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105年度指定輔導計畫 
 
 
一、 計畫源起 

 
自 105 年度開始，為期能了解各校運作教專計畫的需求，俾利安排適宜各校的諮詢輔導

扶持規劃，由教專中心安排本市輔導夥伴各校至少一場指定輔導；若各校有客製化的指定輔導

需求，可逕洽教專中心申請蹲點服務(到中心諮詢)或指定輔導(到各校服務)，所有輔導費由教

專中心支應。  

考量本學期各校行事曆已排定，且部分學校已完成到校輔導的規劃，本學期指定輔導的

進行方式，結合蹲點服務的概念，以各校申請組別(組別代號 A:逐年期初次辦理；B:逐年期繼

續辦理；C:多年期初次辦理；D:多年期繼續辦理)，安排以相同申辦組別為單位的「聯席會議」，

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進行一場小型的校際交流，透過互動激發更多運作的靈感。 

自 105 學年度開始，各校可結合到校輔導的運作，將到校輔導的需求設定為學校教師；

指定輔導的需求設定為行政端，目前教專中心刻正彙整各校輔導夥伴的責任服務區，方便各校

隨時獲得立即的協助。 

二、計畫預定目標 

   為有效將各校到校輔導所得資訊，融入本市諮詢輔導計畫，教專中心已初步彙整 103、

104年度間，各校到校輔導紀錄的內容，並依據申辦組別，分析各校面臨之問題，由教專中

心所有輔導員製作「逐年期」及「多年期」之輔導 QA手冊。預期藉由到校諮詢輔導所得，發

展出不同需求的到校輔導需求，方便各校邀請輔導委員或夥伴，目前彙整各校進行到校輔導

進行主題建議如下: 

 

次數 主題 

一次性 兼顧未參加者宣導+參與者解惑+精緻版規準研析 

二次性 一次為參與教師解惑；一次為精緻版規準研析 

三次性 
一次為參與教師解惑；一次為精緻版規準研析 

一次為未參與者宣導 

四次以上 
一次為教師部分；一次為行政部分 

一次為未參與者宣導，一次為實務性的操作 

 

三、全市聯席指定輔導會議辦理方式 

(一) 辦理時間:105年 3月 24日下午 13:30~16:30 



(二) 各校出席人員:依據輔導主題請指派承辦人(或推動小組成員)至少一名及參與教師(或社

群召集人)至少一名，合計至少兩人出席。 

(三)  本次輔導主題共計有三個： 

1. 有關 105年申辦的問題 

2. 有關精緻版規準的說明及宣導 

3. 有各校推動的困境或問題(包含:正式評鑑、教專社群、教學三部曲、教學檔案） 

(四)   學校配對表 

服務規劃表 

組別 輔導夥伴 指定輔導學校 日期/ 時間 地點 

A 劉淑媛 

市立青草湖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市立朝山國小 

市立港南國小 

矽谷中小學 

B-1 呂淑娟 

南寮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大庄國小 

三民國小 

B-2 張育瑗 

大湖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竹蓮國小 

載熙國小 

B-3 徐合慶 

東門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東園國小 

建功國小 

B-4 溫儀詩 

茄苳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虎林國小 

香山國小 

高峰國小 

B-5 江美文 

頂埔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西門國小 

南隘國小 

B-6 周雯娟 

龍山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關東國小 

科園國小 

B-7 詹玉霜 

光華國中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育賢國中 

建華國中 

富禮國中 



C-1 簡世欣 

虎林國中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南華國中 

竹光國中 

C-2 潘致惠 

光武國中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培英國中 

新科國中 

C-3 許雅惠 

新竹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陽光國小 

北門國小 

D-1 卓益安 

建功高中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香山高中 

成德高中 

D-2 陳乃誠 
內湖國中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三民國中 

D-3 廖真瑜 

內湖國小 

3/24 13:30 
研習中心二樓

會議室 

民富國小 

舊社國小 

水源國小 

 
 
