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專業發展與評鑑 

活力．專業．務實．卓越 

New Taipei Municipal San-Chung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校址：24162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02-2971-5606 

104 學年度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104 學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初階評鑑人員實作認證實施注意事項 

實施層面 評鑑規準 評鑑方式 評鑑內容 

Ａ課程設計與教學 

Ｂ班級經營與輔導 

請詳閱 

校本規準表 

1.教師自我評鑑（自評） 

2.校內正式評鑑（他評） 

1. 教學觀察 

2. 教學檔案 

事前 

注意 

事項 

□詳閱校本規準及相關評鑑指標、內涵、資料來源 

□受評教師自行覓妥評鑑教師 

 註：每位老師須同時為「受評鑑者」及「評鑑者」 

□受評教師自行選定教學觀察之課程內容 

□教學觀察至少為完整的一節課，並務必拍照存證，以供備查。 

□各式表件中之填寫，文字請儘量完整豐富，以供備查。 

□請務必 105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以免延誤初階認證之申請！ 

繳交 

資料 

教學觀察 

認證資料 

★紙 本：列印出來並由受評教師及評鑑教師簽名後， 

     送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內容包含 

1. 表一 認證個人自我檢核表 

2. 表二 教師自評表 

3. 受評鑑者●表三 教學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4. 受評鑑者●表四 教學觀察表 

5. 受評鑑者●表五 教學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6. 受評鑑者●表六 教學檔案評量表 

7. 受評鑑者●表七 教學觀察相片集 

8. 評 鑑 者●表三 教學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9. 評 鑑 者●表四 教學觀察表 

10. 評 鑑 者●表五 教學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11. 評 鑑 者●表六 教學檔案評量表 

12. 評 鑑 者●表七 教學觀察相片集 

13. 表八 綜合報告表(評鑑者撰寫，受評鑑者放置認證資料中) 

教學檔案 

★請使用學校統一發放之教學檔案資料夾 

★內容：除了評鑑指標所需的以下資料外，其餘不限 

 1. 個人資料表 

 2. （本次教學觀察）上課教材 

 3. （本次教學觀察）教學進度表 

 4. （本次教學觀察）教案 

 5. （本次教學觀察）省思與改進 

 6. （本次教學觀察）學習評量、學習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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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 

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104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表】 

層面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Ａ 

課程 

設計 

與 

教學 

A-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A-1-1 選編適合任教班級學生的教材。 

A-1-2 研擬並檢視任教科目教學進度。 

A-2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A-2-1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程度， 

    編寫符合學習需求的單元教學計畫。 

A-2-3 針對教學計畫作省思與改進。 

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3-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A-3-2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能。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4-1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A-4-2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A-4-3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A-4-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A-4-7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5-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5-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A-5-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A-5-6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A-6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A-6-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A-6-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A-6-4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A-7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A-7-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A-7-2 教學結束後，選擇學習評量方式，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Ｂ 

班級 

經營 

與 

輔導 

B-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 

B-1-3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B-1-4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2-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B-2-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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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104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暨資料來源表】 

層面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資料來源 

教師 

自評 

教學 

觀察 

教學 

檔案 

Ａ 

課程 

設計 

與 

教學 

A-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A-1-1 選編適合任教班級學生的教材。    

A-1-2 研擬並檢視任教科目教學進度。    

A-2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A-2-1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程度， 

    編寫符合學習需求的單元教學計畫。 
   

A-2-3 針對教學計畫作省思與改進。    

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3-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A-3-2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能。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4-1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A-4-2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A-4-3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A-4-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A-4-7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5-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5-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A-5-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A-5-6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A-6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A-6-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A-6-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A-6-4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A-7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

成效 

A-7-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A-7-2 教學結束後，選擇學習評量方式，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Ｂ 

課程 

設計 

與 

教學 

B-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

班級常規 

B-1-3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B-1-4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

氛 

B-2-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B-2-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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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商工 104 學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內涵說明 

