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專任輔導員公開授課計畫 

                                           107 年 10 月 4 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71887540 號 

壹、 依據 

一、新北市 107學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要點。 

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7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 目的 

一、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活化教師教學內涵，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及精進教學

品質。 

二、以專任輔導員（以下簡稱專輔)原服務學校或召集學校為課程實踐基地，推動以學生學習為

中心的課堂教學研究，發展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的專業發展歷程，累積教學實踐智慧。 

三、建立教學典範學習，帶領教師精研教學理論與策略運用，強化教師專業支持與協作，深耕

分區研究社群。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秀朗國小。 

三、協辦單位：本市國教輔導團各領域/議題召集學校、各專輔原服務學校。 

肆、 辦理方式 

一、時間：107年 10月 26日至 12月 19日期間，每次半天。 

二、地點：各專輔原服務學校或各輔導小組召集學校。 

三、場次：計國小組 13場次、國中組 12場次，公開課場次表請詳附件(各場次參與研習 

          人數由各輔導小組決定)。 

四、其他： 

    (一) 各輔導小組公開課所需發文、核銷、場地安排(含海報、桌牌、指示牌、講義、茶

水)等行政工作，由各召集學校執行秘書負責。 

  (二) 專輔公開課可結合各輔導小組 1次分區輔導(分區研究社群)辦理，惟該分區務必

與專輔原服務學校或召集學校所屬分區相同，並於輔導小組團務運作計畫之相關

子計畫清楚呈現。   

      (三) 專輔公開課結束後 2 週內，需傳送教案、精彩照片及觀/議課紀錄等成果至國中小

市中心執行秘書（國中:秦瑋憶教師 weiyi.chin@gmail.com；國小:葉婷如教師

moonlife@apps.ntpc.edu.tw）彙整，並上傳教案至各輔導小組網站供現場教師參考。   

 

 

 



 

伍、參加研習對象 

   一、該輔導小組兼任輔導員至少 3名。 

   二、薦派專輔原服務學校或召集學校之與公開課課程相關領域/議題教師。 

   三、新北市國中小相關授課領域教師。 

陸、課程表:各輔導小組另函公告課程表與其他研習資訊。 

柒、報名方式：各校教師逕至校務行政系統報名，額滿截止，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參與團員、工作人員及學校教師，核予公假暨課務排代。 

捌、獎勵：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1項第

2款，核予各校教學者嘉獎 2次，每場次各校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3人為限。 

玖、經費：由教育部 107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團務運作相關款項支應。 

壹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7學年第 1學期專任輔導員公開授課場次表 

 

國小組 

領域/議題 專輔教師 年級 日期/開始時間 觀課學校 主持人 專業回饋人 

數學 林心怡教師 六 10月26日 08:30 中正國小 許德田校長 張英傑教授 

社會 余政賢教師 三 11月 21日 09:30 北大國小 林惠珍校長 蔡麗鳳退休校長 

健康與體育 吳忠霖教師 三 11月28日 08:00 彭福國小 許政順校長 林國榮央團教師 

藝術 張琬湄教師 高 11月 28日 09:30 雲海國小 陳學添校長 鍾璧如央團委員 

性平教育 蔡淑君教師 二 11月 30日 08:30 汐止國小 呂郁原校長 汪素娥退休校長 

綜合活動 郭貞瑩教師 三 12月 06日 09:00 大鵬國小 唐永安校長 吳淑芳退休校長 

英語文 李美江教師 五 12月07日 10:00 鷺江國小 陳俊生校長 戴雅茗教授 

人權教育 鄭偉辰教師 五 12月07日 09:40 新興國小 李連成校長 高元杰退休校長 

國語文 林曉茹教師 四 12月07日 09:00 永和國小 曾燕春校長 鍾信昌校長 

生活課程 陳春秀教師 二 12月07日 09:30 莒光國小 陳佩芝校長 鄭淑慧央團委員 

資訊教育 黃聖智教師 五 12月 11日 09:30 同榮國小 蔡明貴校長 吳順火退休校長 

自然科學 陳振威教師 六 12月 11日 13:30 自強國小 許以平校長 熊召弟教授 

環境教育 陳麗君教師 六 12月13日 13:30 豐年國小 蔡建文校長 孫寧一教學輔導教師 

 

國中組 

領域/議題 專輔 年級 日期/開始時間 觀課學校 主持人 專業回饋人 

健康與體育 黃瀚揚教師 七 11 月 14 日 09:00 八里國中 許秀鳳組長 蕭雅娟央團教師 

自然科學 龍慧真教師 八 11 月 27 日 13:30 碧華國中 李文旗校長 徐俊龍央團教師 

人權教育 王碧玉教師 九 12 月 05 日 13:30 自強國中 池旭臺校長 韓筱玲央團教師 

科技 范梅英教師 八 12 月 05 日 13:30 明志國中 戴春成校長 李啟龍教授 

社會 吳慧玲教師 七 12 月 05 日 13:30 福營國中 許淑貞校長 賈生玲央團教師 

數學 徐澤汶教師 九 12 月 06 日 13:30 土城國中 鄧文南校長 陳彩鳳研究員 

性平教育 賴美志教師 八 12 月 07 日 13:30 鳳鳴國中 吳慧蘭校長 龍芝寧央團委員 

英語文 陸韻萍教師 七 12 月 10 日 13:30 烏來國中小 郭月秀校長 曾麗娜央團組長 

國語文 林雯淑老師 九 12 月 11 日 13:30 福和國中 范筱蓉校長 陳麗捐校長 

環境教育 王俊凱教師 七  12 月 12 日 14:00 八里國中 鍾兆晉校長 顏端佑央團教師 

綜合活動 胡婷媛教師 七 12 月 13 日 09:30 自強國中 施青珍校長 劉美嬌央團教師 

藝術 張綺真教師 八 12 月 19 日 13:30 樟樹高中 王如杏校長 閻自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