   六、 

七、經費： 

(1) 一般輔導所需諮詢輔導費由各校教專經費支應。 

(2) 指定輔導之諮詢輔導費由教專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八、本計畫經推動委員會核准後實施。 



新竹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定輔導紀錄表 

指定輔導主題：行政運作  

輔導學校：                   輔導日期：    年     月     日 

一、 學校行政運作需要協助與解決之疑難事項（請學校預先提出）： 

1. □政策內涵（教專政策/計畫申辦/評鑑規準與工具/評鑑方式與流程/評鑑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行政推動（學校行政推動/專業社群/專業成長/結果運用/執行成效/經費核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人才認證（初階/進階/教學輔導教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重點輔導項目：  

重點輔導項目 學校自評  

1.推動小組會議 □優 □良 □可 □無□尚未執行 

2.規準研討 □優 □良 □可 □無□尚未執行 

3.正式評鑑  □優 □良 □可 □無□尚未執行 

4.教學檔案 □優 □良 □可 □無□尚未執行 

5.教學三部曲 □優 □良 □可 □無□尚未執行 

6.專業成長機制 □優 □良 □可 □無□尚未執行 

7.教專社群運作 □優 □良 □可 □無□尚未執行 

三、輔導員/夥伴意見與建議：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輔導員/夥伴簽名： 

附件 



新竹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定輔導紀錄表 

指定輔導主題：參與教師需求  

輔導學校：                   輔導日期：    年     月     日 

一、 學校教師需要協助與解決之疑難事項（請學校預先提出）： 

1. □政策理解（教專政策/評鑑規準與工具/評鑑方式與流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個人參與（專業社群/專業成長/結果運用/執行成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參與認證（初階/進階/教學輔導教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重點輔導項目：  

重點輔導項目 教師自評  

1.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理解 □優 □良 □可 □無□尚未理解 

2.對學校規準的理解 □優 □良 □可 □無□尚未理解 

3.對正式評鑑運作的理解  □優 □良 □可 □無□尚未理解 

4.對製作教學檔案的理解 □優 □良 □可 □無□尚未理解 

5.對進行教學三部曲的理解 □優 □良 □可 □無□尚未理解 

6.對撰寫專業成長計畫的理解 □優 □良 □可 □無□尚未理解 

7.對教專社群運作的理解 □優 □良 □可 □無□尚未理解 

三、輔導員/夥伴意見與建議：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輔導員/夥伴簽名： 

  

附件 



教育部輔導夥伴資格名單 
 

編號 學校 姓名 職稱 備註 

1 三民國小 徐合慶 教師 教專輔導員 

2 民富國小 江美文 學務主任 教專輔導員 

3 光武國中 張蔚雯 教師  

4 竹光國中 潘致惠 校長 教專輔導員 

5 竹光國中 陳乃誠 教師 教專輔導員 

6 竹光國中 黃雅梅 教師  

7 竹蓮國小 周雯娟 校長 教專輔導員 

8 虎林國小 張育瑗 教師 教專輔導員 

9 南華國中 詹玉霜 教務主任 教專輔導員 

10 建功高中 簡世欣 教務主任 教專輔導員 

11 新竹市教專中心 許雅惠 主任 教專輔導員 

12 國立新竹教大附小 廖經華 校長  

13 國立新竹教大附小 李佳蓮 教務主任  

14 國立新竹教大附小 張憶如 教師  

15 國立新竹教大附小 何奕慧 教師 
暫無法提供服

務 

16 國立新竹教大附小 趙雯津 教師 
暫無法提供服

務 

17 培英國中 李羿岑 教師  

18 新竹高工 林合懿 教師  

19 新竹高工 卓益安 教師 教專輔導員 

20 新竹高中 曾文玲 教師  

21 新科國中 廖真瑜 教師 教專輔導員 

22 舊社國小 劉淑媛 教師 
教專輔導員 

23 舊社國小 吳春草 教師 
暫無法提供服

務 

24 舊社國小 呂淑娟 教師 教專輔導員 

25 新竹市教育處 溫儀詩 課程督學 教專輔導員 

26 新竹高中 余成煌 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