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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10學年度第2學期專任輔導員公開授課「好課博覽會」實施計畫 

111年4月27日教研資字第1110792577號函 

壹、  依據 

   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及運作要點。 

   二、新北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及課程品質計畫。 

   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110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 目的 

   一、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教學，活化教師教學內涵，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及精                 

進教學品質。 

   二、以專任輔導員（以下簡稱專輔)原服務學校或召集學校為課程實踐基地，推動以學生學                 

習為中心的課堂教學研究，發展共同備課、觀課及專業回饋的專業發展歷程，累積教         

學實踐智慧。 

   三、建立教學典範學習，帶領教師精研教學理論與策略運用，強化教師專業支持與協作，                 

深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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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立三和國中、本局國教輔導團各領域/議題小組召集學校、各專

輔原服務學校。 

肆、 辦理方式 

一、時間：111年3月23日至6月15日期間，每次半天。 

二、地點：各專輔於原服務學校或各輔導小組召集學校進行課程，參與者以線上方式進

行，Google Meet 網址公告於本市國教輔導團網頁，網址：

（https://ceag.ntpc.edu.tw/p/412-1007-1022.php?Lang=zh-tw）。 

三、場次：國小組14場次、國中組12場次，共計26場次。 

四、進行： 

 (一) 每場次的專輔公開課，由各輔導小組安排並邀請相關專業人員擔任主持人及專

https://ceag.ntpc.edu.tw/p/412-1007-102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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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回饋人員。 

      (二) 各輔導小組公開課的發文、核銷、場地安排(含海報、桌牌、指示牌、講義、茶                       

水)等行政工作由各召集學校的執行秘書統籌。 

         (三) 專輔公開課可結合各輔導小組1次的分區輔導(分區研究社群)辦理，但該分區務                 

必與專輔原服務學校或召集學校所屬分區相同，並於輔導小組團務運作計畫中                        

的相關子計畫清楚呈現。  

（四） 結合分區輔導，以分區輔導公文辦理。 

（五）參加本公開授課，本局同意公假。 

1.惟每場實體參加含工作人員以（課務排代7人為限），需與協辦學校做好協

調。 

2.依中央及本市防疫規定辦理，提供簡訊實聯制或臺灣社交距離 APP 標示，線

上簽到並提供酒精消毒手部。 

3.使用隔板或拉開座位距離,請與會者離座後維持社交距離。 

4.不提供紙本資料、不供餐點,並避免多人使用同一個麥克風。 

5. 需教室內架設平板，公開授課老師搭配軟體視訊工具，架設線上直播，並提

聯結，讓本市教師參加，每場次每校參與人員至多1人（課務排代），餘課務

自理。 

五、公告與行銷： 

（一）於本團網站建立好課博覽會資訊頁，提供教師線上觀課，並行文各校報名。 

（二）配合學習共同體市級課及本市好課聯合宣傳。 

（三）優先配合「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發展數位教與學課堂。 

（四）結合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教師共備社群公開課聯合發表活動。 

伍、參加研習對象 

        一、該輔導小組兼任輔導員至少3名參與。 

        二、薦派專輔原服務學校或召集學校之與公開課課程相關領域/議題教師。 

        三、開放線上直播讓有興趣教師參與，觀課者觀課完畢需於觀課後上傳觀課記錄始得核

予研習時數。 

陸、課程表：各輔導小組另函公告課程表與其他研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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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方式：各校教師逕至校務行政系統報名，額滿截止，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參             

與團員、工作人員及學校教師，核予公假暨課務排代。 

捌、 行政人員及授課教師獎勵： 

一、 市級公開授課教師獎勵：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

第2項第3款第6目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

附表第1項第3款，擔任各場次焦點觀課之教學者核予嘉獎2次。 

二、 承辦市級公開授課工作人員獎勵：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第3款第2目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第6目，並參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

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2項第2款，核予校長嘉獎1次，工作人員敘獎嘉獎1次

以8人為限，含主辦人1人嘉獎2次。 

三、 校長部分由學校提報教育局辦理敘獎，教師部分授權學校依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玖、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各直轄縣市精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及課程品質計畫相關款項支應。 

壹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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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第2學期專任輔導員 

