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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函
地址：500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聯絡人：陳姜潔
聯絡電話：04-7232105#1765
電子信箱：aaai3100@cc.ncue.edu.tw

受文者：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數位字第104220011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422001130-1.DOC、10422001130-2.DOC、10422001130-3.DOC、

10422001130-4.DOC，共4個電子檔案）

主旨：本校於彰師附工、永靖高工辦理「翻轉吧MOOCs!學習診

斷與輔導(初階/進階)」研習會共四場，請轉知貴校所屬教

師踴躍報名並惠予公(差)假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翻轉吧MOOCs!學習診斷與輔導」研習會計畫辦理

，活動議程請參附件。

二、活動日期：

(一)永靖高工初階104年11月12日(四)8:50~12:00

(二)永靖高工進階104年11月12日(四)13:00~16:00

(三)彰師附工初階104年11月13日(五)12:45~15:40

(四)彰師附工進階104年12月11日(五)12:45~15:40

三、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網址

：http://inservice.edu.tw，每場報名員額50人，額滿為止。

四、與會研習會教師請預先上網修習彰化師範大學在育網

(Ewant)平台上所開的MOOCs課程「學習診斷與輔導」影

音課程，完成作業繳交可多獲6小時研習時數，加上研習

共計9小時研習時數，網址：http://www.ewant.org/。

五、聯絡人：數位學習中心 陳姜潔小姐 / 王一琳小姐(TEL：04

-7232105分機1765 /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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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公私立高級中學、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彰化縣各國民小學、彰化縣立二

水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大村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大城

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彰化縣立永靖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田中高

級中學、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彰化縣立伸港國民

中學、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和群國民中

學、彰化縣立明倫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中學、彰化縣立芬園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原斗國民中學、

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彰

化縣立草湖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埤頭國民中學、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彰化

縣立鹿鳴國民中學、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彰化縣立溪州國民中學、彰化縣

立溪湖國民中學、彰化縣立溪陽國民中學、彰化縣立萬興國民中學、彰化縣立

彰化藝術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彰安國民中學、彰化縣立彰德國民中學、彰化縣

立彰興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福興國民中學、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彰化縣私

立精誠高級中學、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彰化縣

立二林高級中學、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副本：本校數位學習中心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10/28
12: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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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翻轉吧 MOOCs!學習診斷與輔導(初階)」永靖高工研習會 
一、活動目的：為增進教師學習診斷評估與補救教學的能力以有效引領學生學習，本校規畫

結合磨課師「學習診斷與輔導」課程與翻轉教室研習活動，並聘請本校輔導與

諮商學系林清文教授擔任主講，分別就「學習困擾（低成就）學生與校園學習

輔導實務」、「學習策略使用與學習成就」等相關主題講授，與出席教師進行雙

向與分組多元交流與分享。 
二、活動日期：10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 
三、活動時間：上午 08:50～12：00  
四、活動地點：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行政大樓四樓品格教室 
       (彰化縣永靖鄉永北永坡路 101 號) 
五、參加對象：高中職教師 
六、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位學習中心 
七、協辦單位：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八、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08:50～09:10 報到 

09:10～09:15 學員分組&課程內容說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09:15～10:25 
學習困擾（低成就）學生與校園

學習輔導實務討論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0:25～10:30 休息 

10:30～11:40 學習策略使用與學習成就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1:40～12:00 班級團體討論及 Q & A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2:00～ 散會、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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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相關資訊： 
(一) 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38926 

    網址：http://inservice.edu.tw。 
 (二) 與會此次研習會教師請預先上網修習彰化師範大學在育網(Ewant)平台上所開的

MOOCS 課程「學習診斷與輔導」第一週、第二週影音課程，完成作業繳交可多獲 6
小時研習時數，加上本次研習共計 9 小時研習時數。 

(三)育網(Ewant) 平台線上課程報名方式： 

1.請先輸入網址 http://www.ewant.org/ 
2.於報名平台上申請新的帳號(若已經擁有帳號者請登入) 
3.進入平台頁面後於「所有課程」中搜尋「學習診斷與輔導」點選報名學習 
4.進入課程後點選「影音」觀看 
5.參加教師如有課程教材及活動相關議題疑問或個案，可先上平台課程「討論

區」中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討論區」上討論，並可於活動當日與主

講教師與其他教師進行經驗交流與討論。 
(三) 報名員額：限 50 人，額滿為止。 
(四) 聯絡人：數位學習中心 陳姜潔小姐 / 王一琳小姐 

(TEL：04-7232105 分機 1765 /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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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翻轉吧 MOOCs!學習診斷與輔導(進階)」永靖高工研習會 
一、活動目的：為使學校教師可以深入了解學習診斷與輔導的實務知能，提供學生適切的教導

和激勵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本校規畫結合磨課師「學習診斷與輔導」課程

與翻轉教室研習活動，並聘請本校輔導與諮商學系林清文教授擔任主講，分別

就「自我調整學習歷程」、「自我調整學習歷程模式在學習輔導個案評估的應用

以及多面相學習困難評估」等相關主題講授，與出席教師進行雙向與分組多元

交流與分享。 
二、活動日期：10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 
三、活動時間：下午 13：00～16：00 
四、活動地點：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行政大樓四樓品格教室 
       (彰化縣永靖鄉永北永坡路 101 號) 
五、參加對象：高中職教師 
六、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位學習中心 
七、協辦單位：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八、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13:00～13:20 報到 

13:20～13:25 學員分組&課程內容說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13:25～14:35 自我調整學習歷程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4:35～14:40 休息&分組討論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4:40～15:50 

自我調整學習歷程模式在學習

輔導個案評估的應用以及多面

相學習困難評估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5:50～16:00 班級團體討論及 Q & A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6:00～ 散會、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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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相關資訊： 
(一) 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38929 

