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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第三次檢討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11:30 

二、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三樓師培學院研討室 

三、主席：洪院長儷瑜                                   紀錄：陳汝君 

四、出列席人員：陳玉娟副院長/兼組長、陳育霖組長、陳信亨組長、林敬倫

秘書、林淑玲編審、黃詩婷編審、陳汝君編審 

五、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

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為本校110年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實地訪評評鑑委員評語表
「未來發展之建議」後續改
善情形列管案，提請討論。 

一、後續擬依程序將中等學校
師資類科、特殊教育學校(班)
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改善情
形」等相關表格及會議紀錄送
交 12 月 20 日「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會議審核，後續再送「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二、12 月 20 日上午 10 時於綜

合大樓 509 國際會議廳召開之
本校「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
議，再請師長同仁撥冗參加。 
三、後續檢討會議，擬再安排時
間召開。 

依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壹、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國際師培推動組 

案由：為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評鑑委員

評語表「未來發展之建議」後續改善情形第一期列管案，提請討論。 

一、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未來發展之建議」後

續改善情形業，經提 110.12.20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111.1.5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審議，針對 6項尚未辦理完成之案件，授權由本

學院建立管考機制進行列管，後經 111.1.12、1.26 本學院院務行政

會議，分別確認管考機制及各案目標期程，後展開定期管考作業。 

二、 針對列管案一、三、四、七、八、九，經請本學院相關單位填具【第

一期】執行情形，彙處如附，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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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列管案四，同意解除列管，其餘列管案一、三、七、八、九，擬繼續 

列管。 

二、下次(第四次)檢討會議，請於 6月 22日召開。 

 

 

貳、臨時動議：無 

參、散會：12:1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語表)-「未來發展之建議」列管表 

列管案序號 列管案一【實習與地方輔導組】 

列管事項 
該院宜依據所訂之四項核心能力及十二項能力指標，建立對應檢核之質量化評量標準，並對一般師資生定期檢

測，或列為畢業門檻之指標，以確保閃耀之師的素質。 

預定目標 
每年至少辦理 2 場師資生教學實務能力檢測，2022 年參與人數累計至 120 人，並進行學生自我成效檢核確保學習

素質。 

預定期程 自 111/1/1 至 111/12/31，預定分為 3 階段執行，共 365 日完成 

 

階段 預定階段目標 預定階段期程(起) 預定階段期程(迄) 階段進度權重(%) 

1 
辦理師資生教學實務能力工作坊，使師資生於檢測施行前得

以提升教學能力及教育專業知能。 
111/1 111/12 30% 

2 
辦理教學實務能力檢測，規劃跨領域教學設計，建立多元教

學方式及共學共備的機制。 
111/1 111/12 55% 

3 
辦理成果分享，透過公開表揚表現優異者與分享優良作品，

激勵師資生的優質與創意表現 
111/6 111/12 15% 

 

階段 填報日期 執行情形填報 實際進度權重(%) 

1 111.3.7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增能工作坊，定於 3 月 25 日假圖書館校區綜合大樓

綜 202 演藝廳辦理，邀請本院葉明芬助理教授擔任主講者，帶領師資生以設計思考應用

於新課綱教材研發，提供在校師資生於多元學習與發展環境。 
10% 

2 111.3.7 （1）為增進實習學生教育專業知能，協助其通過教師甄試，取得正式教師職位，定於 12% 



111 年 4 月 29 日假圖書館校區綜合大樓綜 202 演藝廳辦理「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甄

試模擬口試」並邀請中等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及教師擔任口試評審委員，提供立即性回

饋。 
（2）為發展在校師資生跨領域課程教學活動設計之專業知能，建立共學共備機制及激

發教學設計創意，以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推動，特辦理「教學活動設計

(教案)_跨領域課程設計」能力檢測 1 場次，採線上方式進行，於 111 年 3 月 29 日至 4
月 14 日為期兩周繳交線上作品。 
（3）為提升其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之能力，增進教育專業知能及師生互相觀摩與學

習的機會，進而增進教學效能，定於 111 年 4 月 30 日假本校教學大樓樸 203 及樸 204
教室辦理「教學演示」能力檢測及「教學演示_資通訊融入教學」能力檢測各 1 場次。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語表)-「未來發展之建議」列管表 

列管案序號 列管案三【師資培育課程組】 

列管事項 
該院積極申請設置國小教育學程，但尚未獲教育部准予籌設，宜繼續努力，以建立幼兒教育至中小學教育學程之

一貫體系。 

預定目標 獲教育部核准設立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教育學程 

預定期程 自 111/1/1 至 111/12/31，預定分為 2 階段執行，共 365 日完成 

 

階段 預定階段目標 預定階段期程(起) 預定階段期程(迄) 階段進度權重(%) 

1 函報教育部本校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教育學程計畫書。 111/1 111/3 40% 

2 依教育部各階段之審查意見，提供所需補充說明和資料。 111/4 111/12 60% 

 

階段 填報日期 執行情形填報 實際進度權重(%) 

