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1

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南投縣縣立紅葉國小申請表
申請類別 逐年期組 多年期組

□初次申請■繼續辦理4年 □初次申請□繼續辦理
參加年數 自101年開始參加，共計參加4年 計畫序號：2084746

申請經費總額 12840元 校務會議/課發會之
通過/報告時間

2015年02月25日

全校編制教師人數 11人 全校現有教師人數 11人
參加教師人數 10人 參加教師人數佔編制教

師比例
90%

申請社群數 0 參與社群教師數 0人
檢附申請資料（請逐項檢核，已檢附者請打勾，初次申請逐年期組第2、4、5、7、9項免附，續
辦多年期組第3項免附。）
 ■1.實施計畫摘要表（表1-2）
 ■2.執行情形或實施期程表（表1-3）
 ■3.參加教師名冊（表1-4）
 □4.社群彙整表（表1-5）
 □5.各社群申請書（表1-6）

 ■6.經費概算表（表1-7）
 ■7.前學年度規準(已完成網路上傳)
 □8.校務會議(課發會)正式提案通過紀錄影本
 □9.評鑑推動小組歷次會議紀錄影本(至少2次)

備註：
（1）申辦文件送所屬縣市政府辦理初審。
（2）縣市申請資料及初審通過之申辦資料經彙整後，函送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辦理複審。
（3）高中職、國中、國小及附幼專任教師及長期代理、代課教師均可向學校申請自願參加申辦
。
（4）全校現有教師數為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及聘約達一年之兼任、代理、代課教師等人數之總和
。校長不列入編制內。
（5）如校長列為本計畫參與人員時，應與教師一起參與自評與他評。
（6）校務會議/課發會會議記錄之影本必須連頁輸出(至少須呈現至該項提案報告為止)。

 承辦主任：  校長：



表1-2

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南投縣縣立紅葉國小實施計畫摘要表
學校地址 546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仁盛路70號
聯絡方式 校長姓名 陳順興 校長電話 049-2955075＃

111
email t00397@webmail.ntct.e

du.tw
主任姓名 黃正義 主任電話 049-2955075＃

112
email chengi.huang@msa.hine

t.net
期程 實施項目 實施內容(請條列)

104年 7月 推動小組開始運作 1.推動小組開始運作。
2.教師研習的規劃與宣導
3.評鑑人員初階研習

8月 辦理評鑑說明會 1.推動小組開始運作。 2.參與教師分組。
3.辦理評鑑說明會

9月 校本規準研討
進行自評

1.參與教師準備初階研習。
2.辦理校內評鑑內容及流程說明會。

10月 校本規準研討
進行自評

1.校本規準研討。
2.同儕觀察：規準與工具試做(非正式評鑑)。

11月 校本規準研討
進行自評

1.同儕觀察：規準與工具試做(非正式評鑑)。 2.月底前召
開學校推動小組會議確認校本規準，上傳教專網。

12月 製作及發放評鑑手
冊進行自評與統整

1.同儕觀察：非正式評鑑。 2.教學輔導制度運作。

105年 1月 排定評鑑人員與受
評者進行自評與統

整

1.同儕觀察：非正式評鑑。 2.教師自評開始。
3.排定評鑑人員與受評者以及正式評鑑時間。

2月 進行課室觀察 1.推動小組會議確認定期評鑑相關細節，排定評鑑人員與
受評者以及正式評鑑時間。

3月 進行課室觀察 1.正式評鑑：完成一次規定的入班教學觀察。
2.受評者提交自評予主要評鑑者。
3.調整本年度計畫及經費概算。

4月 進行課室觀察 1.正式評鑑：完成一次規定的入班教學觀察。
2.受評者提交自評予主要評鑑者。
3.調整本年度計畫及經費概算。

5月 評鑑結果修正 1.撰寫綜合報告。 2.召開推動小組會議審議評鑑結果。

6月 工作檢討與輔導規
劃

1.6月15日前發放評鑑結果通知。
2.參與教師擬定下學年度專業成長計畫。
3.7月15日前完成辦理本案成果報告。

推動小組成員
合計 5 人

代表類別 職掌 姓名



(至少5人) 校長 召集人   陳順興
承辦主任 執行秘書   黃正義

教師會代表 推動委員   徐美蘭
教師代表 推動委員   謝孟憲
家長代表 推動委員   林惠蘭

說明：學校辦理期程至少說明2次推動小組會議重點或主題。



表1-3

  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南投縣縣立紅葉國小執行情形表

(逐年期組續辦理用表)

103學年度原訂實施項目 執行情形(請勾選)
完成或修訂校本規準層面 ■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
□其他

