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9月至12月辦理業務調查彙整表(110.08.2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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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110/09 新北市教務行政研習會議 續辦(辦理線上研習) 新課綱平臺/曾碩彥/2955-9019

110/08~110/11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職前、 資格、進階、回流) 線上辦理(視疫情開放校園後恢復實體培訓) 新民科/許立佳/2573

110/08-110/11 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領導人才培育計畫-培力課程 續辦(辦理線上培力課程) 中教科/鄭家昇/2662

110/08~110/12 樂齡學習中心志工特殊訓練 續辦(研擬改以線上研習方式辦理) 社教科/黃媜怡/2592

110/08~110/12 世代志工種子教師培訓
續辦(研擬改以線上研習方式辦理，尚需與社會局

確認)
社教科/黃媜怡/2592

110/08~110/12 高齡者交通安全及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續辦(由各中心彈性以線上課程辦理或待樂齡中心

開放後以實體課程辦理)
社教科/黃媜怡/2592

110/08-110/12
新北在地就學好榜YOUNG自主學習成果發表與大學共創系列活動共3場(8

月、11月、12月)
續辦(辦理線上發表) 新課綱平臺/曾碩彥/2955-9019

110/08/25 學習扶助期初說明會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鄭仲恩/2750

110/08/26 全市園長主任會議 續辦(線上會議) 幼教科/林宛瑩/2724

110/09(08-12連續性) 全市國中小專兼輔團督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09~110/1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宣導」實施計畫家長宣導研習3場 續辦(預計採實體辦理) 中教科/郭佩瑄/2663

110/09-110/12 新住民子女臨時托育服務 續辦(依補校實際開課情形恢復實體活動) 新民科/林郁芬/2577

110/09~110/12 新二代昂揚2.0線上營隊 延辦(視各校狀況調整活動時間及場次) 新民科/蔡秀娟/2575

110/09~110/12 新住民子女教育計畫-華語補救(年度案)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朱睿潔/2583

110/09~110/12 新住民學習中心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涂淑寶/2572

110/09~110/12 新住民語文課程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涂淑寶/2572

110/09~110/12 成人基本教育班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王健宇/2581

110/09~110/12 新住民華語學習教材編輯 續辦(審查會議及編撰會議採線上辦理) 新民科/王健宇/2581

110/09~110/12 新住民子女職業技能精進訓練課程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王健宇/2581

110/09~110/12 國際文教中心、國際教育一日遊學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楊小梅/2582

110/09~110/12 國際教育SIEP社群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楊小梅/2582

110/09~110/12 新住民服務PAPA走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楊雅柔/2574

110/09~110/12 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林佳慶/2584

110/09~111/06 辦理新北遇見大師-游於藝巡展計畫 續辦(視疫情滾動式修正辦理模式) 社教科/洪鈴娟/2649

110/09  110年英速魔法學院平日梯隊

續辦(防疫二級以單日實體梯隊為主疫情升溫但學

校不停課則配合防疫措施調整辦理學校停課則梯隊

改線上課程)

 小教科/吳宓檈/2753

110/09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6屆第3次 續辦 特教科/林輝泉/2683

110/09 友善校園輔導團國小團期初團務會議 續辦 特教科/許慈芬/2640

110/09 友善校園輔導團高國中團期初團務會議 續辦 特教科/許慈芬/2640

110/09 新北市生命教育小組推動會議 續辦 特教科/邱文良/2636

110/09 品德教育聯絡簿調查 續辦 特教科/邱文良/2636

110/09 新生依戶籍學籍大比對(學校進行新生未入學列管追蹤) 續辦 特教科/翁雅純/2642

110/09 110年度敬師月活動 續辦(線上公播-錄製影片) 人事室/葉怡含/2815

110/09 110年度學力UP頒獎典禮 延辦(預計於10月後採實體方式辦理) 中教科/黃淑君/2670

110/09 110-1友善校園週擴大宣導活動 續辦 校安室/鄒偉晟/2764

110/09 新北市110學年度中小學初任校長三級輔導座談 續辦(將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楊雅捷/8463

110/09 國家防災日示範演練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辦理) 工環科/梁雅群/2614

110/09 新進代理教師研習 續辦(線上辦理) 中教科/楊舜涵/2671

110/09上旬(預計2-3天) 110年教師敘薪 續辦(擬改採線上審查) 人事室/楊舒涵/2707

110/09/04-09/05、09/08、

09/10-09/13、09/15-09/16
九大分區語文競賽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林欣慧/2588

110/09/04、110/09/05、

11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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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110/09/05
2021The Schools Challenge Taipei臺北學生挑戰賽-線上成果發表與頒

獎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王志龍/8466

11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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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110/09/09 110年度資深優良教師暨優良特教及教保人員表揚大會 續辦(線上公播-預錄影片) 人事室/葉怡含/2815

110/09/12(暫定) 110學年度新北市高校世界公民培力計畫-世界咖啡館 續辦(線上辦理) 新民科/郭芳吟/2580

11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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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龍/8466

