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序 姓名 服務學校 進修研習名稱 類別

1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研習護照暨數位

學習簡介研習
資訊

2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2008全民學區數位學

習實施計畫
資訊

3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度預防犯罪暨

反賄選法律常識研習
法治

4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

家長委員暨親師座談會
行政

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深坑國小97年度資訊融入教學

夥伴學校建置與教師團隊培訓作業研
資訊

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7年度資訊融入教學夥伴學校

建置與教師團隊培訓--安溪國小培訓研
教學

7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7年度資訊融入教學夥伴學校

建置與教師團隊培訓--安溪國小培訓研
教學

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親師溝

通座談會
行政

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2008全民學區數位學

習實施計畫
資訊

1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正確用

藥教育宣導活動
醫衛

1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7年度資訊融入教學夥伴學校

建置與教師團隊培訓--安溪國小培訓研
教學

12林炳宏 新橋國小
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

日暨親職教育活動
行政

13林炳宏 新橋國小 本土語言領域輔導團專業增能研習 語文

14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97年度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計畫

國民中小學校長增能研習
行政

15林炳宏 新橋國小
新營區9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行政

會議
行政

16林炳宏 新橋國小
國小本土語言領域國教輔導團97學年

度第1學期第2次到校諮詢服務研習
教學

17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電子白

板教學示範觀摩說明會
資訊

1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年度友善校園

工作~個案研討會實施計畫
教學

1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反毒宣導研習 法治

2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年度參觀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活動
教學

21林炳宏 新橋國小 本土語言領域輔導團專業增能研習 語文

22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年度全民國

防教育活動」
教學



23林炳宏 新橋國小

國小本土語言領域國教輔導團97學年

度第1學期第3次到校諮詢服務研習-仁

德國小

教學

24林炳宏 新橋國小
97年兒童及少年保護機制實施策略-種

子人員培訓-第一天
行政

2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年度辦理本土語言

輔導團增能研習
語文

26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學年度資訊融

入教學學習夥伴學校教學研究會議
資訊

27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新橋國小辦理「臺南縣97年度

資訊融入教學學習夥伴學校-提昇教師

資訊素養與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實施計

資訊

28林炳宏 新橋國小
97年友善校園-國中小校長檢討及策進

研討會
行政

2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辦理兒童少

年保護工作說明會【學生部分】
法治

3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團

務會議(一)
語文

31林炳宏 新橋國小
國小本土語言領域國教輔導團97學年

度第1學期第4次到校諮詢服務研習
教學

32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團

務會議(二)
語文

33林炳宏 新橋國小
97年度校園空間綠美化及創意角落之

營造研習第2梯次
行政

34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團

務會議(三)
語文

3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國小本土語言領域國教輔導團97學年

度第1學期第5次到校諮詢服務研習
教學

36林炳宏 新橋國小
97年友善校園訪視評鑑活動簡報觀摩-

新營區(下午)
行政

37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團

務會議(四)
語文

3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認識客

家文化活動
人文

3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惠生泉」

有機農場參觀活動
生活

4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領

域輔導團教育文化參訪
語文

41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9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資

