課日期 

初階 學思達課程設計 

國小 1-3年級國語 7/18、8/1 

國小 4-6年級國語 7/18、8/1 

國小 1-3年級數學 7/17、8/15 

國小 4-6年級數學 7/17、8/15 

中學國文 
7/17-18（9小時） 

8/14-15 (9小時） 

中學數學 7/18、8/15 

國中英文 7/18 

高中職英文 8/1 

社會領域 8/1 

自然領域 7/17、8/15 

藝術領域 
7/17-18 (12小時） 

8/14-15 (12小時） 

大專院校 8/1 



階段 課程名稱 分組工作坊 開課日期 

主持引導與班級經營 

國小組 7/19、8/2、8/16 

國中組 7/19、8/2、8/16 

高中職組 7/19、8/2、8/16 

 

七、 報名資訊： 

 

階

段 
課程名稱 報名期間 公告錄取 報名連結 

初 

階 

學思達課程設計 6/14-6/29 7/3 

https://reurl.cc/R4mVGx

 

主持引導與班級經營 6/14-6/29 7/3 

https://reurl.cc/GVO6qy 

 

 

八、 課程內容 

 講師名單請參考【附件：講師一覽表】 

 

(1) 學思達課程設計  

實際體驗學思達教學的五步驟，了解教師於學思達課堂中的操作流程，並學習如

何運用 ShareClass 平台上學思達的教學資源。（本課程按學科領域進行分班） 

 

(2) 主持引導與班級經營 

學思達的教學方法提供孩子更多自主學習、思考與表達的空間，回過頭來，老師

如何領導整個班級、如何回應孩子的需求則成為重要的學習課題。本課程由講師

分享個人如何從過去累積的實踐（挫敗）經驗，轉化為有系統、符合自己學生的

https://reurl.cc/R4mVGx
https://reurl.cc/R4mVGx


「課堂機制」；以及如何創造一個安全、包容、有愛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與學生

之間、親師生之間都能有溫暖的連結。希望參與課程的夥伴，能在過程中找到新

的靈感，並在講師的經驗基礎上，找到課堂中疑難問題的新解方。（本課程按學

層進行分班） 

 

九、 聯絡人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蔡小姐 

 聯絡電話：(02) 23213313 

 電子郵件：yuwen@thealliance.org.tw  

 

十、 關於學思達 

學思達教學法，取自於自「學」、「思」考、表「達」。創辦人張輝誠老師認為，這

是傳統單向講述教學裡最容易被忽略、最難訓練的關鍵能力。 

 

有別於借鑑歐美的教育模式，學思達創發於台灣教育現場，創辦人張輝誠老師自 

2013 年開始推廣，發願用十年的時光，改變台灣填鴨教育。 

 

目前學思達教學法被應用於國小、國中、高中、技職、大專院校等各學科領域，每

一年學思達核心講師更聚集在一起，籌辦不同形式與主題的研習、培訓活動，推動

老師就近成為社群，在日常的教學工作中互助、也互相學習成長。每一年並有來自

亞洲各國數百位教學工作者一同響應年度學思達亞洲年會，共聚一堂激盪教育創新

火花。 

 

2019 年學思達核心講師群已逾八十位，教學研習活動延展至全台十二縣市，單年

度活動累計影響力逾七千人次。 

 

2020 年，學思達預計成立教育基金會，推廣計畫也將擴大規模。邀請每一位願意

付出真心、力量的夥伴，一起加入，一同在過程中學習與成長！ 

 
※ 想了解更多「學思達」 
 學思達官網  lte-taiwan.weebly.com 

 學思達教學社群  www.facebook.com/groups/780188175346334 

 學思達教學文章分享（雙月刊）https://reurl.cc/EKzg9K 

 書籍閱讀： 

《學‧思‧達：張輝誠的翻轉實踐》 

《學思達增能：張輝誠的創新教學心法》 

 

mailto:yuwen@thealliance.org.tw


【附件】講師一覽表 

 

1. 初階-學思達課程設計 (持續更新中) 

 

