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理方式

續辦（說明是否調整型態）

延期（說明延後時間及是否調整型態）

停辦

6月1日-8月31日 會計專業人才產學媒合專班 延期 技職科／潘泰伸／2792

6月9日-9月30日 跨校藝術團隊團練及相關活動 7/31前取消辦理，8-9月依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社教科/方嘉珩/2701

6月30日 110年全國運動會志工招募記者會 續辦(延期至7月26日) 競技運動科/馮唯寧/29620462分機263

7月 水域體驗 停辦 體育處

7月 新北市能源教育活動說明會
續辦或延期（視疫情調整，續辦會考量全部或

部分採線上方式辦理）
工環科 /林彥輝/ 26100305#310

7月1日 新北市第5屆第2次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 如期辦理(實體會議) 特教科/葉怡含/2693

7月1日 Wave藍東北角海洋教育課程(二) 7/2後視疫情狀況再行通知 工環科/何雅芬/ 26100305#330

7月1日 110學年度國小暨幼兒園教甄介聘委員會議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李怡萱/2894

7月1日 跨縣市課程資源生態踏查與實作 7/2後視疫情狀況再行通知 工環科/何雅芬/26100305#330

7月2日 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審查會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志龍/8467

7月2日-7月9日 暑期拓客任務營隊 取消實體辦理 中教科 /李修綺/2667

7月2、30日 串聯社區計畫課程 延期 (倘8-9月疫情仍為三期，則改線上辦理) 家教中心/楊敏鳳22724881#211

7月3日-7月16日
新北市110學年度「Easy Leap」海外青年志工

英語輔學實驗計畫暑期營隊
取消實體辦理 中教科/李修綺/2667

7月3日-8月1日 水域自救觀摩與宣導 停辦 體教科/顏琬臻/2657

7月4日
新住民語文學院110年度南洋消暑趣-印尼文化

親子育樂營
停辦 新民科/郭芳吟/2580

7月5日 110年度基礎評鑑委員行前共識會議籌備會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黃怡雯/22522395

7月5日
公開授課實踐議題地方輔導群到校輔導-金山國

小場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志龍/8466

7月5日
公開授課實踐議題地方輔導群到校輔導-佳林國

中場
延期 教資科/王志龍/8466

7月5日 教師甄選初試試務工作第3次籌備會 續辦（視訊會議） 小教科/王思璇/2651

7月5日 祖孫動健康 延期(延至10月辦理) 家教中心/ 陳玟蓁22724881#204

7月5日至9日 新北市110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研習 取消 教資科/何慧蓓 /8439

7月5日至7月9日 雙語夏令營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吳怡萱/2753

7月5日至7月7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素養提升

暨認證展延研習(第1梯次)
視疫情狀況辦理 工環科/ 招彥甫/ 26100305#331

7月5-9日 泰雅獵人生活再現/巴福越嶺遷徙體驗 延期(日期未定) 體教科/顏琬臻/2657

7月5-16日 防災校園建置基礎學校第一次入校輔導 續辦，改為線上視訊輔導 工環科/梁雅群/2614

7月5日-7月22日 110年度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主任培育研習課程 停辦 幼兒教育科/張綺文/288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7月至9月辦理業務調查表                            110.06.16更新

辦理時間 辦理項目 科室/連絡人/連絡電話與分機



7月5日~8月29日
「新北超前職探數位體驗學堂」－110年度國中

生適性教育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暑假育樂營

續辦（取消實體活動，調整為線上數位課程，

並延後開始報名時間為6/16）
技職科／張瓊文／2697

7月5日-9月28日 110年度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
部分續辦（調整為線上課程）；部分延期，俟

疫情降至第二級警戒後再研議辦理。
新民科/林佳慶/2584

7月6日 校訂課程校長工作坊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黃珮琇/2748

7月6日 第3次教保諮詢委員會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陳彥宏/2850

7月6日 110學年度專輔工作坊方向研討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楊繡如/8465

