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到校輔導計畫 

      109 年 8月 20 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91580162號 

 

壹、依據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9 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建立教學輔導實施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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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輔導團提供到校教學輔導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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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局國教輔導團)。 

肆、實施期程：109年 9月至 110年 1月。 

伍、實施流程： 

  一、本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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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務行政系統填報輔

導需求。 

  二、本局國教輔導團各輔導小組依各校申請需求外，並優先考量以下各點: 

 (一)領域輔導小組重點服務學校-國中組配合國中會考減 C 計畫的學校，國小組以國語

文、英語文、數學能力檢測成績低於市或區平均值以及實施混齡教學的學校為優

先。 

（二)議題輔導小組重點服務學校-結合本市相關科室業務推動，深化各校特色發展，如環

境教育輔導小組的食農教育，資訊教育輔導小組的創客教育等。 

（三)各輔導小組於分區輔導時，發現在課程與教學的專業發展上須持續關注的學校。 

（四)獲本局經費補助成立教師三級社群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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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國小國語文輔導小組等 25組，預計

109年 9月 9日至 110 年 1月 6日，依申請學校需求辦理 106場(國小 72場，國中 34場)到

校輔導，採用實務分享、教學演示、教學輔導座談等方式進行。 

捌、報名方式及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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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到校

輔導之各領域輔導團員及學校教師，核予公假暨課務派代。當日研習半日者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全日者核發研習時數 6小時。 

玖、注意事項：各輔導小組於辦理到校輔導後，定期將成果報告及教學相關檔案上傳至本市國

教輔導團總網，俾利更多教師利用多元管道交流運用。 

拾、活動經費：由教育部 109學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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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到校輔導場次表(國小組) 

領域/ 

議題 
日期 學校 主題 

國語文 

109.10.23 莒光國小 素養導向命題評量設計 

109.10.23 
達觀國中小 

(國小部) 

素養導向命題評量設計 

109.12.04 光榮國小 素養導向命題評量設計 

109.12.04 國光國小 
素養導向課堂教學研究：輔導團員教學演示+申請

學校教師同課異教 

109.12.18 榮富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109.12.18 金美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英語文 

109.10.05 興化國小 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 

109.10.05 永定國小 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 

109.10.12 蘆洲國小 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 

109.11.16 柑林國小 閱讀教學 

109.11.16 米倉國小 閱讀教學 

109.11.23 老梅國小 閱讀教學 

109.11.23 國光國小 閱讀教學 

109.12.07 北峰國小 繪本教學 

數學 

109.10.16 白雲國小 新課綱宣導及素養導向教學公開授課(說課.觀課.議課)  

109.10.23 貢寮國小 
新課綱宣導及素養導向教學及混齡教學公開授課 

(說課.觀課.議課)  

109.11.06 國光國小 新課綱宣導及素養導向教學公開授課(說課.觀課.議課)  

109.12.04 水源國小 新課綱宣導及素養導向教學公開授課(說課.觀課.議課)  

109.12.18 北新國小 新課綱宣導及素養導向教學公開授課(說課.觀課.議課)  

社會 

109.09.23 新林國小 社會領域的備課策略-認識 12 年國教社會領綱 

109.10.21 中園國小 國際教育與多元文化 

109.10.21 光復國小 素養導向的教學策略(組織圖教學) 

109.12.16 新市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_參與式備觀議課 

自然 

科學 

109.09.30 三多國小 議題融入教學-海洋教育 

109.10.07 三光國小 科普閱讀指導 

109.10.14 坪林國小 自然/科學探究 

109.10.14 乾華國小 多元評量實作策略 

109.10.21 中正國小 1.科展指導技巧 2.素養導向課例分享 

109.10.21 修德國小 科普閱讀指導 

109.10.28 安坑國小 新課綱宣導與素養導向課例分享 

109.10.28 永平國小 科展指導技巧 

健康與體 109.10.14 新和國小 健體領綱宣導與素養導向教學示例分享 



育 109.10.28 米倉國小 樂趣化體育教學、創意體育教學(三年級) 

109.11.11 屈尺國小 健康教育教學 

109.11.18 中山國小 領綱課程素養導向教學實作-跆拳道 

藝術 

109.09.23 屈尺國小 生命教育美感融入教學(音樂) 

109.10.14 白雲國小 版畫教學(視覺) 

109.11.18 興化國小 素養導向課程示範(音樂) 

109.12.02 北新國小 素養導向評量實作(視覺) 

