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9學年度 

授證典禮暨新進團員培訓實施計畫 
109年 7月 10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91227327號函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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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要點。 

二、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國教輔導團)109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 目標 

一、 藉由授證儀式，凝聚團體共識，強化輔導團員之責任認知，提升教育動能。 

二、 表揚資深優良團員，深化見賢思齊與活絡各領域團隊效能，提高團員服務熱忱。 

三、 激發團員服務熱忱，提升團員對各團之認同與歸屬。 

四、 增進團員專業知能，了解重要教育政策並落實於課程教學。 

五、 構築新進團員團務認知，深化團員對團務運作之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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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市)三和國中及秀朗國小。 

肆、 實施方式 

一、 授證典禮： 

(一)時間：109年 9月 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二)地點：本市三和國中音樂廳（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 216號）。 

(三)內容： 

1、資深優良團員表揚：連續擔任本局國教輔導團團員 10年(含)以上資深優良

團員。 

2、團員授證： 

(1) 本局國教輔導團國中、小市中心學校(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及國中、小

30個輔導小組團員（含正、副召集人、執行秘書、專任輔導員、本土

語指導員、兼任輔導員、研究員及指導教授）之頒聘儀式。 

(2) 本局教保輔導團、國際文教輔導團、防災教育輔導團及家庭教育輔導

團之團員頒聘儀式。 

3、全體團員增能：邀請本局國教輔導團國小資訊輔導小組呂聰賢老師分享

「資訊好好玩」議題(本局國教輔導團全體團員皆需參與)。 

(四)報名方式：請各輔導小組統一向三和國中報名，於 109年 7月 24日前將計畫



第 5點相關資料上傳至雲端硬碟(網址：https://reurl.cc/NjMaye)。 

(五)本局核予參加人員公假(課務排代)登記出席，並核予 1個小時研習時數。 

(六)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地點 

9:00-9:30 報到 

三和

國中 

9:20-9:30 三和國中表演 

9:30-9:35 108學年度輔導小組影片精彩回顧 

9:35-9:40 介紹長官貴賓及大合照 

9:40-9:45 長官致詞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張明文局長 

9:45-10:00 資深優良團員表揚 
播放資深優良團員簡介稿及

簡報 

10:00-10:15 頒發指導教授聘書  

10:15-11:00 輔導團員授證 

1.本局國教輔導團 2所中心

召集學校及 30個輔導小組 

2.本局其他 4個輔導團 

11:10-12:00 
全體團員培訓講座： 

「資訊好好玩」 
呂聰賢老師 

12:00- 賦歸 

 

二、 新進團員培訓： 

(一)時間：109年 9月 2日(星期三)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二)地點：本市秀朗國小（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 202號） 

(三)研習主題：「資深團員經驗分享」及「團體動力」。 

(四)參加人員：本局國教輔導團 109學年度新進團員。 

(五)報名方式：請各新進團員於 109年 7月 31日（星期五）前至校務行政系統報

名。 

(六)本局核予參加人員公假(課務排代)登記出席，另全程參與之教師核予 6個小時

研習時數。 

(七)活動流程： 

 

 

https://reurl.cc/NjMaye


時間 內容 備註 地點 

8:30-9:00 報到  

秀朗

國小 

9:00-12:00 資深團員經驗分享 

講師:  

林惠珍校長、簡曉玲老師 

許淑貞校長、吳慧玲專輔    

12:00-13:00 用餐  

13:00-16:00 團體動力 
講師(暫定)  

王孔生老師、江英瑞老師 

16:00-16:30 綜合座談  

16:30- 賦歸  

 

伍、 各輔導小組活動前準備資料 

項

次 

項目 說明 提交方式 

1 各輔導小組填寫

出席名單 

 

1. 各輔導小組團員授證名單將依各小組繳交之團員

每週減課節數調查表名單羅列。 

2. 出席名單：授證名單將於 7月 21日前彙整放置

https://reurl.cc/NjMaye，請各小組至雲端下

載，填寫團員職稱及出席與否(若不出席請假，請

填寫請假原因)，於 7月 31日前上傳至雲端硬

碟。 

請於 109年

7月 31日

(星期五)