7月6日 食農樂活巧營造成果發表會
停辦(獲獎學校以簡報及錄音於環教中心網站

分享)
工環科 /李秋梅/ 26100305#321

7月6日 代間教育增能研習 停辦 家教中心/ 吳明修22724881#209

7月6-7日 校廚教學學營初階班、進階班 停辦 體教科/涂志賢/2784

7月7日 兒少諮詢會前會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黃奕豪/2897

7月7日 公開授課實踐小組輔導增能研討—第１場 延期 教資科/王志龍/8466

7月7日 新北市第6屆第2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續辦(線上會議) 特教科/詹政益/2683

7月7日、22-23日 教保輔導團增能研習 延期(必要時採用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陳彥宏/2850

7月7-12日 110年度語文競賽閩南語組師生研習 停辦 社教科/林欣慧/2588

7月7-23日 新北市110年中小學暑期籃球分齡賽 停辦 體教科/陳璿晉/2777

7月7日-8月2日
110 年自立午餐學校持證廚師及廚工餐飲衛生

研習課程表
續辦(線上課程) 體教科/黃偉楓/2778

7月8、13、16日 學前程式教育研習-同榮、瑞芳、江翠 延期(必要時採用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陳彥宏/2850

7月8日 公開授課實踐小組輔導增能研討—第２場 延期 教資科/王志龍 /8466

7月8日 110全運會倒數100天 續辦(調整為線上串聯方式) 籌備處/黃千芬/29620462分機264

7月9日 110年度績優教保服務人員選拔複審會議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黃奕豪/2897

7月9日 國展培訓(第四階段)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亭頤/8432

7月10日 親子閱讀半日營 延期(延至10月辦理) 家教中心/ 陳玟蓁22724881#204

7月10日~7月11日
「新北超前職探數位體驗學堂」－新北市110年

度國小生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暑假育樂營

續辦（取消實體活動，調整為線上數位課程，

並延後開始報名時間為6/16）
技職科／劉淑惠／2728

7月12、14、15日 教務培力 續辦（視疫情調整） 小教科/吳宓檈/2618

7月12日、7月16日 中角灣衝浪及SUP體驗營 停辦 體教科/顏琬臻/2657

7月
110年度新二代昂揚2.0高中職學生職涯發展培

力計畫
延期，俟疫情降至第二級警戒後再研議辦理。 新民科/蔡秀娟/2575

7月
新北市110年度繪本大變身─故事變遊戲暑期英

語營
續辦（擬調整為線上辦理） 新民科 /郭芳吟/2580

7月12日 110學年度公費生分發會議 續辦(採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李怡萱/2894

7月12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心評人員專業成長

知能研習-「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介紹與應用」
續辦(必要時採錄影講課)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12日 深坪來文史生態區域課程新書發表會 延期（視疫情狀況） 工環科/李婉慈/2612



7月13-14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心評人員專業成長

知能研習-「學前幼兒發展篩選量表及學前幼兒

認知發展診斷測驗」

續辦(必要時採錄影講課)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13-15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筆試入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停辦) 幼兒教育科/莊怡珍/2888

7月13日 基北區免試入學第三次委員會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 /徐新雅/2661

