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小英語教師增能研習計畫 
                      103年 9月 12日北教國字第 1031734053 號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3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育品質計畫。 

   二、新北市 100-103 年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三、新北市 103 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 

   四、新北市英語講師班第四期培訓計畫。 

貳、目的： 

   一、透過分享與討論，協助本市英語教師之專業成長。 

   二、分區廣開研習場次，提供本市英語教師就近增能研習機會。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英語資源中心（昌平國小） 

                 新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鷺江國小） 

   三、九大區協辦學校：鷺江國小、竹圍國小、武林國小、昌平國小、瑞芳國小、江翠國小、 

                       中和國小、 北新國小、白雲國小 

肆、辦理時間及場次：共 36 場，詳細課程表請見【附件一】。 

   一、103 年 9 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分九大區，每區各一場。 

   二、103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分九大區，每區各一場。 

   三、10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分九大區，每區各一場。 

   四、103 年 12 月 3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分九大區，每區各一場。 

伍、研習內容： 

序號 課程 講師 

1 字彙與拼字教學 

由本市培訓之第四期英語講師班人員

擔任研習講師 

2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3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4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陸、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公私立國小正式及代理代課英語教師。 



2 

 

 二、本市英語專長替代役男。 

柒、報名方式： 

 一、英語教師請逕上本市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習（https://esa.tpc.edu.tw/）報名，每梯次 

        以錄取 50人為限，並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二、英語專長替代役男請填妥【附件二】之報名表，並由管理人核章後傳真至各區協辦研 

        習之學校，各校傳真號碼詳見【附件三】。 

捌、研習證明及假別： 

一、參與研習之學員核予公假，每場次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遲到或早退酌予 

        扣減研習時數。 

二、所有講師自當日早上 10點起核予路程假，以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 

三、各區協辦研習之學校工作人員，以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參與。 

玖、注意事項： 

   一、為配合本市節能減碳政策，請參與研習者自備環保杯，共同愛護環境及珍惜資源。 

   二、請英專替代役男務必穿著制服並全程參與，若中途無故離開者，依役男出缺勤管理辦法 

       懲處之。 

拾、經費來源： 

   由「新北市 103 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項下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度 

   相關預算支應。 

拾壹、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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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大區英語增能研習場次一覽表 

時間 分區 地點 主題 講師(服務學校) 

9月 24日(三) 

13:30~16:30 

三重區 鷺江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李美江主任(鷺江國小) 

三鶯區 武林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劉芳如老師(中信國小) 

新莊區 昌平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鄭偉辰老師(新興國小) 

瑞芳區 瑞芳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吳麗玲老師(麗園國小） 

鍾馨慧老師(復興國小) 

板橋區 江翠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曾如君老師(丹鳳國小) 

曾允薇老師(大埔國小) 

雙和區 中和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黃俐文老師(海山國小) 

文山區 北新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許雅粧老師(安坑國小) 

洪櫻娟老師(土城國小) 

七星區 白雲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林庭芳老師(自強國小) 

淡水區 竹圍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游馥嘉老師(中泰國小) 

吳昭瑩老師(丹鳳國小) 

10月 15日(三) 

13:30~16:30 

三重區 鷺江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劉儒蓁老師(新店國小） 

曾美英老師(新埔國小） 

三鶯區 武林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廖之瑀老師(中和國小） 

新莊區 昌平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黃俐文老師(海山國小) 

瑞芳區 瑞芳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黃怡綾老師(澳底國小) 

許歆宜老師(新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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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江翠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許雅粧老師(安坑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雙和區 中和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林庭芳老師(自強國小) 

文山區 北新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何雅芬主任(自強國小) 

七星區 白雲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胡美英老師(興南國小) 

淡水區 竹圍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劉芳如老師(中信國小) 

11月 12日(三) 

13:30~16:30 

三重區 鷺江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許歆宜老師(新店國小) 

三鶯區 武林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曾如君老師(丹鳳國小) 

曾允薇老師(大埔國小) 

新莊區 昌平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瑞芳區 瑞芳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鍾昌益老師(樂利國小) 

洪櫻娟老師(土城國小) 

板橋區 江翠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葉筱梅老師(竹圍國小) 

馮伊薇老師(竹圍國小) 

林鈺文老師(竹圍國小) 

雙和區 中和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胡美英老師(興南國小) 

文山區 北新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劉儒蓁老師(新店國小） 

曾美英老師(新埔國小） 

七星區 白雲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鍾馨慧老師(復興國小) 

淡水區 竹圍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鄭偉辰老師(新興國小) 

廖之瑀老師(中和國小） 

12月 3日(三) 

13:30~16:30 
三重區 鷺江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許雅粧老師(安坑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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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區 武林國小 萬用教具製作與使用 
鍾昌益老師(樂利國小) 

洪櫻娟老師(土城國小) 

新莊區 昌平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何雅芬主任(自強國小) 

瑞芳區 瑞芳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葉筱梅老師(竹圍國小) 

馮伊薇老師(竹圍國小) 

林鈺文老師(竹圍國小) 

板橋區 江翠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吳麗玲老師(麗園國小） 

廖之瑀老師(中和國小） 

雙和區 中和國小 童詩在英語教學的運用 
鄭偉辰老師(新興國小） 

鍾馨慧老師(復興國小) 

文山區 北新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黃怡綾老師(澳底國小) 

七星區 白雲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許歆宜老師(新店國小) 

淡水區 竹圍國小 節慶教學與歌謠韻文 
曾如君老師(丹鳳國小) 

曾允薇老師(大埔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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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英語專長替代役男增能研習報名表 

 

姓名： 服勤單位： 梯次： 

報名場次 

研習區域：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請役男務必穿著規定之制服參加研習。 

2. 請役男務必全程參與，若中途無故離開者，依役男出缺勤管理辦法懲處之。 

 

 

------------------------------------------------------------------------------------------------------------------ 

 

英語專長替代役男增能研習報名表 

 

姓名： 服勤單位： 梯次： 

報名場次 

研習區域：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請役男務必穿著規定之制服參加研習。 

2. 請役男務必全程參與，若中途無故離開者，依役男出缺勤管理辦法懲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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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分區協辦研習學校傳真電話 

分區 地點 傳真電話 

三重區 鷺江國小 02-22831766 

三鶯區 武林國小 02-26817980 

新莊區 昌平國小 02-85223824 

瑞芳區 瑞芳國小 02-24970888 

板橋區 江翠國小 02-2252-9540 

雙和區 中和國小 02-22467441 

文山區 北新國小 02-29126400 

七星區 白雲國小 02-26402882 

淡水區 竹圍國小 02-280965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