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109學年度第2學期分區輔導 

實施計畫 

110年2月17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100230763號公告 

壹、緣起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要點中敘明「地方政府應成立各學習領域教學輔導團，定期到校協助教師進

行教學工作」，指出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應成為建構教師專業支持機制中最主要

能量。 

本市自97學年度下學期起，輔導團教學輔導工作採雙軌制，除學校主動申請到校輔導外，透過

分區輔導模式，團員轉化與宣達各學習領域課程理念與內涵，瞭解課程在學校實施的現況與困境，

協助學校教師落實課程與教學活動，解決教學問題並提升教學效能，達到「共學共好」的教育新境

界。 

自100學年度起，分區輔導除了延續既有的精神外，更配合推行「課堂教學研究」的重點工作，

透過和九大區各領域教師進行分享與對話，並藉由團員的教學演示與研發，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的教學案例，協助輔導教師精緻課堂教學，引導教師藉由回饋反思修正教學設計與實踐；106學年度

起除宣講總綱理念，更研發及推廣以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示例，並透過共同備課、觀授課與專業

回饋(議課)的專業發展歷程，將輔導團分區輔導邁向深化課堂教學的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機制。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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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目的 

一、 建立市級教學輔導實施機制，協助教師實踐課程，提升教學品質。 

二、 輔導團與市內教師互相觀摩、對話，提供教學經驗交流與分享。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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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市國教輔導團)。 

伍、實施期程：110年3月至1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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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市國教輔導團網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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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國教輔導團國小國語文等 30個輔導小組，於九大分區辦理 108場（國小 63場、國中 45 

  場)研習活動。 

 



捌、報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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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參與分區輔導之各領域輔導團員及學校教師，核予公假(課務派代)。 

(一)國中部分，請依照領域不排課時間薦派相關領域教師參加，本局同意核予公假參與。 

(二)國小部分，本局同意各校薦派人員公假課務排代參與，人數以1人為限。 

三、 研習半日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全日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6小時。 

玖、注意事項 

一、 請各輔導小組於各場次結束後2週內，彙整未出席參與學校之說明資料， 

掃描後以 PDF檔寄至承辦人（AJ4497@ntpc.gov.tw），以利局端掌握各校 

分區輔導教師出席狀況。 

二、 各輔導小組於辦理分區輔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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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一、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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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輔導團分區輔導研習績效優良，研習義務主講者各記嘉獎1次。 

二、 若各輔導小組有邀請學校教師義務分享教學示例或教學成果，每一分區輔導場次擇優3校敘

獎，並於期末提報本局義務主講者（非團員)敘獎名單；另若各輔導小組結合分區輔導辦理

優良教案或課例徵選發表，敘獎校數超過3校，須另案向本局申請。 

拾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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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預期效益 

一、 透過輔導團員與教師專業對談與交流，形成教師學習社群、精進教學。 

二、 建立教學輔導多樣化模式，提升輔導團員專業素養，強化教學輔導效能。 

拾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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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分區輔導場次 

(國小組) 

領域/議題 區域別 承辦學校 日期 時間 聯絡人 

國語文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淡水分區 

淡水國小 110.03.19(五) 09:00-16:00 

永和國小 

林曉茹專輔

2921-4615 

分機 211 

板橋分區 

雙和分區 

文山分區 

北新國小 110.04.09(五) 09:00-16:00 

三重分區 

新莊分區 

三鶯分區 

丹鳳國小 110.05.21(五) 09:00-16:00 

英語文 

板橋分區 

雙和分區 
修德國小 110.04.12(一) 09:00-16:00 

修德國小 

李美江專輔

2980-0495 

分機 182 

文山分區 

淡水分區 

七星分區 

修德國小 110.04.19(一) 09:00-16:00 

新莊分區 

瑞芳分區 
修德國小 110.04.26(一) 09:00-16:00 

三重分區 

三鶯分區 
修德國小 110.05.03(一) 09:00-16:00 

數學 

雙和分區 自強國小 110.03.12(五) 08:30-14:30 
新店國小 

林心怡專輔 

2910-3483 

分機 715 

三鶯分區 北大國小 110.04.09(五) 08:30-14:30 

三重分區 碧華國小 110.05.07(五) 08:30-14:30 

新莊分區 南勢國小 110.05.14(五) 08:30-14:30 

社會 

板橋分區 清水國小 110.03.10(三) 13:30-16:30 
沙崙國小 

劉瑞文專輔 

0919-956423 

三鶯分區 彭福國小 110.04.14(三) 13:30-16:30 

新莊分區 

淡水分區 
竹圍國小 110.05.05(三) 13:30-16:30 

自然 

新莊分區 光華國小 110.03.30(二) 09:30-16:30 自強國小 

李函霙專輔 

0933-294892 

02-29557936 

分機 836 

文山分區 

雙和分區 
自強國小 110.05.04(二) 09:30-16:30 

健康 

與 

體育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汐止國小 110.03.17(三) 09:00-12:00 屯山國小 

