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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研習日期 辦理地點 公假名單

教學輔導期初說明會 108年9月26日9時至12時30分 福德國小

福德、文昌、同安受輔教師與國語文輔導團團

員、信義國中小行政協助人員（備註：請團員

和參與夥伴學校教師改在福德學校後方空地停

車）

福德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11月21日13時30分至16

時30分

福德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2月12日9時至12時

福德國小到校輔導檢討會 108年12月12日12時至13時

文昌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10月17日9時至12時30分

文昌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1月28日9時至12時

文昌國小到校輔導檢討會 108年11月28日12時至13時

同安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12月5日13時30分至16時

30分

同安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2月26日9時至12時

同安國小到校輔導檢討會 108年12月26日12時至13時

大村國中期初說明會 108年9月27日9時至12時30分

大村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1月29日9時至12時30分

大村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2月13日9時至12時

大村國中到校輔導檢討會 108年12月13日12時至13時

草湖國中期初說明會 108年10月4日9時至12時30分

草湖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1月1日9時至12時30分

草湖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2月6日9時至12時

草湖國中到校輔導檢討會 108年12月6日12時至13時

教學輔導期初說明會 108年9月12日9時至12時30分

教學輔導檢討會 109年1月9日9時至12時30分

彰泰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1月8日10時至12時30分 彰泰國中 社群共備教師及行政

陽明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1月22日10時至12時30

分
陽明國中 社群共備教師及行政

富山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1月28日9時至12時30分 富山國小 社群共備預定公開授課教師及行政

茄荖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2月5日9時至12時30分 茄荖國小 社群共備預定公開授課教師及行政

聯興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2月5日9時至12時30分 聯興國小 社群共備預定公開授課教師及行政

到校服務暨教學輔導期初

說明會

108年9月25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湖西國小

大村鄉、員林鎮、永靖鄉、芳苑鄉、竹塘鄉、

大城鄉、二林鎮等區域每校派一位英語教師；

村東國小、路上國小、永光國小等校派一位行

政代表及擔任公開授課之英語教師；英語輔導

團全體成員

到校服務(1):村東國小

到校服務(2):路上國小

到校服務(3):永光國小

108年10月16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30分

中正國小

大村鄉、員林鎮、永靖鄉、芳苑鄉、竹塘鄉、

大城鄉、二林鎮等區域每校派一位英語教師；

村東國小、路上國小、永光國小等校派一位原

定擔任公開授課之英語教師；英語輔導團全體

成員

教學輔導(1):村東國小 108年11月21日上午9時至12時

30分
村東國小

大村鄉、員林鎮、永靖鄉等區域每校派一位原

參與到校服務之英語教師；英語輔導團全體成

員

教學輔導(2):路上國小 108年12月5日上午9時至12時

30分
路上國小

芳苑鄉、竹塘鄉等區域每校派一位原參與到校

服務之英語教師；英語輔導團全體成員

教學輔導(3):永光國小 108年12月12日上午9時至12時

30分
永光國小

大城鄉、二林鎮等區域每校派一位原參與到校

服務之英語教師；英語輔導團全體成員

到校服務暨教學輔導期末

檢討會

109年1月9日 上午9時至12時

30分
民生國小

村東國小、路上國小、永光國小等校每校派原

擔任公開授課之英語教師；英語輔導團全體成

員

到輔期初說明會
108年9月16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成功高中

英語輔導團員。

參與教師：

成功高中全校英文教師，花壇國中請派擔任教

學演示老師出席。

埔鹽國中、埔心國中、大村國中、芬園國中、

彰化藝術高中、溪湖國中與秀水國中請派『英

語領召』出席。

成功高中到校服務-1
108年9月23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成功高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成功高中全校英文老師。

埔心國中、埔鹽國中與溪湖國中請派一名英文

老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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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語文（

國中）

3
本土語文

(國中小)

