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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年度國小英語教師線上初階研習實施計畫 

新北教國字第 1111116749號函 

一、 依據：新北市 108-11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提供英語教學策略與方法，增進教師英語教學知能。 

（二）激發教師英語教學創意，活絡英語課堂教學風景。 

（三）實體研習轉化為線上增能，專業進修不因疫情停歇。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五、研習時間、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研習時間：111 年 7月 4日（星期一）至 7月 6日（星期三）上午 09：00～

下午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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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et.google.com/oou-jdow-upu。 

（三）注意事項：  

1. 每日上午 8：40~9：00開放進入線上會議室，9：10後不再開放進入。 

2. 研習首日 9：10 後未進入會議室者視同放棄本研習，由承辦單位依序

開放備取者入場（額滿即不開放進入）。 

3. 每堂課程未準時入場者視為缺席，將不核發研習證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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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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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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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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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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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et.google.com/oou-jdow-u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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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對象： 

（一）本市正式及代理代課英語教師。 

（二）本市核定之 111 學年度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所屬之英語教師（含方案一、二、

三、四），且尚未取得初階研習證書者。 

 

七、課程規劃：本市英語教師各階段研習規劃表如附件一，初階研習課程內容共 18

小時，詳細課表如下： 

 

日期 

時間 
7月 4日(星期一) 7月 5日(星期二) 7月 6日(星期三) 

9:00~11:00 

歌謠韻文教學 

 

講師：曾如君老師 

      （丹鳳國小） 

陳吉美老師 

（柑園國小） 

許雅粧老師 

（安坑國小） 

聽說教學與評量 

 

講師：鍾昌益老師 

      （樂利國小） 

黃令昀老師 

（中信國小） 

陳依萱老師 

（榮富國小） 

 趙若秝老師 

（廣福國小） 

 

「英閱繪」教學 

 

講師：鍾佳慧老師 

       （德音國小） 

      林庭芳老師 

       （自強國小） 

      陳怡君老師 

（鶯歌國小） 

11:00~12:00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12:00~13:00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13:00~15:00 

讀者劇場教學 

 

講師：林鈺文老師 

       （永和國小） 

林佳慧主任 

（濂洞國小） 

黃詩茵老師 

（修德國小） 

 

字彙與拼字教學 

 

講師：李美江主任 

      （英資中心） 

     劉芳如老師 

      （中信國小） 

     許家菁老師 

      （新市國小） 

 

字母與字母拼讀法教學 

 

講師：林妙英老師 

      （頂溪國小） 

      鍾馨慧老師 

      （復興國小） 

      劉湘菱老師 

      （光華國小） 

15:00~16:00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線上自主學習 

 

八、研習證明：參與者核予公假，全程參與並完成線上自主學習任務者核發研習時數

18小時，並頒發初階研習證書。研習證書由承辦單位事後寄送至學

員服務學校。 

 

九、報名方式：請逕上本市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習（https://esa.ntpc.edu.tw/）報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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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以錄取 50人為限，並以報名順序優先錄取之。為確保研習課程品

質，未完成於校務行政系統報名者，不予進入研習會議室，亦不核予研

習時數及證書。 

 

十、注意事項： 

（一）初階研習證書請妥善保管，可做為將來參加國際短期教育訓練加分之依據。 

（二）所有講師及工作人員以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 

（三）研習通過名單於 111年 7月 6日（星期三）下午 6：00前公告於本市英語教學

資源中心網站 (https://englishcenter.ntpc.edu.tw/)。 

 

十一、經費來源：由本局 111年度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項下相關預算支應。 

 

十二、獎勵：承辦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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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項第 2款規定辦理敘獎，工作人員

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次。 

 

十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englishcenter.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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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進修研習規劃 

108 年 8 月 1 日起適用 

階段 參加對象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基礎研習 

（共 30 小時） 

1. 新進教師（含正式及代

理代課）。 

2. 導師轉任英語教師。 

新北市英語教育政策 1 小時 

班級經營與管理 2 小時 

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與教案撰寫 3 小時 

新北市英語課程綱要 1 小時 

低年級教材教法及教學策略 2 小時 

中、高年級教材教法及 

教學策略 
3 小時 

英語口語訓練 

發音及語調 6 小時 

口語表達 6 小時 

語用及文化 6 小時 

初階研習 

（共 18 小時） 

1. 正式英語教師。 

2. 代理、代課英語教師。 

字母（Alphabet）與 

字母拼讀法（Phonics）教學 
3 小時 

聽說教學與評量 3 小時 

「英閱繪」教學 3 小時 

歌謠韻文教學 3 小時 

讀者劇場（RT）教學 3 小時 

字彙與拼字教學 3 小時 

進階研習 

（共 12 小時） 

1. 取得初階研習證書之正

式英語教師。 

2. 取得初階研習證書之代

理代課英語教師。 

多媒體與教具之應用 3 小時 

句型的意義與運用 3 小時 

閱讀教學與評量 3 小時 

寫作教學與評量 3 小時 

高階研習 

（共 60 小時） 

取得進階研習證書之正式

英語教師優先錄取。 

1. 學科內涵與語言融合學習

（CLIL） 

2. 任務型導向教學 

3. 差異化教學 

4. 聽、說、讀、寫教學方法與策略 

60 小時 

國際短期 

教育訓練 

（約 2 週） 

1. 取得初階、進階及高階

三項研習證書之正式英

語教師。 

2. 其餘加分條件依教育局

當年度公告之實施計畫

為準，並以積分高低順

序錄取之。 

美國 / 英國等英語為 

母語之國家學習參訪 
2 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