公開授課「好課博覽會」（說課、授/觀課、議課）場次表 

國小組 

領域/議題 姓名 年級 公開課日期 開始時間 觀課學校 主持人 專業回饋/議課專家 

STEAM 

跨域小組 
黃炯彬 五 3月23日 09:40 光華國小 鄭旭泰校長 熊召弟教授(外聘1) 

綜合活動 江英瑞 五 3月24日 10:30 瑞芳國小 盧娟娟校長 劉淑惠校長(內聘1) 

社會 簡曉玲 六 3月29日 08:40 沙崙國小 林惠珍校長 姚素蓮校長(外聘2) 

藝術 張琬湄 三 3月30日 10:30 民安國小 王健旺校長 陳秋月校長(外聘3) 

生活課程 陳春秀 一 4月22日 09:30 莒光國小 鄭淑慧老師 周淑卿教授(外聘4) 

人權教育 鄭偉辰 四 4月27日 09:30 新興國小 許文勇校長 張月霞教授(外聘5) 

環境教育 陳麗君 五 5月3日 14:20 土城國小 蔡建文校長 陳建志教授(外聘6) 

數學 林心怡 五 5月6日 09:00 
線上說觀議

課課例研討 
許德田校長 張英傑教授(外聘7) 

英語文 黃詩茵 五 5月13日 10:30 修德國小 陳俊生校長 
甯麗娟輔導員(內聘2) 

鍾昌益輔導員(內聘3) 

性平教育 林宜龍 六 5月13日 10:10 中和國小 呂郁原校長 
陳音汝主任(外聘8) 

(台南市大竹國小) 

資訊教育 許心 六 5月26日 13:30 永福國小 蔡明貴校長 陳國全老師(內聘4) 

自然科學 劉靜文 四 5月31日 08:45 自強國小 蕭家慧主任 許以平校長(內聘5) 

健康與體育 夏淑琴 四 6月1日 09:30 昌平國小 鄒惠娟校長 
央團蕭雅娟老師(中平

國中內聘6) 

本土語 

原住民族語 
陳昌榮 四 6月1日 10:30 光華國小 高淑真校長 退休校長(外聘9) 

 
新住民語文輔導團教學支援教師公開課 

領域 教師 日期 開始時間 地點 主持人 專業回饋/議課專家 

新住民語 
共備社群教師 

(同時七場) 
6月18日 9:00 

秀朗國小等7

所國中小 

曾秀珠校等 

7位校長 

吳順火校長等 

8位視導校長 

 



5 

 

 

110學年第2學期專任輔導員 

公開授課「好課博覽會」（說課、授/觀課、議課）場次表 

國中組 

領域/議題 姓名 年級 公開課日期 開始時間 觀課學校 主持人 專業回饋/議課專家姓名 

性別平等 

教育 
李靜美 八 4月28日 09:20 林口國中 徐淑芬校長 

陳音汝主任(外聘10) 

(台南市大竹國小) 

科技 范梅英 九 5月3日 13:30 明志國中 戴春成校長 李啟龍教授(外聘11) 

英語文 蔡鈺伶 八 5月30日 13:15 永和國中 蔡鈺伶專輔 劉慶剛教授(外聘12) 

人權教育 敖永龍 七 6月1日 13:30 自強國中 鄭建立校長 王碧玉研究員(外聘13) 

社會 吳慧玲 九 6月1日 14:05 福營國中 許淑貞校長 劉台光聘督(外聘14) 

綜合活動 胡婷媛 八 6月2日 09:40 自強國中 羅珮瑜校長 張雨霖教授(外聘15) 

環境教育 王俊凱 七 6月2日 13:30 八里國中 張俊峰校長 徐俊龍輔導員(內聘7) 

數學 徐澤汶 九 6月2日 14:00 土城國中 鄧文南校長 
賴姵伶輔導員(外聘

16)(彰興國中) 

自然科學 陳學淵 八 6月7日 13:30 三多國中 楊明源校長 榮明杰校長(外聘17) 

國語文 林雯淑 八 6月7日 13:15 福和國中 范筱蓉校長 吳淑芳校長(外聘18)  

健康與體育 陳婉玲 七 6月8日 10:20 漳和國中 
邱斯婷領域召

集人 

許秀華老師(臺北市懷生

國中) (外聘19) 

藝術 戴慧冕 八 6月15日 14:05 碧華國中 林才乂校長 林才乂校長(內聘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