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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國小英語領域分區輔導暨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 新北市 110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10學年度辦理精進教學方案推動計畫。 

四、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10學年度工作計畫 

五、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分區輔導計畫（110 

年 9月 13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101695891號函）。 

貳、目的： 

一、說明本市英語教育相關政策，俾利教師了解政策走向。 

二、提供本市英語教師增能研習機會，培養教學及評量實務之能力。 

三、建立意見交流平台機制，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修德國小） 

肆、辦理時間與方式： 

一、辦理日期及場次：共四場，請依學校所屬分區報名。 

 （一）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三重分

區、三鶯分區  

   （二） 110年 11月 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新莊分區、

瑞芳分區    

   （三）110年 11月 8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文山分

區、淡水分區、七星分區 

   （四）110年 11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板橋分

區、雙和分區 

二、辦理方式：採線上研習方式，請與會者使用 Google Meet 線上直播視訊

點擊以下連結或掃描 QR Code進入課程。  

（一）線上連結/QR Code：http://meet.google.com/qnt-ajqm-rkq 

（二）注意事項：  

1. 報名方式：請各校逕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習系統」薦派一名

教師參加，未於系統報名成功者，不予進入研習會議室。 

http://meet.google.com/qnt-ajqm-r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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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5小時。 

3. 各校薦派之教師須確實出席、全程參與，並應於領域會議與其它英語教師

分享。 

4. 每場次上午 9：30~10：00開放進入線上會議室，10：10後不再開放進入。

未準時入場者視為缺席，將不核發研習時數。 

5. 線上研習期間請全程開啟鏡頭，以示全程參與，未開啟鏡頭者視為缺席。 

6. 請確保網路環境之連線速度穩固，且視訊配備充足（如：耳機、麥克風、

鏡頭）。 

7. 桌上型電腦可於瀏覽器網址列貼上或輸入上述連結；若使用手機、平板裝

置連線，需先安裝Meet APP，再透過照相功能掃描 QR Code進入視訊研

習。 

8. 請以新北市的教育帳號登入 Google Meet；若使用私人帳號，務必在研習

開始前更改顯示名稱為 OO國小 OOO老師。 

9. 進入線上會議室後，每堂課程開始前，請透過對話欄打字輸入服務單位及

姓名，以示研習簽到；課程結束後，依承辦單位指示，再次打字輸入服務

單位及姓名，以示研習簽退。 

伍、參加對象及假別： 

一、 本市所屬公立國小英語教師每校薦派 1人參加（務必全程參與）。 

二、 參與教師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派代。 

陸、研習內容：(各場次詳細課表如附件一) 

  時間 內容主題 方式    講師 

09：30～10：00 登入/報到 

10：00～10：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1 講座 英語輔導團團員 

11：00～11：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2 講座 英語輔導團團員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0 下午簽到 

13：10～14：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1 講座 績優學校團隊 

14：10～15：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2 講座 績優學校團隊 

15：10～15：30 本市英語教育相關政策 研討 李美江主任 

15：30～16：00 意見交流/綜合座談 研討 陳俊生校長 

柒、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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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 第一場次 

 場次一 日期  10/25 分區 三重、三鶯 

  時間 內容主題 方式 講師 

09：30～10：00 登入/報到 

10：00～10：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Sharing (一年

級) 
講座 

新市國小 

王姳媁教師 

11：00～11：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My Many 

Colored Days (三年級) 
講座 

頂溪國小 

林妙英教師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0 下午簽到 

13：10～14：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1 講座 修德國小團隊 

14：10～15：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2 講座 更寮國小團隊 

15：10～15：30 本市英語教育相關政策 研討 李美江主任 

15：30～16：00 意見交流/綜合座談 研討 陳俊生校長 

2. 第二場次 

 場次二 日期  11/1 分區 新莊、瑞芳 

  時間 內容主題 方式 講師 

09：30～10：00 登入/報到 

10：00～10：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Jump Over the 

Puddle (二年級) 
講座 

德音國小 

鍾佳慧教師 

11：00～11：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What If You 

Have Animal Teeth (五年級) 
講座 

板橋國小 

吳昭瑩教師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0 下午簽到 

13：10～14：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1 講座 光華國小團隊 

14：10～15：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2 講座 更寮國小團隊 

15：10～15：30 本市英語教育相關政策 研討 李美江主任 

15：30～16：00 意見交流/綜合座談 研討 陳俊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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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場次 

 場次三 日期  11/8 分區 文山、淡水、七星 

  時間 內容主題 方式 講師 

09：30～10：00 登入/報到 

10：00～10：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What If You 

Have Animal Teeth (五年級) 
講座 

永和國小 

林鈺文教師 

11：00～11：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Maisy's 

Sports Day (四年級) 
講座 

丹鳳國小 

曾如君教師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0 下午簽到 

13：10～14：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1 講座 光華國小團隊 

14：10～15：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2 講座 修德國小團隊 

15：10～15：30 本市英語教育相關政策 研討 李美江主任 

15：30～16：00 意見交流/綜合座談 研討 陳俊生校長 

4. 第四場次 

 場次四 日期  11/22 分區 板橋、雙和 

  時間 內容主題 方式 講師 

09：30～10：00 登入/報到 

10：00～10：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Playing with 

Shapes (一年級) 
講座 

龍埔國小 

楊明鑫教師 

11：00～11：50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分享- Let's Make 

Some Ice Cream! (六年級) 
講座 

永和國小 

甯麗娟教師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10 下午簽到 

13：10～14：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1 講座 修德國小團隊 

14：10～15：00 英語日推動策略分享-2 講座 更寮國小團隊 

15：10～15：30 本市英語教育相關政策 研討 李美江主任 

15：30～16：00 意見交流/綜合座談 研討 陳俊生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