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年度教育部對各地方政府統合視導訪視紀錄表「一般項目」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縣市別：

訪視日期：105 年

月

日

訪視者：

訪視項目：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辦理情形、師資供需評估、教育實習、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率教師進修
第二專長學分班辦理情形及教師進修辦理情形(100 分)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自評 得分

填表說明

直轄市/縣市轄屬中等學校視覺藝術教師參與各
區基地大學種子教師共學社群之校數比率
(30%)
( 一 ) 視 覺 形 式 美 (1)104 年度轄屬國中教師參與共學社群之學校
感教育實驗
校數達 15%以上，24 分。
0-30
計畫辦理情
(2)104 年度轄屬國中教師參與共學社群之學校
形(30%)
校數達 20%以上，28 分。
(3)直轄市/縣市轄屬高中及高職教師參與共學
社群之學校校數達 10%以上，2 分。

1.依實際執行情形勾選其一。
2.師資藝教司提供各縣市區域內種
子學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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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結果說明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自評 得分

配合本部彙編「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年報」
填報年度教師甄試辦理情形：
(1)未配合填報師資培育相關資料者，0 分。
(2)雖於期限內填報師資培育相關資料，但資料
欄位有缺漏不完整者，5 分。
(3)經發文催覆二次(含)以上完成師資培育相關
資料填報正確者，10 分。
(4)第一次發文催覆期限內完成師資培育相關資
料填報正確者，13 分。
（二）師資供需評
(5)於首次正式發文限期內完成師資培育相關資
估 情 形
0-15
料填報正確者，15 分。
（15%）

填表說明
1.本部為進行師資供需評估，歷年彙
編「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年
報」，蒐集師資培育相關重要數
據。教師甄試部分，由委託單位高
師大建置「縣市政府教師甄試調查
網」，每年透過本部發文請縣市政
府及國教署填報前一年度各教育
階段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甄試辦理情形，資料欄位包含報
考、錄取者姓名、報考科別、原師
培大學等相關欄位，屬事後調查。
本項資料對於本部進行師資供需
評估工作至關重要。需請縣市政府
與國教署配合填報。
2.本項縣市不需提供資料，佐證資料
由本部師培年報委託單位國立高
雄師範大學提供，依實際填報情形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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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結果說明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自評 得分

填表說明
1.第 2 項至第 3 項各 3 分、第 4 項填
報率達 61％，得 1 分，達 80%得 2
分、第 5 項 4 分、第 6 項 2 分，依
實際執行情形每項皆要評分，並逐
項累加計之。
2.評鑑細項第 2 項，縣市免提供資
料，由本部提供。
3.評鑑細項第 3 項辦理 1 至 5 點任一
項即可得分，佐證資料請縣市政府
提供。
4.評鑑細項第 4 項，由國立彰化師範
大學提供。
5.評鑑細項第 5 項，所屬學校及幼兒
園獲得本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得列
入計分，得獎情形由本部提供。
6 評鑑細項第 6 項，係指鼓勵所屬學
校及幼兒園參與教育實習訂有相
關獎補助規定或實際核予經費補
助。

1.尚無配合本部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教育實
習，0 分。
2.依限審核所屬學校及幼兒園適宜教育實習及
願意提供教育實習機會，並於全國教育實習
資訊平臺公告名單，得 3 分。
3.積極督導所屬學校及幼兒園辦理教育實習(如
函轉本部實習相關活動及研習訊息、指派學
校教師參與實習相關研習訓練、安排國教輔
( 三 ) 教 育 實 習 辦 導團協助辦理教育實習輔導相關研習、派員
理 情 形 訪視所屬辦理教育實習情形等)，得 6 分。
4.所屬公立學校及幼兒園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 0-15
（15%）
平臺填報年度教育實習機構意願調查審核彙
(*2 年訪視 1 次)
整表，總填報率達 61％，得 7 分、總填報率
達 80%，得 9 分。
5.針對所屬學校及幼兒園參與教育實習核予行
政獎勵，得 13 分。
6.針對所屬學校及幼兒園參與教育實習核予經
費補助，得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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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結果說明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自評 得分

