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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國際短期教育訓練經驗分享研習實施計畫 

106 年 11 月 24 日新北教國字第 1062287983 號 

一、依據： 

（一）新北市104-107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新北市106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國際短期教育訓練計畫。 

 

二、目的： 

（一）透過國際交流之經驗分享，協助本市教師及行政人員了解國際教育趨勢及特色。 

（二）藉由專題研究報告，提供英語教師不同之教育思維，擴展教學視野。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鷺江國小） 

 

四、辦理方式： 

由參與106年度國際短期教育訓練之英語教師進行教育訓練之心得分享。 

 

五、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06年12月1日（星期五）10:00~16:00。 

（二）地點：鷺江國小研究大樓6樓視聽中心（地址：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7號）。 

 

六、參加對象： 

（一）參與106年度國際短期教育訓練之人員（附件一）。 

（二）參與106年度國際短期教育訓練人員所屬學校之英語教師或行政人員。 

（三）本市各公立國中及國小英語教師，每校至多可薦派3名。 

 
七、課程內容：詳見附件二。 

 
八、報名方式： 

請各校逕至本市校務行政系統研習專區(https://esa.ntpc.edu.tw/)薦派有興趣之人員參加，以120

名為限，報名額滿為止；研習資源有限，未在系統上報名成功者恕不提供研習資料。 

 

九、研習時數及假別： 

（一）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5小時。嚴禁參訓教師有遲到早退現象。 

（二）假別及課務： 

1.擔任本研習之講師（如附件一）及工作人員，當日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派代方式參與。 

2.出國教師所屬學校之英語教師或行政人員，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派代方式參與。 

3.於校務行政系統薦派報名成功參加本研習之各校英語教師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派代方式參

與，每校至多3名；若同校有多名教師有意參加，僅核予3名公假派代，其餘公假登記，課

務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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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注意事項： 

（一）用膳：午餐請自理，並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二）交通：本研習場地不提供停車服務，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交通資訊請參看附件三。 

（三）聯絡方式：本案聯絡人為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葉馨文行政助理，聯絡電話：(02)2281-9980，

分機802。 

 

十一、預期成效： 

（一）提高教師教學知能，活化教學技巧。 

（二）強化教師專業能力，提高教學成效。 

（三）分享國際教學資源，開啟課程活水。 

 

十二、獎勵： 

承辦研習學校工作圓滿完成後，校長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教師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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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2款予以敘獎，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6人為限，含主辦人1人嘉獎2

次。 

 

十三、經費： 

 由新北市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十四、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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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 106 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國際短期教育訓練 

參與人員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學校 備註 

1 陳俊生校長 鷺江國小 領隊 

2 李美江主任 鷺江國小 副領隊 

3 盧柏安股長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4 林麗娟校長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5 楊明鑫老師 龍埔國小  

6 林妙英老師 頂溪國小  

7 曾敏姿老師 青潭國小  

8 鄭景如老師 建國國小  

9 楊京儒老師 新市國小  

10 何真如老師 文德國小  

11 從天珍老師 秀朗國小  

12 林美智老師 明志國中  

13 戴逸群老師 北大高中  

14 陸韻萍老師 淡水國中  

15 盧柏宏老師 積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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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北市 106 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國際短期教育訓練經驗分享研習課程表 

時  間 活動流程(暫定) 主持人 

09:30~10:00 報到入座 英語輔導團 

10:00~10:10 長官致詞 
教育局 

黃靜怡副局長 

10:10~10:20 Brief Overview of the 2017 Intensive Training 
鷺江國小 陳俊生校長 

鷺江國小 李美江主任 

10:20~10:40 

Share the lead: Strengthen leadership to improve student 

achievement 

盡展領導才能，提升學生成就 

頂溪國小 

林妙英老師 

10:40~11:00 

The inspiration from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at the schools in 

the USA 

美國學校課堂觀察的啟發 

建國國小 

鄭景如老師 

11:00~11:10 休息  

11:10~11:30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American 

Classrooms 

美國教室裡的差異化教學理論與實踐 

青潭國小 

曾敏姿老師 

11:30~11:50 

How Mobile Learning Devices and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Change the Learning Flow in the Classroom 

行動載具及學習管理平台在教學現場所帶來的改變 

龍埔國小 

楊明鑫老師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20 
How Teachers Apply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Class 

教師如何在課堂中實施差異化教學 

秀朗國小 

從天珍老師 

13:20~13:40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of Bilingual Schools in America and 

New Taipei City 

論臺美雙語學校的課室風景 

新市國小 

楊京儒老師 

13:40~14:00 
Applications of Mobile Learning Devices and Apps in Teaching 

行動學習載具與應用程式在教學上的應用 

文德國小 

何真如老師 

14:00~14:20 
Active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教室裡的主動學習 

淡水國中 

陸韻萍老師 

14:20~14:30 休息  

14:30~14:50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分組合作學習的運作 

積穗國中 

盧柏宏老師 

14:50~15:10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 Two Classrooms I Observed 

閱讀與寫作教學- 從我所觀察到的課堂談起 

明志國中 

林美智老師 

15:10~15:30 

How do Immersion Programs Work-A Case Study of Pioneer 

Valley Chinese Immersion Charter School 

浸潤式課程如何運作-以先鋒中英雙語學校為例 

北大高中 

戴逸群老師 

15:30~16:00 分享與討論 
教 育 局 盧柏安股長 

鷺江國小 陳俊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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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交通資訊 

鷺江國小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7號 

※公車請搭到「鷺江國小站」、「溪墘站」或「捷運三民高中站（復興路）」下車 

(1)「鷺江國小站」下車：221、261、264、板淡線、紅 9、橘 17、橘 19、1202、1207 

(2)「溪墘站」下車：232、306、225、橘 13、508、659、704、811、816、927、1205 

(3)「捷運三民高中站（復興路）」下車：橘 16 

※捷運蘆洲線三民高中站 2號復興路出口，出站後左轉三民路，看見頂好超市再左轉民

族路即可看到鷺江國小，步行約 5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