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學年度上學期臺北縣國教輔導團到校輔導 (國小組)
領域別

時間

學校

備註

99.09.24 (五) 中園國民小學
99.09.29 (三) 永定國民小學
99.10.06 (三) 菁桐國民小學
99.10.13 (三) 萬里國民小學

國小語文

99.10.13 (三) 新埔國民小學
99.09.15 (三) 榮富國民小學
99.11.24 (三) 中泰國民小學
99.11.17 (三) 正義國民小學
99.10.22 (五) 復興國民小學
99.10.01 (五) 介壽國民小學
99.10.13 (三) 秀峰國民小學

國小英語

99.10.15 (五) 忠山國民小學
99.10.27 (三) 沙崙國民小學
99.12.21 (二) 重陽國民小學
99.10.06 (三) 山佳國民小學
99.10.13 (三) 坪頂國民小學 參加學校：中泰國民小學
99.11.03 (三) 瑞芳國民小學 參加學校：吉慶國民小學

國小數學

99.10.15 (五) 實踐國民小學
99.09.15 (三) 莒光國民小學
99.09.17 (五) 丹鳳國民小學
99.10.06 (三) 後埔國民小學
99.10.13 (三) 樂利國民小學
99.09.15 (三) 成福國民小學
99.10.06 (三) 二橋國民小學
99.10.26 (二) 集美國民小學

國小自然

99.10.06 (三) 牡丹國民小學
99.10.13 (三) 龜山國民小學
99.10.20 (三) 金美國民小學
99.11.19 (五) 中山國民小學
99.12.17 (五) 雙城國民小學
99.09.15 (三) 民義國民小學
99.10.01 (五) 清水國民小學

國小藝文

99.10.15 (五) 三多國民小學
99.10.01 (五) 二重國民小學
99.11.12 (五) 國光國民小學
99.11.03 (三) 屈尺國民小學

領域別

時間

學校

99.09.24 (五) 仁愛國民小學
99.10.20 (三) 金美國民小學
99.10.20 (三) 思賢國民小學
99.10.22 (五) 自強國民小學
99.11.12 (五) 汐止國民小學
99.11.12 (五) 金龍國民小學

國小社會

99.11.17 (三) 柑園國民小學
99.11.17 (三) 柑林國民小學
99.11.17 (三) 白雲國民小學
99.11.17 (三) 秀峰國民小學
99.11.19 (五) 同榮國民小學
99.12.08 (三) 新埔國民小學
100.01.24 (一) 興化國民小學
99.09.08 (三) 瑞平國民小學
99.09.24 (五) 光榮國民小學
99.09.29 (三) 猴硐國民小學
99.09.30 (四) 淡水國民小學

國小健體

99.10.06 (三) 積穗國民小學
99.10.08 (五) 新泰國民小學
99.10.15 (五) 復興國民小學
99.10.27 (三) 鄧公國民小學
99.10.29 (五) 三峽國民小學
99.09.15 (三) 思賢國民小學
99.09.15 (三) 東山國民小學

國小綜合

99.09.29 (三) 直潭國民小學
99.10.22 (五) 麗林國民小學
99.10.27 (三) 野柳國民小學
99.11.10 (三) 瑞芳國民小學
99.10.06 (三) 大坪國民小學

國小資訊

99.10.13 (三) 三和國民小學
99.11.03 (三) 中角國民小學
99.10.07 (四) 樟樹國民小學

國小生活

99.10.13 (三) 青潭國民小學
99.10.27 (三) 屈尺國民小學

備註

99 學年度上學期臺北縣國教輔導團到校輔導 (國中組)
領域別

時間

學校

99.10.05 (二) 土城國民中學
99.10.18 (一) 八里國民中學

國中語文

99.10.19 (二) 碧華國民中學
99.10.26 (二) 溪崑國民中學
99.10.26 (二) 林口國民中學
99.11.15 (一) 石碇高級中學

國中英文

99.11.15 (一) 中山國民中學
99.11.15 (一) 板橋國民中學
99.10.22 (五) 淡水國民中學

國中數學

99.11.26 (五) 雙溪高級中學
99.12.17 (五) 福營國民中學
100.01.11 (二) 石碇高級中學
99.09.16 (四) 錦和高級中學
99.10.28 (四) 三和國民中學

國中自然

99.10.28 (四) 石門國民中學
99.11.18 (四) 深坑國民中學
99.12.09 (四) 永平高級中學
99.09.29 (三) 中正國民中學
99.09.15 (三) 永和國民中學

國中藝文

99.10.06 (三) 新泰國民中學
99.11.17 (三) 中平國民中學
99.12.22 (三) 三芝國民中學
99.10.20 (三) 正德國民中學

國中社會

99.11.17 (三) 五峰國民中學
99.12.08 (三) 中平國民中學
99.09.16 (四) 永和國民中學

國中健體

99.09.23 (四) 鶯歌國民中學
99.10.07 (四) 育林國民中學
99.09.30 (四) 中正國民中學
99.09.23 (四) 三峽國民中學
99.09.23 (四) 秀峰高級中學

國中綜合

99.10.21 (四) 福和國民中學
99.10.21 (四) 正德國民中學
99.10.28 (四) 文山國民中學
99.10.28 (四) 三重高級中學

國中資訊

99.09.14 (二) 私立醒吾高中
99.11.09 (二) 忠孝國民中學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