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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3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到校輔導計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 年 7月 7日北教研字第 1031225993 號 

壹、依據 

 ㄧ、教育部 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3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建立市級教學輔導實施機制，協助教師實踐課程，提升教學品質。 

二、符應學校教學現場需求，由輔導團提供到校服務，解決教師教學困境，提供教學經 

    驗交流與分享。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肆、實施期程：103年 9月至 104年 1月。 

伍、實施流程： 

一、國教輔導團各領域輔導小組提供到校輔導服務一覽表供各校填報輔導需求。 

二、國教輔導團各輔導小組依各校申請需求，考量團員人力配置並以獲教育部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計畫經費補助成立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本局經費補助成立「教師專業貢

獻平台」、「教師專業社群」及「教師學習社群」等教師三級社群之學校優先安排。 

陸、實施內容 

一、實體教學輔導：各領域輔導小組依其特性、團務規劃與發展重點，並考量教師教學需

求，配合課堂教學研究之推動，延續提供教師專業對話分享平台為基礎，採用報告分

享、教學演示、座談討論等方式進行。 

二、延續性輔導：除實體教學輔導工作外，透過輔導團網路平台、各輔導小組電子報、本

市數位教學資源平台及三級教師專業社群網等網路平台，建構數位聯繫管道，整合教

學資源，使各校教師與團員進行持續性的專業對話與教學意見溝通，並分享各校教學

智慧，延續教學輔導功效。 

柒、辦理場次：本市國教輔導團國小社會輔導小組等 17組，於九大分區共辦理 79 場次到

校輔導，詳如附件。 

捌、報名方式：各場次報名方式與流程內容等事宜，由各領域輔導小組召集學校另行通知。 

玖、教師差假：參與到校輔導之各領域輔導團員及學校教師，核予公假登記暨課務排代。 

 



2 

 

拾、活動經費：由教育部 103年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經

費支應。 

拾壹、預期效益 

一、藉由輔導團員與教師經驗交流，透過專業對談，形成教師學習社群、精進教學。 

二、建立教學輔導之多樣化模式，提升輔導團團員專業素養，強化教學輔導能力。 

 

拾貳、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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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新北市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到校輔導場次表-國小 

 

領域別 日期 時間 學校 備註 

國小國語文 

103.09.23(二) 13:30-16:30 樟樹國小 命題評量試題設計 

103.11.04(二) 13:30-16:30 北港國小 課堂教學研究 

103.11.25(三) 13:30-16:30 重慶國小 命題評量試題設計 

國小英語 103.10.27(一) 13:00-16:00 光復國小 歌謠韻文 

國小數學 

103.10.02（四） 13:00-16:00 
泰山國小 教學演示 

命題與評量設計 

103.10.30(四) 13:00-16:00 
北新國小 教學演示 

命題與評量設計 

103.11.20（四） 13:00-16:00 
中信國小 教學演示 

命題與評量設計 

103.12.11（四） 13:00-16:00 
新興國小 教學演示 

命題與評量設計 

國小社會 

103.10.08(三) 13:30-16:30 永和國小 社會領域中的地圖教學 

103.10.22(三) 
13:30-16:30 清水國小 

學習共同體在社會領域之

實踐 

103.10.22(三) 
13:30-16:30 武林國小 

學習共同體在社會領域之

實踐 

103.11.12(三) 
13:30-16:30 厚德國小 

學習共同體在社會領域之

實踐 

國小自然 

103.09.17(三) 13:30-16:30 裕民國小 高年級實驗課程探究 

103.10.01(三) 13:30-16:30 上林國小 戶外教學、創意教學 

103.10.29(三) 13:30-16:30 坪頂國小 戶外教學 

103.11.12(三) 13:30-16:30 
興福國小 科學探究、生態池、水

火箭 

國小藝文 

103.09.24(三) 09:00-12:00 龍埔國小  

103.10.08(三) 09:00-12:00 天生國小  

103.10.08(三) 09:00-12:00 樟樹國小  

103.10.15(三) 09:00-12:00 樹林國小  

103.10.29(三) 09:00-12:00 頂埔國小  

103.11.19(三) 09:00-12:00 裕民國小  

國小健體 

103.09.24(三) 13：00-16：00 文化國小 
樂趣化體育教學，創意

體育教學 

103.10.01(三) 09：00-16：00 福連國小 水域活動 

103.10.08(三) 1300-1600 江翠國小 創意體育教學 

103.10.15(三) 1300-1600 中湖國小 學生學習評量回饋教



4 

 

