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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方教育輔導目標與工作項目 

地方教育輔導組(素貞組長修改版).pdf


二、地方教育輔導組執掌 

(一) 建置與維護本處網頁，發行change-paper電子報，提供教育法令與新
知 

(二) 辦理偏鄉／離島地區學校地方教育輔導工作需求調查，服務教師專業
成長 

(三) 彙編及分享教學優良示例，提供精進教學參考策略 

(四) 規劃辦理區域性教育專業研習、工作坊、學術研討會等教育相關議題
活動，提供教師多元進修管道 

(五) 出版《中等教育》、《地方教育輔導叢書》，建立中等教育溝通及交
流平台 

(六) 調查實習生（教師）教甄錄取概況，掌握師培生就學就業資訊 

(七) 蒐集與彙編教甄考古題，辦理教師甄選經驗徵稿，服務師培生 

(八) 承辦教育部委辦計畫及本處相關交辦事項 



三、 98年「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暨「到校輔導」成果 

(一) 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列活動共五場 

 

1.辦理「教育紀錄片停看聽想座談會」1場 

 

2.辦理「中等教師99新課程綱要研習」1場 

 

3.辦理「教育論壇：微型教學V.S.教學精進研習」1場 

 

4.辦理「偏遠地區中等學校輔導與支持」1場 

 

5.協辦「教育典範與地方教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1場 



(二) 「偏遠地區中等學校輔導與支持」研習3場 
 
 

三、 98年「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暨「到校輔導」成果 

主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概念」、「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參考規準」、「以教師教學檔案推動教師評

鑑與專業發展」 

時間 98.10.7/98.10.23/98.11.18 

地點 臺北縣立雙溪高中 

受益人次 共58人次 



四、99年「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暨「到校輔導」成果 

(一)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系列活動6場 

1.續辦98年偏遠地區中等學校輔導與支持計畫2場 

2.「北區離島地方教育輔導」至金門高中研習1場 

3.「99年偏遠地區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至南澳高中1場 

4.「我國高中職免試升學制度探討及未來展望論壇」1場 

5. 合辦「5都17縣後的地方教育治理與發展」 學術研討會
1場 

6.籌備「『百年樹人：劉真校長百歲華誕慶祝活動』──
當代師範教育高峰論壇」1場 



1.續辦「98年偏遠地區中等學校輔導與支持」計畫 

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1 

主題 「教學觀察的概念與實施」、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的問題與回應」 

時間 99.3.17/99.5.12 

地點 臺北縣立雙溪高中、國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受益人次 共68人次 



圖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張素貞教授專題演講  

圖1-2 

與會學員聽講狀況 

圖1-3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籌備處 
謝德全主任專題演講 
 

圖1-4 

淡江大學師培中心 黃淑馨講
師專題演講 



圖1-5 
學員踴躍提問發言 

圖1-6 

本計畫第五次跨校研習假國立瑞芳高工辦理 

圖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張民杰教授專題演講 

圖1-8 
學員分享討論「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之問題 



2.辦理「北區離島地方教育輔導」計畫 

 

 

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2 

主題 「認識99新課程綱要研習」 

時間 99.5.15 

地點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受益人次 40人次 



圖2-1 
金門縣教育局李再杭局長蒞臨 

圖2-2 
主辦單位張素貞組長致詞 

圖2-3 
吳清鏞校長專題演講 

圖2-4 
師大地理系林聖欽教授  



圖2-5 
台大物理系高涌泉教授  

圖2-6 
綜合座談 



3.辦理「99年偏遠地區地方教育輔導」計畫 

 

 

 

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3 

主題 「高中99新課程綱要理念與實施」研習 

時間 99.6.29 

地點 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 

受益人次 40人次 



圖3-1 
至南澳高中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圖3-2 
王文珠校長專題演講 

圖3-3 
南澳高中教師 

圖3-4 
南澳高中教務主任 



圖3-5 
臺師大張素貞教授  

圖3-6 
綜合座談 



4.辦理99年「我國高中職免試升學制度探討及未
來展望論壇」 

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4 

主題 「我國高中職免試升學制度探討及未來展望論壇」 

時間 99.6.26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受益人次 100人次 



圖4-1 

鄭志富副校長蒞臨開幕致詞 

圖4-2 

教育部中教司張明文司長專題演講 

圖4-3 

分場進行專題探討 

圖4-4 

綜合討論意見交流 



5.合辦「5都17縣後的地方教育治理與發展」

學術研討會  

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5 

主題 合辦「5都17縣後的地方教育治理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時間 99.7.5/6 

地點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2/3/9樓 

受益人次 150人次 



主辦單位臺灣地方教育發展學會 

謝文全理事長致詞 

由左而右為台南市王水文處長、 

教改協會丁志仁、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陳伯璋主任、 

高雄市蔡清華局長 



前內政部民政司司長紀俊臣專題演講 

五都十七縣對教育發展之影響 

臺灣研究中心 

高永光主任專題演講 



6.辦理「『百年樹人：劉真校長百歲華誕慶祝活動』
──當代師範教育高峰論壇」 

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6 

劉真校長擔任本校改制後之首任校長，以師範精神培育中
等學校教育人才，使其為社會之安定力量，功不可沒，將
師範教育邁向顛峰，其重要著作及半世紀以來擔任學術及
教育行政要職，作為影響國內外，本校為師資培育重鎮，
訂於10月16日辦理「百年樹人：劉真校長百歲華誕慶祝活
動──當代師範教育高峰論壇」，預計服務120人次，現正
籌備中。 



