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新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 101010107777 學學學學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107 年 10 月 25 日新北教研資字第 1072013301 號函    
壹、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

要點修正規定。 

二、 新北市 107 年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團隊運作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 建立高專業、高自主之優質教師發展專業社群之機制。 

二、 開拓教師專業社群建構支持系統，形塑社群文化。 

三、 深耕學校營造優質教學實施關係與環境，建構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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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肆、研習時間暨地點： 

一、 研習時間： 

(一) 第一階段：10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 20 分至下午 5 時。 

10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20 分至下午 5 時。 

(二) 第二階段：於 107 學年度下學期擇半日辦理回流課程。 

二、 研習地點：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 100 號）。 

伍、研習課程：(如附件 1) 

陸、 研習對象：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107 學年度教師「學習社群」及

「專業社群」領導人(未曾參加過本研習之社群領導人優先) 。 

二、 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貢獻平臺社群領導人 (名單如附件 2)。 

三、 本市教師專業社群支持團隊成員 (名單如附件 3)。 

四、 其餘對本案課程有興趣之本市教師。 

柒、報名方式： 

一、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 

(一) 統一採 E-mail 報名方式。請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前填妥學員報名

表(附件 4)逕寄以下電子信箱：ccesschool@gmail.com。每社群限定 1 個名

額，共 30 名，額滿為止。 

(二) 倘人數超過 30 名，則以服務年資較長者優先。通過研習報名審核之學員，



本局將發錄取通知函。 

(三) 為使課程內容連貫，報名者請務必全程參與研習活動。 

二、 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貢獻平臺社群領導人：：：：填寫貢獻平臺報名表(附件 5)逕寄以下

電子信箱：ccesschool@gmail.com。每社群限定 1 個名額，計 15 名。 

三、 本市教師專業社群支持團隊成員：：：：採現場報名方式，計 29 名。 

四、 本案聯絡人：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教務主任羅秋霞，連絡電話：(02)29125432

分機 810。 

捌、 公假及研習時數： 

一、 本案參與人員及承辦學校工作人員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排代)；講師部分核予公假

登記(課務自理)。 

二、 全程參與者本局同意核予 16小時教師研習時數。 

玖、注意事項： 

一、 研習地點交通資訊如附件 6。 

二、 開車前往研習者，除校園內停車場，鄰近有「防災公園停車場」。 

三、 課程中請將手機關機或調至震動，課程後請填寫回饋單(附件 7)。 

四、 請保持研習場地清潔，將垃圾分類拿到垃圾桶丟棄。 

五、 請自備環保杯。 

壹拾、 敘獎：本案承辦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1項

第 5款第 2 目、「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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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項第 2 點規定：

辦理各項研習（討）會績效優良者，承辦學校校長嘉獎 2次；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 人

為限，含主辦人 1 人嘉獎 2次。教師部分由學校本權責辦理敘獎；校長部分由學校報本

局辦理敘獎。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課程表 

第一階段第一日： 10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主講人/負責人 

8：00～8：20  報到 中正國小團隊 

8：20～8：30  期勉與鼓勵 吳佳珊科長 

8：30～9：20 

(50 分鐘) 

凝聚共識 

主題講座： 

改變與思維 
講師：林瑜一老師(外聘) 

9：20～10：10 

(50 分鐘) 

主題講座： 

學習與成長 

使命與價值 

講師：許德田校長(內聘) 

10：10～10：20 休息時間 中正國小團隊 

10：20～11：10 

(50 分鐘) 

實作體驗： 

體驗學習融入凝聚團隊

共識 

講師：江英瑞教師(內聘) 

助理講師：楊智先輔導員

(內聘) 

11：10～12：00 

(50 分鐘) 

分組討論： 

尋找社群中的定位與功

能 

講師：林瑞昌校長(內聘) 

12：00～13：20  午餐時間 中正國小團隊 

13：20～14：10 

(50 分鐘) 

發展歷程 

主題講座： 

發想議題 
講師：林建能校長(內聘) 

14：10～15：00 

(50 分鐘) 

主題講座： 

選擇議題、實踐議題 

 

講師：陳玄謀校長(內聘) 

15：00～15：10 休息時間 中正國小團隊 

15：10～16：00 

(50 分鐘) 

實作體驗： 

體驗學習融入社群焦點

與實踐 

講師：江英瑞教師(內聘) 

助理講師：楊智先輔導員

(內聘) 

16：00～16：50 

(50 分鐘) 

分組討論：與組織中的

自我-觀照與共舞 
講師：張可函教師(內聘) 

16：50～17：00  期勉與鼓勵 許德田校長 

17：00  賦歸 中正國小團隊 

 

 



