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序 姓名 服務學校 進修研習名稱

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市學甲國小99學年度第一學期期

末校務會議

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9學年度寒假學年會議

3林炳宏 學甲國小 校長臺灣文學與國際視野教育研習會

4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9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

會議研習

5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學甲國小校園資訊安全研習

6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學甲國小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一次學年會議

7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國民中小學第一次「校

長精進學苑」研習

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是學甲區學甲國小100年度教師交

通安全教育研習

9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推動反暴

力霸凌訓練」研習

1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廣達鳴蟲特展研討會

1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市學甲國小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情

境研習

12林炳宏 學甲國小 交通安全導護須知研習

13林炳宏 學甲國小 國小社會科國教輔導團諮詢與服務研

14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學甲國小教科書教學與應用研

討會

15林炳宏 學甲國小 資訊科技整合融入教學研討會

1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園務發展研討會

17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年度教師反毒教育宣導研習

1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9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知能

研習

19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灣環境政策前瞻論壇實施計劃-低碳

家園研討會

20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中小學100年度複合型災害防救

災演練

2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9學年度第二學期讀報教育

研習

22林炳宏 學甲國小
99學年度第二學期大北門區國中小校

長行政會議

23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中小學校長資訊工作坊

研習

24林炳宏 學甲國小
電腦安全--用自由軟體打造專屬的辦公

行動碟

25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學年度中小學校長工作坊



26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推動

「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檢

討及策進研討會

27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暨國民

中小學校長會議

28林炳宏 學甲國小 期初校務研討及發展特色研習

29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高中暨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

業檢討會第二次公聽會

30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年度複合式防災教育操作研習

31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語文競賽分區競賽研習

3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智慧教室研習

33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教育部經典特色學校參

訪活動

34林炳宏 學甲國小 班級閱讀教學研習

35林炳宏 學甲國小 構築特色學校經營理念與實作研習

36林炳宏 學甲國小 數位典藏研習

37林炳宏 學甲國小 正確用藥及藥物濫用防制反毒宣導研

3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兒少保護辨識通報研習

39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義工團工作研習會

40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創意工作坊

─創意姚言」

41林炳宏 學甲國小 環境教育研習--"明天過後"賞析與研討

42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年度運用修復式正義推動校園反霸

凌及衝突事件教育人員宣導

43林炳宏 學甲國小 所得稅申報實務研習

44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年度國小提升英語成效期末檢討會

45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觀摩會

4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英語工作坊教學策略研習

47林炳宏 學甲國小
人權教育輔導團分區到校諮詢服務研

習

48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中小學校長工作坊--運

用社區資源活化課程領導

49林炳宏 學甲國小 校園婦幼人身安全研習

5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如何賞識孩子的獨特及天才?正向管教

與學習潛能開發研習

51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學年度臺南市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宣導說明會

52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暨課

程研討會

53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小暨高

中校長會議

54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學

年課程與教學研習



5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

會議暨教學研討會

5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數位圖文

應用資訊研習

57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1年度災害防救宣導及複合型災害防

災演練

5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節能減碳

暨英語研習

59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兒童少年

保護之辨識與通報暨輔導工

6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環境教育

研習

6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書法研習

6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教

師專業社群研習

63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政府辦理100學年度所屬各級學

校體適能提升實施計畫校長

64林炳宏 學甲國小 教育人權、教育法制及教育爭訟

6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教材研究

研習

6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五次教師專業社

群研習

67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六次教師專業社

群研習

68林炳宏 學甲國小 防震及消防防災教育研習

69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年度 精進教學「校長精進

學苑計畫」--打造YES

7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專業

社群成果發表研習

71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0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校務發展研討

72林炳宏 學甲國小 Google雲端作業及資訊安全

73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1年度教職員工CPR研習(第2梯次)

74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0年度學生自行車及交通安全

研習營

75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年度防災教育暨國家防災日

研習計畫(公誠場次--校長)

7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國民中小學校長推動「友善校園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檢討及策進研習