領域別 日期 時間 學校 備註 

學實務、輔導團員教學

演示、樂趣化體育教學 

103.11.26(三) 1300-1600 五華國小 
菸酒檳榔防毒藥物濫

用教育 

103.12.17(三) 1300-1600 同榮國小 樂趣化體育教學 

國小綜合 

103.09.23 (二) 09:00-12:00 大崁國小 合作學習。 

103.11.06(四) 09:00-12:00 
泰山國小 教學策略-分組技巧、合作

學習、引導反思。 

103.11.12(三) 09:00-12:00 
義學國小 綜合活動理念澄清、教學

方案分享、班級經營。 

國小生活 

103.10.03(五) 13：30~15：30 私立及人

小學 

課堂教學研究理論與

實務 

103.10.14(五) 13：30~15：30 興化國小 輔導團員教學演示 

103.11.14(五) 13：30~15：30 興穀國小 輔導團員教學演示 

國小資訊 

103.09.17 (三) 13：30~15：30 三光國小 心智圖軟體運用 

103.09.17 (三) 13：30~15：30 國泰國小  

103.10.01(三) 13：30~15：30 五寮國小 資訊融入教學 

103.10.08(三) 13：30~15：30 和平國小 資訊融入教學 

國小性平 

103.09.24（三） 13:30-15:30 景新國小 

繪本四層次提問與策

略運用 

中和國小林秀珊老師 

103.10.01（三） 13:30-15:30 安坑國小 
媒體識讀與性平教育 

清水國小廖崇義主任 

103.10.08（三） 13:30-15:30 坪林國小 

媒體識讀與性平教育 

大觀國小張簡憶如主

任 

103.10.22（三） 13:30-15:30 光榮國小 
媒體識讀與性平教育 

頂溪國小陳勇男主任 

103.10.22（三） 13:30-15:30 長安國小 

繪本四層次提問與策

略運用 

錦和國小林玫君主任 

103.10.29（三） 13:30-15:30 水源國小 

繪本四層次提問與策

略運用 

安和國小吳嘉慧老師 

103.11.19（三） 13:30-15:30 北港國小 
媒體識讀與性平教育 

金龍國小楊小梅主任 

103.11.19（三） 13:30-15:30 成功國小 
媒體識讀與性平教育 

鷺江國小翁麗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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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別 日期 時間 學校 備註 

103.11.26（三） 13:30-15:30 雙城國小 

性平課綱解讀與情感

教育 

集美國小戴佳君老師 

103.11.26（三） 13:30-15:30 明志國小 
媒體識讀與性平教育 

義學國小薛國致老師 

103.12.05（五） 13:30-15:30 頭前國小 
媒體識讀與性平教育 

思賢國小陳筱青老師 

103.10.08（三） 13:30-15:30 集美國小 

多元文化之新移民家

庭概述 

樂利國小王筱慧老師 

103.12.17（三） 13:30-15:30 集美國小 

從桌遊認識多元家庭-

扮家家遊 

大觀國小劉宜老師 

 

 

 

 

 

 

 

 

 

 

 

 



6 

 

新北市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到校輔導場次表-國中 

                         

 

領域別 日期 時間 學校 備註 

國中國語文 

103.10.21（二） 1300-1500 碧華國中 團員進行教學演示 

103.11.11（二） 1300-1500 頭前國中 團員進行教學演示 

103.12.09（二） 1300-1500 積穗國中 團員進行教學演示 

103.12.16（二） 1300-1500 福營國中 團員進行教學演示 

國中英語 

103.10.20(一) 13:30~16:30 五峰國中 
資訊融入英語教學

(情境教室) 

103.11.03(一) 13:30~16:30 淡水國中 
國際教育推動與課

程設計 

國中數學 
103.10.24（五） 13:00~16:00 育林國中  

103.12.12（五） 13:00~16:00 鳳鳴國中  

國中社會 

103.10.29(三) 13:30~16:00 尖山國中  

103.12.17(三) 13:30~16:00 三重高中 

1.有效教學實務分

享 

2.專業社群：社會領

域國際教育社群-

以日韓為探討對

象 

103.12.10(三) 13:30~16:00 欽賢國中  

國中自然 

103.10.23(四) 13:10-15:30 深坑國中 教學演示 

103.11.06(四) 13:10-15:30 平溪國中 教學經驗分享 

103.11.27(四) 
13:10-15:30 鷺江國中 

生物科分組合作學

習 

103.10.23(四) 13:10-15:30 深坑國中 教學演示 

國中藝文 

103.10.01(三) 13:00~15:00 板橋國中 
青少年流行文化藝

文教學 

103.10.22(三) 13:00~15:00 正德國中 
學生成就評量回饋

實務 

103.11.05(三) 13:00~15:00 樟樹國中 
校本課程與融入學

校行事 

103.11.12(三) 13:00~15:00 土城國中 
視覺藝術團員教學

演示 

國中健體 103.12.10(三) 9:00-12:00 正德國中 
有效教學方案 

(健體) 

國中綜合 103.10.16(四) 10:00-12:00 八里國中 
探索體驗學習融入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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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別 日期 時間 學校 備註 

103.11.20(四) 10:00-12:00 佳林國中 
繪本融入教學、探索

體驗學習融入課程 

103.11.27(四) 10:00-12:00 義學國中 
創意教學方案.探索

體驗學習融入課程 

103.12.04(四) 10:00-12:00 文山國中 創意教學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