富山國小

陽明國中、彰泰國中、富山國小、茄荖國小、

豐崙國小本土語文校訂課程教師與行政，每校

指派2位

4
英語文（

國小）

2
國語文（

國中）

大村國中

大村國中國文科教師、國語文輔導團團員、信

義國中小行政協助人員、二林高中劉淑如老

師、伸港國中汪慧婷老師（備註：鼓勵埔心國

中、明倫國中、芬園國中國文領域教師參與）

草湖國中

草湖國中國文科教師、國語文輔導團團員、信

義國中小行政協助人員、二林高中劉淑如老

師、伸港國中汪慧婷老師（備註：鼓勵萬興國

中、芳苑國中、大城國中國文領域教師參與）

1
國語文（

國小）

福德國小

福德、文昌、同安受輔教師、福德國小國語文

授課教師、國語文輔導團團員、信義國中小行

政協助人員

文昌國小

福德、文昌、同安國小受輔教師、文昌國小國

語文授課教師、國語文輔導團團員、信義國中

小行政協助人員

同安國小

福德、文昌、同安受輔教師、同安國小國語文

授課教師、國語文輔導團團員、信義國中小行

政協助人員



成功高中教學輔導-1 108年9月30日下午1時至4時 成功高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成功高中全校英文老師。

埔心國中、埔鹽國中與溪湖國中請派參與9月23

日到校服務的英文老師參加。

花壇國中到校服務-1
108年10月14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30分
花壇國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花壇國中全校英文老師。

大村國中、芬園國中、彰化藝術高中與秀水國

中請派一名英文老師參加。

花壇國中教學輔導-1 108年10月21日下午1時至4時 花壇國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花壇國中全校英文老師。

大村國中、芬園國中、彰化藝術高中與秀水國

中請派參與10月14日到校服務的英文老師參

加。

成功高中到校服務-2
108年11月11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30分
成功高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成功高中全校英文老師。

埔心國中、埔鹽國中與溪湖國中請派一名英文

老師參加。

成功高中教學輔導-2 108年11月18日下午1時至4時 成功高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成功高中全校英文老師。

埔心國中、埔鹽國中與溪湖國中請派參與11/11

到校服務的英文老師參加。

花壇國中到校服務-2
108年12月09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30分
花壇國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花壇國中全校英文老師。

大村國中、芬園國中、彰化藝術高中與秀水國

中請派一名英文老師參加。

花壇國中教學輔導-2 108年12月16日下午1時至4時 花壇國中

英語輔導團員 。

參與教師：

花壇國中全校英文老師。

大村國中、芬園國中、彰化藝術高中與秀水國

中請派參與12/09到校服務的英文老師參加。

到輔期末檢討會
108年12月23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30分
花壇國中

英語輔導團員。

花壇國中全校英文教師。

成功高中請派本學期參與教學演示教師出席。

埔心國中、　埔鹽國中、芬園國中、大村國

中、彰化藝術高中、溪湖國中與秀水國中請派

本學期參與成功高中或花壇國中到校服務與教

學輔導的教師出席。

到校輔導說明會
108年9月12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東山國小

大莊國小、長安國小、源泉國小三校行政代表1

名以及公開授課教師、數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

校長與輔導員

三校聯合到校服務
108年9月25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
田中國小

大莊國小、長安國小、源泉國小三校數學領域

教師、數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大莊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0月17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大莊國小

溪州鄉各國小數學領域教師1名、數學領域輔導

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長安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1月21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長安國小

竹塘鄉各國小數學領域教師1名、數學領域輔導

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源泉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1月28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源泉國小

二水鄉各國小數學領域教師1名、數學領域輔導

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二水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12月18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
二水國小 數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輔導員

到校輔導期末檢討會
109年1月2日上午9時30分至12

時30分
田中國小

大莊國小、長安國小、源泉國小三校行政代表1

名以及公開授課教師、數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

校長與輔導員

到校輔導說明會
108年9月10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
花壇國中

埔鹽國中及溪陽國中各校至少一位行政代表與

數學領域召集人或公開授課老師，數學領域輔

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埔鹽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0月8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
埔鹽國中