(一)發行「Change」電子報  

每月5日發行本處「Change」電子報，內容整合
本處業務訊息、教育相關法令規定、教育動態
與新知、好書閱讀、活動報導、校園即時訊息
、各類知識情報及業務Q&A等，歡迎訂閱。 
（網址：http://ap.itc.ntnu.edu.tw） 

 

已發行之「焦點話題」如下： 
 

五、本組其他例行業務概述 



99年1月 當前教育行政工作思維 
講稿內容為教育部吳清基部
長於田培林教授獎學金頒獎
典禮專題報告摘錄 

  99年2月 特殊需求學生的認識與教育 
專訪本校特殊教育中心盧台
華主任 

  99年3月 
新世代的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發揮「軟實力」‧引領學
校革新 

專訪本校教育學系張明輝教
授 

  99年4月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歷程」與未來展望 

專訪本校人類發展與家庭學
系周麗端主任 

  99年5月 師資培育的理念與願景 專訪教育部陳益興常務次長 

  99年6月 
對於師範大學爭取重點師培
大學的期許 

專訪本校特教系名譽教授吳
武典教授 



五、本組其他例行業務概述 

               (二)出版優質出版品建立交流平台 

創刊於1949年的《中等教育》，
是臺灣教育界歷史最悠久的刊物
，為發揮《中等教育》季刊的影
響力，將著眼穩固學術品質兼重
實務分享之轉型，以勠力灌溉中
等教育對話平台。敬請本校師生
踴躍賜稿與支持，徵稿辦法請參
閱本處網頁（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 

 

 



61卷第1至4期專題及出版日程如下表：  

卷期 專號名稱 出版日期 

第61卷第1期 友善校園 99年3月31日 

第61卷第2期 學習成效 99年6月30日 

第61卷第3期 專業發展學校（PDS） 99年9月30日 

第61卷第4期 免試升學制度 99年12月31日 



五、本組其他例行業務概述 

（三）調查實習生（教師）教甄錄取概況，掌握師培生就
學就業資訊 

97-99年度實習教師參加甄選之錄取率 

  調查年度 97年度 98年度 99年度 

總錄取率 80.9% 73.0% 調查中 

正式教師 
錄取率 

51.1 % 45.0% 調查中 

註：總錄取率包括擔任公私立學校正式、代理、代課、兼任教
師者。 



擬請各師培系(所)助教協助 

99年度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查
表 需於9月1日前送交本處 

  

 截至8月16日止已送交本處之系(所)有： 
社教系、資教所、物理系、科教所、 

海環所、特教系、台文所 

99年度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查表〔空白〕.xls
99年度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查表〔空白〕.xls
99年度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查表〔空白〕.xls
99年度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查表〔空白〕.xls


師大之光---99年度全國中等學校 
臺師大校友榮聘校長英雄榜 

本校校友是我們的珍貴資產，

99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含國、

高中職）校長遴選共計157人

，其中本校校友榮登金榜之校

長人數85人，佔半數以上，為

師大之光。  

非本校

校友
本校校友85

人/ 54%



(四)蒐集並彙編教師甄選考古題  

為服務本校師培生、實習學生（教師）、畢業校友蒐
集教師甄選考試資訊，提升教職競爭力，於99年6月
開始蒐集99年度各縣市、各校之教師甄選考古題，將
於99年12月上網公告，提供本校同學與畢業校友查詢
及下載。（網址：http://ap.itc.ntnu.edu.tw） 

 

 

五、本組其他例行業務概述 



(五)辦理「教師甄選經驗分享專文徵稿」活動  

 

為增進本校學生與校友教職應徵知能與競爭能力
，已於99年8月至10月辦理「教師甄選經驗分享
專文徵稿」活動，訂於99年11月公佈錄選文章，
期由經驗之傳承，分享教職甄選經驗。（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 

 

 

五、本組其他例行業務概述 



六、未來目標規劃及展望 

 發揮本校優良傳統，彰顯「師大‧大師」 
   (一)持續推動本校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整合校內資源
規劃辦理教育相關主題活動，增進本校校友教師在職進
修。 
   (二)庚續規劃區域性（含桃園縣、臺北縣、基隆縣及
偏遠地區）教育專業研習，達成到校實地輔導 。 
   (三)加強辦理北區中等學校優良教學示例彙編工作，
出版優良出版品，建立交流平台，提供中等學校之教師
專業成長資源。 
  （四）增加發行電子報訂閱率，提供教師甄選考古題
及教師甄選專文心得分享，服務本校在校生、師培生和
畢業校友。 

 
 



七、請各系協助之相關業務 

     （一）歡迎訂閱本處每月發行之電子報。 

           

     （二）希冀結合本校各系（所）豐富資源，共同 規劃  、參
與所辦理之「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暨「到校輔導」。 

      

    （三）建立交流平台，共同灌溉中等教育季刊。 

 

     （四）協助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查，並於9月1
日前提供。 

      

     （五）協助發佈教師甄選專文徵稿訊息，服務優質師培生。 



報告完畢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