夏淑琴專輔 

0939-843057 
文山分區 北新國小 110.04.28(三) 09:00-12:00 

三重分區 蘆洲國小 110.04.28(三) 09:00-12:00 

藝術 

板橋分區 國光國小 110.03.24(三) 09:00-12:00 
民安國小 

張琬湄專輔 

2205-6777 

分機 55 

三鶯分區 中園國小 110.04.28(三) 09:00-12:00 

淡水分區 淡水國小 110.05.12(三) 09:00-12:00 

瑞芳分區 鼻頭國小 110.05.26(三) 09:00-12:00 



領域/議題 區域別 承辦學校 日期 時間 聯絡人 

綜合活動 

三重分區 光榮國小 110.03.18(四) 09:00-16:00 

永平國小 

江英瑞老師 

2925-9879 

分機 215 

七星分區 大鵬國小 110.03.25(四) 09:00-16:00 

板橋分區 

三鶯分區 
廣福國小 110.04.29(四) 09:00-16:00 

瑞芳分區 平溪國小 110.05.06(四) 09:00-16:00 

淡水分區 三芝國小 110.05.20(四) 09:00-16:00 

三鶯分區 五寮國小 110.05.27(四) 09:00-16:00 

生活課程 

板橋分區 

新莊分區 
莒光國小 110.03.19(五) 08:30-12:00 

新市國小 

陳春秀專輔

0958-126320 

三鶯分區 安溪國小 110.04.16(五) 08:30-12:00 

雙和分區 

文山分區 
永平國小 110.06.04(五) 08:30-12:00 

性別平等 

教育 

文山分區 新和國小 110.03.19(五) 09:00-16:00 

中和國小 

林宜龍專輔 

0988-298918 

三鶯分區 彭福國小 110.04.16(五) 09:00-16:00 

新莊分區 思賢國小 110.05.21(五) 09:00-16:00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瑞芳國小 110.06.04(五) 09:00-16:00 

人權教育 

淡水分區 

三重分區 
新興國小 110.05.07(五) 09:30-12:30 

頂溪國小 

黃鐙寬主任 

2921-2058 

分機 6209 

三鶯分區 

新莊分區 
永吉國小 110.05.14(五) 09:30-12:30 

雙和分區 

板橋分區 
頂溪國小 110.05.21(五) 09:30-12:30 

環境教育 

文山分區 深坑國小 110.03.18(四) 13:30-16:00 

土城國小 

陳麗君專輔 

0922-288948 

雙和分區 頂溪國小 110.04.22(四) 13:30-16:30 

板橋分區 信義國小 110.05.20(四) 13:30-16:30 

淡水分區 新興國小 110.06.10(四) 13:30-16:30 

資訊教育 

瑞芳分區 同榮國小 110.03.31(三) 09:00-12:00 
同榮國小 

陳癸伶執秘 

2296-8551 

分機 120 

雙和分區 

板橋分區 
文聖國小 110.04.14(三) 09:00-12:00 

瑞芳分區 瑞芳國小 110.05.19(三) 09:00-12:00 

本土語文 

- 

閩語 

文山分區 北新國小 110.03.26(五) 09:00-12:00 
重陽國小 

林巧旻老師 

2982-6272 

分機 400 

瑞芳分區 吉慶國小 110.04.16(五) 09:00-12:00 

七星分區 金美國小 110.05.21(五) 09:00-12:00 

三重分區 重陽國小 110.06.04(五) 09:00-12:00 

本土語文 

- 

客語 

雙和分區 永和國小 110.03.08(一) 09:00-12:00 
崇德國小 

謝夷菱老師 

8648-2052 

分機 11 

瑞芳分區 瓜山國小 110.04.21(三) 09:00-12:00 

淡水分區 鄧公國小 110.05.11(二) 09:00-12:00 

新莊分區 國泰國小 110.05.25(二) 09:00-12:00 



領域/議題 區域別 承辦學校 日期 時間 聯絡人 

本土語文 

- 

原民語 

三鶯分區 民義國小 110.03.09(二) 08:00-16:00 
丹鳳國小 

蔡雲珍指導員 

0912-703943 

七星分區 大鵬國小 110.04.08(四) 08:00-16:00 

瑞芳分區 鼻頭國小 110.05.06(四) 08:00-16:00 

新莊分區 丹鳳高中 110.06.02(三) 08:00-16:00 

新住民語 九大分區 秀朗國小 110.03.18(四) 08:30-12:00 

秀朗國小 

曾清一執秘 

2942-0451 

分機 5003 

國小

STEAM 

跨域 

三蘆分區 自強國小 110.04.09(五) 09:00-12:00 
自強國小 

許皓鈞專輔

0926-014969 

板橋分區 自強國小 110.04.30(五) 09:00-12:00 

新樹分區 自強國小 110.05.14(五) 09:00-12:00 

中和分區 自強國小 110.05.28(五) 09:00-12:00 

 說明：聯絡人學校為召集學校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分區輔導場次 

(國中組) 