填表說明

1.依據專長授課比率優先薦派所轄教師參加本
專案學分班，得 5 分
(四)提升國民中
2.辦理前項，且訂定行政獎勵措施，得 10 分
學專長授課
3.符合前項，且建立 2 校以上共聘教師，得 15
比率教師進
分
0-25
修第二專長
4.符合前項，且提供免費場地、講師交通與住宿
學分班辦理
等優惠措施，得 20 分
情形（25%）
5.符合前項，且配合師資培育大學提供相關具體
創新作為，得 25 分。

1. 本專案學分班係指專案協調師資
培育大學開設之表演藝術、輔導活
動、家政、童軍教育、健康教育、
生活科技、地球科學等科目。
2. 評鑑細項需由縣市政府提供資料。
其他佐證資料請縣市政府提供。

辦理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知能進修研習：
1.提供當年度初任教師名單，得 3 分。
2.符合前項，配合轉請初任教師參加中央層級研
習，得 6 分。
(五)教師進修辦 3.符合前項，且辦理地方層級初任教師研習，得
0-15
理情形(15%)
9 分。
4.符合前項，且推薦薪傳教師參加說明會，得
12 分。
5.符合前項，且辦理地方層級薪傳教師研習，得
15 分。

佐證資料由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提供。

小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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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結果說明

104 年度教育部對各地方政府統合視導訪視紀錄表「特定項目」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訪視項目：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情形
縣市別:
業務負責人

訪視日期:
姓名

職稱

訪視者:

聯絡電話

手機號碼(若可，請填)

E-Mail

【評分說明】整體等第評比標準：優等（90 分以上），甲等（80 以上,未滿 90 分），乙等（70 以上,未滿 80 分）、丙等（60 以上,未滿
70 分），丁等（未滿 60 分）。
積點：優等（5 點），甲等（4 點），乙等（2 點）、丙等（1 點），丁等（0 點）。
評鑑項目

(一）人力配置
(20%)

評鑑細項

分數 自評 得分

1.縣市至少安排一位專責的承辦人(不含
教專中心助理)辦理教專業務，該人員完
成行政研習，得 10 分。
2.縣市至少安排一位專責的承辦人(不含
教專中心助理)辦理教專業務，該人員完
成行政研習及完成初階評鑑人員線上 0-20
研習，得 15 分。
3.縣市至少安排一位專責的承辦人(不含
教專中心助理)辦理教專業務，該人員完
成行政研習、完成初階評鑑人員線上研
習及實體研習，得 20 分。

填表說明

1.本項免提供資料。
2.請依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每年 12 月 15
日之數據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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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結果說明

評鑑項目

評鑑細項

分數 自評 得分

填表說明

1.縣市訂定年度諮詢輔導計畫，得 10 分。
2.辦理前項，且據以組織地方輔導群，得
(二)輔導與檢核機 25 分。
0-50
制(50%)
3.符合前項，並有效整合運用輔導人力，
研創輔導策略，得 40 分。
4.符合前項，並落實檢核機制，得 50 分。

1. 依實際執行情形填寫。
2. 佐證資料請各縣(市)政府提供。
(1)諮詢輔導計畫含組織、人力、經費、作
為、考核等。
(2)整合輔導人力係指縣市政府(教專中心)
能統籌規劃與調控輔導委員、中央輔導
群、地方輔導群、輔導夥伴辦理縣市諮
詢輔導工作。
(3)創新輔導策略係指依據學校之不同申
辦類型、參與經驗等條件，擬定並落實
差異化之輔導策略，如人員配對、循環
輔導模式等。檢核機制為記錄及分析輔
導人力之輔導次數及輔導內容等相關
資料，掌握輔導品質。

1.縣市有辦理鼓勵教師、學校參與之獎勵
(三）鼓勵機制與
機制，得 15 分。
創新作為
0-30
2.符合前項，並有創新的搭配措施，得 30
（30%）
分。

1.依實際執行情形填寫。
2.佐證資料請各縣(市)政府提供。
(1) 獎勵機制係指敘獎、獎狀、教師調動
積分、候選校長與主任之積分、經費
補助等作為(計分方式：每項 3 分)。
(2) 創新的搭配措施係指計畫整合、參與
本部社群甄選、參與本部檔案甄選、
參與本部典範學校/縣市甄選、參與本
部政策行銷之案例徵求等作為(計分
方式：每項 3 分)。

小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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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結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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