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05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各類研習期程表(修正版) 

     一、初階實體研習期程表 

 

105.7.14修正

梯次 辦理學校 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2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6小時)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3小時)

專業成長(I)(1小時)

加辦梯次 田心國小

8/18(四) 08:00-17:00 大坡國中林宏武主任

8/19(五) 08:00-12:00 林森國小郭宜珈教師

第 11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草漯國小

10/15(六) 08:00-17:00 大坡國中林宏武主任

10/16(日) 08:00-12:00 興南國中曾志文主任

第 10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中壢國小

9/21(三) 13:00-17:00 西門國小吳嘉惠教師

9/24(六) 08:00-17: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第 9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后厝國小

9/24(六) 08:00-17:00 百吉國小吳國禎主任

9/25(日) 08:00-12:00 興南國中曾志文主任

第 8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青溪國中

9/24(六) 13:00-17:00 西門國小吳嘉惠教師

9/25(日) 08:00-17:00 大坡國中林宏武主任

第 7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自立國小

9/10(六) 08:00-17:00 富岡國中柯斯媛校長

9/11(日) 08:00-12: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第 6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瑞坪國中

9/3(六) 08:00-17: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9/4(日) 08:00-12: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第 5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楊梅國小

8/15(一) 08:00-17:00 富岡國中柯斯媛校長

8/16(二) 08:00-12: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第 4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中山國小

8/15(一) 08:00-17: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8/16(二) 08:00-12:00
林森國小林君穎教師

(8月1日調任興國國小)

第 3 梯次

(高中職組)
大溪高中 

8/12(五) 13:00-17:00
林森國小林君穎教師

(8月1日調任興國國小)

8/13(六) 08:00-17:00 壽山高中蔣宇立教師

第 2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大有國中

8/5(五) 13:00-17: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8/6(六) 08:00-17:00 富岡國中柯斯媛校長

第 1 梯次

(國小、國中

組)

大業國小

8/2(二) 08:00-17:00 富岡國中柯斯媛校長

8/3(三) 08:00-12:00 中壢國小李佑珊主任



二、進階研習期程表 

 

 

 

 

 

 

 

 

 

 

 

 

 

 

 

 

 

 

 

 

三、教學輔導教師實體研習期程表 

 

 

 

梯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第 1梯次 

(國小組) 

8 月 8日 9：00-16：0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8 月 9日 9：00-16：00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 

8 月 10日 
9：00-12：00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 

13：00-16：00 專業成長計畫 

第 2梯次 

(國、高中職

組) 

8 月 10日 9：00-16：00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 

8 月 11日 
9：00-12：00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 

13：00-16：00 專業成長計畫 

8 月 12日 9：00-16：0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第 3梯次 

(國小組) 

8 月 17日 9：00-16：0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8 月 18日 9：00-16：00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 

8 月 19日 
9：00-12：00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 

13：00-16：00 專業成長計畫 

第 4梯次 

(國、高中職

組) 

8 月 15日 9：00-16：00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 

8 月 16日 
9：00-12：00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 

13：00-16：00 專業成長計畫 

8 月 17日 9：00-16：0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梯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僅 1梯次 

(混合組) 

8月 15日 
8：30- 9：00 認證規定與說明 

9：00-16：00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實務篇 

8月 16日 9：00-16：00 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 

8月 17日 
8：00-11：00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理論篇 

13：00-16：00 人際關係與溝通 

8月 18日 9：00-16：00 教學行動研究 

8月 19日 9：00-16：0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