訊教育推動研討會」實施計畫
資訊

42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辦理「如何

學習趣味、生活與應用數學」研習
教學

43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團

務會議(五)
語文



44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

精進校務研討會議
行政

4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迎春納福--

-舞獅行春」活動
人文

46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8年度教育優

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暨第22屆夢想家資

訊電腦快樂營活動」

資訊

47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學年度資訊融

入教學學習夥伴學校教學研究會議﹝

寒假﹞

資訊

4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

精進校務研討會議
行政

49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法規與實務研習-溪北區-上午
行政

5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一)
語文

51林炳宏 新橋國小
97學年度「e化環境建置互動式電子白

板教學推廣活動計畫」（二）
資訊

52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二)
語文

53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布袋戲

創意教學研習
藝術

54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學年度第2學期

「本土語言輔導團—客語組」到校諮

詢服務實施計畫

語文

5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三)
語文

56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8年度國小學

生童年稅月租稅巡迴講習及統一發票

推行宣導活動」

教學

57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第2學期「反

毒宣講團」活動--教師部分
法治

5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資訊融入教

學夥伴學校校園生態物種介紹--螳螂
教學

5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四)
語文

60林炳宏 新橋國小

新橋國小辦理「臺南縣97年度資訊融

入教學學習夥伴學校-提昇教師資訊素

養與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實施計畫」

資訊

61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

家長日暨健康促進活動
人文

62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學年度下學期

IEP期初檢討會議
教學



63林炳宏 新橋國小
98年度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藝術與人文-

生活美學、人文素養
藝術

64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五)
語文

65林炳宏 新橋國小 本土語言(閩南語)多元評量教師增能研 教學

66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慶祝八十九週年校慶

暨社區聯合運動大會活動
人文

67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97年度資訊融入教學學習夥伴

學校-提昇教師資訊素養與資訊科技應

用能力實施計畫

資訊

6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六)
語文

6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九十七學年度第

二學期IEP期初檢討會議
教學

7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國小本土語言領域國教輔導團97學年

度第2學期第3次到校諮詢服務研習
教學

71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對話研習
語文

72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97年度資訊融入教學學習夥伴

學校-提昇教師資訊素養與資訊科技應

用能力實施計畫

資訊

73林炳宏 新橋國小
2009新營區幼童軍群育宣導紮根培訓

研習
生活

74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七)
語文

7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臺南縣98年度

國中小稅『知』旅租稅觀摩及統一發

票推行宣導活動」

教學

76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八)
語文

77林炳宏 新橋國小
國小本土語言領域國教輔導團97學年

度第2學期第4次到校諮詢服務研習
教學

7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愛心捐

獻活動
人文

7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九十七學年度身

心靈生活花道研習--一枝花的啟示
人文

8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十)
語文

81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

家長委員暨親師座談會
行政

82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8年度精進教

學計畫~新四際校群聯盟教師專業研

習」實施計畫

教學



83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八年度員工自強

活動實施計畫
人文

84林炳宏 新橋國小
98年度精進教學計畫：全國本土語言

推動績優學校經驗分享研習
其他

8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教科書98學年度

評選說明會
行政

86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97年度資訊融入教學學習夥伴

學校-提昇教師資訊素養與資訊科技應

用能力實施計畫

資訊

87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十一)
語文

8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健康促進學校分區輔導增能研習(新營 醫衛

89林炳宏 新橋國小
教育部辦理年度台灣母語日南區觀摩

會
其他

9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國小本土語言領域國教輔導團97學年

度第2學期第5次分區諮詢服務研習
教學

91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十三)
語文

92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7年度資訊融

入教學學習夥伴學校-提昇教師資訊素

養與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研習活動

資訊

93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十四)
語文

94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2009全民學區數位學

習實施計畫
資訊

95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97學年度本土語言輔

導員專業成長研討(十五)
語文

96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IEP期末

檢討聯合會議
行政

97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八年度職場化妝

形象禮儀研習
生活

98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

特教宣導~~影片欣賞
人文

99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八年度家庭暴

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宣導
法治

100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8年度國小學

生稅教大贏家暑假作業」教育宣導活
教學

101林炳宏 新橋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

精進校務研討會議
行政

102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8年度補助資

源不足之國中小推動閱讀徵選活動--暑

假閱讀寫作營

語文



103林炳宏 新橋國小

臺南縣新橋國小辦理「98年度補助資

源不足之國中小推動閱讀徵選--暑假閱

讀寫作營

語文

104林炳宏 新橋國小 98年度閩南語臺羅拼音系統及用字研 語文

10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辦理2009年台灣日偏

食觀測活動
人文

10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新橋國小九十七學年度暑假課

程準備活動
行政

107林炳宏 新橋國小
9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期末座談暨

成果發表會
教學

10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8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縣立

高中暨國中小校長無障礙環境暨特教

法規研習

法治

109林炳宏 學甲國小
98學年度第1學期公私立中小學校長行

政會議
其他

11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

務會議暨特教知能研討會
行政

11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兒少保護宣導研習 行政

11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8年度「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

等數位教育環境」採購說明會暨觀摩

研習(9月21日)

資訊

113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8年度「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

等數位教育環境」採購說明會暨觀摩

研習(9月22日)

