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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9 年度 

地方教育輔導—實地到校巡迴服務實施計畫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暨本校 99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透過各場次實地到校巡迴服務辦理各學習領域、重大議題及教學新知之雙向對

話，增進本校教師對國民小學教育實務更深入瞭解，使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更

能契合教育現場需求，並強化本校與輔導區學校之互動及建立長期專業發展夥

伴關係。 

（二）藉由實地到校巡迴服務，溝通教育改革觀念，建立共識，凝聚教育改革力量。 

三、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四、協辦單位：臺北縣、基隆市、宜蘭縣、金門縣、連江縣政府教育局、處。 

五、辦理時間、活動內容及其他： 

（一）各場次活動時間及主題（由各教育主管機關及其所屬國民小學選定之）詳如行程表。 

（二）請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依各場次行程遴派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蒞臨參與。 

（三）各場次活動結束後務請參與活動教師惠填「活動意見回饋表」，俾邇後規劃相關

活動之重要參酌依據‧ 

六、實地到校巡迴服務方式：由本校敦請相關領域專長教授擔任講座，進行教學實作、

疑難問題探討暨雙向對話交流。 

七、參加人員： 

  （一）請各場次行程表內各國民小學校長、主任、相關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學習領

域召集人、任課教師及相關人員與會。 

  （二）各場次實地到校巡迴服務活動，敬請邀請臨近各國民小學教師共同參與。 

八、實地到校巡迴服務流程：如下表所示，詳細流程可由各國民小學依學校作息或其他

條件，斟酌調整排定，流程如有異動請儘速告知本校。 

     13：30─15：00 15：10—16：00 16：00—16：30 

校長致詞、講座介紹、 

教學實作、疑難問題探討 
教學實作、疑難問題探討 雙向對話交流 

九、經費：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參與實地到校巡迴服務之教授，其鐘點費、差旅費由本校編列

地方教育輔導經費項下，按規定標準，依實核支。 

（二）縣、市政府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參與本項業務之差旅費，由各該縣、市政府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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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9 年度 