領域/議題 九大分區 承辦學校 日期 時間 聯絡人 

國文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汐止國中 110.04.13(二) 13:00-16:00 福和國中 

林雯淑專輔 

2928-9493 

分機 212 

新莊分區 

文山分區 

雙和分區 

文山國中 110.04.27(二) 13:00-16:00 

英語文 

瑞芳分區 瑞芳國中 110.03.15(一) 13:00-16:00 新埔國中 

陸韻萍專輔 

2257-2275 

分機 760 

板橋分區 溪崑國中 110.04.19(一) 13:00-16:00 

雙和分區 中和國中 110.05.03(一) 13:00-16:00 

三重分區 鷺江國中 110.05.31(一) 13:00-16:00 

數學 

新莊分區 林口國中 110.03.04(四) 13:00-16:00 
土城國中 

徐澤汶專輔 

2267-5135 

分機 207 

淡水分區 正德國中 110.03.18(四) 13:00-16:00 

板橋分區 清水高中 110.03.18(四) 13:00-16:00 

三鶯分區 鳳鳴國中 110.04.15(四) 13:00-16:00 

文山分區 安康高中 110.04.15(四) 13:00-16:00 

社會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汐止國中 110.05.19(三) 13:30-16:30 頭前國中 

吳慧玲專輔 

8522-2862 

分機 101 

新莊分區 丹鳯高中 110.05.26(三) 13:30-16:30 

文山分區 

板橋分區 
板橋國中 110.06.09(三) 13:30-16:30 

自然 

板橋分區 新埔國中 110.03.23(二) 13:30-16:00 
中正國中 

陳學淵專輔 

8688-1501 

分機 211 

文山分區 達觀國民中小 110.04.20(二) 13:30-16:00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秀峰高中 110.04.27(二) 13:30-16:00 

新莊分區 福營國中 110.05.11(二) 13:30-16:00 

健康 

與 

體育 

三鶯分區 三多國中 110.03.17(三) 09:00-16:00 
板橋國中 

陳婉玲專輔 

0983-109297 

板橋分區 江翠國中 110.04.28(三) 09:00-16:00 

新莊分區 新泰國中 110.05.12(三) 09:00-16:00 

淡水分區 竹圍高中 110.06.09(三) 09:00-16:00 

藝術 

雙和分區 彰和國中 110.03.17(三) 13:00-16:00 青山國中小 

張晨昕專輔 

2691-7877 

分機 138 

文山分區 五峰國中 110.03.24(三) 13:00-16:00 

淡水分區 淡水國中 110.04.28(三) 13:00-16:00 

板橋分區 中正國中 110.05.19(三) 13:00-16:00 

綜合活動 

板橋分區 板橋國中 110.04.01(四) 09:00-16:00 
泰山國中 
胡婷媛專輔 
0921-157576 

新莊分區 中平國中 110.04.15(四) 09:00-16:00 

三鶯分區 柑園國中 110.04.22(四) 09:00-16:00 

三重分區 鷺江國中 110.05.27(二) 09:00-16:00 

科技 

雙和分區 南山中學 110.03.30(二) 13:30-16:00 明志國中 

范梅英專輔 

2984-4132 

三重分區 金陵女中 110.04.13(二) 13:30-16:00 

文山分區 坪林國中 110.04.27(二) 13:30-16:00 



領域/議題 九大分區 承辦學校 日期 時間 聯絡人 

新莊分區 林口國中 110.05.11(二) 13:30-16:00 分機 123 

瑞芳分區 欽賢國中 110.05.25(二) 13:30-16:00 

人權教育 

淡水分區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正德國中 110.03.12(五) 13:30-16:30 自強國中 

紀虹如專輔 

2225-9469 

分機 543 
雙和分區 自強國中 110.04.16(五) 13:30-16:30 

新莊分區 新莊國中 110.05.19(三) 13:30-16:30 

性別平等 

教育 

淡水分區 三芝國中 110.03.22(一) 13:30-16:30 

汐止國中 

李靜美專輔 

0921-865543 

七星分區 秀峰高中 110.04.13(二) 13:30-16:30 

三重分區 三民高中 110.04.20(二) 13:30-16:30 

雙和分區 自強國中 110.05.18(二) 13:30-16:30 

瑞芳分區 貢寮國中 110.06.02(三) 09:00-12:00 

環境教育 

三重分區 

七星分區 

瑞芳分區 

三重高中 110.04.08(四) 14:00-16:00 
鶯歌國中 

王俊凱專輔 

2610-2016 

分機 340 
淡水分區 三芝國中 110.04.22(四) 14:00-16:00 

 說明：聯絡人學校為召集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