7月13日 校園網路管理進階班 延期 教資科/ 蔡旻諺 /80723456#519

7月13日 代間教育講座 延期(延至10月辦理) 家教中心/ 陳玟蓁22724881#204

7月13-14日
國際夥伴關係NPDL深度學習台灣課程發表會暨

國際研討會
延至7/26-27，並且改為線上辦理 平台/許欣霖/29559019

7月13日、7月15日 新北市衝浪及SUP種子教師培訓(1) 停辦 體教科/顏琬臻/2657

7月14日 校園無線網路管理實作 延期 教資科/蔡旻諺 80723456#519

7月14日 新北市衝浪及SUP種子教師培訓(2) 停辦 體教科/顏琬臻/2657

7月14-16日 110年度語文競賽國語組師生研習 停辦 社教科/林欣慧/2588

7月14-16日、7月

20-21日

2021The Schools Challenge Taipei 2021臺北

學生挑戰賽-暑期線上培訓營
續辦（改為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志龍/8466

7月14-15日 情感教育方案教師增能培訓 延期 家教中心/ 謝亞穎22724881#207

7月14-16日 幼兒園性平事件調查人員培訓 延期（延期到10月底） 幼兒教育科/陳彥宏/2850

7月14日-9月5日 新北市110年國民小學足球聯賽 延期(預計9月辦理) 體教科/陳璿晉/2777

7月15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契約進用教保員甄選筆試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停辦) 幼兒教育科/莊怡珍/2888

7月15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心評人員專業成長

知能研習-「0~6歲評估表解密」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15日 2021新北教育豐年季名師共備 取消 教資科 楊繡如/8464

7月15日 110年語文競賽第2次籌備會議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會議) 社教科/林欣慧/2588

7月15-17日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09學年度專題實

作競賽
停辦 技職科／黃淑如／2652

7月16日 幼兒園園務管理參考手冊內文定稿確認會議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李怡萱/2894

7月16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心評人員專業成長

知能研習-「學前兒童社會行為評量系統」
續辦(若仍維持三級防疫，則取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16日 新北市社區大學校務評鑑 照常舉辦，視疫狀況調整為線上會議 社教科/林育瀅/2599

7月16日 客家藝文競賽北區初賽協調會 續辦（視客委會後續是否延辦調整） 小教科/溫翎君 /2696

7月16日 國展培訓(第五階段)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亭頤/8432

7月16日 技職AI-999素養融入 領先全國新科技趨勢 延期（預計延後至110.08.20採新聞發布室） 技職科／潘泰伸／2792

7月17日 牽手做父母方案 延期 家教中心/ 謝亞穎22724881#207

7月17-19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審定題委員入闈 續辦（視疫情調整） 小教科/王思璇/2651

7月17日-8月14日
新北市110年度導護志工交通服務隊基礎研習6

場及進階研習1場
延期至8月辦理，依疫情情況調整參與人數。 社教科/林世彬/2677

7月19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初試 續辦（視疫情調整） 小教科/王思璇/2651



7月19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心評人員專業成長

知能研習-「從鑑定安置談親師溝通技巧」
續辦(必要時採錄影講課)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19日 教科書議核價會議 續辦（視疫情調整） 小教科/王玉麟/2756

7月19-21日 110年度語文競賽客家語組師生研習 停辦 社教科/林欣慧/2588

7月19、20、26、

27日
新北市110年度環境教育人員認證24小時研習 視疫情狀況辦理 工環科/ 招彥甫/ 26100305#331

7月20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試題疑義會議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王思璇/2651

7月20-21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心評人員專業成長

知能研習-「修訂自閉症兒童發展測驗」
續辦(若仍維持三級防疫，則取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20日 教務有功決審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吳宓檈/2618

7月21日(暫定) 公立幼兒園園長考核會議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李怡萱/2894

7月21日 109學年度STEAM跨領域課例撰寫工作坊第3、4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 王志龍/8466

7月21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契約進用人員甄選委員會(第

3次)
續辦(採用視訊會議，倘仍三級，研議停辦) 幼兒教育科/莊怡珍/2888

7月21日 110學年度高中教師聯合甄選複試 暫定實體，若疫情影響則延期辦理 中教科/姜儒林/2664

7月22-23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公立幼兒園教師助

理員/臨時助理員知能研習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22日-7月23日 第3屆新北技職年會 延期（至明年寒假辦理） 技職科／黃淑如／29603456#2652

7月23日 語文競賽國字音命審題會議 續辦（視訊會議) 社教科/林欣慧/2960-3456#2588

7月23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第5次委員會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 王思璇29603456#2651