埔鹽國中數學領域教師、數學領域輔導小組帶

隊校長與輔導員

埔鹽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0月22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
埔鹽國中

花壇國中、彰德國中、伸港國中、和群國中、

和美高中、溪陽國中數學領域教師，數學領域

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溪陽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0月1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
溪陽國中

溪陽國中數學領域教師、數學領域輔導小組帶

隊校長與輔導員

6

5
英語文（

國中）

數學（國

小）

7
數學領域

（國中）



溪陽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0月8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
溪陽國中

埔鹽國中、原斗國中小、溪州國中、埔心國中

數學領域教師，數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

輔導員

到校輔導期末檢討會
108年12月31日下午1時30分至

4時
花壇國中

埔鹽國中及溪陽國中數學領域教師、數學領域

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到校輔導說明會
108年9月12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福興國小

彰化藝術高中、伸港國中、湖東國小、羅厝國

小、明聖國小各校一位行政代表以及彰化藝術

高中、伸港國中之公開授課教師、社會領域輔

導小組校長與輔導員

羅厝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9月18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羅厝國小 社會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羅厝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0月31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羅厝國小

埔心鄉每校派一位社會教師、社會領域輔導小

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湖東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10月9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湖東國小 社會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輔導員

湖東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1月14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湖東國小

溪湖鎮每校派一位社會教師、社會領域輔導小

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明聖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9月25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明聖國小 社會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輔導員

明聖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0月3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明聖國小

員林市每校派一位社會教師、社會領域輔導小

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彰化藝術高中到校服務 108年10月3日上午8時至11時
彰化藝術高

中

彰化藝術高中社會領域教師、社會領域輔導小

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彰化藝術高中教學輔導
108年10月31日上午9時30分至

12時30分

彰化藝術高

中

彰化藝術高中社會領域教師、社會領域輔導小

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伸港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0月3日上午8時30分至

11時30分
伸港國中

伸港國中社會領域教師、社會領域輔導小組帶

隊校長與輔導員

伸港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1月14日上午8時30分至

12時30分
伸港國中

伸港國中社會領域教師、社會領域輔導小組帶

隊校長與輔導員

到校輔導檢討會
109年1月2日上午9時30分至12

時30分
福興國小 社會領域輔導小組輔導員

大城國小教學輔導教案共

備
108年10月3日9時至12時 大城國小

大城國小自然科學領域教師、自然科學領域輔

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大城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0月31日9時至12時 大城國小
大城國小自然科學領域教師、自然科學領域輔

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芳苑國小教學輔導說明會 108年9月19日9時至12時 芳苑國小
芳苑國小自然科學領域教師、自然科學領域輔

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芳苑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9月26日9時至12時 芳苑國小
芳苑國小自然科學領域教師、自然科學領域輔

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竹塘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2月5日9時至12時 竹塘國小
竹塘國小自然科學領域教師、自然科學領域輔

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教學輔導期初說明會
108年10月9日下午13時30分至

16時30分
北斗國中

埔心國中及福興國中各校至少一位行政代表與

公開授課老師，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小組校長與

輔導員

埔心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0月23日下午13時30分

至16時30分
埔心國中

埔心國中及福興國中各校公開授課老師，自然

科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福興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1月20日下午13時00分

至16時30分
福興國中

福興國中公開授課老師及福興國中自然領域老

師，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埔心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1月27日下午13時00分

至16時30分
埔心國中

埔心國中公開授課老師及埔心國中自然領域老

師，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員

教學輔導檢討會
108年12月25日下午13時30分

至16時30分
北斗國中

埔心國中及福興國中各校至少一位行政代表與

公開授課老師，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小組校長與

輔導員

到校輔導說明會
108年9月19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舊館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育德國小、土庫國小、潭墘