110/09/16、9/17、09/24、

9/25
國際教育分流課程培力認證 續辦(50人以下，實體活動) 新民科/楊小梅/2582

110/09/16 學生自行車安全觀摩研習-國中組 續辦(縮小規模) 社教科/王蘭芝/2677

110/09/17 師鐸獎教師感恩活動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許育誠/2747

110/09/18、19、25、26 新北市110年度學校暨社區幼童軍夏令營活動 續辦(若受疫情影響則停辦) 社教科/王蘭芝/2677

110/09/22 學生輔導諮詢會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09/24 親子天下論壇 延期 教資科/劉耘汝/8426

110/09/24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授證典禮 續辦(線上辦理) 教資科/何慧蓓/8439

110/09/25 學生自行車安全觀摩研習-國小組 續辦(縮小規模) 社教科/王蘭芝/2677

110/09/25、10/01、10/03 語文競賽市賽(動態組、靜態組及原民)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林欣慧/2588

110/09/25、10/02 幼兒園故事志工培訓 續辦(實體研習) 幼教科/陳彥宏/2850

110/09/28 110年度新北市祭孔典禮 尚未決定 社教科/沈曉玲/2589

110/09/29 復興商工賃居生座談會 續辦 校安室/朱原瑤/2559

110/09/30 雙語策略聯盟成果展 延辦(預計於11月後採實體方式辦理) 中教科/李修綺/2667

110/10-110/11 防災校園建置基礎學校及幼兒園第二次入校輔導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辦理) 工環科/梁雅群/2614

110/10~110/11 新住民多元文化嘉年華活動 續辦(視恢復開放場館及相關限制後調整型態) 新民科/許立佳/2573

110/10~110/12 110年度微笑山線戶外教育親子體驗活動 續辦(視疫情情況調整) 工環科/許佳榕/26100305-321

110/10~110/12 110年度微笑山線戶外教育親子體驗活動 續辦(視疫情情況調整) 工環科/李佳燕/2608

110/10~110/12 樂齡中心共學活動-高年級同樂會
延辦(原定於6月初辦理，將視疫情延後辦理時間至

12月辦理或調整為補助樂齡中心運作相關經費)
社教科/黃媜怡/2592

110/10 普通型課綱計畫填報說明會 續辦(辦理線上研習) 新課綱平臺/曾碩彥/29559019

110/10 高中學科能力競賽 續辦(預計初賽由各校10月15日前實體辦理) 中教科/邵嘉新/2698

110/10 辦理110學年度本市學生美術比賽 續辦(現場書寫採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式修正) 社教科/洪鈴娟/2649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9月至12月辦理業務調查彙整表                                           110.08.20更新

辦理時間 辦理項目 科室/連絡人/連絡電話與分機

「環教肥皂箱」假日環境教育講座
續辦(09/25場次停辦，10/23、、12/11場次視疫情

狀況辦理)
工環科/招彥甫/2610-0305#331

110/09/25、10/23、11/27、

12/1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9月至12月辦理業務調查彙整表(110.08.2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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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 樂齡學習中心訪視輔導(實地訪視) 續辦(視疫情滾動式修正辦理模式) 社教科/黃媜怡/2592

110/10 導護志工研習 續辦(縮小規模) 社教科/王蘭芝/2677

110/10 大型車視野死角與內輪差體驗研習 續辦(邀請監理所到校宣導) 社教科/王蘭芝/2677

110/10 新北市110學年度初任校長課程及教學領導實踐社群活動 續辦(將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楊雅捷/8463

110/10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7屆第1次會議 續辦 家庭教育中心/蘇文欽/22724881#210

110/10 品德教育親子講座(泰山文教基金會合作) 續辦 特教科/邱文良/2636

110/10 國中品德小品文活動競賽 續辦 特教科/邱文良/2636

110/10 市級110學年度督導會報 續辦 特教科/翁雅純/2642

110/10 110年度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續辦 特教科/邱文良/2636

110/10/04、12/10 辦理110學年度藝術滿城香 續辦(受疫情影響，改線上方式辦理) 社教科/洪鈴娟/2649

110/10/05 教務主任會議 續辦(線上辦理) 小教科/徐安誼/2620

110/10/06~10/07 國中小期初專輔行督校長會議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10/08 新北市校長品德教育研習活動(宏達基金會合作) 續辦 特教科/邱文良/2636

110/10/08 教務主任暨實習主任會議 續辦(以線上會議形式辦理，暫定於10月8日辦理) 技職科/劉澐雲/2733

110/10/15 110年度友善校園獎頒獎典禮暨學輔主任工作研討會 續辦 特教科/許慈芬/2640

110/10/21 國際教育課程方案評選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評選) 新民科/楊小梅/2582

110/10/21~22 新北市110年度防災教育輔導團參訪活動計畫 續辦(視疫情狀況延期或取消) 工環科/梁雅群/2614

110/10/22、10/26、12/04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正向管教研習 續辦（實體研習） 幼教科/陳彥宏/2850