    網址：http://inservice.edu.tw。 
 (二) 與會此次研習會教師請預先上網修習彰化師範大學在育網(Ewant)平台上所開的

MOOCS 課程「學習診斷與輔導」第五週、第六週影音課程，完成作業繳交可多獲 6
小時研習時數，加上本次研習共計 9 小時研習時數。 

(三)育網(Ewant)平台線上課程報名方式： 

1.請先輸入網址 http://www.ewant.org/ 
2.於報名平台上申請新的帳號(若已經擁有帳號者請登入) 
3.進入平台頁面後於「所有課程」中搜尋「學習診斷與輔導」點選報名學習 
4.進入課程後點選「影音」觀看 
5.參加教師如有課程教材及活動相關議題疑問或個案，可先上平台課程「討論

區」中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討論區」上討論，並可於活動當日與主

講教師與其他教師進行經驗交流與討論。 
(三) 報名員額：限 50 人，額滿為止。 
(四) 聯絡人：數位學習中心 陳姜潔小姐 / 王一琳小姐 

(TEL：04-7232105 分機 1765 /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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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翻轉吧 MOOCs!學習診斷與輔導(初階)」彰師附工研習會 
一、活動目的：為增進教師學習診斷評估與補救教學的能力以有效引領學生學習，本校規畫

結合磨課師「學習診斷與輔導」課程與翻轉教室研習活動，並聘請本校輔導與

諮商學系林清文教授擔任主講，分別就「學習困擾（低成就）學生與校園學習

輔導實務」、「學習策略使用與學習成就」等相關主題講授，與出席教師進行雙

向與分組多元交流與分享。 
二、活動日期：10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三、活動時間：下午 12：45～15：40 
四、活動地點：國立彰師附工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廳 
五、參加對象：高中職教師 
六、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位學習中心 
七、協辦單位：國立彰師附工 
八、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12:45～13:00 報到 

13:00～13:05 學員分組&課程內容說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13:05～14:15 
學習困擾（低成就）學生與校園

學習輔導實務討論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4:15～14:20 休息 

14:20～15:30 學習策略使用與學習成就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5:30～15:40 班級團體討論及 Q & A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5:40～ 散會、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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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相關資訊： 
(一) 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38932 

    網址：http://inservice.edu.tw。 
(二) 與會此次研習會教師請預先上網修習彰化師範大學在育網(Ewant)平台上所開的

MOOCS 課程「學習診斷與輔導」第一週、第二週影音課程，完成作業繳交可多獲 6
小時研習時數，加上本次研習共計 9 小時研習時數。 

(三)育網(Ewant)線上課程報名方式： 

1.請先輸入網址 http://www.ewant.org/ 
2.於報名平台上申請新的帳號(若已經擁有帳號者請登入) 
3.進入平台頁面後於「所有課程」中搜尋「學習診斷與輔導」點選報名學習 
4.進入課程後點選「影音」觀看 
5.參加教師如有課程教材及活動相關議題疑問或個案，可先上平台課程「討論

區」中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討論區」上討論，並可於活動當日與主

講教師與其他教師進行經驗交流與討論。 
(三) 報名員額：限 50 人，額滿為止。 
(四) 聯絡人：數位學習中心 陳姜潔小姐 / 王一琳小姐 

(TEL：04-7232105 分機 1765 /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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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翻轉吧 MOOCs!學習診斷與輔導(進階)」彰師附工研習會 
一、活動目的：為使學校教師可以深入了解學習診斷與輔導的實務知能，提供學生適切的教導

和激勵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本校規畫結合磨課師「學習診斷與輔導」課程

與翻轉教室研習活動，並聘請本校輔導與諮商學系林清文教授擔任主講，分別

就「自我調整學習歷程」、「自我調整學習歷程模式在學習輔導個案評估的應用

以及多面相學習困難評估」等相關主題講授，與出席教師進行雙向與分組多元

交流與分享。 
二、活動日期：10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 
三、活動時間：下午 12：45～15：40 
四、活動地點：國立彰師附工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廳 
五、參加對象：高中職教師 
六、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位學習中心 
七、協辦單位：國立彰師附工 
八、活動議程：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12:45～13:00 報到 

13:00～13:05 學員分組&課程內容說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13:05～14:15 自我調整學習歷程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4:15～14:20 休息&分組討論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4:20～15:30 

自我調整學習歷程模式在學習

輔導個案評估的應用以及多面

相學習困難評估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5:30～15:40 班級團體討論及 Q & A 
輔導與諮商學系 

林清文教授 

15:40～ 散會、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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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名相關資訊： 
(一) 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38936 

    網址：http://inservice.edu.tw。 
 (二) 與會此次研習會教師請預先上網修習彰化師範大學在育網(Ewant)平台上所開的

MOOCS 課程「學習診斷與輔導」第五週、第六週影音課程，完成作業繳交可多獲 6
小時研習時數，加上本次研習共計 9 小時研習時數。 

(三)育網(Ewant)線上課程報名方式： 

1.請先輸入網址 http://www.ewant.org/ 
2.於報名平台上申請新的帳號(若已經擁有帳號者請登入) 
3.進入平台頁面後於「所有課程」中搜尋「學習診斷與輔導」點選報名學習 
4.進入課程後點選「影音」觀看 
5.參加教師如有課程教材及活動相關議題疑問或個案，可先上平台課程「討論

區」中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討論區」上討論，並可於活動當日與主

講教師與其他教師進行經驗交流與討論。 
(三) 報名員額：限 50 人，額滿為止。 
(四) 聯絡人：數位學習中心 陳姜潔小姐 / 王一琳小姐 

(TEL：04-7232105 分機 1765 /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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