國小、原斗國中小、大城國中，請遴派本學期

參與藝術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行政承辦人員參

加。（教學演示教師請攜帶本學期授課之教科

書參與，以便協調共同備課內容）。

育德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9月25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育德國小

◎育德國小全校藝術領域授課教師、承辦到校

輔導行政人員。

◎土庫國小及潭墘國小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

備社群成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藝術領域輔

導小組成員。

土庫國小到校服務
108年10月3日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土庫國小

◎土庫國小全校藝術領域授課教師、承辦到校

輔導行政人員。

◎育德國小及潭墘國小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

備社群成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藝術領域輔

導小組成員。

9

自然科學

領域（國

小)

10

自然科學

領域（國

中）

11 藝術

7
數學領域

（國中）

8 社會



大城國中到校服務
108年10月8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大城國中

◎大城國中全校藝術領域授課教師、承辦到校

輔導行政人員。

◎原斗國中小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備社群成

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彰興國中莊雅然、北斗

國中林美宏、彰泰國中許恩綾、民生國小陳玲

萱。

育德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0月17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育德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育德國小全校藝術領域授課教

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二林國小、興華國小、中正國小、香田國

小、廣興國小、萬興國小、新生國小、中興國

小、原斗國中小(國小部)、萬合國小，請各派

至少一名藝術領域授課教師參加。

◎土庫國小、潭墘國小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

備社群成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藝術領域輔

導小組成員。

原斗國中小到校服務
108年10月22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原斗國中小

◎原斗國中小國中部藝術領域授課教師、承辦

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大城國中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備社群成

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彰興國中莊雅然、北斗

國中林美宏、彰泰國中許恩綾、民生國小陳玲

萱。

大城國中教學輔導
108年10月29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大城國中

◎到校輔導學校大城國中全校藝術領域授課教

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草湖國中、芳苑國中，請各派至少一名藝術

領域授課教師參加。

◎原斗國中小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備社群成

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彰泰國中許恩綾、北斗

國中林美宏、彰興國中莊雅然、民生國小陳玲

萱。

土庫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0月31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土庫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土庫國小全校藝術領域授課教

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大城國小、永光國小、西港國小、美豐國

小、頂庄國小、竹塘國小、田頭國小、民靖國

小、長安國小，請各派至少一名藝術領域授課

教師參加。

◎育德國小、潭墘國小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

備社群成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藝術領域輔

導小組成員。

原斗國中小教學輔導
108年11月5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原斗國中小

◎到校輔導學校原斗國中小全校國中部藝術領

域授課教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萬興國中、二林高中(國中部)、竹塘國中，

請各派至少一名藝術領域授課教師參加。

◎大城國中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備社群成

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彰泰國中許恩綾、北斗

國中林美宏、彰興國中莊雅然、民生國小陳玲

萱。

潭墘國小教學輔導
108年11月7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潭墘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潭墘國小全校藝術領域授課教

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芳苑國小、後寮國小、民權國小、育華國

小、草湖國小、建新國小、漢寶國小、王功國

小、新寶國小、路上國小，請各派至少一名藝

術領域授課教師參加。

◎育德國小、土庫國小參與本學期到校輔導共

備社群成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藝術領域輔

導小組成員。

到校輔導檢討會
108年11月21日上午9時00分至

12時30分
舊館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育德國小、土庫國小、潭墘

國小、原斗國中小、大城國中，本學期參與藝

術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行政承辦人員。

11 藝術



到校輔導說明會 108年09月19日9時至12時30分 埔心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二林國小、媽厝國小、大竹

國小、田中高中、和美高中，本學期到校輔導

參與健體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承辦到校輔導行

政人員。

◎輔導團：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小

組成員。

二林國小 108年11月21日9時至12時30分 二林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二林國小領域授課教師、教學

演示教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媽厝國小：本學期到校輔導參與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行政承辦人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

領域輔導小組成員。

媽厝國小 108年12月12日9時至12時30分 媽厝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媽厝國小領域授課教師、教學