分組工作坊 課程召集人 講師 

國小 1-3年級國語 

臺北市光復國小 

黃彩霞老師 

黃彩霞（臺北市光復國小） 

宋蕥妘（臺北市光復國小） 

楊雅芬（臺北市光復國小） 

郭毓倫（臺市光復國小） 

張美慧（新北市頂溪國小） 

國小 4-6年級國語 

國小 1-3年級數學 

國小 4-6年級數學 

中學國文 
臺北市士林國中 

吳汶汶老師 

吳汶汶（臺北市士林國中） 

隋利儀（臺中市豐原高商） 

中學數學 
臺北市濱江國中 

李記萱老師 

李記萱（臺北市濱江國中） 

曾佳偉（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詹俊誠（臺北市龍門國中） 

國中英文 
嘉義市北興國中 

徐曉薇老師 

徐曉薇（嘉義市北興國中） 

李慧如（嘉義市北興國中） 

盧書馨（高雄市後勁國中） 

高中職英文 
臺北市中山女高 

洪碧遠老師 

洪碧遠（臺北市中山女高） 

楊明珮（新北市鶯歌工商） 

李品賢（臺北市中山女高） 

社會領域 
臺南市大灣高中 

孔慶麗老師 

孔慶麗（臺南市大灣高中地理科） 

張簡靜慧（嘉義縣東石國中歷史科） 

游涵淑（新竹市建華國中公民科） 

吳郁芬（臺北市龍山國中地理科） 

自然領域 
新竹縣博愛國中 

謝彩凡老師 

林恆嘉（臺北市光復國小自然科）  

蕭宇青（臺中市華盛頓小學自然科） 

賴伶雅（臺中市育英國中理化科） 

洪菁穗（臺中市西苑高中國中部理化科） 

黃瀞瑩（新竹女中物理科）  

廖宜銘(桃園市大成國中理化科） 

張維倫（臺中市居仁國中生物科） 

徐莉涵（臺中市東山高中國中部理化科） 

賴美杏（嘉義高中生物科） 

藝術領域 
臺北市中山女高 

黎曉鵑老師 

【講師】 

杜心如（新竹縣忠孝國中） 

葉人萍（新竹縣六家高中）  

林富君（桃園市龍山國小）  

【新秀分享】  

黃培茹（南投縣旭光高中）  



分組工作坊 課程召集人 講師 

王筱瑜（臺中市神圳國中） 

陳冠佑（臺中市明道中學） 

大專院校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王宏仁老師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王宏仁 

 
2. 初階-主持引導與班級經營 

 

主題 課程召集人 分組工作坊 講師名單 

主持引導 
新北市中和國中 

孫菊君老師 

國小組 

楊雅芬老師 (臺北市光復國小級任導師) 

林富君老師 (桃園市龍山國小美術科) 

林恆嘉老師 (臺北市光復國小自然科) 

林姿君老師 (臺北市濱江國小國語科) 

國中組 

黃洛晴老師 (臺中市福科國中公民科) 

楊雅婷老師 (桃園市大有國中地理科) 

李雅雯老師 (臺中市至善國中地理科) 

謝彩凡老師 (新竹縣博愛國中理化科) 

高中、高職組 

石學翰老師 (雲林縣虎尾農工國文科) 

胡中中老師 (高雄中學全民國防科) 

詹宗龍老師 (臺中市明道高中全民國防

科)  

班級經營 
臺中市沙鹿高工 

李明融老師 

國小組 

黃彩霞老師 (臺北市光復國小級任導師) 

宋蕥妘老師 (臺北市光復國小級任導師) 

張美慧老師 (新北市頂溪國小級任導師) 

國中組 

張碩玲老師 (雲林縣二崙國中公民科) 

沙寶鳳老師 (臺南市永康國中地理科) 

郭砡君老師 (高雄市林園國中國文科) 

李雅雯老師 (臺中市至善國中地理科) 

謝逸帆老師 (彰化縣田中高中國中部歷史

科) 

高中、高職組 

孔慶麗老師 (臺南市大灣高中地理科) 

陳瓊玉老師 (高雄市高雄高商國文科) 

蔡淑錚老師 (臺南市新化高中國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