1 111.3.7 
本校申請設立「國民小學師資類科教育學程」計畫書於 111 年 1 月 4 日函送教育部，

該部於 1 月 19 日函復業已受理本校申請，刻正審查中。 
40% 

2 111.3.7 
111 年 1 月 21 日整理本校近年 3 次申請小教學程的差異點，供教育部轉請審查委員參

考。 
1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語表)-「未來發展之建議」列管表 

列管案序號 列管案四【院長室】 

列管事項 
該院近三年（108~110 年）專屬預算為一千五百萬至一千六百萬元左右；惟在結合師培系所之配合預算，卻有逐年

降低現象，108 年、109 年、110 年分別為 112,451 千元，94,731 千元，86,819 千元，建議學校逐年酌增該院專屬

預算，以因應未來擴增業務之需求。 

預定目標 逐年酌增本學院專屬預算，以因應未來擴增業務之需求。 

預定期程 自 111/1/1 至 111/2/28，預定分為一階段執行，共 59 日完成 

 

階段 預定階段目標 預定階段期程(起) 預定階段期程(迄) 階段進度權重(%) 

1 盤點並爭取本學院專屬預算，因應未來擴增業務之需求 111/1 111/2 100% 

 

階段 填報日期 執行情形填報 實際進度權重(%) 

1 111.3.7 

有關評鑑委員提及建議逐年酌增本學院專屬預算，經查 109 年因本學院組織調整，原就

業輔導中心移出本學院，其預算一併移出，爰年度總預算減少。另 110 年因近年新冠疫

情、大環境變化，致使本校歲入減少，爰校內各單位分配之預算皆整體性調降，故年度

總預算亦較前一年度下降。現階段本學院將謹慎統籌現有經費之分配與使用，將俟大環

境改善後，視業務擴增及本學院經費使用之情況向校方爭取經費。 

10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語表)-「未來發展之建議」列管表 

列管案序號 列管案七【國際師培推動組】 

列管事項 
學校宜針對各師資培育學系教授積極投入分科教材教法的教學及研究，建立與教師升等及獎勵更有關聯性的制度

措施。 

預定目標 
鼓勵教師參與教育部領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教育部精進師資素質與特色發展計畫，投入教學及應用實務領域，

以鏈結師資培育的理論與實務，精進教學專業成長。 

預定期程 自 111/1/1 至 111/12/31，預定分為 2 階段執行，共 365 日完成 

 

階段 預定階段目標 預定階段期程(起) 預定階段期程(迄) 階段進度權重(%) 

1 鼓勵本校教師參與教育部領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 111/4 111/9 40% 

2 
鼓勵本校教師參與教育部精進師資素質與特色發展計畫提

報與執行，計畫數、參與教師數較前一期(109 學年度)成長
111/1 111/10 60% 

 

階段 填報日期 執行情形填報 實際進度權重(%) 

2 111.3.7 
經鼓勵各師培相關教師參與，110 學年度向教育部申請精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共 24 個子計畫、21 位教師獲教育部同意補助。相較 109 學年度 12 個子計畫、11 位教

師參與，110 學年度已見成長。 
3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語表)-「未來發展之建議」列管表 

列管案序號 列管案八【國際師培推動組】 

列管事項 
學校對於該院教師的升等及其學術生涯發展，宜考量師資培育的教育實踐及應用之特殊性，以利強化穩定該院教

師的教學環境。 

預定目標 
規劃本學院教師參與學術研究之經費補助制度，並鼓勵參與教育部領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教育部精進師資素

質與特色發展計畫、校內教師社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內教師社群等，協助教師累積自身研究量能，以利學術

生涯穩健發展 

預定期程 自 111/1/1 至 111/12/31，預定分為 3 階段執行，共 365 日完成 

 

階段 預定階段目標 預定階段期程(起) 預定階段期程(迄) 階段進度權重(%) 

1 
規劃補助本學院教師學術研究經費制度，鼓勵其投稿相關專

題之學術期刊、論文或進行發表 
111/1 111/12 30% 

2 
鼓勵本學院教師參與教育部領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精

進師資素質與特色發展計畫提報，有助師資培育理論與實務

結合 
111/4 111/10 40% 

3 
鼓勵本學院教師參與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社群、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投入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專題：師資培育課程之遠距

教學】並出刊 
111/1 111/12 30% 

 

階段 填報日期 執行情形填報 實際進度權重(%) 

1 111.3.7 業於 111 年 1 月 26 日師資培育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術研究 30% 



相關經費補助原則，鼓勵本學院教師進行學術研究發表。 

3 111.3.7 
持續鼓勵本學院教師參與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所舉辦之教師社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以提升自身的教學能量。另為增進對疫情期間師培課程遠距教學實務及理論之研究探

討，業已爭取於教育科學研究期刊中訂定專題，預定今年將出刊。 
1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評語表)-「未來發展之建議」列管表 

列管案序號 列管案九【實習與地方輔導組】 

列管事項 該院已培育為數眾多的傑出校友，宜成立該院校友會，以凝聚校友的向心力與認同感。 

預定目標 每年與本校師資生聯會合辦一場傑出校友返校演講。 

預定期程 自 111/1/1 至 111/12/31，預定分為 2 階段執行，共 365 日完成 

 

階段 預定階段目標 預定階段期程(起) 預定階段期程(迄) 階段進度權重(%) 

1 製作本校獲得全國教育獎項之傑出校友名冊。 111/1 111/6 40% 

2 
邀請傑出校友擔任師資生活動講座，並與本校師資生聯會

聯合辦理。 
111/7 111/12 60% 

 

階段 填報日期 執行情形填報 實際進度權重(%) 

1 111.3.7 
已彙整歷年師鐸獎得主，另已於 111 年 1 月 12 日邀請師資生聯會會長面議討論合作事

宜，並已獲得該會授權，師資學院可逕行至連會網站宣傳師資培育相關活動及公告事項，

積極協助該會規畫下學期活動。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