資訊

114林炳宏 學甲國小 加強導師反毒知能研習 法治

11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活化校舍發展學校

特色地方創意產業魚拓研習
藝術

116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e化典範團隊第五次

研討會
資訊

117林炳宏 學甲國小
「98年度友善校園工作－國中小校長

檢討及策進研討會」
行政

11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活化校舍看見一所

學校研討會
人文

119林炳宏 學甲國小 幼教研習--幼兒園教保活動及課程大綱 教學

120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縣98年度環境教育輔導團交流與

參訪實施計畫
生活

12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幼教研習--幼托整合政策 行政

12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幼教研習--幼托整合政策 行政

123林炳宏 學甲國小 幼教研習--幼兒舞蹈 教學



124林炳宏 學甲國小
南瀛永續校園論壇－臺南縣永續校園

計畫回顧與前瞻全國分享會
生活

12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生活美學研習 藝術

126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縣98年度第2學期公私立中小學校

長行政會議
行政

127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閩客原傳統生活文

物研討會
教學

12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

務會議
行政

129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校慶活動暨教學成

果研討會
教學

130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電子白板使用分組

研討會
資訊

131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縣9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資訊

教育推動研討會
資訊

13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度探索生命起源研討 人文

133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9年度校舍建築安全設計研

討說明會
行政

134林炳宏 學甲國小
99年度國中小老舊校舍改建永續建築

規劃設計研討會
其他

13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8學年整合教學資源空間參

訪研討會
教學

136林炳宏 學甲國小
98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促進及經

驗傳承研習
行政

137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9年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

教學模式推廣研習
資訊

138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縣98學年度國中小教師資訊素養

研習(學甲國小)
資訊

139林炳宏 學甲國小 教育部資訊創新教學參訪 教學

140林炳宏 學甲國小
99年度應用資訊科技典範學校成果發

表會暨推廣研習
資訊

141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9年度縣立高中暨國中小校長

無障礙環境暨特教法規研習
行政

142林炳宏 學甲國小
台南縣99學年度第1學期公私立中小學

校長行政會議
行政

143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期初校務會議研習 行政

144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9學年度學務系統及網路資

源應用研習
資訊

145林炳宏 學甲國小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暨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講習第五梯次
法治

146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縣99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環境教

育主題探索研習-談生態教育與環境運
生活



147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縣政府99年度教育部經典特色學

校參訪活動
人文

148林炳宏 學甲國小 學甲國小99學年度創新閱讀方案研討 教學

149林炳宏 學甲國小
「99年度友善校園工作－國中小校長

檢討及策進研討會」
行政

150林炳宏 學甲國小
臺南縣99年度北門區國中小校長成長

研習
生活

151林炳宏 學甲國小 省水抗旱大作戰競賽成果發表會 生活

152林炳宏 學甲國小
99學年度加強校園「反毒、反黑、反

霸凌」研習
行政

【本頁小計】19週又2小時

  (本頁合計時數:667小時)



研習日期 研習時數 承辦單位 文號(研習代號)

 97 /9 /10 3新橋國小
 97.09.04新橋教研字第002號(原南縣

2400)

 97 /9 /15 12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07.14府教社字第

0970155983號函(原南縣2411)

 97 /9 /16 2新橋國小
 97.09.10新橋教研字第004號(原南縣

2602)

 97 /9 /18 3新橋國小
 97.09.17新橋教研字第005號(原南縣

2831)

 97 /9 /20 7深坑國小  府教發字第0970180516號(原南縣2607)

 97 /9 /21 7安溪國小
 安溪教研字第097000005號(原南縣

2546)

 97 /9 /27 7安溪國小
 安溪教研字第0970000005號(原南縣

2547)

 97 /9 /27 2新橋國小
 97.09.19新橋教研字第006號(原南縣

2870)

 97 /9 /29 12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07.14府教社字第

0970155983號函(原南縣2412)

 97 /9 /30 2新橋國小
 97.09.16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 29004

號公告(原南縣3161)

 97 /10 /4 7安溪國小
 安溪教研字第0970000005號(原南縣

2613)

 97 /10 /5 6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06.13府教社字第

0970131222號函(原南縣3160)

 97 /10 /6 3大內國小  校小教研字第097000151號(原南縣

 97 /10 /8 3大內國中
 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25951號公告

(原南縣2876)

 97 /10 /16 3河東國小  97校小研字第002號(原南縣3341)

 97 /10 /22 3文正國小
 臺南縣政府97年8月15日府教發字第

0970183069號函(原南縣3379)

