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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開會時間：107 年 04 月 26 日（四）12:30 

 開會地點：二樓校史室 

 主席：陳澤民校長 記錄：郭進旺 

 會議議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工作事項報告 

一、 第 2 學期各領域： 

◎ 10602 九年級補考考題：請各領域補考出題老師務必於 4/26(四)以前將補考考題 e-mail

至教學組信箱，9 年級補考時間預定於 4 月 30 日（一）舉行。 

◎ 10602 領域專業學習社群活化教學知能工作坊計畫：請依規定召開 8 次工作坊，其中

相關研習主題，請各領域至少安排 1 場外聘講座蒞校分享。另外如有調整時間、地點

請務必通知教務處教學組幹事，以利教務處列席參與。 

二、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編寫時程如下，請各領域召集人幫忙留意繳交時程： 

 107 年 5 月：請各領域編寫領域課程計畫及教學進度表，預定 5 月 25 日（五）完成。 

注意事項：9 年級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計畫及畢業後不應再有內容。 

評量應採多元評量方式，定期評量佔 40％，平時評量佔 60％。 

 107 年 6 月 6 日（三）召開課發會審核。 

 107 年 6 月 11 日~ 6 月 13 日：上傳學校課程計畫備查資源網。 

 107 年 6 月 29 日：完成教育局審閱學校課程計畫備查。 

 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總表 

領域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與教學進度表 

學習領域 

國文 七八九年級國文 

英語 七八九年級英語 

數學 七八九年級數學 

自然與生活

科技 

七八九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 

社會 七八九年級歷史、地理、公民 

健康與體育 七八九年級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 七八九年級藝術與人文 

綜合 七八九年級綜合 

 彈性學習節數總表 

彈性學習節數課程 領域別 

七年級大稻埕的前世與今生 社、自、綜 

七年級圖書時間 國文 

七年級數學閱讀理解(I) 數學 

七年級公民素養 社會 

忠孝人探世界 英、社、自 

八年級活力英語 英語 

八年級數學閱讀理解(II) 數學 

八年級文化溯源 社會 

九年級趣看文學 國文 

九年級數學閱讀理解(III) 數學 

九年級科學實作 自然 

九年級自我學習課程 九導 

三、 12 年國教課綱研習：請各領域教師務必參加，未能及時參加第二群組之研習，請自行

參加其他群組之該領域研習，同時回報教務處研習時間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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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領域於 5 月 15 日（二）前完成繳交一份行動研究作品，可與其他領域合作共同完成。

臺北市第 19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將於 5 月 21 日開始報名。 

五、 各領域於 4 月 30 日（一）前繳交至少 8 題（4 選項之單選題），作為 5 月 16 日（三）

下午辦理學識能力競賽題庫，題目可結合多元類型（如影片欣賞或圖片）。 

六、 本校將於 107 學年度進行校務績效指標訪視評鑑，為能在評鑑各向度均能獲得一等的佳

績，請各領域教師配合於 6 月 15 日（五）前完成教學檔案上傳酷課雲，建議內容如下： 

1. 基本資料 

2. 課程設計與教學 

(1) 學年課程計畫 

(2) 教學計畫表（多元評量的實施） 

(3) 教學進度表 

(4) 教材選用 

(5) 單元課程設計（含差異化教學、補救教學） 

(6) 講義、評量卷、學習單（空白、批閱後） 

(7) 照片 

(8) 成果作品（學生作品拍照或掃描） 

(9) 其他 

3. 班級經營與輔導 

(1) 開學前準備 

(2) 學校日班級經營理念資料 

(3) 學習環境佈置 

(4) 其他（班級刊物、互動平臺等） 

4. 研究發展與進修 

(1) 參與教學研究會 

(2) 參與專業學習社群 

(3) 進修研習 

(4) 個人著作或成果發表（行動研究、有效教學或相關期刊） 

(5) 其他 

5. 敬業精神與態度 

(1) 教育理念 

(2) 其他 

6. 其他（教學省思） 

(1) 我的優點或特色 

(2) 我遇到的困難或挑戰 

(3) 我預定的成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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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107 學年度各年級領域開課節數及彈性課程名稱。 

 

課程及科目 
七年級 

每週學習節數 

八年級 

每週學習節數 

九年級 

每週學習節數 

語文(20~30%) 