7月23日
女路戶外教育課程發展研習

—國中小性平團實地踏查 如期辦理(視疫情發展滾動修正辦理時間) 特教科/余泯蓁/2634

7月23-8月8日 110全運會 X 東京奧運直播應援派對 續辦 籌備處/黃千芬/29620462分機264

7月24日 110學年度國中教甄筆試 暫定實體 中教科/ 趙柏彥/2668

7月24日 「環教肥皂箱」假日環境教育講座 視疫情狀況辦理 工環科 / 招彥甫/ 26100305#331

7月24-25日 全民瘋藝術-兒藝節系列活動 取消辦理 社教科/方嘉珩/2699

7月25日、31日、8

月1日
中角灣衝浪及SUP體驗營 停辦 體教科/顏琬臻/2657

7月26日 基北區免試入學第五次執委會暨交接會議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 /徐新雅/2661

7月26-28日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與合作諮詢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26-27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契約進用教保員複試、職

員、護理人員甄選報名
續辦(通訊報名，倘仍三級，研議停辦) 幼兒教育科/莊怡珍/2888

7月26-30日 S2素養課程設計工作坊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 /杜明叡/8437

7月26-31日 新北全國U-15棒球錦標賽 延期(預計8月辦理) 體教科/施姍/2780

7月26-9月3日
2021The Schools Challenge Taipei 2021臺北

學生挑戰賽-暑期線上培訓營-六週線上實作
續辦（改為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志龍/8466



7月28-30日 性平事件專業調查人員初階培訓 停辦 特教科/詹政益/2683

7月29日 110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第三次委員會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趙柏彥/2668

7月29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複試報名 續辦（視疫情調整，朝線上辦理規劃中) 小教科/王思璇/2651

7月29-30日 110學年度心評人員期中鑑定安置行前說明會 續辦(必要時採錄影說明)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7月30日
110學年度市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新

卸任校(園)長交接典禮
續辦(改以線上參與及觀禮方式) 人事室/陳致棋/2815

7月30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複試報名補件 續辦（視疫情調整，朝線上辦理規劃中) 小教科/王思璇/2651

7月31日 幼兒園閱讀志工第2期培訓 延期（延期到9月底） 幼兒教育科/陳彥宏/2850

7-8月 新北市能源管理師外埠參訪 延期（視疫情調整） 工環科/ 林彥輝/ 26100305#310

7-8月 國際文教中心暑期育樂營 停辦 新民科/朱睿潔/2583

7-8月 72小時新住民中文學習課程(夏季班)
部分續辦（調整為線上課程）；部分延期，俟

疫情降至第二級警戒後再研議辦理。
新民科/王健宇/2581

7-8月 原住民族中高齡者家庭教種子教師培訓 續辦(倘屆時疫情仍為三期，則延期辦理) 家教中心/倪學賽22724881#212

7-9月 110學年度幼兒收費調整審議委員會第2次會議 延期(必要時採用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段博棋/2889

7-9月 「家有寶貝」新手父母 延期（10月份） 家教中心/謝亞穎/ 22724881#207

7-9月 友善企業輸送職場-小團體課程 延期（10至11月） 家教中心/蘇文欽/22724881#210

7-9月 社區大學地方知識學小旅行
統一延期至9月以後辦理，並視疫情狀況調整

辦理型態
社教科/林育瀅/2599

7-9月 親密之旅 續辦(倘屆時疫情仍為三期，則延期辦理) 家教中心/吳玄妃/22724881#205

7-9月 親密之旅志工培訓 續辦(倘屆時疫情仍為三期，則延期辦理) 家教中心/吳玄妃/22724881#205

8月 普通班助理人員審查會議 續辦(線上會議) 特教科/林燕釵/2684

8月初 第6屆第1次特殊教育諮詢會 續辦（視疫情決定是否調整為線上會議） 特教科/江妤欣/2686

8月初
110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計畫說明會暨資料組長

培力
6月底開會確認 技職科／黃易進／2732

8月3日 基北區特色招生審查會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徐新雅/2661

8月3-4日 2021新北教育豐年季 取消 教資科 /楊繡如/8463

8月3-13日 新北市2021年跨域先鋒營 停辦 技職科／黃淑如／2652

8月4-6日(預計) 第61屆全國科展複審審查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 /王亭頤/8432