 97 /10 /29 3新橋國小
 97.10.22新橋教研字第007號(原南縣

3877)

 97 /11 /5 3新橋國小
 97.09.22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 29109

號公告(原南縣3868)

 97 /11 /12 3南梓國小  97校小研971112(原南縣3024)

 97 /11 /14 8新橋國小
 97.10.30新橋教研字第008號(原南縣

4097)

 97 /11 /17 3龍崎國小  0970000004(原南縣4485)

 97 /11 /18 2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0.16府教國字第

0970233480號函(原南縣4142)



 97 /11 /19 3仁德國小
 臺南縣政府97年8月15日府教發字第

0970183069號函(原南縣4274)

 97 /11 /21 6白河國中  府教發(原南縣4377)

 97 /11 /24 3新橋國小
 97.11.18新橋教研字第010號(原南縣

4567)

 97 /11 /26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1.18府教發字第

0970264341號函(原南縣4597)

 97 /12 /3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1.18府教發字第

0970264341號函(原南縣4635)

 97 /12 /5 7新化國小  府教發(原南縣4400)

 97 /12 /8 1新橋國小
 97.11.28新橋教研字第012號(原南縣

4835)

 97 /12 /8 3新橋國小
 97.12.02新橋教研字第013號(原南縣

4917)

 97 /12 /10 3歡雅國小
 臺南縣政府97年8月15日府教發字第

0970183069號函(原南縣4738)

 97 /12 /15 3新橋國小
 97.12.02新橋教研字第013號(原南縣

4961)

 97 /12 /17 8苓和國小
 97.11.25府教體字第0970262775號(原南

縣4741)

 97 /12 /22 3新橋國小
 97.12.02新橋教研字第013號(原南縣

5149)

 97 /12 /24 3錦湖國小
 臺南縣政府97年8月15日府教發字第

0970183069號函(原南縣5158)

 97 /12 /26 4新民國小  府教發(原南縣5079)

 97 /12 /29 3新橋國小
 97.12.02新橋教研字第013號(原南縣

5324)

 97 /12 /30 2新橋國小
 97.12.19新橋教研字第015號(原南縣

5276)

 97 /12 /31 3新橋國小
 97.11.21新橋教研字第011號(原南縣

4644)

 98 /1 /5 6新橋國小
 97.12.24新橋教研字第016號(原南縣

5342)

 98 /1 /7 3大橋國中
 教育部97年6月6日台電字第

0970102816k號函辦理(原南縣4420)

 98 /1 /15 2新橋國小
 98.01.12新橋教研字第025號(原南縣

5650)

 98 /1 /19 3新橋國小
 97.12.02新橋教研字第013號(原南縣

5670)



 98 /1 /20 4新橋國小
 97.12.25新橋教研字第018號(原南縣

5362)

 98 /1 /23 3新橋國小
 98.01.12新橋教研字第026號(原南縣

5663)

 98 /2 /1 16新橋國小
 98.01.10新橋教研字第024號(原南縣

5638)

 98 /2 /10 2新橋國小
 97.12.26新橋教研字第019號(原南縣

5384)

 98 /2 /11 3新橋國小
 97.12.26新橋教研字第020號(原南縣

5399)

 98 /2 /12 3新民國小
 98年1月14日府人考字第0980012557A

號(原南縣5740)

 98 /2 /16 3新橋國小
 98.2.11新橋教研字第027號(原南縣

6074)

 98 /2 /18 3深坑國小  府教發字第0971030號(原南縣6237)

 98 /2 /23 3新橋國小
 98.2.11新橋教研字第027號(原南縣

6285)

 98 /2 /24 2新橋國小
 98.02.23新橋教研字第030號(原南縣

6470)

 98 /2 /25 3新橋國小
 98.02.04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30974

號公告(原南縣5991)

 98 /3 /2 3新橋國小
 98.2.11新橋教研字第027號(原南縣

6837)

 98 /3 /3 1新橋國小
 98.02.23新橋教研字第031號(原南縣

6497)

 98 /3 /4 3新橋國小
 98.02.10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 31047

號公告(原南縣6098)

 98 /3 /5 1新橋國小
 98.02.24新橋教研字第032號(原南縣

6838)

 98 /3 /9 3新橋國小
 98.2.11新橋教研字第027號(原南縣

6939)

