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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北市學習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市級公開課暨日本秋田喜代美教授專題講座實施計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4月13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110681131號函 

一、 依據： 

(一) 新北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二) 新北市110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學校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深化課程實踐經驗，營造聚焦學生學習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精進課堂

教學品質。 

(二) 推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堂教學研究，精進各領域教師課堂活化教學能

力，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三) 帶動教學翻轉的實踐與反思，創造課堂教學新文化，讓師生一起愛上學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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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興國小、頭前國中。 

 

四、 辦理時間，以線上方式進行，Google Meet網址另案公告： 

(一)  第1場：111年4月27日（星期三）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二)  第2場：111年4月28日（星期四）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五、 辦理方式： 

(一) 市級公開課備課工作坊研習:由承辦學校預先辦理市級公開課備課工作坊研

習，以擴大公開授課深度。 

(二) 市級公開課暨研討會共分2天場次辦理:講座主題內容不同，請詳見附件1課

程表。 

  1.第1天:上午於新興國小以線上方式辦理全市公開授課研討會；下午由日本

課程教學專家秋田喜代美教授進行專題講座並辦理座談會，邀請陳麗華教

授擔任主持人。 

  2.第2天:上午於頭前國中以線上方式辦理全市公開授課研討會；下午由日本

課程教學專家秋田喜代美教授進行專題講座並辦理座談會，邀請劉台光聘

任督學擔任主持人。 

(三)  本局同意核予薦派人員及本案承辦學校工作人員公假(課務排代)，工作人

員以23人為上限。 

 

六、 參加對象：各領域觀課人數有限，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第1天及第2天場次:  



2 

(一) 學習共同體學校:兩天場次請務必分別薦派1至2名人員參加，可分別薦派不

同人員，以薦派無課務或課務較少人員優先。 

(二) 非學習共同體學校:兩天場次每校亦可薦派1名人員參加，以薦派無課務或課

務較少人員優先。 

七、 報名方式： 

第1天及第2天場次:  

(一) 自111年4月18日(星期一)起至111年4月25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請由各校

承辦人員協助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進行薦派。 

(二) 因應觀課分組學科不同，請承辦人員依薦派人員所欲觀課學科場次進行報名，

若某一學科人數額滿，請直接報名其他有餘額之場次。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

滿為止。 

八、 注意事項： 

每日全程參加研習人員者，核實核發研習時數。請參與人員參加各場次時，需在

每個會議室簽到，以利核發研習時數，若無簽到則不予採計。 

九、 經費概算：由本局相關經費支應。 

十、 行政人員及授課教師獎勵： 

(一) 市級公開授課教師獎勵：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6條第2項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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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3款，擔任各場次焦點觀課之教學者核予嘉獎2次。 

(二) 承辦市級公開授課研討會工作人員獎勵：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據「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第3款第2目及「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第6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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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予校長嘉獎1次，工

作人員敘獎嘉獎1次以8人為限，含主辦人1人嘉獎2次。 

(三) 校長部分由學校提報教育局辦理敘獎，教師部分授權學校依規定辦理敘獎事

宜。 

十一、 預期效益 

(一)  透過市級公開授課研討會及大師講座增進教師國際視野，提升教師教學效

能。 

(二)  激勵教師進行全面性的教學反思，進而轉換成具體可行的教育實踐。 

(三)  讓師生一起愛上學習，更有效的學教翻轉的實踐與反思。   

十二、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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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北市學習共同體國際年度研討會 

市級公開課暨日本秋田喜代美教授專題講座 

場次1：新北市立新興國小    時間:111年04月27日（星期三） 

時間 內容/主講人 地點/備註 

08:30~09:00 30’ 
報到/領取資料/說明(含8位學共

專家) 

             線上會議室 

 

09:00~09:20 20’ 
開幕式(介紹貴賓)/副局長勉勵/

大合照 

            線上會議室 

 

9:30~10:20 50’ 

專

題 

授

課 

三年級數學陳淑君老師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觀海樓4F 305教室 

三年級社會詹皓雲老師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觀海樓5F 309教室 

四年級藝術鄭偉辰老師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朝陽樓4F 403教室 

10:20~11:10 50’ 

專

題 

授

課 

一年級國語黃怡甄老師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朝陽樓1F 106教室 

二年級國語吳佳娉老師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觀海樓3F 205教室 

四年級自然高巧齡老師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觀海樓4F 自然教室

(三) 