（一本國語） 

（二英語） 

８(28.57%) 

（５） 

（３） 

８(28.57%) 

（５） 

（３） 

９(30%) 

（５） 

（４） 

健康與體育(10~15%) 

（一健康） 

（二體育） 

３(10.71%) 

（１） 

（２） 

３(10.71 %) 

（１） 

（２） 

３(10%) 

（１） 

（２） 

社會(10~15%) 

（一歷史） 

（二地理） 

（三公民） 

３(10.71%) 

（１）歷史 

（１）地理 

（１）公民 

３(10.71%) 

（１）歷史 

（１）地理 

（１）公民 

４(13.33%) 

（１）歷史 

（２）地理 

（１）公民 

藝術與人文(10~15%) 

（一視覺藝術） 

（二音樂） 

（三表演藝術） 

３(10.71%) 

（１）視覺藝術 

（１）音樂 

（１）表演藝術 

３(10.71%) 

（１）視覺藝術 

（１）音樂 

（１）表演藝術 

３(10%) 

（１）視覺藝術 

（１）音樂 

（１）表演藝術 

數學(10~15%) ４(14.29%) ４(14.29%) ４(13.33%) 

自然與生活科技

(10~15%) 

（生物、理化、生活科

技） 

４(14.29%) 

（３）生物 

（１）生活科技 

４(14.29%) 

（４）自然與生活科技 

 

４(13.33%) 

（３）自然與生活科技 

（１）地球科學 

綜合活動(10~15%) 

（一家政） 

（二輔導活動） 

（三童軍教育） 

３(10.71%) 

（１）家政 

（１）輔導活動 

（１）童軍教育 

３(10.71%) 

（１）家政 

（１）輔導活動 

（１）童軍教育 

３(10.71%) 

（１）家政 

（１）輔導活動 

（１）童軍教育 

七大領域 

學習總節數 
２８ ２８ ３０ 

彈性學習 

班週會 

社團活動 

圖書館時間 

文化溯源 

科學實作 

活力英語 

數學閱讀理解 

公民素養 

趣看文學 

自我學習 

大稻埕的前世與今生 

忠孝人探世界 

６(4~6) 

（１） 

（１） 

（１）國 

（０） 

（０） 

（０） 

（１）數 

（１）公 

（０） 

（０） 

（１）社、自、綜 

（０） 

6(4~6) 

（１） 

（１） 

（０） 

（１）歷 

（０） 

（１）英 

（１）數 

（０） 

（０） 

（０） 

（０） 

（１）英、社、自 

５(3~5) 

（１） 

（０） 

（０） 

（０） 

（１）自 

（０） 

（１）數 

（０） 

（１）國 

（１）導 

（０） 

（０） 

空白課程 １ 1 ０ 

總節數 ３５ ３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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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申辦 106 學年度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3 月 26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732873300 號函辦理。 

二、 本校自 97 學年度起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至今仍持續辦理，本校 108 年度（107

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一。 

提案三：審議參加甄選 107 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3 月 26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732873300 號函辦理。 

二、符合各款條件並有意參加 107 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員：國文科江長山老師、數

學科廖俊筌老師及視覺藝術科虞慧欣老師。 

三、課發會審議參加甄選教學輔導教師之參考標準如下： 

（一） 具有豐富的任教學科專門知識。 

（二） 具有課程設計的能力。 

（三） 具有良好的教學能力。 

（四） 經常且願意做教學示範。 

（五） 具有人際溝通的技巧。 

（六） 具有開放、包容的心胸與人格特質。 

（七） 其他教學輔導知能。 

提案四：審議 107 年度教學輔導教師換證人員，如附件二。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3 月 26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732873300 號函辦理。 

二、因應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之教學輔導教師證書十年期滿失效須換證，故研擬證書效

期欲換證之教學輔導教師回流換證。 

三、本校 98 年度以前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資格之現職中小學教師有：林秋蕙老師及何志

生老師，且兩位教師均有繼續擔任教學輔導師之意願，並經學校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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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體事實者。 

四、兩位教師於持有證書期間獲邀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且完成 2 位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間

分別達 12 週以上。 

林秋蕙老師：張靖儀（100）、許仁安（101）及林佩君、陳家弘、張瓊文（103） 

何志生老師：江長山（102）、廖瀅璇（105） 

 