第一階段第二日：10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主講人/負責人 

8：00～8：20  報到 中正國小團隊 

8：20～8：30  期勉與鼓勵 許德田校長 

8：30～9：20 

(50 分鐘) 

激發熱情 

主題講座： 

克服困難找到舞臺 
講師：梁榮仁校長(內聘) 

9：20～10：10 

(50 分鐘) 

主題講座： 

化感動為行動 實現自我朝向教育共好 講師：宋怡慧主任(內聘) 

10：10～10：20 休息時間 中正國小團隊 

10：20～11：10 

(50 分鐘) 

實作體驗： 

體驗學習融入熱情激

發與帶動 

講師：江英瑞教師(內聘) 

11：10～12：00 

(50 分鐘) 

分組討論： 

如何延續社群參與的

熱情 

講師：溫世展教師(內聘) 

12：00～13：20  午休時間 中正國小團隊 

13：20～14：10 

(50 分鐘) 

薪火相傳 

主題講座： 

故事沙龍形塑文化 
講師：余俊樑主任(內聘) 

14：10～15：00 

(50 分鐘) 

主題講座： 

從社群的發展歷程談

起 講師：林錦昭教師(內聘) 

助理講師：楊東錦教師(內聘) 

15：00～15：10 休息時間 中正國小團隊 

15：10～16：00 

(50 分鐘) 

實作體驗： 

體驗學習融入社群成

果傳承 

講師：江英瑞教師(內聘) 

16：00～16：50 

(50 分鐘) 

分組討論： 社群薪火如何有效相傳 講師：葉順生主任 (內聘) 

16：50～17：00  期勉與鼓勵 許德田校長 

17：00  賦歸 中正國小團隊 

備註： 

本課程邀請本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團隊成員」帶領進行探究活動，並邀請「107 學年

度教師專業貢獻平臺社群領導人」於增能活動中扮演支持者、引領者、傾聽者之角色，與學

員一起進行交流互動。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101010107777 學年度教師貢獻平學年度教師貢獻平學年度教師貢獻平學年度教師貢獻平臺臺臺臺社群團隊名單社群團隊名單社群團隊名單社群團隊名單    

 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名稱    社群名稱社群名稱社群名稱社群名稱    

1 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 學習共同體的實務分享 

2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軟硬兼師～硬筆書法(含板書)暨書法教學貢獻

平臺 

3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環境教育工作坊 

4 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 沙崙科學人～科學與生態的教學研究平台 

5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鹿角溪人工溼地課程發展工作坊 

6 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 三峽讀數 

7 新北市汐止區保長國民小學 自我領導力教育燈塔團隊 

8 新北市萬里區大坪國民小學 憨吉家族 

9 新北市瑞芳區瑞柑國民小學 決戰數 JUMP 題 

10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中港國語文─有備而來 

11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 瑪爾庫覓月數學教學專業工作室 

12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 「玩出好感情-多元媒材遊戲式輔導貢獻平臺」 

13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 愛與引導教師專業社群 

14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 
Teaching Aids for English Learning-英語教

具應用與研發 

15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SMARTER智慧教育@北新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教師專業社群支持團隊名單教師專業社群支持團隊名單教師專業社群支持團隊名單教師專業社群支持團隊名單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1 退休校長 校長 陳江松 

2 退休主任 主任 黃有富 

3 退休教師 教師 李崑山 

4 退休教師 教師 林瑜一 

5 海山國小 校長 林瑞昌 

6 中正國小 校長 許德田 

7 武林國小 校長 陳玄謀 

8 北大國小 校長 林建能 

9 龍埔國小 校長 黃清海 

10 德音國小 校長 沈玉芬 

11 瑞芳國小 校長 盧娟娟 

12 瑞亭國小 校長 梁榮仁 

13 文山國中 校長 黃美娟 

14 沙崙國小 主任 余俊樑 

15 龍埔國小 主任 張秭翊 

16 丹鳳高中 主任 宋怡慧 

17 德音國小 主任 廖學明 

18 德音國小 主任 胡倫茹 

19 樹林國小 教師 葉順生 

20 育林國小 教師 張育適 

21 清水高中 教師 王孔生 

22 樂利國小 教師 張可函 

23 三峽國小 教師 林錦昭 

24 安和國小 教師 溫世展 

25 海山國小 教師 楊東錦 

26 豐年國小 組長 劉美月 

27 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 科長 吳佳珊 

28 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 股長 許瓊文 

29 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 輔導員 楊智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101010107777 學學學學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為使研習課程內容連貫，報名教師請務必全程參與本研習活動) 

學校名稱  

領導人姓名  

教師職務 □校長    □主任    □組長    □教師 

社群名稱  

服務年資 共計      年 

領域專長 □國語文  □英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文   □綜合   □資訊   □輔導   □班級經營 

□其他議題:                                  

連絡電話 電話：               手機： 

社群經營

知能需求 

□如何凝聚社群成員的共識 

□如何發展社群關注的焦點 

□如何激發社群成員的熱情 

□如何將社群產出紀錄傳承 

□其他                                          

請問您目前在社群的經營領導上，是否遇到困難或疑問? 

