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108學年度 

中華民國108年4月8日星期一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講    者 

13：30 

14：00 
30分鐘 報     到 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14：00 

14：15 
15分鐘 長官致詞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諶亦聰科長 

臺北市立大學         丁一顧院長 

14：15 

14：50 
35分鐘 

教學輔導教師及 

研究教師作業要點說明 
臺北市立大學 丁一顧院長 

14：50 

15：05 
15分鐘 

微型校務研究之未來發展 

與研究教師經驗分享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陳育淳教師 

15：05 

15：20 
15分鐘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 

網站介紹 

臺北市立大學     丁一顧院長 

臺北市教專中心 黃俊崎助理 

15：20 

15：30 
10鐘 休    息 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15：30 

16：00 
30鐘 綜合研討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諶亦聰科長 

臺北市立大學         丁一顧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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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名詞釋義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特訂
定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 

教學輔導教師：指能提供教師同儕在教育專
業上有系統、有計畫及有效能之協助、支持
與輔導之教師。 

 研究教師：指能針對現場教育議題以系統化
科學方法進行教育研究之教師；公立幼兒園
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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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及審查方式 

申請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之學校，
應提出實施計畫及申請表經課發會通過後，
報請本局核定後實施。 

本局對各申請學校所提出之實施計畫進行
審查。審查方式以學校所提供相關資料為
主，並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各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儲訓人選之
甄選，由校內推動小組進行推薦，經學校
課發會公開審議通過推薦後，送請校長核
定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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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輔導教師之資格 
一.各校推薦之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應參加本局規

劃辦理60小時之儲訓課程，經儲訓合格者發予研習
證書，並於返校後實際從事教學輔導至少實習一學
期及另參與本局委託辦理之12小時在職成長回流課
程，且經審核通過後發予教學輔導教師證書。 

 

二.各校聘任教學輔導教師時，應考量學校設置教學輔
導教師之任務需求，由校長就校內具教學輔導教師
資格者，聘請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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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教師之資格 

一.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滿2學年以上，至少輔導
2位教師以上。 

二.有擔任研究教師之意願。 

三.能針對現場教育議題進行研究，藉由共同
研討、資料分析、調查訪談、教室觀察、教
學輔導等過程，提出學校校務、課程、教學、
評量等建議。 

四.近5年撰寫之研究案或文章曾刊登過國內外
相關期刊、徵件計畫或競賽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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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發會審議甄選研究教師之參考標準 

一.具有豐富的教學輔導教師經驗。 

二.具有良好的資料蒐集及分析能力。 

三.具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及反思的能力。 

四.具備教育研究及推廣能力。 

 

各校得從校內教學輔導教師中擇定專責研究教
師，研究教師總人數以不超過該校專任教師員
額總編制百分之三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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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教師之職責 

一.針對現場教育議題進行研究，藉由長期教
室觀察、教師輔導、共同研討、調查訪談、
教學輔導等過程，利用科學方法蒐集資料並
評估教育的各個面向，包括微校務研究、課
程發展、教學創新、教育實驗、學生學習、
教學方法、教師培訓和課堂動態等，最後提
出建議與發展，並將研究成果納入資料庫中。 

二.擔任教學輔導教師召集人、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召集人等教師領導角色，協助學校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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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教師之減授鐘點 

為鼓勵教輔教師進行教育研究，專責
研究教師僅需每週授課節數四節。減
授鐘點後所需代理代課鐘點經費，由
校內代課鐘點費預算支應，不足部分
另案報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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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辦理方式 

經核定實施教學輔導教師計畫之學校，每
學期至少應舉辦一次工作檢討會，並於每
一學年度及實施計畫結束時，提出成果報
告報請本局備查。 
 

經核定進行教育研究之教師，每學年度應
辦理一次教育研究發表，並於研究完成時
提出研究報告報請本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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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視導與獎勵 