地方教育輔導--實地到校巡迴服務各場次活動行程表 

編號 縣市 校名 擬定日期 擬定活動主題 備註 

1 宜蘭縣南澳鄉 武塔國小 
99.03.24 

(星期三) 
小學可行的藝術介入空間計畫  

2 基隆市信義區 中興國小 
99.03.24 

(星期三) 
繪本融入語文教學  

3 連江縣（教育局） 中正國小 
99.03.24 

(星期三) 
創意作文教學  

4 宜蘭縣三星鄉 大隱國小 
99.03.31 

(星期三) 
童詩創作與賞析  

5 基隆市七堵區 長興國小 
99.03.31 

(星期三) 
寫作知能與技巧指導策略  

6 臺北縣(教育局） 秀朗國小 
99.03.31 

(星期三) 
書法教學指導與實作  

7 基隆市 國教輔導團 
99.04.07 

(星期三) 
生命教育專題演講  

8 連江縣 東引國小 
99.04.07 

(星期三) 
創意作文教學  

9 宜蘭縣蘇澳鎮 馬賽國小 
99.04.14 

(星期三) 
創意教學模式  

10 基隆市仁愛區 成功國小 
99.04.14 

(星期三) 
社會領域--國小臺灣史有效教學策略  

11 基隆市七堵區 華興國小 
99.04.14 

(星期三) 
數學領域--數學遊戲  

12 連江縣（教育局） 中正國小 
99.04.14 

(星期三) 
概念構圖在教學的應用專題演講  

13 基隆市 國教輔導團 
99.04.21 

(星期三) 
教師壓力與情緒管理  

14 臺北縣(教育局） 秀朗國小 
99.04.21 

(星期三) 
「游於藝」的教育理念與應用  

15 宜蘭縣冬山鄉 廣興國小 
99.04.28 

(星期三) 
數學領域--數學補救教學策略  

16 基隆市七堵區 堵南國小 
99.04.28 

(星期三) 
繪本融入語文教學  

17 宜蘭縣宜蘭市 南屏國小 
99.04.28 

(星期三). 
數學領域—資訊科技融入數學教學  

18 宜蘭縣蘇澳鎮 岳明國小 
99.05.05 

(星期三) 
社會領域--國小臺灣史有效教學策略  

19 宜蘭縣冬山鄉 武淵國小 
99.05.05 

(星期三) 
教師壓力與情緒管理  

20 金門縣金沙鎮 何浦國小 
99.05.12 

(星期三) 
書法教學指導與實作  

21 金門縣金寧鄉 古寧國小 
99.05.19 

(星期三) 
繪本融入語文教學  

22 基隆市七堵區 七堵國小 
99.05.19 

(星期三) 
國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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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宜蘭縣冬山鄉 順安國小 
99.05.21 

(星期五) 
小學可行的藝術介入空間計畫  

24 基隆市暖暖區 暖江國小 
99.05.26 

(星期三) 
輔導知能專題演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9 年度 

地方教育輔導--實地到校巡迴服務各場次活動行程表 

編號 縣市 校名 擬定日期 擬定活動主題 備註 

25 基隆市暖暖區 暖西國小 
99.05.26 

(星期三) 
如何塑造美聲—談「說話發音方法與嗓音保健」   

26 宜蘭縣員山鄉 同樂國小 
99.06.09 

(星期三) 
寫作知能與技巧指導策略  

27 宜蘭縣五結鄉 利澤國小 
99.06.09 

(星期三) 
如何塑造美聲—談「說話發音方法與嗓音保健」   

28 基隆市暖暖區 碇內國小 
99.06.09 

(星期三) 
品格教育  

29 宜蘭縣南澳鄉 澳花國小 
99.09.15 

(星期三) 
品格教育  

30 基隆市安樂區 武崙國小 
99.09.15 

(星期三) 
創造力教育  

31 宜蘭縣冬山鄉 東興國小 
99.09.29 

(星期三) 
概念構圖在教學的應用專題演講  

32 金門縣金湖鎮 金湖國小 
99.09.29 

(星期三) 
如何塑造美聲—談「說話發音方法與嗓音保健」   

33 連江縣（教育局） 東莒國小 
99.09.29 

(星期三) 
語文領域—英語老師的教室經營策略分享  

34 臺北縣(教育局） 秀朗國小 
99.09.29 

(星期三) 
數學領域--數學遊戲  

35 宜蘭縣五結鄉 中興國小 
99.10.06 

(星期三) 
健康與體育領域--樂趣化教學  

36 基隆市中正區 八斗國小 
99.10.06 

(星期三) 
創意作文教學  

37 臺北縣中和市 中和國小 
99.10.08 

(星期五) 
語文領域—英語老師的教室經營策略分享  

38 宜蘭縣冬山鄉 冬山國小 
99.10.13 

(星期三) 
媒體識讀  

39 宜蘭縣礁溪鄉 玉田國小 
99.10.13 

(星期三) 
教師壓力與情緒管理  

40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國小 
99.10.20 

(星期三) 
創意作文教學  

41 基隆市暖暖區 八堵國小 
99.10.20 

(星期三) 
概念構圖在教學的應用專題演講  

42 金門縣金城鎮 中正國小 
99.10.27 

(星期三) 
「游於藝」的教育理念與應用  

43 臺北縣(教育局） 秀朗國小 
99.10.27 

(星期三) 
品格教育  

44 臺北縣瑞芳鎮 瑞芳國小 
99.11.17 

(星期三) 
數學領域--資訊融入數學教學  

45 金門縣烈嶼鄉 卓環國小 
99.11.24 

(星期三) 
書法教學指導與實作  

46 臺北縣(教育局） 秀朗國小 
99.11.24 

(星期三) 
數學領域--數學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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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金門縣金湖鎮 柏村國小 
99.12.01 

(星期三) 
如何塑造美聲—談「說話發音方法與嗓音保健」   

48 宜蘭縣蘇澳鎮 永樂國小 
99.12.08 

(星期三) 
媒體識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