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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2年新北教育月」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112年2月18日新北教中字第1120275326號函核定           

壹、計畫目的 

        教師及學生透過新北教育月進行課程教學及展示學習歷程成果，與大學

教授對談，期望藉由課程論壇專業且深入的對話、研究，激發出更多嶄新的

策略，以迎接推動新課綱的協作與共好。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學校：板橋高中 

三、協辦學校：瑞芳高工、林口高中、新北高中、錦和高中、海山高中、永

平高中、達觀國中小、中山國中、新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新北市中小

學家長會長協會、新北市家長聯合會 

參、辦理日期及時間： 

   【新北教育月】系列活動啟動記者會： 

    112年3月6日(星期一) 14：30-15：00 

   【新北教育月】系列活動 

場次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及日期 辦理地點 

第1場 在新北讀尚whole： 

新北教育成果大公開 

112年3月11日(星期六) 

09：10-15：30 
板橋高中 

第2場 在新北讀尚whole： 

學習歷程檔案好塞雷 

112年3月18日(星期六) 

09：00-16：30 

新北高中 

海山高中 

永平高中 

第3場 在新北讀尚whole： 

呷whole道相報 

112年3月23日(星期四)14：00 

~ 

112年3月28日(星期二)12：00 

板橋車站B1 

第4場 
在新北讀尚whole：

青春從新北開始教育

博覽會 

112年3月26日(星期日) 

08：00-16：00 
市民廣場 

第5場 在新北讀尚whole： 

新北whole青春 

112年3月26日(星期日) 

~ 

112年4月6日(星期四) 

市府 

1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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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加對象：新北市各公私立國高中職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及一般民

眾。 

伍、流程內容及工作分配表(如附件1、2)。 

陸、預期效益： 

一、期使與會之教師及學生大眾能充分掌握本市實施新課綱之理念與成果

內容。 

二、增進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知能，並對接大學端招生需求。 

三、結合親師生落實新課綱實施理念，並協助學生適性入學與多元發展。 

柒、經費：本計畫經費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捌、公假：本次與會工作人員及帶隊教師當日核予公假 1天，另以不影響校務

運作及課務自理下，12個月內擇日補休 1天。 

玖、獎勵 

一、承(協)辦學校有功人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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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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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辦理，另公務人員部分依據「新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規定」第12點辦理敘獎，

敘獎額度參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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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給予每校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8人為限，含

主辦人員2人嘉獎2次。 

二、參與活動學生由各校本權責逕予獎勵及表揚。 

拾、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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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記者會【新北教育月】系列活動啟動記者會 

一、 活動地點 : 新北市政府 6樓新聞發佈室 

二、 活動流程 :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2年3月6日 

(星期一) 

14:30-14:35 主持人開場及介紹與會貴賓 

14:35-14:40 播放開場影片 

14:40-14:45 開幕儀式 

14:45-14:50 去年活動回顧及今年活動內容介紹 

14:50-15:00 媒體聯訪 

 

第1場《在新北讀尚Whole：新北教育成果大公開》 

一、 活動地點：板橋高中 

二、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2年3月11日 

(星期六) 

9:10~9:30 開幕式貴賓致詞 

9:30~10:30 學者論壇 

10:30~12:00 
教案實例分享教師線上研習 

 加速器成果分享 

12:00~13:30  午餐時光 

13:30~15:30  我的學習我來說 

 

第2場《在新北讀尚whole：學習歷程檔案好塞雷》 

一、 活動地點：新北高中、海山高中、永平高中(3場次，請擇一場次參加) 

二、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2年3月18日

(星期六) 

9:00-10:00 大學端怎麼看高中端學生學習歷程成果 

10:00-12:00 學生分享及教授回饋 

12:00-13:00 午餐時光 

13:00-15:00 
學生場：學習歷程檔案編輯工作坊 

教師場：大學教授與高中教師的對談 

15:00-16:30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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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場《在新北讀尚whole：呷whole道相報》 
一、 活動地點：板橋車站B1 

二、 活動內容： 

日期 活動內容 

112年 3月 23日

~ 

112年 3月 28日 

在地就學輝煌成果及新北未來教育願景展(一) 

展示主題：國際雙語、數位科技、人文美展、優質體育、

適性發展、創客創新、閱讀素養、產學跨域、專業技能。 

 

第4場《在新北讀尚whole：青春從新北開始教育博覽會》 

一、 活動地點：市民廣場 

二、 活動內容： 

日期 活動內容 

112年 3月 26日 

展示交流區(特色市集區) 

1.主題布展 2.亮點跨域特色 3.專業技職 4.國際外語  

5.適性輔導   

動態表演區 

1.特色活動舞臺 2.多元展能舞臺 

 

第5場《在新北讀尚whole：新北whole青春》 

一、 活動地點：市府1樓大廳 

二、 活動內容： 

日期 活動內容 

112年 3月 26日 

~ 

112年 4月 6日 

  在地就學輝煌成果及新北未來教育願景展(二) 

1.在地就學白皮書：展現教育軟實力。 

2.教育主題靜態展，如自主學習、創新教育、實驗教

育、雙語教育、生活科技、彈性課程、適性發展、產學

跨域、專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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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北市「112年新北教育月」主(協)辦學校工作分配表 
序

號 
組別 工作內容 主/協辦單位 

1 行政規劃組 

1. 擬訂實施計畫。 

2. 規劃、協調各承辦學校各項工作。 

3. 負責相關經費執行、核銷與時效掌控等。 

4. 召開籌備會議。 

5. 其他行政規劃相關事宜。 

課綱平臺 

1. 統籌總體活動。 

2. 活動行銷及宣傳。 

3. 協調各承辦學校各項工作。 

4. 召開記者會及檢討會。 

板橋高中 

2 論壇研習組 

主責開幕式及論壇規劃。 課綱平臺 

1. 場地設備及午餐安排。 

2. 主責加速器成果展。 

3. 主責學生課程成果分享。 

板橋高中 

主責教師教材教案分享。 林口高中 

協辦教師教材教案分享。 中山國中 

協辦學生課程成果分享。 海山高中 

3 學檔實作組 

1. 統籌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坊。 

2. 各場次教授邀請及總活動規劃。 

3. 場地設備及午餐安排(新北高中場)。 

4. 協調各場次主責學校各項工作。 

新北高中 

1. 協辦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坊。 

2. 場地設備及午餐安排(海山高中場)。 
海山高中 

1. 協辦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坊。 

2. 場地設備及午餐安排(永平高中場)。 
永平高中 

4 靜態成果組 

統籌靜態成果展。 新北高中 

1. 協辦靜態成果展(市府1樓) 

2. 在地就學輝煌成果彙整(市府1樓)。 

3. 實作作品邀展(市府1樓)。 

4. 佈展、撤展(市府1樓)。 

林口高中 

瑞芳高工 

1. 主責靜態成果展(板橋車站)。 

2. 高中在地就學輝煌成果彙整(板橋車站)。 

3. 佈展、撤展(板橋車站)。 

錦和高中 

1. 協辦靜態成果展(板橋車站)。 

2. 國中在地就學輝煌成果彙整(板橋車站)。 
達觀國中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