8月5日 體育組長研習 續辦(線上課程) 體教科/施姍/2780

8月5-6日、8月12-

13日

110 年學校餐飲衛生督導人員及相關管理人員

餐飲衛生研習課程
續辦(線上課程) 體教科/黃偉楓/2778

8月5-6日、8月30日
新北市110學年度學前特教業務暨教育部特教通

報網研習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8月6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複試 續辦（視疫情調整） 小教科/王思璇/2651

8月6日 110學年度心評人員期中鑑定安置行前說明會 續辦(必要時採錄影說明)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8月6日 語文競賽承辦學校工作知能研習 續辦 社教科/林欣慧/2588

8月6日、9、10日 新進教師童軍教育體驗營 依疫情情況調整辦理期程或方式 社教科/林世彬/2677



8月7日 110學年度國中教甄複試 暫定實體 中教科/ 趙柏彥/2668

8月7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契約進用教保員複試、職

員、護理人員甄選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停辦) 幼兒教育科/莊怡珍/2888

8月9日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選第6次委員會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王思璇/2651

8月9日 110全運會服裝發表記者會 續辦 籌備處/黃千芬/29620462分機264

8月9-13日、8月

16-17日
110年度學前特殊教育鑑定人員培訓研習 延期(依教甄延後日期安排)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8月10日 防災校園建置基礎學校第二次工作坊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辦理 工環科/梁雅群/2614

8月10日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教案甄選活動」及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材觀摩發表會」
如期辦理(遵守CDC相關防疫指引與防疫規範辦理)特教科/余泯蓁/2634

8月10日 衛生組長研習 續辦(線上課程) 體教科/施姍/2780

8月10-20日
110學年度新任資訊組長(資訊教師)基礎知能培

訓研習
延期 教資科/蔡旻諺/ 80723456#519

8月11日 110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第四次委員會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 趙柏彥/2668

8月11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契約進用人員甄選委員會(第

4次)
續辦(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莊怡珍/2888

8月11日 防災教育承辦人研習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辦理 工環科/ 梁雅群/2614

8月11-12日 教練研習 停辦 體教科/謝孟儒/2635

8月12日 110學年度教務主任會議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平台許欣霖/29559019

8月12日至8月13日
新北市110年度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素養提升

暨認證展延研習(第2梯次)
視疫情狀況辦理 工環科/招彥甫/26100305#331

8月12日-8月17日 性平事件專業調查人員進階培訓 停辦 特教科/詹政益/2683

8月14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契約進用廚工、職員、護理

人員分發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停辦) 幼兒教育科/莊怡珍/2888

8月14日 特殊需求幼兒的親師溝通與跨專業合作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8月14日 祖父母節慶祝活動 續辦(調整為線上辦理) 家教中心 /吳明修22724881#209

8月14日、21-22日 110學年度私幼學前特教業務暨特教通報網研習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8月15-16日 第12次職探平臺會議暨嶺東科大參訪 延期 技職科／劉淑惠／2728

8月16日 110年度基礎評鑑委員行前共識會議 續辦(必要時採用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黃怡雯/22522395

8月16日 110學年度國中教甄分發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趙柏彥/2668

8月19-20日 110學年度學前特教公立幼兒園新進教師研習 續辦(線上視訊研習)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8月19日、24日 交通安全教育研習 照常舉辦 社教科/林世彬/2677