Ａ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內涵說明 

A-1 

展現課程

設計能力 

A-1-1 

選編適合任教班級學

生的教材。 

1. 選編：指教師能考量任教班級學生的差異性需求，

選用坊間合適的教材，或者自行編寫教材，以引導

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2. 任教班級學生：是指級任(導師)或科任所教授的對

象。 

A-1-2 

研擬並檢視任教科目

教學進度。 

1. 研擬：教師在備課時，於課程計畫中擬定教學進度。 

2. 檢視：教學進行中或學期結束前，針對預定進度與

實際授課期程作檢討反思。 

3. 教學進度：是指將學期教材分配至每一週的教授份

量。 

A-2 

研擬適切

的教學計

畫 

A-2-1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

程度，編寫符合學習

需求的單元教學計

畫。 

1. 教學目標：分認知、技能、情意層面，並包含能力

指標。 

2. 學生程度：考量學生的起點行為與學習潛能。 

3. 單元教學計畫：可以是大單元、也可以是小單元的

教學計畫。儘量以完整單元之節數規劃教學計畫，

至少也必須是教學觀察當節課的教學計畫。內容應

包括：教學目標、教學資源、教學活動、評量方式…

等。 

A-2-3 

針對教學計畫作省思

與改進。 

1. 省思與改進：此處係指針對 A-2-1 所擬定的教學計

畫，自我檢討實施後的優缺點，並提出改進作為。 

A-3 

精熟任教

學科領域

知識 

A-3-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

教材內容。 

1. 正確掌握：包含教學內容不偏離主題、能適時補充

新知、教授正確的學科知識，協助學生了解學習重

點。 

2. 任教單元：可以是大單元或小單元，至少必須能掌

握教學觀察當節課學生應學習的內容及重點。 

A-3-2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

知識或技能。 

1. 連結：教師教授新教材時，能幫助學生先行複習先

備知識或技能，作為銜接新學習的基礎。 

2. 建議評鑑人員於教學觀察前會談先行了解課程設計

的脈絡，與受評教師討論如何做內容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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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內涵說明 

A-4 

清楚呈現

教材內容 

A-4-1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

重點。 

1. 說明：上課一開始，教師經由口頭、條列授課大綱、

呈現組織架構圖、寫出教學目標或待答問題…等方

式，明白告訴學生這堂課預期的學習成果和學習重

點。 

2. 教師告知學生學習目標及重點，有助於引導其學習

專注。 

A-4-2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

內容。 

1. 有組織：指依照由易到難、由近而遠、由淺至深…

等原則來組織教學內容。 

2. 條理：能以提綱挈領方式，循序漸進提示教材內容

重點。 

3. 呈現方式：以語言、文字或圖表…等呈現。 

A-4-3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

原則或技能。 

1. 教導概念，要清楚呈現概念的重要屬性（或特徵、

條件），並進一步舉正例和反例，幫助學生掌握該概

念。 

2. 教導原則，要清楚解說原則的由來，並進一步多方

舉例作練習。 

3. 教導技能，要以條列呈現步驟，清楚示範每個步驟

如何進行，並提供練習或實作以精熟學習內容。 

A-4-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

或練習。 

1. 實作或練習：包括紙筆、口語或是操作性、重覆性

或延伸性學習活動，目的在於讓學生得以精熟學習

內容。 

2. 教師在提供學生實作或練習時，可透過個別、小組

或全班…等方式進行。 

A-4-7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1. 適時：包含學生學習完一部份重點後，或在一堂課

結束前。 

2. 歸納方式：可由教師自行或引導學生歸納學習的重

點。 

3. 為幫助學生學習，建議於課堂中因應學習重點做歸

納，結束前也可由教師複習，或引導學生總結該堂

課的重點內容。 

 

 

 



 

  

教師專業發展與評鑑 

活力．專業．務實．卓越 

New Taipei Municipal San-Chung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校址：24162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63 號  02-2971-5606 

104 學年度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內涵說明 

A-5  

運用有效

教學技巧 

A-5-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

動機。 

1. 引發學習動機：是指課堂教學實施之初，能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2. 維持學習動機：是指在教學過程中，運用教學技巧

