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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英語科國中小學習扶助繪本研習 

一、依    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8 月 4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90083318 號函辦理。 

二、目    的：針對公告於學生學習扶助資源平臺與科技化評量系統上之英語科

國中小繪本補充教材，分別舉辦國中端與國小端應用研習及推廣，

協助現場教師確實掌握繪本使用原則及教學實務技巧等，盼能帶

給現場教師實質助益，同時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五、參加對象：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學人員（含代課或代理教師）及學習扶助教師，

以完成學習扶助現職教師 8 小時或非現職教師 18 小時研習者為優

先。 

六、各場次研習課程資訊如下： 

（一）臺北場—國小 

1. 日期：11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13:20-16:40  【13:00 報到】 

2.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本部 誠大樓 7 樓 701A 教室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3. 人數：40 人 

4.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計畫主持人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程玉秀 教授 

13:30-15:00 
英語科國小學習扶助 
繪本內容與設計原則 

新北市頂溪國小 
林妙英 教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英語科國小學習扶助 
繪本教學應用與分享 

新北市頂溪國小 
林妙英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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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場—國中 

1. 日期：11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13:20-16:40  【13:00 報到】 

2.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本部 誠大樓 7 樓 701B 教室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3. 人數：40 人 

4.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計畫主持人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程玉秀 教授 

13:30-15:00 
英語科國中學習扶助 
繪本內容與設計原則 

基隆市武崙國中 
莊惠如 退休教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英語科國中學習扶助 
繪本教學應用與分享 

基隆市武崙國中 
莊惠如 退休教師 

（三）高雄場—國小 
1. 日期：110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08:50-12:10  【08:30 報到】 
2. 地點：蓮潭國際會館 R106 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3. 人數：40 人 
4.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計畫主持人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程玉秀 教授 

09:00-10:30 
英語科國小學習扶助 
繪本內容與設計原則 

新北市頂溪國小 
林妙英 教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英語科國小學習扶助 
繪本教學應用與分享 

新北市頂溪國小 
林妙英 教師 

  



3 

（四）高雄場—國中 

1. 日期：110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13:20-16:40  【13:00 報到】 

2. 地點：蓮潭國際會館 R106 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3. 人數：40 人 

4.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計畫主持人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程玉秀 教授 

13:30-15:00 
英語科國中學習扶助 
繪本內容與設計原則 

基隆市武崙國中 
莊惠如 退休教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英語科國中學習扶助 
繪本教學應用與分享 

基隆市武崙國中 
莊惠如 退休教師 

 

七、研習報名： 

（一） 報名連結：請於 11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前，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

資訊網完成報名(http://www1.inservice.edu.tw)。錄取名單於 110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以 Email 通知。 

（二） 課程名稱： 

1. 英語科國小學習扶助繪本研習－臺北場，課程代碼為 3081362。 

2. 英語科國中學習扶助繪本研習－臺北場，課程代碼為 3081363。 

3. 英語科國小學習扶助繪本研習－高雄場，課程代碼為 3081364。 

4. 英語科國中學習扶助繪本研習－高雄場，課程代碼為 3081366。 

（三） 囿於場地限制以 40 人為原則，額滿截止。 

（四） 已報名且正取之教師若因時間更改而無法參加，務請於 110 年 7 月 5 日

（星期一）前來信或來電告知，以免影響後續參與研習資格。 

（五） 聯絡窗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丘立君助理 
電  話：(02)7749-1767  /  電子郵件：moechiu@ntnu.edu.tw 

http://www1.inservice.edu.tw/
mailto:moechiu@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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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一） 全程參與且完成各節次研習課程者，核予研習時數 3 小時。 

（二）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與考量研習場地空間配置，研習開

始前，出席人員皆須接受體溫量測，額溫攝氏 37.5 度以上者或有嚴重咳

嗽或呼吸急促症狀請勿進入研習場域，並請出席人員全程戴口罩（口罩

請自備）。 

（三） 為響應環保，研習場地不提供杯水或瓶裝水，請研習人員自備環保餐具

（杯、筷）。 

（四） 臺北場研習場地未提供停車位。高雄場研習場地提供單場研習 5 位免費

停車證，請有停車需求者於線上報名時一併勾選，依報名時間排優先順

序，發完為止。以上各場研習之往返交通請研習人員自理，亦請多利用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五） 參與研習人員其假別及差旅之申請由其教育主管機關本權責核處。 

九、交通資訊： 

（一） 臺北場 

1.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2. 報到處：校本部誠大樓 7 樓（從最靠近師大路的電梯上 7 樓，出電梯

後即可看到報到桌）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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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 

A. 捷運： 

 古亭站：淡水線、中和線、新店線「古亭站」4號出口往和平

東路方向直行約8分鐘即可到達。 

 台電大樓站：新店線「台電大樓站」3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

行約8分鐘即可到達。 

B. 公車：可搭乘18、235、237、278、295、662、663、672、907、

和平幹線（原15）至「師大站」或「師大綜合大樓站」 

C. 自行開車： 

 中山高/國道一號：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

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北二高/國道三號：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

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

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5. 住宿參考： 

A. 師大會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網址：https://www.sce.ntnu.edu.tw/home/accommodation/ 

電話：(02)7749-5800 

B.  臺北教師會館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15號  

網址：http://www.tth.url.tw/ 

電話：(02)2341-9161 

  

https://www.sce.ntnu.edu.tw/home/accommodation/
http://www.tth.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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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雄場 

1.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2. 報到處：蓮潭國際會館 R106 會議室 

 

3. 交通： 

A. 臺鐵新左營站、高鐵左營站、捷運 R16 高鐵左營站：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 分鐘。 

 乘 301 號公車，至「蓮潭會館站」 https://goo.gl/6j1XrT 

 搭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轉乘紅 51 線接駁車至會館 

https://goo.gl/VbBgql 

B. 自行開車（請留意停車場進入位置）： 

 高速公路：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

道中華路交流道下接翠華路左轉崇德路約距 250 公尺後，

會館在您右邊。 

 高雄市區： 

(1)北上：博愛三路左轉崇德路，距約 650 公尺後，會館在您

左邊。 

(2)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

路右轉崇德路。  

https://goo.gl/6j1XrT
https://goo.gl/VbBg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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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位置※ 

 
 
 
 
 
 
 
 
 
 
 

 
4. 會館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