8月20日
新北市110年度各區執行強迫入學條例作業考核

暨觀摩會
續辦(書面審查) 特教科/黃耀陞/2644

8月20日
110全運會八大績優獎座、獎牌及其他設計發表

記者會
續辦 籌備處/黃千芬/29620462分機264

8月21日 身障嘉年華 續辦（因應疫情調整規模，必要時停辦） 全民運動科/蔡如雅/2962-0462分機601



8月22-23日 111年度基礎評鑑受評幼兒園說明會 續辦(必要時採用錄影說明) 幼兒教育科/黃怡雯/22522395

8月24日 5歲免學費說明會 續辦(必要時採書面說明) 幼兒教育科/林佩苓/2799

8月24日至9月17日 110年語文競賽九大分區區賽及市賽領隊會議 續辦 社教科/林欣慧/2588

8月25日
公開授課實踐議題地方輔導群到校輔導-景新國

小場
延期 教資科/王志龍/8466

8月25日
公開授課實踐議題地方輔導群到校輔導-汐止國

小場
續辦（改為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志龍/8466

8月25日、9月3日 110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分區親職講座」暨

「性別平等分區親職講座課程設計工作坊」

如期辦理(遵守CDC相關防疫指引與防疫規範辦

理)
特教科/余泯蓁/2634

8月26日 110年語文競賽第3次籌備會議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會議) 社教科/林欣慧/2588

8月26日(暫定) 110學年度園長主任會議 續辦(必要時採用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蕭帆/2759

8月27日 三路傳聖火宣告、火炬發布記者會 續辦 籌備處/林玉明/29620462分機503

8月28日
新北市110學年度第1學期私立教育部補助身心

障礙幼兒經費申請教育訓練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8月底 新北市第5屆第3次特殊教育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續辦（視疫情決定是否調整為線上會議） 特教科/羅依平/2692

8月底 新北市110學年度第1學期公私立學校校長會議 續辦（線上會議） 技職科／倪嘉伶／2675

8月 教師年終考核 續辦(改以審查線上報送資料) 人事室/王巧玫/2714

8-10月 110年度敬師月
續辦(6/17召開第3次籌備會討論，並視疫情狀

況滾動式修正)
人事室/陳致棋/2815

9月份 阿卡貝拉校園巡迴示範演出及指導講座-5場次 取消辦理 社教科/方嘉珩/2700

9月 國家防災日示範演練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分流演練或僅於室內

就地掩蔽
工環科/梁雅群/2614

9月 教務主任會議 續辦（調整為線上會議） 技職科／劉澐雲／2733

9月 研究獎助計畫說明暨共識會議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 /杜明叡/8437

9月 高中學科/領域召集人會議 暫訂實體，若疫情影響則改線上 中教科/平台許欣霖/29559019

9月1日 國教輔導團新進團員培訓 續辦（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楊繡如/8466

9月1-5日 新北市110學年度市長盃青棒硬式鋁棒組 續辦(正常辦理) 體教科/施姍/2780

9月1-17日 110年度樂活小泳士體驗營 續辦(正常辦理) 體教科/顏琬臻/2657

9月3日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授證典禮 續辦（改為線上辦理） 教資科/何慧蓓/8439

9月4日
新北市110學年度第1學期學前特殊教育公私立

幼兒園個別化教育計畫
續辦(倘仍三級，研議替代方案或延期)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9月4日
2021The Schools Challenge Taipei 2022臺北

學生挑戰賽-線上成果發表與評審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志龍/8466

9月6日 新北市110學年度市長盃開幕典禮 續辦(正常辦理) 體教科/施姍/2780

9月7日 九大分區資訊組長會議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黃滋婷/ 80723456#506