77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暨國民

中小學校長行政會議

78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發展研討

79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年度數位機會中心「故事力

量大—偏鄉特色的行銷工作



8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第一學期學年教學策

略研習

8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專業

社群第一次研習

82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劃

－校長行政研習

83林炳宏 學甲國小 環境教育防災知能教師研習

84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第一學期教師專業社

群第二次研習

85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資訊

教育研習

86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1年度友善校園性別平等教育系列活

動--校安黃綠紅宣導計畫

87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十二年國

教發展研習第一場次

88林炳宏 學甲國小
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系列二：教室裡

的春天－關愛教育＆觀功念恩

89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年度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

畫』成果發表會

90林炳宏 學甲國小 環教教育輔導團到校服務研習

91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1學年度第1學期北門區國（私）中

小學校長行政會議

9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專業

社群第三次研習

93林炳宏 學甲國小 MOODLE網站試題建置及網路安全宣

94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十二年國

教宣導第二場研習

9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專業

社群第四次研習

96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年度第四次校長精進學苑

97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1年度健康促進研習--認識高爾夫運

9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攜手計畫

專業知能研習

99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書法研習

10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專業

社群第五次研習

101林炳宏 學甲國小 校務研討及發展特色研習

10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情緒障礙

兒童的辨識與因應策略

103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101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暨國民

中小學校長行政會議

104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市2013年「台灣羅馬字教育史

蹟」校長及教師研習第1梯次



10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環境教育

參訪成大魔法學校及博物館

106林炳宏 學甲國小
101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發展及特

色課程研討會

【本頁小計】10週又11小時

  (本頁合計時數:361小時)



類別 研習日期 研習時數 承辦單位

行政業務  100 /1 /19 2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0 /1 /21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0 /1 /21 7忠義國小

行政業務  100 /2 /16 2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0 /2 /23 3學甲國小

其他  100 /3 /2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0 /3 /4 4喜樹國小

其他  100 /3 /9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3 /16 3文元國小

其他  100 /3 /23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3 /30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4 /13 3學甲國小

國小社會輔導團  100 /4 /20 3學甲國小

教材教法  100 /5 /4 3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0 /5 /11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5 /18 2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5 /18 3學甲國小

其他  100 /6 /1 3學甲國小

環境教育輔導團  100 /6 /2 3新民國小

環境教育輔導團  100 /6 /3 2土城國小

國小國語文輔導團  100 /6 /8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6 /10 2蚵寮國小

資訊類  100 /6 /28 3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0 /7 /1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8 /8 3龍潭國小



教育政策  100 /8 /11 8歸南國小

行政業務  100 /8 /19 8新市國小

行政業務  100 /8 /31 2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0 /9 /6 4麻豆國小

行政業務  100 /9 /14 1學甲國小

其他  100 /9 /14 3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0 /10 /3 3學甲國小

其他  100 /10 /4 6學甲國小

其他  100 /10 /5 3學甲國小

其他  100 /10 /11 6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0 /10 /12 3學甲國小

其他  100 /10 /19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10 /24 1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10 /25 2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10 /26 3新山國小

行政業務  100 /10 /26 4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0 /11 /2 1學甲國小

其他  100 /11 /9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0 /11 /24 3五王國小

行政業務  100 /11 /25 4學甲國小

其他  100 /11 /30 2學甲國小

九年一貫  100 /12 /7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0 /12 /9 4北門國小

行政業務  100 /12 /14 2學甲國小

其他  100 /12 /28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1 /1 /5 3永華國小

行政業務  101 /1 /17 2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1 /2 /3 7三村國小

九年一貫  101 /2 /8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1 /2 /15 2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1 /2 /22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1 /3 /2 1學甲國小

其他  101 /3 /7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1 /3 /21 1學甲國小

其他  101 /3 /21 2學甲國小

教材教法  101 /3 /30 2學甲國小

其他  101 /4 /18 3學甲國小

其他  101 /4 /24 1中營國小

教育政策  101 /4 /27 3教育局

其他  101 /5 /2 3學甲國小

其他  101 /5 /23 3學甲國小

其他  101 /5 /30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1 /6 /13 2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1 /6 /26 4紅瓦厝國小

其他  101 /6 /27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1 /6 /29 2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1 /7 /2 3學甲國小