演示教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大竹國小：本學期到校輔導參與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行政承辦人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

領域輔導小組成員。

大竹國小
108年月日9時至12時30分/日

期待確定
大竹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大竹國小領域授課教師、教學

演示教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二林國小：本學期到校輔導參與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行政承辦人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

領域輔導小組成員。

田中高中 108年11月05日9時至12時30分 田中高中

◎到校輔導學校和田中高中領域授課教師、教

學演示教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和美高中：本學期到校輔導參與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行政承辦人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

領域輔導小組成員。

和美高中 108年11月26日9時至12時30分 和美高中

◎到校輔導學校和美高中領域授課教師、教學

演示教師、承辦到校輔導行政人員。

◎田中高中：本學期到校輔導參與健康與體育

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行政承辦人員。

◎輔導團：帶隊校長、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

領域輔導小組成員。

到校輔導檢討會 108年12月26日9時至12時30分 埔心國小

◎到校輔導學校：二林國小、媽厝國小、大竹

國小、田中高中、和美高中，本學期到校輔導

參與健體領域教學演示教師及承辦到校輔導行

政人員。

◎輔導團：國教輔導團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小

組成員。

三春國小到校服務 10月23日下午13:30-16:00 三春國小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

員

教學輔導說明會 10月24日早上9:00-12:00 寶山國小

教學輔導共備工作坊 10月31日早上9:00-12:00 寶山國小

三校教學輔導 11月21日早上9:00-12:00

寶山國小、

梧鳳國小、

國聖國小

埤頭國中到校服務 9月27日上午8:00-10:00 埤頭國中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

員

芳苑國中到校服務 10月17日下午14:00-16:00 芳苑國中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輔導小組帶隊校長與輔導

員

教學輔導說明會 10月18日早上9:00-12:00 大同國中
大同國中、竹塘國中綜合活動授課教師、綜合

活動輔導員團員、洛津國小行政協助人員

大同國中教學輔導 11月8日早上9:00-12:00 大同國中
大同國中、竹塘國中綜合活動授課教師、綜合

活動輔導員團員、洛津國小行政協助人員

大同國中教學輔導 11月15日早上9:00-12:00 大同國中
大同國中、竹塘國中綜合活動授課教師、綜合

活動輔導員團員、洛津國小行政協助人員

竹塘國中教學輔導 11月22日早上9:00-12:00 竹塘國中
大同國中、竹塘國中綜合活動授課教師、綜合

活動輔導員團員、洛津國小行政協助人員

竹塘國中教學輔導 11月29日早上9:00-12:00 竹塘國中
大同國中、竹塘國中綜合活動授課教師、綜合

活動輔導員團員、洛津國小行政協助人員

教學輔導檢討會 10月31日早上9:00-12:00 竹塘國中
大同國中、竹塘國中綜合活動授課教師、綜合

活動輔導員團員、洛津國小行政協助人員

教學輔導說明會 10月24日9:00-12:00 村東國小
鹿港國小、文開國小、頂番國小各派兩位教

師、生活課程輔導員

健康與體

育
12

13
綜合活動

（國小） 梧鳳、寶山、國聖綜合活動授課教師、綜合活

動輔導團團員、洛津國小行政協助人員

綜合活動

（國中）

15 生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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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國小教學輔導 11月14日9:00-12:00 鹿港國小
鹿港國小、文開國小兩名教師、生活課程輔導