前，將電子

檔上傳至雲

端硬碟 

2 各輔導小組介紹

(授證時所需) 

1. 製作簡報：共 1頁(請用雲端硬碟上公版製作)，

需含團體照，餘自行發揮，無需編配音樂。 

2. 填寫附件 1-輔導小組簡介約 100字(司儀介紹)。 

請於 109年

7月 24日

(星期五)

前，將電子

檔上傳至雲

端硬碟

(https://re

url.cc/NjMa

ye) 

 

3 各輔導小組回顧
影片 

1. 各輔導小組提供 5張團務運作照片，以利後續製

作成影片。 

2. 請選擇可以凸顯各小組特色的團務運作照片。 

4 10年以上資深優
良團員提報(含

簡介及簡報) 

1. 表揚擔任輔導團團員年資累積滿 10年（含跨團年

資）以上之現任教師，已受表揚者，不予重覆表

揚。 

2. 製作個人簡報：共 1頁(請用雲端硬碟上公版製

作)含優良事蹟及生活照，無需編配音樂。 

3. 填寫附件 2-受獎教師之 100字簡介(司儀介紹)。 

5 指導教授簡介 
請各輔導小組填寫附件 3-指導教授名單及 100字簡

介。 

https://reurl.cc/NjMaye
https://reurl.cc/NjMaye
https://reurl.cc/NjMaye
https://reurl.cc/NjMaye


陸、 預期成效： 

一、 共備之領域社群教師人數增加，形成領域教學，校際合作的氛圍。且學校領導團隊

能充分協助，促進校內領域教學研討會共備與專業探究氛圍。 

二、 教師更有意願將共備教學示例、評量方式及增能課程學習教學專業知能實踐於教學

現場。 

三、 透過多元評量方式及學習診斷工具，教師能精準掌握學生的有效學習，並適時調整

教學策略。 

柒、 本案聯絡人： 

一、 表揚、授證暨全體團員培訓：三和國中陳海明主任，電話：(02)2287-9890分機

770，執秘信箱:ntpcedug@app.shjh.ntpc.edu.tw。 

二、 新進團員培訓：秀朗國小教務主任，電話：(02)2942-0451分機 5101。 

捌、 本計畫經本局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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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輔導小組簡介 

 
國中/國小 輔導小組 簡介（授證時司儀介紹稿，約 100字） 

  

 

 

 

序號 輔導小組 輔導團職稱 服務學校 姓名 學校職稱
團員

年資

出席授證典

禮與否

個人簡介（此為表揚時司儀介紹稿，約100字，PPT檔請一

併回傳）

範例1 國中AA 兼任輔導員 大大國中 王左左 教師 10 不出席

民國90年進入臺北縣AA輔導團，至今已屆滿13年。默默耕耘教

學策略的研發，分享給新北市的國中教師，歷經幾波的教育改

革浪潮，王老師仍不斷地精進教學，持續地扮演團員的角色，

支援地方及中央的教學輔導工作，可為所有團員的楷模。

範例2 國中BB 兼任輔導員 中中國小 林佑佑 教師 10 不出席

在BB團的10年，佑佑老師為教育奔走了168所學校。對於教育

工作熱衷的她，不斷致力於教學精進，參與深耕種子教師、中

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致力於教材教學研究、投入於學習共同體

的研究。把「體驗、省思、實踐、從容、多元」的理念落實在

生活中，不僅豐富生活，也嘉惠孩子。

1

2

附件2-10年以上資深優良團員簡介(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使用)



 

序號 輔導小組 輔導團職稱 服務學校 姓名 學校職稱 專長
出席授證典

禮與否
簡介（約100字，無論出席與否皆要填寫）

範例1 國中英語 指導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研究所
林玲 副教授 閱讀教學及閱讀評量 出席

範例2 國小國語文 指導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 劉剛 教授
國語文教學法、發音

技巧
不出席

範例3 國中社會 指導教授
私立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王月 副教授

閱讀、寫作教學、全

語教育、第二語言學

習理論及應用、社會

語言學

出席

1

2

附件3-10年以上資深優良團員簡介(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