其他  101 /7 /17 4教育局

教育政策  101 /7 /25 7學甲國小

環境教育輔導團  101 /8 /2 4公誠國小

輔導知能  101 /8 /6 7復興國中

行政業務  101 /8 /17 8歸南國小

行政業務  101 /9 /5 2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1 /9 /12 5六甲國小



其他  101 /9 /19 3學甲國小

其他  101 /9 /26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1 /9 /28 6成功國小

行政業務  101 /10 /3 2學甲國小

其他  101 /10 /17 3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1 /10 /18 8南新國中

教育政策  101 /10 /24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1 /10 /31 3學甲國小

教材教法  101 /11 /7 3崑山國小

行政業務  101 /11 /9 4大灣國小

環境教育輔導團  101 /11 /14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1 /11 /15 4大文國小

其他  101 /11 /21 3學甲國小

資訊類  101 /11 /28 3學甲國小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101 /12 /5 3學甲國小

其他  101 /12 /12 3學甲國小

教育政策  101 /12 /13 4嘉南國小

休閒養生  101 /12 /19 2學甲國小

其他  101 /12 /26 3學甲國小

其他  102 /1 /2 3學甲國小

其他  102 /1 /9 3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2 /1 /18 2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2 /1 /21 7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2 /1 /22 8培文國小

教育政策  102 /1 /28 8博愛國小



行政業務  102 /1 /31 6學甲國小

行政業務  102 /2 /20 2學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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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教字第990200008號(112609)

 蚵小教字第1000610號(112135)

 學教字第990200009號(112809)

 (113507)

 南市校協字第1000000003號(113818)



 (112375)

 南市教中(一)字第10005609080號

(113718)

 (114192)

 南市教小〈一〉字第1000676132號函

(114470)

 (115084)

 學教字第100010002號(115024)

 學教字第100010008號(116451)

 學教字第100010004號(116050)

 學教字第100010006號(116449)

 學教字第100010005號(116051)

 學教字第100010007號(116450)

 (117447)

 (117540)

 (117716)

 1010113(117085)

 (117762)

 100.10.13南市教中字第1000770829A號

(117542)

 學教字第100010011號(117988)

 (117979)

 南市教社1000868179號(118268)

 學教字第100010012號(119191)

 100.11.09校中教字第1000004454號

(118425)

 南市教督字第1000727937(11792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00.09.29南市警婦

字第1002100427號(118029)

 學教字第100010010號(117766)

 (120111)

 (120534)

 (120592)

 學甲小校字第10002001號(121032)



 (121386)

 學甲小校字第10002003號(121804)

 (122629)

 學教字第10002003號(122883)

 101.02.20南市教小字第1010110486號

(123715)

 學甲小校字第10002009號(123707)

 學教字第10002010號(124028)

 學教字第10002011號(124545)

 中營小學第1010003015號(124544)

 南市教人字第1010276748號(124302)

 學教字第10002011號(125200)

 校小教字第100020012(126098)

 學教字第10002012號(126363)

 教育局20571號公告(126788)

 紅瓦厝國小教研字第1010613003號

(126485)

 學教字第1000200013號(126687)

 (127336)

 學教字第1000200015(127298)

 (126824)

 101.05.10南市教社字第1010311849A號

(127549)

 臺南市教育網路公告22624號(127519)

 教育局公告22744號(127559)

 南市教中（二）字第1010532256號

(127620)

 (128339)

 南市教社字第1010685597(127894)



 學教字第101020001號(129445)

 學教字第10101002號(130051)

 (128279)

 (130428)

 學教字第101020003號(131023)

 (130138)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1.09.05南市教小

字第1010649906號(131081)

 學教字第10101003號(131635)

 南市教中(一)字第1010460422號

(131559)

 (131410)

 公告第28034號(132009)

 (130805)

 學教字第10101004號(132600)

 (131502)

 學教字第10101006號(133186)

 學教字第10101007號(133445)

 101年12月4日教育局公告第29464 號

(133297)

 (133820)

 學教字第10101007(134791)

 學教字第10101008號(135128)

 學教字第10101009號(135321)

 學總字第10101001號 (135772)

 學學字第10101006號(135230)

 南市教小(一)字第1020055299號

(135764)

 (135347)



 學學字第10101007號(135387)

 學總字第10102001號(136067)

【研習總計】10週又11小時

  (研習總計時數:361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