9月9日
110年度資深優良教師暨優良特教及教保服務人

員表揚
續辦(視疫情狀況滾動式修正) 人事室/陳致棋/2815



9月9日 體育有功 續辦（因應疫情調整規模，必要時停辦） 全民運動科/游凱晴/2962-0462分機603

9月10日 本市110年度師鐸獎教師溫馨記者會 續辦（視疫情調整辦理方式） 小教科/許育誠/2747

9月10-23日 鬥艷時尚伸展臺 預計停辦 技職科／賴宜君／2726

9月13-17日 2021年新北全國U-12棒球錦標賽 續辦(正常辦理) 體教科/施姍/29603456分機2780

9月14日 2022萬金石報名記者會 暫定 競技運動科/林怡彤/29620462分機502

9月16-19日 新北市110學年度市長盃青少棒硬式組 續辦(正常辦理) 體教科/施姍/2780

9月16日、25日 學生自行車安全觀摩研習 照常舉辦 社教科/林世彬/2677

9月17日 110全運會聖火系列-聖火引燃儀式 續辦 籌備處/林玉明/ 29620462分機503

9月17日
本市110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領導卓越獎暨

教學卓越獎頒獎典禮
續辦（視疫情調整辦理方式） 小教科/許育誠/2747

9月22-23日 校園性別事件行政業務研習 如期辦理(遵守CDC相關防疫指引與防疫規範辦理)特教科/余泯蓁/2634

9月23日 國教輔導團總團第1次會議 續辦（將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楊繡如/8467

9月24日 110全運會聖火系列-公路、鐵路聖火起跑 續辦 籌備處/林玉明/ 29620462分機503

9月24日 親子天下論壇 延期 教資科/劉耘汝/8426

9月24-27日 110全運會聖火系列-鐵路傳聖火(9/27市長行 續辦 籌備處/林玉明/ 29620462分機503

9月24-28日 110學年度市長盃青棒社團組 續辦(正常辦理) 體教科/施姍/2780

9月24-10月13日 110全運會聖火系列-公路傳聖火(10/10聖火集 續辦 籌備處/林玉明/ 29620462分機503

9月25日 「環教肥皂箱」假日環境教育講座 視疫情狀況辦理 工環科/ 招彥甫/ 26100305#331

9月25日 110學年度鑑定人員期中鑑定安置行前說明會 續辦(必要時採錄影說明) 幼兒教育科/李秀臻/2789

9月26日、10月3

日、11月6日

110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分區親職講座」暨

「性別平等分區親職講座課程設計工作坊」
如期辦理(遵守CDC相關防疫指引與防疫規範辦理)特教科/余泯蓁/2634

9月27-30日 5歲免學費補助臨櫃審查 續辦(必要時採郵寄收件) 幼兒教育科/林佩苓/2799

9月29日(暫定) 科研獎助計畫初審確認會議 續辦（將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王亭頤/8432

9月30日 客家藝文競賽北區第一次領隊會議 續辦（視客委會決議調整） 小教科/溫翎君/ 2696

9月30日-10月4日 新北市109學年度市長盃少棒硬式組 續辦(正常辦理) 體教科/施姍/2780

9月 110年度基礎評鑑幼教科工作人員行前會 續辦(必要時採用視訊會議) 幼兒教育科/黃怡雯/22522395

9月 110年度樂活運動體驗營 延期(俟疫情狀況調整辦理情形) 體教科/顏琬臻/2657

9月 110年度基礎評鑑 續辦(倘仍三級，將延期) 幼兒教育科/黃怡雯/22522395

9月 110教師敘薪 續辦(視疫情狀況滾動式修正) 人事室/楊舒涵/2707

9月 學校行政內稽作業研習 續辦(視疫情狀況滾動式修正) 秘書室/張麗慧/2826

9月 校務行政系統薪資2.0模組新功能研習 續辦(視疫情狀況滾動式修正) 秘書室/葉俊士/2853

9-10月 新北市能源管理師工作坊
續辦或延期（視疫情調整，續辦會考量全部或

部分採線上方式辦理）
工環科/林彥輝/ 26100305#310

9-12月 原住民族中高齡者家庭教育成長團體 續辦((倘屆時疫情仍為三期，則取消辦理) 家教中心/倪學賽2272488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