使學生持續參與學習。 

A-5-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

教學方法。 

1. 善於：因應學科教材特性與學生學習風格設計相符

合的教學活動。 

2. 變化教學活動或方法：係指教學活動或方法並非採

取單一的講述方式，而是在教學過程中適時穿插講

述、發問、討論、練習、小組討論、實驗或成果發

表…等不同的教學活動，以促進不同學習風格學生

參與學習。 

A-5-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

教學節奏。 

1. 掌握時間分配：不同教學/學習活動有不同的時間安

排，老師要能適時掌握，避免影響教學進度。 

2. 掌握教學節奏：是指教材呈現速度的快慢，能視教

材性質作調整。當學習內容涉及重要概念、原則、

技能步驟的理解時，教師呈現速度要慢，以便新的

概念能深入腦海；當進行精熟練習時，其速度可較

緊湊。因此，整堂課的學習活動快慢有序，有如一

首音樂的節奏安排。 

A-5-6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

學生思考。 

1. 發問技巧：指教師設計由淺而深的不同類型問題；

發問後能有適當的待答時間，並能繼續延伸；聽答

後歸納整理…等技巧。 

A-6 

應用良好

溝通技巧 

A-6-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

理。 

1. 板書：指教師在黑板上書寫的文字、符號、圖形等。 

2. 正確工整：包括文字、符號、圖形等，須使用正確；

字的大小適中、不潦草，並讓學生清楚易讀。 

3. 有條理：在黑板書寫的位置，要讓全班學生看得到，

出現時有順序性，如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等，或

能適時標記重點。 

4. 使用板書時，應考慮不同教育階段的需求，並強調

板書的目的在於輔助教學。 

A-6-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1. 口語清晰：指說話時注意速度、咬字、語調、句讀、

口頭禪…等。 

2. 音量適中：指聲音大小讓所有學生都可以聽到，並

能運用音量變化，提醒學生注意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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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內涵說明 

A-6-4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

照多數學生。 

1. 教室走動：是指教學過程中，教師能走動巡視全班，

目的在於掌握全班學生的學習情形。 

2. 眼神關照：是指教學過程中，教師眼光能隨時掃瞄

全班，以檢視學生專注情形。 

3. 教室走動或眼神關照，都是管理與溝通的重要方式。 

A-7 

運用學習

評量評估

學習成效 

A-7-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

視學生學習情形。 

1. 適時檢視：在平常教學過程中，教師能以集體/個別

口頭問答、上黑板練習、座位上習作、小組實作、

口頭報告等不同方式，及時檢核學生是否了解與學

會預定的學習內容。 

2. 當發現學生仍未了解或多數錯誤時，需要及時重新

講解或澄清。 

A-7-2 

教學結束後，選擇學

習評量方式，檢視學

生學習成效。 

1. 教學結束後：可以是大單元，也可以是小單元教學

完成後，或在一堂課結束前。 

2. 評量方式：教師可視教學目標與教材性質，選用習

作、學習單、紙筆測驗、書面報告、實作作品、成

果發表…等評量方式。 

3.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了解全班學生的通過率、完成

率、共同錯誤，以及需要個別補救教學的學生…等。 

Ｂ層面：班級經營與輔導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內涵說明 

B-1 

建立有助

於學生學

習的班級

常規 

B-1-3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1. 維持班級秩序所包含的面向包括： 

(1) 消極層面：重在班級秩序的維持，不干擾教學，

例如學生循規蹈矩，罕見不當行為。 

(2) 積極層面：是指教學活動順利進行，學生認真

學習。 

B-1-4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

表現 

1. 增強：如立即讚美、加分、貼貼紙…等。 

2. 良好表現：指學生積極參與學習、行為舉止合於班

級常規，例如學生主動回答…等。 

B-2 

營造積極

的班級學

習氣氛 

B-2-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1. 專注於學習：例如專心聽講、學生積極參與學習、

完成交代任務、主動回答或提問…等。 

B-2-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1. 展現熱忱：係指教學前認真備課、教學中對學生學

習展現活力，且對學生抱持正向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