 

肆、 臨時動議 

伍、 下次課程發展委員會預定時間是 107 年 6 月 6 日（三）中午 12：30。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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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8 年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實施計畫 

【107.4.26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壹、 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輔導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 

貳、 學校基本資料 

一、 學校規模：共__23__班；學生___499___人 

年級 人數／班級數 年級 人數／班級數 年級 人數／班級數 

七年級 162／7 八年級 154／8 九年級 183／8 

 
二、 教師人數：教師編制_63_人，聘用合格教師_63_人(百分比_100_%)，教學年資 5 年

以上合格教師共__56__人 

總人數 
國文/

人數 

英語/

人數 

數學/

人數 

自然/

人數 

社會/

人數 

健體/

人數 

藝文/

人數 

綜合/

人數 

特教/

人數 

63 10 6 10 10 6 5 5 8 3 

 
三、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推動概況： 

本校自 97 學年度起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希望透過此制度的建立，確

保每一位忠孝鮮師，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感受忠孝特有的溫暖，成為下一個傳

遞忠孝人和精神的人。而這樣的理念及態度，在 101 年校務評鑑時在「課程發展與

教學」、「專業知能與發展」兩個向度深獲訪視委員的肯定。今年將延續申辦第 11

年，結合先前辦理之經驗，透過本校推動小組（如下圖）的進行，期待在既有人和

的基礎上，並透過盤制度的推行，促進本校教師之專業發展與團隊凝聚，共同努力

讓忠孝的教育辦得更好。 

 

參、 目的 

    一、實踐教師專業理論，落實教學經驗傳承。 

    二、改進教師教學方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昇教學品質。 

    三、肯定與建立優良教師分享與回饋機制。 

四、增進教師自我解決問題及行動研究的能力。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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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學輔導教師培育情形 

一、 本校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已儲訓並領有證書之教師人數__9__人。 

序號 科別 教學輔導教師 

1 數學 李梅滿 

2 理化 歐陽寧 

3 理化 何志生 

4 歷史 林秋蕙 

5 輔導 華玉璇 

6 輔導 李昭慧 

7 視覺藝術 林俊明 

8 健康教育 高毓璇 

9 體育 湯選平 

 
二、 領有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或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人員證

書計  53  人、進階人員證書  1  人、教學輔導教師人員證書計  0  人，以上共

計  53  人。 

三、 持有上開證書教師共  53  人，佔全校正式教師員額__84__％ 

四、 預定 107學年度服務對象人數：初任教學 3年內之教師ˍ3ˍ人及 1年內新進至學

校服務之教師__3__人。 

五、 本校 107學年度預計推薦儲訓教學輔導教師計__3__人。 

序號 科別 預計推薦儲訓教學輔導教師 

1 國文 江長山 

2 數學 廖俊筌 

3 視覺藝術 虞慧欣 

伍、 教學輔導教師服務對象與人數分析 

一、預定服務對象：   

（一）初任教學 3 年以內之教師（不含實習教師）。 

        （二）新進至本校服務之教師。 

        （三）自願成長，有意願接受輔導之教師。 

        （四）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教學有困難之教師。 

          除(一)不限人數外，符合(二)~(四)之總人數以本校專任教師員額總編制的百分之 5

為上限。 

    二、本校人數分析： 

（一）本校現有班級數普通班 23 班、資源班 2 班、學困班 1 班，總計 26 班，教師

編制 63 人。 

（二）108 年度預計之服務對象教師人數共約 6 人。 

陸、 預定儲訓教學輔導教師人數：  

    一、108 年度符合 5 年以上合格教師教學年資之教師共 56 人。 

    二、依本校需求 107 年度預計遴聘儲訓教學輔導教師人數上限 7 人（按校內專任教師員

額總編制百分之 12 計算；實際人數依照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且經教育局核

定受訓人數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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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教學輔導教師與服務對象之配對方式 