評鑑方式與工具   103年參加評鑑人數(11)人
正式評鑑：□教學觀察(0)人
 □檔案評量(0)人
 □其他 (0)人
 非正式評鑑：□教學觀察(0)人
 □檔案評量(0)人
 □其他 (0)人
 □無

參加研習人數統計 歷年

(95~103)

 完成線上初階研習總人數 14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127 %
  完成實體初階研習總人數 13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118 %
  取得初階證書總人數 11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100 %
  完成進階研習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取得進階證書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完成教學輔導教師研習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證書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申請當年

(參加104
年學年度
教專計畫
教師人數
10位)

 完成線上初階研習總人數 1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91 %
  完成實體初階研習總人數 1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91 %
  取得初階證書總人數 9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82 %
  完成進階研習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取得進階證書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完成教學輔導教師研習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證書總人數 0 人；佔編制教師人數比例 0 %
  校長完成初階實體研習時數： ■是 □否； 完成行政研習：
■是 □否；
  承辦主任取得評鑑人員初階證書： ■是 □否； 完成行政研習：
■是 □否；

103年教學輔導方案執行情
形
(無教學輔導教師者免填)

  參與教學輔導方案的夥伴教師：□有( 0)人  □無
  教學輔導教師執行輔導方案情形：
□執行且未減授節數之教學輔導教師(0)人
□執行且減授節數之教學輔導教師(0)人
□其他

103年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情
形

  校內專業學習社群：□有   ( 0)群        □  無
  參加教專教師參與校內專業學習社群：□有   (0)人      
 □  無
  未參加教專教師參與校內專業學習社群：□有   (0)人      
  □  無

補充說明



備註：學校應依實際辦理項目勾選，若有其他項目請於補充說明敘述。



表1-4

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南投縣縣立紅葉國小參加教師名冊
(逐年期組、多年期初次申請用表)

序號 領域 教師姓名 自願參加教師簽名
1 一般 黃正義

2 一般 陳順興

3 一般 楊春美

4 一般 徐美蘭

5 一般 蔡玉雪

6 一般 謝孟憲

7 一般 陳虹心

8 一般 林守恩

9 一般 洪熒璟

10 一般 陳玉蕙

 
說明：上網登錄指初辦教師至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專屬網頁進行註冊登錄，續辦教師學
年度已勾選。  



表1-5

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南投縣縣立紅葉國小社群彙整表
班級數 6班 教師數 11人

社群序號 社群名稱 參與人數 講座鐘點
費

申請場
次

諮詢
費

講師
交通
費

資料
蒐集
費

印刷費 膳食
費

雜支
6%

申請經費

總數參加
教專
人數

內聘 外聘 學習
資料

成果
報告

經費總計 0
承辦主任 會計 校長



 
表1-7

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南投縣縣立紅葉國小經費概算表
 項目 內容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輔導委員
(夥伴)

輔導費用

委員(夥伴)
輔導費

2040 3 6120   1.逐年期組初次申請學校申請3-5人
次；其餘學校申請1-4人次，連續參加
滿4年之學校申請1-2人次。
  2.住宿費限離島地區(澎湖縣、金門
縣、連江縣、屏東縣琉球鄉、台東縣
蘭嶼鄉、台東縣綠島鄉)學校申請。
  3.需填列輔導紀錄表，並送達專業
發展評鑑網，方能支用（限邀請本部
冊列之輔導委員及輔導夥伴）。
  4.每申請1人次，得申請印刷費200
元，最多1000元。
  5.委員(夥伴)輔導費2040元，其中40
元為二代健保雇主負擔費用。
  6.申請輔導費均執行完畢後，交通
費若有剩餘可勻支。

委員(夥伴)
交通費

1000 3 3000

委員(夥伴)
住宿費

0 0 0

印刷費 200 3 600

縣市工作會議 縣市工作會
議交通費

200 12 2400   1.學校每參加縣市工作會議每1人次
最多得編列200元交通費（依縣市標準
及實際辦理會議次數編列），12次為
上限。
  2.住宿費限離島地區學校申請。
  3.學校均派員出席縣市工作會議後
，剩餘經費可勻支 。

住宿費 0 0 0

住宿費 0 0 0
印刷費 0 0 0

    雜支 720   按業務費6%計算。(個位數無條件
捨去)

小計(A) 12840
社群申請經費(B) 社群數量 社群經費總數 說明

0 0 詳社群彙整表
小計(B) 0

總計(A+B) 新臺幣 壹萬貳仟捌佰肆拾元整

 

承辦主任： 主計： 校長：

備註: 相關人員如領有代課鐘點費不得重複支領其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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