員

鹿港國小到校服務 11月14日13:30-16:30 鹿港國小 鹿港國小生活課程教師、生活課程輔導員

文開國小教學輔導 11月28日9:00-12:00 文開國小
文開國小、頂番國小兩位教師、生活課程輔導

員

文開國小到校服務 11月28日13:30-16:30 文開國小 文開國小生活課程教師、生活課程輔導員

頂番國小教學輔導 12月5日9:00-12:00 頂番國小
頂番國小、鹿港國小兩名教師、生活課程輔導

員

頂番國小到校服務 12月5日13:30-16:30 頂番國小 頂番國小生活課程教師、生活課程輔導員

教學輔導期末檢討會 12月19日9:00-12:00 青山國小
鹿港國小、文開國小、頂番國小各派兩位教

師、生活課程輔導員

教學輔導說明會 9月26日上午9時到12時 華龍國小

快官國小、石牌國小、和仁國小各校一位行政

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加、人權教育議題

團團員

快官國小到校服務 9月26日下午13時30分到16時 快官國小
快官國小一位行政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

加、人權教育議題團團員

快官國小教學輔導 10月24日上午9時到12時 快官國小
快官國小一位行政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

加、人權教育議題團團員

石牌國小到校服務 10月24日下午13時30分到16時 石牌國小
石牌國小一位行政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

加、人權教育議題團團員

石牌國小教學輔導 11月7日上午9時到12時 石牌國小
石牌國小一位行政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

加、人權教育議題團團員

和仁國小到校服務 11月7日下午13時30分到16時 和仁國小
和仁國小一位行政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

加、人權教育議題團團員

和仁國小教學輔導 12月12日上午9時到12時 和仁國小
和仁國小一位行政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

加、人權教育議題團團員

教學輔導檢討會 12月26日上午9時到12時 快官國小

快官國小、石牌國小、和仁國小各校一位行政

人員及一位觀課教師代表參加、人權教育議題

團團員

教學輔導說明會 9月19日上午9時到12時 日新國小

日新國小相關行政人員、社頭國小、南郭國

小、僑信國小各校一位公開授課教師及一位觀

課教師、性平議題團校長與輔導員

社頭國小教學輔導(1) 10月31日上午9時到12時 社頭國小

社頭國小相關行政人員、新庄國小一位公開授

課教師及一位觀課教師、性平議題團校長與輔

導員

南郭國小教學輔導(2) 10月28日上午9時到12時 南郭國小

南郭國小相關行政人員、新庄國小一位公開授

課教師及一位觀課教師、性平議題團校長與輔

導員

僑信國小教學輔導(3) 12月05日上午9時到12時 僑信國小

僑信國小相關行政人員、新庄國小一位公開授

課教師及一位觀課教師、性平議題團校長與輔

導員

日新國小到校服務(1) 10月16日下午13時30分到16時 日新國小 性平議題團校長與輔導員

線西國小到校服務(2) 12月4日下午13時30分到16時 線西國小 性平議題團校長與輔導員

教學輔導說明會 9月26日上午9時到12時 信義國中小

信義國中小相關行政人員、信義國中小之一位

公開授課教師及一位觀課教師、性平議題團校

長與輔導員

信義國中小教學輔導(1) 10月03日上午9時到12時 信義國中小

信義國中小相關行政人員、信義國中小之一位

公開授課教師及一位觀課教師、性平議題團校

長與輔導員

教學輔導檢討會(國中小) 12月26日上午9時到12時 日新國小

日新國小相關行政人員、信義國中小、社頭國

小、南郭國小、僑信國小各校一位公開授課教

師及一位觀課教師、性平議題團校長與輔導員

教學輔導說明會 11月6日下午1:30~4:30 田尾國中

田尾國中、線西國中相關行政人員、科技輔導

團帶隊校長及輔導員、田尾國中生科教師巫政

霖、線西國中生科教師許仁傑

到校服務 8月21日下午1:30-4:30 文祥國小 文祥國小相關行政人員、科技輔導團輔導員

到校輔導 11月13日下午1:30~4:30 田尾國中

田尾國中相關行政人員、科技輔導團帶隊校長

及輔導員、田尾國中生科教師巫政霖、鄰近田

尾的生科教師

到校輔導 11月27日下午1:30~4:30 線西國中

線西國中相關行政人員、科技輔導團帶隊校長

及輔導員、田尾國中生科教師許仁傑、鄰近線

西的生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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