一、考量教學輔導教師與服務對象之任教科目（學習領域）、年級、辦公室位置、教學準

備時間、人格特質相近者。 

二、配對方式以 1 對 1（1 位教學輔導教師協助 1 位服務對象）、1 對 2（1 位教學 

輔導教師協助 2 位服務對象）為原則。 

捌、 教學輔導教師之職責與工作內容 

    一、職責： 

        （一）協助服務對象瞭解與適應班級（群）、學校、社區及教職之環境。 

        （二）觀察服務對象之教學，提供回饋與建議。 

        （三）與服務對象共同反省教學，協助服務對象建立教學檔案。 

        （四）在其他教學性之事務上提供建議與協助，例如分享教學資源與材料、協助設

計課程、示範教學、協助改善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協助進行學習評量等。 

        （五）教學輔導教師需每學期至少 1 次進行教學示範或教學觀察回饋。 

        （六）協助服務對象其他非教學觀察與回饋的事項，則每月至少 1 次。 

    二、工作內容： 

        （一）每位教學輔導教師以輔導 1 至 2 名服務對象為原則，每輔導 1 名服務對象酌

減原授課時數 1 至 2 節課。減授鐘點後所需代課鐘點經費，由校內代課鐘點

費預算支應，不足部分另案報局申請。如因教學輔導教師教學無法減授時數

時，得改領鐘點費。 

        （二）退休教師擔任之教學輔導教師得領取誤餐費及交通費。 

        （三）應參加本校及教師研習中心舉辦之在職成長活動。 

        （四）教學輔導工作績優者報請教育局辦理敘獎或頒發獎狀（牌）。 

玖、 在職成長規劃 

一、聘任後之教學輔導教師每年應參加本校舉辦之在職成長課程及教育局委託辦理之在

職成長課程。 

    二、前項校內在職成長課程，得邀請教學輔導教師之服務對象及校內外教師共同參與。 

三、個別式成長活動：以教師個人為主體所做的自發性、引導性學習活動。 

（一）專書閱讀：閱讀與教師專業有關之期刊論文、教育新知或網路資源。 

（二）教學檔案製作：教師檢視自我教學行為、教育信念等專業反省記錄。 

（三）行動研究：教師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試驗，藉以改進教學、提昇專業知

能的具體作法。 

（四）專業研習：教師視其個人需求，參加成長研習活動。 

四、團體式成長活動：由教學輔導教師或專業人士所組成，定期聚會討論，交換經驗分

享心得；或全校性共同進行研習活動，促進專業成長。 

（一）專業對話：教師定期於學習領域小組會議進行專業層面的意見交換與分享。 

（二）同儕視導：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形成團隊，共同擬定教學計劃、相互觀摩學

習，提供回饋與建議。 

（三）共同備課、公開授課及議課：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進行共同備課，進行

公開授課或觀課，並透過議課協助教師教學或解決問題。 

（四）協同行動研究：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彼此建立協同研究的合作關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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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教師個別的孤立狀態，相互支持與協助，增進教學專業知能。 

（五）實作練習：針對教學實務或技巧問題，由外聘專家學者來引導教師學習，並

實際操作演練。 

（六）專題演講或研討會：針對某一專業議題做專業講述或系列性研習活動。 

（七）校外參觀訪問：針對課程或教學之需要，安排參觀他校的作法或措施，以擴

展教師視野，學習他人優點。 

壹拾、 行政配合措施 

一、將教學輔導制度納入學校行政體系，由校長領導，結合教學輔導教師以外之教師， 

從旁輔助教學輔導教師之職務。 

    二、妥善安排教學輔導教師與服務對象之課程，以便進行教學觀察與討論。 

    三、辦理相關在職成長活動。 

    四、每學期至少辦理 1 次工作檢討會。 

    五、定期或不定期接受專案輔導小組之輔導與評鑑。 

    六、每一學年度於實施計畫結束時，提出實施報告報請教育局核備。 

壹拾壹、 各項工作辦理期程規劃（實施進度甘梯圖） 

        月份 

工作事項 

107 

4 

107 

5 

107 

6 

107 

7 

107 

8 

107 

9 

107 

10 

107 

11 

107 

12 

108 

1 

108 

2 

108 

3 

108 

4 

108 

5 

108 

6 

108 

7 

108 

8 

108 

9 

108 

10 

108 

11 

108 

12 

遴薦教學輔導

教師 
▓           ▓          

教學輔導教師

儲訓 
   ▓ ▓           ▓ ▓     

聘任教學輔導

教師及確定服

務對象 

    ▓            ▓     

教學輔導教師

及服務對象名

單報局 

    ▓            ▓     

教學輔導工作

會議 
    ▓     ▓ ▓    ▓  ▓     

教學輔導教師

開始實施各項

輔導工作 

     ▓ ▓ ▓ ▓ ▓ ▓ ▓ ▓ ▓ ▓   ▓ ▓ ▓ ▓ 

辦理在職成長

課程 
     ▓ ▓ ▓ ▓ ▓ ▓ ▓ ▓ ▓ ▓   ▓ ▓ ▓ ▓ 

教學輔導工作

檢討會 
      ▓  ▓    ▓  ▓    ▓  ▓ 

年度經費核銷         ▓      ▓      ▓ 

實施成果報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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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預期成效 