 98 /3 /11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1.18府教發字第

0970264341號函(原南縣6949)

 98 /3 /14 7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2.09府教體字第

0970282367號函(原南縣7036)

 98 /3 /17 1新橋國小
 98.03.09新橋教研字第033號(原南縣

7159)



 98 /3 /18 3新民國小
 97校小教字第0980000105號(原南縣

6547)

 98 /3 /23 3新橋國小
 98.2.11新橋教研字第027號(原南縣

7411)

 98 /3 /25 3新橋國小  臺南縣教育網路第號公告(原南縣7252)

 98 /3 /29 7新橋國小
 98.03.13新橋教研字第034號(原南縣

7278)

 98 /4 /1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1.18府教發字第

0970264341號函(原南縣7695)

 98 /4 /6 3新橋國小
 98.2.11新橋教研字第027號(原南縣

7770)

 98 /4 /8 1新橋國小
 98.03.09新橋教研字第033號(原南縣

7372)

 98 /4 /8 3大內國小
 臺南縣政府98年1月20日府教發字第

0980018336號(原南縣7621)

 98 /4 /13 1新橋國小  98.4.6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7808)

 98 /4 /15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1.18府教發字第

0970264341號函(原南縣7697)

 98 /4 /18 7新興國小  興小教研字0970000017號(原南縣7772)

 98 /4 /20 3新橋國小
 98.2.11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

8032)

 98 /4 /21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年12月29日府稅服字第

0970301731號函(原南縣7824)

 98 /4 /27 3新橋國小  98.4.6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8246)

 98 /4 /29 3五王國小
 臺南縣政府98年1月20日府教發字第

0980018336號(原南縣8075)

 98 /5 /1 1新橋國小
 98.04.29新橋教研字第037號(原南縣

8315)

 98 /5 /6 3新橋國小
 98.04.30新橋教研字第039號(原南縣

8356)

 98 /5 /11 3新橋國小  98.4.6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8601)

 98 /5 /12 3新橋國小
 98.05.10新橋教研字第041號(原南縣

8592)

 98 /5 /13 3新橋國小
 98.02.11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31083

號公告(原南縣8122)



 98 /5 /17 8新橋國小
 98.04.29新橋教研字第038號(原南縣

8320)

 98 /5 /19 6台南縣新營市新橋國小
 依據98.03.04臺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

31422號公告辦理(原南縣4607)

 98 /5 /20 2新橋國小
 98.05.19新橋教研字第042號(原南縣

8862)

 98 /5 /20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1.18府教發字第

0970264341號函(原南縣8435)

 98 /5 /25 3新橋國小  98.4.6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8911)

 98 /5 /26 6東山國小  府教體字第0980105309B號(原南縣

 98 /5 /27 6教育部後勁國小
 98.05.11台語字第0980080383A(原南縣

4622)

 98 /6 /3 3新進國小
 臺南縣政府98年1月20日府教發字第

0980018336號(原南縣8796)

 98 /6 /8 3新橋國小  98.4.6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9210)

 98 /6 /10 3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7.11.18府教發字第

0970264341號函(原南縣8669)

 98 /6 /15 3新橋國小  98.4.6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9349)

 98 /6 /15 12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8.06.05府教社字第

0980131654號函(原南縣9247)

 98 /6 /22 3新橋國小  98.4.6新橋教研字第035號(原南縣9497)

 98 /6 /23 1新橋國小
 98.06.03新橋教研字第044號(原南縣

9155)

 98 /6 /24 3新橋國小
 98.06.18新橋教研字第045號(原南縣

9463)

 98 /6 /26 3新橋國小
 98.06.19新橋教研字第046號(原南縣

9485)

 98 /6 /29 2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8.05.06府教發字第

0980106769號函(原南縣9669)

 98 /6 /29 2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8.06.16府稅服字第

0980141446號函(原南縣9581)

 98 /6 /30 2新橋國小
 97.12.26新橋教研字第020號(原南縣

9359)

 98 /7 /2 7新橋國小
 98.03.06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 31453

號公告(原南縣9192)



 98 /7 /3 7新橋國小
 98.03.06台南縣教育網路中心第 31453

號公告(原南縣9193)

 98 /7 /6 28文正國小  098D0D0007250(原南縣9418)