四年級體育李云妤老師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風雨操場(操場) 

11:20~12:10 50’ 

專

題 

議

課 

 

一年級國語議課主持人： 

秀朗國小羅秀惠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朝陽樓1F 106教室 

二年級國語議課主持人： 

淡水國小吳惠花校長(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觀海樓3F 205教室 

三年級數學議課主持人： 

吳淑芳退休校長(外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觀海樓4F 305教室 

三年級社會議課主持人： 

淡江大學陳麗華教授(外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觀海樓5F 309教室 

四年級藝術議課主持人： 

淡江大學張月霞教授(外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朝陽樓4F 403教室 

四年級自然議課主持人： 

秀山國小陳月雲主任(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觀海樓4F 自然教室

(三) 

四年級體育議課主持人： 

屯山國小夏淑琴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觀海樓2F校史室 

12:10~13:30 80’ 午餐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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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主講人 地點/備註 

13:30~16:30 180’ 

專

題 

講

座 

主持人：陳麗華教授(外聘) 

主講人：秋田喜代美教授 

翻譯：黃郁倫老師 

 

綜合座談 

           線上會議室 

 

16:30~ 賦歸 

備註： 

    專業授課及專業議課分七組線上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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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2：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時間:111年4月28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主講人 地點/說明 
08:30-

09:00 
30’ 報到 

             線上會議室 
 

09:00-

09:20 
20’ 開幕式(介紹來賓)/局長勉勵/大合照 

            線上會議室 
 

09:20-

10:10 
50’ 

課例 

發表 

八年級國文:沈素妙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大勇樓3樓社群教

室 

八年級英文:林美智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至美樓5樓英語情

境教室 

七年級閱讀:黃冠瑋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前圖光點3樓 

八年級健教:盧玉玫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群藝樓4樓英語情

境教室 

九年級自然:張麗莉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群藝樓2樓生物教

室 

八年級體育:劉明昌老師(內聘)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樂活館2樓 

10:10-

10:55 
45’ 

專題 

授課 

八年級國文- 

康軒版第四冊第六課〈罐頭由來 〉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801教室 

八年級英文-康軒版第四冊 L 4  
Real English- Read and Go (繪本教

學) 

自編閱讀: Which Animal Is the Best 

Basketball Player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群藝樓5樓智慧教

室 

七年級閱讀:深究-真正的永續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712教室 

八年級健教:美妙的生命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群藝樓4樓健教教

室 

九年級自然彈性:電解水的背後真相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群藝樓2樓實驗室 

八年級體育: 

體適能-肌力訓練（核心肌群） 
線上會議室 

授課地點：樂活館2樓 

11:00-

12:00 
60’ 

專題 

議課 

主講:吳順火校長/八年級國文(外聘) 大勇樓3樓社群教室 

主講:吳麗玲老師/八年級英文(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至美樓5樓英語情

境教室 

主講:姜聿安老師/七年級閱讀(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前圖光點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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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吳慧蘭校長/八年級健教(外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群藝樓4樓英語情

境教室 

主講:陳學淵老師/九年級自然(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群藝樓2樓生物室 

主講:黃瀚揚老師/八年級體育(內聘) 
線上會議室 

議課地點：樂活館2樓 

12:00-

13:15 
75’ 午餐/休息 

13:20-

16:20 
180’ 

專題 

講座 

主持人:劉台光退休校長(外聘) 

主講人:秋田喜代美教授 

翻譯:黃郁倫老師 

 

綜合座談 

         線上會議 
1.視訊連線國外特聘講座 

2.黃郁倫老師同步日文翻譯 

3.視訊連線，學共聘督、專家

校長共同與會參與諮詢、討

論、研討回應。 

16:20~ 賦歸 

備註： 

    課例發表、專業授課及專業議課分六組線上會議室。 

 

 

外聘課程諮詢委員： 

淡水分區：吳淑芳退休校長     三重七星分區：鄭玉疊退休校長      

中學南區：劉台光退休校長     板橋三鶯分區：榮明杰退休校長  

        新莊分區：吳順火退休校長     雙和文山分區：潘慶輝退休校長   

中學北區：王雅貞退休校長     瑞芳分區：陳秋月退休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