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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二區 100 年度『新進教師研習營』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教育部核定之「北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辦理 

貳、宗旨：  

「第一年經驗」對新進教師而言，是最重要且關鍵的時刻。本研習營之目的在於幫助新進教師

建立正確的為師之道，強化教師的教育使命感。參與本活動，新進教師們將可受到資深優良教師的

薰陶，建立正確的態度，傳授有效而重要的課堂技巧。 

叁、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立臺灣大學 北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肆、活動日期：101/1/17 (Tue) 至 1/18 (Wed) 

伍、活動地點：大板根森林溫泉渡假村 (新北市三峽鎮插角里 80 號) 

陸、參加對象與資格限制：  

一、 參加對象：依北二區各夥伴學校新進教師之初聘學年度，分為以下兩種： 

(1)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 (100-1)、99 學年度第二學期 (99-2) 聘任之新進教師 

(2) 若 (1) 未額滿時，則開放給北二區各校任教三年內之新進教師 

    二、參加資格限制：需同意全程參與為期兩天之研習活動。 

柒、活動報名： 

一、 報名時間：100/11/07 (Mon) 09:00 至 100/11/25 (Fri) 17:00 截止 

二、 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線上個人報名，恕不接受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 

三、 報名網址：http://if190.aca.ntu.edu.tw/summer/teacher_apply/apply.asp 

四、報名人數：約 120 人 

五、活動費用：本活動免費提供全程膳宿 

六、錄取資格與方式： 

        (1) 依報名方式，於報名期間內完成報名程序者 

        (2) 報名錄取方式，依參加對象之 (1)、(2) 順序為主，報名時間先後順序為輔， 

統一不分校依序錄取 

七、錄取名單公佈： 

    (1)確定名單：100/12/2 (Fri) 於北二區網站公佈最終確定錄取名單 

                    此次全程活動，以最後確定錄取名單為主要依據 

(2)北二區消息發布網站：http://juang.bst.ntu.edu.tw/N2/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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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研習內容：議程詳如附件一 

一、 進行方式：專題講座、經驗分享、座談、小組研討等多元化方式 

二、 課程規劃：專題演講、北二區與教學資源簡介、新進教師教戰守則、教學論壇、研究論壇 

 
玖、交通方式： 

請確實勾選交通方式 (二擇一)，若有更動請速通知北二區承辦人員，以利安排座位 

一、 臺灣大學校內備有專車接送往返至大板根 

    (1)集合時間：101/1/17  09：30 

    (2)集合地點：國立臺灣大學校總區校門口 

二、 自行前往，相關交通資訊詳如附件二 

 
拾、聯絡方式： 

一、 聯絡人：國立臺灣大學北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新進教師研習營」報名組 

二、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三、 聯絡電話：(02) 3366 – 3367 #516 

 
拾壹、凡參加「新進教師研習營」者，本中心依規定函請各校配合給予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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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度北二區新進教師研習營 

節 目 表 

第一天 1 月 17 日 星期二 

07:10~08:00    

09:30~10:00 集合上車 
臺灣大學校總區校門口廣場 

09：30 集合 

臺灣大學

校門口 

10:00~11:00 快樂起程 (車程約 1.5 小時) 車上 

11:00~11:30 抵達大板根 
報到作業 

(暫置行李，領取房卡、早餐餐券) 

薰風大廳

2F 

12:10~13:00 午  餐 中式桌菜 1F 餐廳 

13:30~14:30 北二區教學資源平台 講者：國立臺灣大學莊榮輝副教務長 A 會議廳

14:40~16:00 
主題演講 

 

主持人：國立臺灣大學蔣丙煌教務長 
 
講者：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齊肖琪 教授 

A 會議廳

16:00~16:20 茶     敘 精緻茶點 交流區 

16:20~18:00 
新手上路： 

新進教師教戰守則 

主持人：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張浣芸院長 
 
講者：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邱皓政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周俊廷助理教授 
臺北醫學大學邱佳慧助理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徐瑋勵助理教授 