綜合 

活動 

109.09.23 大觀國小 綜合活動與班級經營策略 

109.10.07 屈尺國小 十二年國教綜合活動領域課綱 

109.10.14 鶯歌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探究與分享 

109.10.28 鶯歌國小 綜合活動的備課策略 

109.11.11 鶯歌國小 合作學習、體驗學習與引導反思 

生活 

課程 

109.10.16 三多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之主題案例(創意教學)分享 

109.10.16 中信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之主題課程設計 

109.10.16 中山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之主題案例(創意教學)分享 

109.12.09 中和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之主題案例(創意教學)分享 

性別平

等教育 

109.09.09 五寮國小 繪本四層次提問與策略運用 

109.09.23 汐止國小 情感教育 

109.10.07 福連國小 多元家庭與桌遊應用 

109.10.14 思賢國小 情感教育 

109.10.21 光復國小 新課綱宣導與性平導向教學示例分享 

109.10.21 五華國小 性平電影導讀 

109.11.11 竹圍國小 性平電影導讀 

109.12.09 昌福國小 性平電影導讀 

人權 

教育 

109.09.30 達觀國中小

(國小部) 

結合課程主題及教學媒體教學諮詢：兒童權利公

約 

109.12.02 福連國小 教學經驗分享創意教學方案 

109.12.11 新林國小 轉型正義轉化課程與教學公開課 

110.01.06 屈尺國小 體驗學習課程 

環境 

教育 
109.10.15 思賢國小 新北市六大環教議題—食農 

資訊 

教育 

109.10.21 瑞平國小 心智圖軟體運用、影片圖片剪輯及 Scratch教學  

109.11.04 修德國小 視訊軟體的運用 

109.11.18 屈尺國小 資訊融入教學及心智圖軟體運用 

109.12.23 崁腳國小 自由軟體的運用、Scratch 教學及心智圖軟體運用 

閩南語 
109.10.14 樟樹國小 閩南語歌謠與俗諺教學 

109.11.18 新埔國小 教學活動設計 

新住民

語 

109.10.06 正義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方案分享 

109.10.08 樹林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方案分享 



109.11.17 文化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方案分享 

109.12.08 北港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方案分享 

109.12.10 義方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方案分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到校輔導場次表(國中組) 

領域/ 

議題 
日期 時間 學校 主題 

國中 

國語文 

109.09.22 1300-1500 義學國中 素養導向教學實作 

109.11.10 1300-1500 自強國中 韻文模組 

109.11.10 1300-1500 深坑國中 議論文模組 

109.11.17 1300-1500 正德國中 會考精進策略 

109.11.24 1300-1500 大觀國中 會考精進策略 

英語文 

109.10.19 1300-1500 達觀國中小 英語科命題原則與素養導向試題解析 

109.10.19 1300-1500 樹林高中 國際教育或重大議題融入教學示例 

109.10.26 1300-1500 蘆洲國中 素養導向命題評量 

109.10.26 1300-1500 土城國中 英語科命題原則與素養導向試題解析 

數學 

109.10.22 1300-1600 瑞芳國中 素養教案設計 

109.10.29 1300-1600 達觀中小學 從會考試題分析到試題命題 

109.10.29 1300-1600 福營國中 從會考試題分析到試題命題 

109.10.23 1300-1600 青山國中小 從會考試題分析到試題命題 

社會 

109.09.16 1300-1500 鶯歌國中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109.10.21 1330-1530 重慶國中 

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小學素養導向

標準本位評量(心測中心研發) 與會考

方向 

109.10.28 0900-1100 碧華國中 閱讀理解融入社會領域教學 

自然 

科學 

109.10.06 1320-1500 義學國中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暨評量 

109.10.27 1310-1500 石門國中 
課程共備及輔導團員探究課程 

公開授課(科別：均可，地科最佳) 

健康與

體育 

109.10.07 0830-1030 育林國中 有效教學方案(健康教育) 

109.10.07 0830-1030 積穗國中 桌遊融入健康教育課程 

109.10.14 0900-1200 光榮國中 輔導團員素養導向課程教學演示 

109.10.28 1000-1200 三芝國中 桌遊融入健康教育課程 

藝術 

109.09.23 1330-1530 佳林國中 ipad運用在音樂教學上 

109.10.14 1310-1500 義學國中 
藝術領域各科素養導向教學示範分享

(12年國教課綱、評量) 

109.11.18 1310-1500 蘆洲國中 藝術領域各科素養導向教學示範分享 

綜合 

活動 
109.10.29 

0800-1000 光仁中學 課程研發分享：風險管理 

1020-1200 江翠國中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之學習目標撰寫練

習 

1010-1200 蘆洲國中 課程研發分享：人際溝通 



109.11.05 

1020-1200 積穗國中 課程研發分享：生涯大未來 

1010-1145 板橋國中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之學習目標撰寫練

習 

109.11.26 
1010-1200 樹林高中 課程研發分享：人際溝通 

1005-1145 大觀國中 課程研發分享：風險管理 

性別平

等教育 

109.10.29 1010-1150 
新北市立淡

水國中 
桌遊融入性平教育課程 

109.11.12 0800-1000 
新北市私立

光仁中學 
桌遊融入性平教育課程 

科技 

領域 

109.09.29 1310-1500 義學國中 課程設計分享與交流 

109.10.20 1310-1500 光仁中學 課程設計分享與交流 

109.10.27 1330-1530 三峽國中 課程設計分享與交流 

109.12.22 1320-1500 積穗國中 素養導向教學示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