本局應對各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實
施情形辦理諮詢輔導，以提供各校協助。 
 

各校擔任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表現績
優者及學校推動要點之辛勞有功者，由本
局統一辦理敘獎。實施成果有推廣價值者，
得舉行公開發表會，發表會所需經費，由
本局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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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換證條件(1/5) 
教學輔導教師證書有效期間為10年，證書失效期

間，學校不得聘其兼任教學輔導教師。如持有之證書
已逾有效期限欲換證者(以下簡稱換證教師)，應符合下
列各款條件： 

（一）換證教師為現職中小學教師。 

（二）換證教師有繼續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之意願，並 

具備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評鑑人員證書或教
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證書，
且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工作不
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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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換證條件(2/5) 

一.教學輔導教師於持有證書期間獲邀擔任教學
輔導教師，且完成下列兩項相關教學輔導事
項之一，並由學校出具證明者，得參與換證
回流研習後，換發證書： 

1. 完成 2 位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間分別達12 

週以上。 

教學輔導教師可經由下列兩種方式之一進
行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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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換證條件(3/5) 
2. 完成 1 位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間達12 週以上，且另外完成

下列事項之ㄧ者： 

1) 進行校務研究、創新教學研究、行動研究、教學輔導或教師
專業相關主題論文，並發表於研討會、論壇、出版之期刊或
專書1次以上。 

2) 進行學校以上層級之公開授課 5 次以上。 

3) 擔任學年召集人、領域召集人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1 

年以上，或校長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1 年以上。（註：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不限類別，領域召集人、學年主任等，皆可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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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換證條件(4/5) 

二.換證教師若未完成前述教學輔導事項，得經
學校推薦參與換證回流研習，並於研習後回
校執行下列四項專業實踐事項，經審查通過
後換發證書： 

 

1. 協助輔導實習學生、初任教師、新進教師
或自願專業成長之教師，時間達12 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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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換證條件(5/5) 

2. 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夥伴教師授課， 

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或備課、觀課、專
業回饋），給予對話與回饋至少2 次。 

3. 開放任教班級，公開授課至少 2 次。 

4. 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時間連續達 

1 學期以上，或校長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時間連續達1 學期以上，並具有學校核
發之證明者。（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
限類別，領域召集人、學年主任等，皆可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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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師的發展方向- 

微校務研究 
 (micro-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IR) 

資料來源：蔡進雄(2017) 



學校行政過程常充滿主觀價值判斷及依直
覺行事，因此若能與實證研究資料相互印
證，則更能有效提升校務決策品質，故校
務研究可說是中小學學校治理的新利器。 

 

 

經驗型決策 證據型決策 



中小學學校問題俯拾皆是，舉凡學生問題、
弱勢學生輔導、行銷招生、教師教學、學
生學習、少子女化、資源運用整合及學校
特色發展等均可透過校務研究加以改善或
精進。 



彭森明(2013)表示校務研究是針對個別學
校內部之行政運作、管理、環境設備、教
學措施、學生學習歷程與表現、學術研究，
以及師生背景等過去與現在的資料，進行
蒐集彙整、分析及闡釋，並轉換成為學校
有用的資訊，供校務規畫、政策制定、方

案設計、執行與評鑑等決策論證之用，所
演化而成的一種特殊研究領域。 



校務研究是對個別學校所進行的資料蒐
集、資料分析解讀與資料報告運用之過程，

兼具證據為基礎的決策及績效責任之功
能，以促進學生學習及學校發展。(蔡進雄，2018) 



  為什麼要進行校務研究
(why) 

 每個學校因背景環境不同，某校的改善作
法並不完全適用其他的學校 

過去的作法都是領導者及少數高層主管一
兩人之見，應以研究為基礎，尋找客製化
的策略 

突破有限理性的限制與障礙
(bounded rationality) 

 



   如何進行校務研究(how) 
 

先找出及分析出學校問題 

以量或質的方法進行探討 

最後提出改善計畫及策略 

 

 