A 會議廳

Check-in 入房放行李 

18:00~19:00 歡迎餐會 中式桌菜 1F 餐廳 

19:00~20:30 學科新夥伴 各校分組 / 星空夜語 

A 會議廳

B 會議廳

C 會議廳

休息區 

20:30~ 自由活動 可自備泳裝，泡個溫泉放鬆一下 溫泉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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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 月 18 日 星期三 

    

07:10~08:00 早  餐 自助式早餐 餐廳 

08:10~10:00 
教學論壇 

 

主持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黃生教授 
 
講者：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陳炳宏教授 
      世新大學蕭湘文教授 

慈濟大學劉怡均副教授 
臺北醫學大學吳瑞裕助理教授 

A 會議廳 

10:00~10:30 茶  敘 (整理行囊，退房作業) 大廳 

研究論壇 (A)  
 

主持人：國立臺灣大學謝明良教授 
 
講者：國立臺灣大學許瑋元副教授 

國立宜蘭大學賴軍維副教授 

10:30~12:00 研究論壇 
研究論壇 (B)  

 
主持人：國立臺灣大學丁詩同教授 
 
講者：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張俊彥教授 

臺北醫學大學蔡翠敏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陳佳慧副教授 

A 會議廳 

B 會議廳 

C 會議廳 

12:10~13:10 午  餐 中式桌菜 1F 餐廳 

13:30~15:00 大板根森林遊樂區導覽 大板根導覽人員帶領 
森林漫遊，來一趟芬多精之旅吧！ 

森林園區 

15:30~17:00 
珍重再見、平安賦歸 

抵達臺大 
(車程約 1.5 小時) 車上 

 

   備註： 1. 核定研習議程及講師名單等資訊，依北二區網頁最新公告為準。 

          2. 第二天預計 11：00 前完成全部退房作業，請於上述時段完成整理行囊及退房。 

          3. 上述講者名單，依照以下順序原則，依序排列- 

             (1) 講者職等。 

             (2) 講者姓氏筆劃。 



 

5 
 

 

大板根森林溫泉渡假村交通地圖暨資訊 

 

臺北縣三峽鎮插角里 80 號 

 
                

一、 駕車自行前往： 

◆ 北二高南下三峽交流道出口，北上三鶯交流道出口，沿復興路至中正路右轉依路標行駛。  

至大埔依左前方台七乙線行駛，約 15 分鐘即可達本渡假村。 

◆ 大台北、新竹以北地區，駕車前往，60 分鐘可抵達。 

◆ 使用 GPS 的朋友可以直接搜尋"大板根"，並作為目的地即可。 

 

二、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 台北客運直達大板根溫泉公車開車時刻表： 

捷運景安站至大板根：09 : 00、14 : 00 (於捷運站出口發車) 

捷運永寧站至大板根：09 : 30、14 : 30 (於捷運站 4 號出口發車) 

大板根至捷運景安站 (經捷運永寧站)：11 : 00、16 : 00 (於大板根正門口發車) 

行駛日期：週五、週六、週日及國定例假日行駛。 

 

 ◆ 捷運轉乘指南： 

中和線 景安站下車 - 台北客運 908 直達三峽。 

板南線 新埔站下車 - 台北客運 702 直達三峽。 

土城線 永寧站下車 - 台北客運 捷運永寧站至大板根、916、藍 43、275 正副線、812、 702、

703 直達三峽。(建議乘客搭乘本線之公車較為方便) 

 

 ◆ 公車乘車指南 (台北往三峽站)： 

台北客運：可搭捷運中和線至景安站下轉搭 908 直達三峽最方便 

首都客運：在防癆協會站、圓環站 

 

三、 計程車轉乘： 

到三峽可搭計程車約 300~350 元。(大板根渡假村亦提供回程代叫計程車服務)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