110/10/24(暫定)
新住民語文學院110年度「點燈共榮傳愛」馬來西亞排燈節親子文化體驗

營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線上或實體活動) 新民科/郭芳吟/2580

110/10/26 全市資訊組長會議 續辦(將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黃滋婷/80723456#506

110/10/27~19 幼兒園性平調查人員研習 續辦(實體研習) 幼教科/陳彥宏/2850

110/10/25 110年度短期補習班公共安全講習 續辦(將依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研習) 社教科/徐蓉翎/2594

110/10/25~10/29 MAGIC創新專題論壇 續辦(新增國際技高學區簽約活動) 技職科/姜禮德/2792

110/10/26~110/10/28 110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甲組)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吳旻芳/2590

110/10/30 2021未來教育國際論壇 續辦 教資科/劉文苓/8431

110/11 英語歌唱比賽 續辦(轉型為英語歌曲影片投稿，線上辦理) 小教科/吳宓檈/2753

110/11 SDGs市集活動 續辦(視疫情調整辦理方式) 工環科/王于心/2695

110/11 圓夢基金管理委員會110年第一次會議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11 擁夢專書17籌備會議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11 學校資深優良志工及愛心服務站代表表揚大會 續辦 特教科/邱文良/2636

110/11(暫定) 新北市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培力營─2021新世代青年論壇(分區) 延辦(暫定於11月份辦理) 技職科/黃易進/2732

110/11 環境教育成果發表會 續辦(視疫情調整辦理方式) 工環科/王于心/2695

110/11/11~12 能源小鐵人活動
續辦(防疫一級正常辦理)(競賽含行銷活動，二級

限制辦理(競賽活動，三級停辦。)
工環科/許佳榕/2610-0305#321

110/11/02、11/25 新北市110學年度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計畫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蔡依玲/2699

110/11/07 聯合盃作文大賽新北市初賽  續辦(1級：實體，2級以上：線上) 小教科/黃珮琇/2748

110/11/21 2021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續辦(持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因應指引

滾動式調整)
競技運動科/陳尚雯/2962-0462#505

110/11/05 2021 新北市高中職成年禮－高校鐵三角接力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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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110/11/07、11/14 110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18小時在職訓練 續辦(如受疫情影響，改線上方式辦理) 社教科/沈曉玲/2589

110/11/08 全市網癮種子教師培訓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11/13~14 110年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實施計畫-夢的N次方素養工作坊-新北場 續辦(將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曾雅屏/8438

110/12/27(暫訂) 北桃交通車聯合稽查 續辦 幼教科/黃奕豪/2897

110/11/26 防災基礎建置學校課例書面評選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辦理) 工環科/梁雅群/2614

110/11/01~11/11 110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個人組、乙丙組)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吳旻芳/2590

110/11/15、12/04 辦理110學年度本市學生音樂比賽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蔡依玲/2699

110/11/15 性平事件專業人才庫進階培訓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11/12、11/13、11/21、

11/22、11/26、11/27、

12/5、12/6、12/10、12/11、

12/15~12/16

全國語文競賽集訓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林欣慧/2588

110/11/18~11/19 110年度中輟預防業務傳承研討會暨表揚大會 續辦 特教科/翁雅純/2642

110/11/19 2021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續辦(將視疫情發展調整辦理方式) 教資科/楊雅捷/8463

110/11/21 110學年度公私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家長會長授證 續辦(1級：實體，2級以上：線上) 小教科/徐安誼/2620

110/11/27 五股國小百年校慶 續辦(1級：實體，2級以上：線上) 小教科/劉巧婷/2755

110/12(暫定) 新北市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畢聯會學生幹部培力營 延辦(暫定於12月份辦理) 技職科/黃易進/2732

110/12 性平表演藝術比賽 續辦 特教科/余泯蓁/2655

110/12 性平事件專業人才庫高階培訓(第3次) 續辦 特教科/林輝泉/2683

110/12 寒假育樂營開始報名 續辦 特教科/余泯蓁/2655

110/12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6屆第4次 續辦 特教科/林輝泉/2683

110/12 圓夢基金110學年度新申請案件社工督導會議 續辦 特教科/林麗雲/2638

110/12 各級學校友善校園四格漫畫暨海報設計比賽 續辦 特教科/許慈芬/2640

110/12 中介教育考核觀摩會 續辦 特教科/馮麗慧/2656

110/12/07~110/12/08 110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舞台劇類)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沈曉玲/2589

110/12/09~110/12/10 110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現代偶戲類及傳統偶戲類) 續辦(採強化防疫措施，並視疫情滾動修正) 社教科/沈曉玲/2589

110/12/09 防災校園基礎學校成果評選 續辦(視疫情狀況調整為線上辦理) 工環科/梁雅群/2614

110/12/23 學習共同體市級公開授課(自強國小場) 續辦 教資科/楊雅捷/8463

110/12/24 學習共同體市級公開授課(昌福國小場) 續辦 教資科/楊雅捷/846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9月至12月辦理業務調查彙整表                                           110.08.20更新

辦理時間 辦理項目 科室/連絡人/連絡電話與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