 

 

 

◎本研習統一採本研習統一採本研習統一採本研習統一採 EEEE----mailmailmailmail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請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前填妥報名

表(附件 4)逕寄電子信箱：<ccesschool@gmail.com>。每社群限定 1個名額，核

予公假(課務排代)，共 30 名，額滿為止。 

 

◎本案聯絡人：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羅秋霞主任。連絡電話：(02)2912-5432

分機 81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101010107777 學學學學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貢獻平臺貢獻平臺貢獻平臺貢獻平臺領導人領導人領導人領導人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請貢獻平臺領導人至少擇 1日報名，並參與當日課程研討) 

學校名稱  

社群名稱  

領導人姓名  

服務年資 共計      年 

連絡電話 
電話： 

手機： 

參與日期 

(可複選) 

□11/12(星期一) 

□11/13(星期二) 

 

 

◎本研習統一採本研習統一採本研習統一採本研習統一採 EEEE----mailmailmailmail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請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前填妥報名

表(附件 5)逕寄電子信箱：<ccesschool@gmail.com>。每社群限定 1個名額，核

予公假(課務排代)，共 17 名，額滿為止。 

 

◎本案聯絡人：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小羅秋霞主任。連絡電話：(02)2912-5432

分機 81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北大國小交通資訊北大國小交通資訊北大國小交通資訊北大國小交通資訊    
一一一一、、、、捷運捷運捷運捷運    
◎ 捷運藍線 (昆陽-永寧)： 
【途徑一】： 1. 於永寧站 1 號出口 ，轉乘 台北客運【916】公車 ，週一至週五尖峰時間約 12 分鐘一

班；離峰時間約 18 分鐘一班；例假日同離峰時間(發車時間：6:00-24:00)。 2. 三峽下車站：於 教育研究院 下車，沿民生街步行至國光街右轉，約 10 分鐘可抵達。 3. 票價：聯營公車兩段票( 30元)，可用悠遊卡，由捷運轉乘可享受優待。 
【途徑二】： 1. 於新埔站 2 號出口 ，轉乘 台北客運【910】公車 ，週一至週五尖峰時間約 8-12 分鐘

一班；離峰時間約 15-20 分鐘一班；例假日約 15-30 分鐘一班(詳細班次時間請見候車

站牌時刻表)，經北二高約 30 分鐘可抵三峽。 2. 三峽下車站：於 三峽老街 下車，沿民生街步行至國光街左轉，約 10 分鐘可抵達。 3. 票價：聯營公車兩段票( 30元)，可用悠遊卡，由捷運轉乘可享受優待。 
◎ 捷運橘線 (北投-南勢角)： 1. 請於 景安站出口 (單一出口)，轉乘 台北客運【908】公車 ，週一至週五尖峰時間約

12 分鐘一班；離峰時間約 30 分  鐘一班；例假日約每小時一至二班(詳細班次時間請

見候車站牌時刻表)，經北二高約 30 分鐘可抵三峽。 2. 三峽下車站：請於 三峽國中 下車 ，沿復興路步行至國光街左轉，約 10 分鐘可抵達。 3. 票價：聯營公車兩段票( 30元)，可用悠遊卡，由捷運轉乘可享受優待。 
  
二二二二、、、、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由北二高(國道 3)南下方向於三峽交流道(50B)下高速公路，即三峽區復興路，直行至三

峽國中(左側)後，左轉國光街，即可抵達。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101010107777 學學學學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年度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增能研習回饋單回饋單回饋單回饋單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社群名稱  

姓名  性別  

職稱 □主任；□組長；□教師；□其他：                               

聯絡資料 手機：                 E-mail：                                

1.您的社群在目

前的推動上有何

困境？ 

 

 

2.經過本次增能

研習後，對您的

困境有什麼樣的

幫助？ 

 (請舉實例) 

 

 

 

 

3.您的社群在未

來發展上的想法

為何? 

 

 

 

4.您對本市三級

教師社群的推動

有何建議？ 

 

5您對本次研習活

動的回饋？ 

（5 為最佳，以此類推） 5    4    3    2    1 

1.研習內容    □   □   □   □   □ 

2.研習流程    □   □   □   □   □ 

3.研習服務    □   □   □   □   □ 

4.研習場地    □   □   □   □   □ 

5.研習收穫    □   □   □   □   □ 

        6.其他建議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