校務研究、行動研究、社會科學研究 
與校務評鑑的比較 

  校務研究 行動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 校務評鑑 

目

的 

  

找問題並提出

方向，較強調

提供學校較高

層級決策之參

考 

在教育行動中

研究、反思及

解決現場問題 

創造新知識或

建構新理論架

構 

進行價值判斷

後，以作為決

定或改進之參

考依據 

範

圍 

行政與管理層

面或其他學校

重要問題 

學校各種問題，

通常在教室內

的教與學 

各種有意義及

具價值的研究

議題 

依校務評鑑指

標及項目而定 



   微校務研究議題舉例 
 學生來源區域分析 

學生來源與表現相關分析 

校本課程實施成效分析 

評量與診斷分析 

課程評鑑實施成效分析 

畢業學生追蹤及滿意度調查 

學生輔導與成效相關分析 

其他 

 

 

 

 

 



微型校務研究之未來發展 
與研究教師經驗分享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陳育淳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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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 
網站介紹 

臺北市立大學   丁一顧院長 
臺北市教專中心 黃俊崎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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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教學輔導教師網 

Mentor teacher 

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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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網站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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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說明 

有關「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網」已更新，並
於107年12月14日正式上線提供相關資訊服務，
網址：http://mt.utaipei.edu.tw/，請各校協助
宣達轉知師長知悉，並請學校將本網站與學
校網頁作連結，列為教學輔導教師之訪視內
容之一。 

為配合本市教師專業發展資源整合，相關業
務已移轉至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
究所辦理，舊版網站
(http://mt.meps.tp.edu.tw已停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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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t.utaipei.edu.tw/


舊版網站頁面 
http://mt.me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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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t.meps.tp.edu.tw/


新版網站頁面
http://mt.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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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t.utaipei.edu.tw/


行動裝置瀏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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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 新版 



Google搜尋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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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介紹-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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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項目 

最新消息 聯繫方式 

近期文章 

相關連結 



網站介紹-九大區塊 
 

1.最新消息 

2.認證手冊 

3.方案介紹(方案內容、歷史沿革、訪視輔導) 

4.教輔期刊-教輔心頻道 

5.研究成果 

6.教學輔導教師在台北 

7.檔案下載 

8.研究教師 

9.上傳成果報告 36 



網站介紹-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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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為歷史公告之重要訊息，以標題方式簡短陳列。 



網站介紹-認證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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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近2年認證手冊及當年度認證說明，點擊即可下載。 



網站介紹-方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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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近2年認證手冊及當年度認證說明，點擊即可下載。 
為當年度年訪視輔導規劃，點擊即可下載。 

共有三個子項目：方案內容、歷史沿革、訪視輔導 



網站介紹-教輔期刊-教輔心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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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1年第1期～107年第7期之教學輔導心頻道期刊 
點擊即可下載。 

點擊文字即可線上閱覽。 



網站介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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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年研究成果報告，點擊即可下載。 

點擊文字即可線上閱覽。 



網站介紹-教學輔導教師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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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放置2017-2018教學輔導教師在臺北相關活動資訊及手冊、相簿連結 



網站介紹-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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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放置有關教學輔導教師相關資料，如需補充請Mail聯繫網站管理員 



網站介紹-研究教師 

44 
本頁放置臺北市研究教師相關資料， 
下方連結為107學年研究教師107年12月14日研討會簡報資料 



網站介紹-上傳成果報告 

45 

各校上傳當學年度成果報告，一次上傳一個檔案， 
盡量以word、doc、odt、pdf檔案上傳，上傳格式不限， 
如有多數檔案請壓縮成ZIP檔，相關繳交說明會陸續更新於本網頁。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大學     丁一顧院長 

46 



感謝您的參與 
請將回饋單交給場外工作人員 


	D:\01_教專\03_107學年度\02_綜合規劃組\11_教輔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說明會\簡報\(new)1+3. 丁老師說明簡報.ppt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