 98 /7 /22 1新橋國小
 台南縣政府98.06.22府教學字第

0980146115號函(原南縣9686)

 98 /7 /22 2新橋國小
 98.06.29新橋教研字第048號(原南縣

9738)

 98 /7 /23 7公誠國小
 台南縣政府98年6月19日府教發字第

0980144891號函(原南縣9491)

 98 /8 /11 6文化國小
 98.05.27府教特字第0980125000號(原南

縣9301)

 98 /8 /19 8台南縣柳營國民小學  府教學字第0980184230號(原南縣5070)

 98 /9 /9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02號(原南縣10499)

 98 /9 /14 1學甲國小  學訓9801001(原南縣10652)

 98 /9 /21 7學甲國小
 98年9月11日府教國字第0980218059號

(原南縣10702)

 98 /9 /22 7學甲國小
 98年9月11日府教國字第0980218059號

(原南縣10703)

 98 /9 /30 3學甲國小  學訓9801003號(原南縣11471)

 98 /10 /7 3學甲國小  學教980100006號(原南縣11635)

 98 /10 /9 2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08號(原南縣11956)

 98 /10 /23 7大灣國小  府教發(原南縣11968)

 98 /11 /4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11號(原南縣12633)

 98 /12 /12 8學甲國小
 98年9月9日府教特字第0980216468號

(原南縣12824)

 98 /12 /14 16雙春國小  000(原南縣13590)

 98 /12 /16 8學甲國小
 98年9月9日府教特字第0980216468號

(原南縣13432)

 98 /12 /17 8學甲國小
 98年9月9日府教特字第0980216468號

(原南縣13434)

 98 /12 /20 8學甲國小
 98年9月9日府教特字第0980216468號

(原南縣12828)



 99 /1 /15 7新民國小  000(原南縣14201)

 99 /1 /21 7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16號(原南縣14578)

 99 /2 /11 5佳里國小
 府教學字第0990021236號(原南縣

14728)

 99 /2 /24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17號(原南縣15031)

 99 /3 /3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18號(原南縣15361)

 99 /4 /7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21號(原南縣16779)

 99 /4 /14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22號(原南縣17005)

 99 /4 /29 3大橋國中
 府教發字第0990062064號(原南縣

16149)

 99 /5 /5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23號(原南縣17519)

 99 /5 /19 3學甲國小  校小總字第980200001號(原南縣17932)

 99 /5 /25 7教育部
 教育部台國(一)字第0990093896號(原

南縣6928)

 99 /6 /5 8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80100027號(原南縣18309)

 99 /7 /3 2學甲國小  學訓990002號(原南縣19039)

 99 /7 /5 6學甲國小
 臺南縣政府99年6月9日府教發字第

0990142611號函(原南縣18664)

 99 /7 /6 3學甲國小
 臺南縣政府99年5月3日府教發字第

0990103868號函(原南縣18535)

 99 /7 /7 14學甲國小  學訓990003號(原南縣19142)

 99 /7 /13 7學甲國小
 臺南縣政府99年5月26日府教發字第

0990128312號函(原南縣18670)

 99 /7 /30 6大灣高中  府教特字第0990125588(原南縣18741)

 99 /8 /18 8台南縣教育處
 府教學字第0990195211號函(原南縣

19289)

 99 /9 /1 3學甲國小
 990901校小總字第990001號(原南縣

19659)

 99 /9 /8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90100003號(原南縣19917)

 99 /9 /14 2台南縣教育處
 府政預字第0990191384號(原南縣

19331)

 99 /9 /24 3大內國小  0000(原南縣19405)



 99 /9 /30 5學甲國小
 府教國字第0990231991號(原南縣

20313)

 99 /10 /13 3學甲國小  學教字第990100008(原南縣21014)

 99 /10 /22 3大灣國小
 府教發字第0990258075號(原南縣

20467)

 99 /11 /5 7佳里國中
 校中教字第0990002983號(原南縣

21666)

 99 /12 /22 2台南縣教育處  0000(原南縣22343)

 99 /12 /22 3仁愛國小
 99學年度加強校園「反毒、反黑、反

霸凌」研習(原南縣22849)



備註









原南縣補登時數之研習

原南縣補登時數之研習



原南縣補登時數之研習



原南縣補登時數之研習



【研習總計】0週又0小時

  (研習總計時數:0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