    一、經由教師間之帶領與經驗傳承，提昇教師之專業表現。 

二、經由教室觀察、專業對話、討論分享，協助自願成長及教學有困難之教師提昇班級

經營及教學效能。 

三、肯定優良教師的貫獻並提供經驗分享之機會與途徑。 

四、觸發教師專業成長之意願，提昇專業素養，並增進行動研究之能力。 

五、組織教師專業社群，進行共同備課與公開授課。 

壹拾參、 評鑑措施 

    一、教學輔導教師： 

       （一）、定期參加在職成長活動。 

       （二）、針對服務對象定期執行各項輔導工作，並留下文字記錄。 

       （三）、定期參與工作檢討會議。 

       （四）、教師自我評量。 

       （五）、接受外部總結性評鑑。 

    二、服務對象： 

       （一）、評鑑內涵： 

              1. 教師能力：對課程、教學、班級經營等專業知能之精進。 

              2. 教師表現：教師在教學時各種專業行為之表現。 

              3. 教學效能：學生在日常生活、學習評量上之成就表現與結果。 

       （二）、評量方式： 

              1. 自我評鑑：教師根據訂定之教師能力與表現項目，作自我檢核形成性評

鑑。 

              2. 外部評鑑：教師接受同儕團體及外部教學評鑑。 

壹拾肆、 經費 

    一、教育局專案補助之經費專款專用。 

    二、本校相關經費。 

壹拾伍、 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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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推薦檢核表 

教師姓名 林秋蕙 服務學校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實際教學年資  專長領域 歷史科 

換證資格檢核 

█第一種換證方式：本人於教學輔導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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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事項之一： 

█1.完成 2位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間分別達 12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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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5 次以上。 

□(3)教師擔任學年召集人、領域召集人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

人，或校長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達 1 學年以上。 

□第二種換證方式：本人將參與換證回流研習，並執行下列四項專業實

踐事項： 

1. 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或

備課、觀課、議課），給予對話與回饋至少 2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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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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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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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證教師簽章 申請換證教師本人確認符合上述各項資格後簽章 

學校推薦理由 

1. 具有豐富的任教學科專門知識。 

2. 具有課程設計的能力。 

3. 具有良好的教學能力。 

4. 經常且願意做教學示範。 

5. 具有人際溝通的技巧。 

6. 具有開放、包容的心胸與人格特質。 

校內相關會議 

審議意見 
 

會議主席或代表

簽章 
 

學校審核 承辦人         校長 

備註：各校教學輔導教師之累積人數不得超過教師編制的 50%。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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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推薦檢核表 

教師姓名 何志生 服務學校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實際教學年資  專長領域 理化科 

換證資格檢核 

█第一種換證方式：本人於教學輔導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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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事項之一： 

█1.完成 2位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間分別達 12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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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5 次以上。 

□(3)教師擔任學年召集人、領域召集人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

人，或校長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達 1 學年以上。 

□第二種換證方式：本人將參與換證回流研習，並執行下列四項專業實

踐事項： 

5. 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或

備課、觀課、議課），給予對話與回饋至少 2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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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開放任教班級，公開授課至少 2次。 

8. 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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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證教師簽章 申請換證教師本人確認符合上述各項資格後簽章 

學校推薦理由 

1. 具有豐富的任教學科專門知識。 

2. 具有課程設計的能力。 

3. 具有良好的教學能力。 

4. 經常且願意做教學示範。 

5. 具有人際溝通的技巧。 

6. 具有開放、包容的心胸與人格特質。 

校內相關會議 

審議意見 
 

會議主席或代表

簽章 
 

學校審核 承辦人         校長 

備註：各校教學輔導教師之累積人數不得超過教師編制的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