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年度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三類人才課程講師增能研習完成名單 

107 年度教師專業發展三類人才課程講師增能研習（舊講師回流培訓）之總

報名人數為 163 人，分別由 19 縣市及國私立高中職之中心學校推薦。各縣市政

府及國私立高中職中心學校之推薦講師人數對照如表 1。 

表 1 縣市推薦人數對照表 

縣市 人數 縣市 人數 縣市 人數 縣市 人數

宜蘭縣 3 花蓮縣 2 臺東縣 8 基隆市 3 

臺北市 34 新北市 12 桃園市 7 新竹市 2 

新竹縣 2 苗栗縣 2 臺中市 2 彰化縣 3 

南投縣 9 雲林縣 7 嘉義市 3 臺南市 5 

高雄市 6 屏東縣 8 澎湖縣 1 中心學校 10 

三類人才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共 14 門，分 13 門課程培訓，依據課程完成培訓

471 人次。依培訓課程類別分別為初階課程三門課共 167 人次、進階課程五門課

共 220 人次（含初階、進階合授之教學觀察課程 67 人次），以及教學輔導教師課

程六門課共 151 人次，各課程之培訓完成人數如表 2。 

表 2 107 年度講師增能研習課程人數對照表 

課程類別 課程名稱 培訓完成人數 

專業回饋人才 

初階課程 

（167 人次） 

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4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60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合

授
67 

專業回饋人才 

進階課程 

（220 人次）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 

教學檔案製作與運用 34 

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40 



課程綱要內涵與解析（選修） 35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1)（選修） 44 

教學輔導教師課程 

（151 人次） 

教學輔導理論與實務 28 

教師領導理論與實務 3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 26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2)  27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 20 

教學行動研究 20 

以下為完成 107 年度講師增能研習名單： 

研習身分說明： 

1.講座：本次研習之講授者，由培訓中心（臺師大）推薦，得優先遴聘為課程

講師。 

2.推薦：具備講師資格，且由各縣（市）政府（教專中心）或國私立高中職之

中心學校推薦者，得優先遴聘為課程講師。 

3.旁聽：不具備講師資格者，僅獲得研習時數。 

【初階】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講座 2人、推薦 31 人、旁聽 7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王瑞壎  國立嘉義大學 講座 

2 陳佳萍 嘉義市 國立嘉義大學附小 講座 

3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4 張世璿 花蓮縣 新城國小 推薦 

5 吳國禎 桃園市 百吉國小 推薦 

6 林宏武 桃園市 大坡國中 推薦 

7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8 胡文仲 雲林縣 龍巖國小 推薦 

9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0 黃明旋 雲林縣 三崙國小 推薦 



11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2 包希姮 新北市 正德國中 推薦 

13 朱晉杰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14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5 陳瑩娟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16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17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18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9 韓淑儀 新北市 樂利國小 推薦 

20 呂淑娟 新竹市 舊社國小 推薦 

21 蔡榮凱 彰化縣 螺青國小 推薦 

22 方美琪 臺北市 永春高中 推薦 

23 石晶瑩 臺北市 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推薦 

24 李孟柔 臺北市 劍潭國小 推薦 

25 周明蒨 臺北市 市立大同高中 推薦 

26 侯姿吟 臺北市 金華國中 推薦 

27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28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29 李倩鈺 臺東縣 香蘭國小 推薦 

30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31 林佳蓁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推薦 

32 趙立民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推薦 

33 劉清華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臺南海事 推薦 

34 吳智亭 臺北市 大直國小 旁聽 

35 白淑淓 宜蘭縣 武塔國小 旁聽 

36 田菀如 南投縣 地利國小 旁聽 

37 林敏蕙 新竹縣 大肚國小 旁聽 

38 石惠美 臺北市 華江高中 旁聽 



39 蔡美錦 臺北市 臺北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旁聽 

40 鍾芷芬 臺北市 龍門國中 旁聽 

【初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講座 2人、推薦 55 人、旁聽 3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張淑芳   講座 

2 鍾昌宏 臺中市 教育處 講座 

3 白淑淓 宜蘭縣 武塔國小 推薦 

4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5 鄭嫦玫 宜蘭縣 北成國小 推薦 

6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7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8 黃重光 南投縣 漳興國小 推薦 

9 宋佩陵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推薦 

10 林用正 屏東縣 中正國小 推薦 

11 張玉佩 屏東縣 高朗國小 推薦 

12 陳淑齡 屏東縣 東興國小 推薦 

13 黃鳳珠 屏東縣 力社國小 推薦 

14 黃碧智 屏東縣 屏大附小 推薦 

15 吳國禎 桃園市 百吉國小 推薦 

16 李佑珊 桃園市 中壢國小 推薦 

17 林宏武 桃園市 大坡國中 推薦 

18 柯斯媛 桃園市 觀音國中 推薦 

19 黃文鈴 桃園市 大興高中 推薦 

20 林怡萱 高雄市 鳳山區曹公國小 推薦 

21 譚其萍 高雄市 私立樹德家商 推薦 

22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23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24 黃明旋 雲林縣 三崙國小 推薦 

25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26 朱晉杰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27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28 梁鉅娟 新北市 建安國小 推薦 

29 陳瑩娟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30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31 楊雯涵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32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33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34 呂淑娟 新竹市 市立舊社國小 推薦 

35 劉淑媛 新竹市 市立舊社國小 推薦 

36 陳佳萍 嘉義市 國立嘉義大學附小 推薦 

37 蔡榮凱 彰化縣 螺青國小 推薦 

38 方美琪 臺北市 臺北市立永春高中 推薦 

39 王儷芬 臺北市 臺北市立內湖國民中學 推薦 

40 李孟柔 臺北市 臺北市劍潭國小 推薦 

41 周明蒨 臺北市 市立大同高中 推薦 

42 侯姿吟 臺北市 臺北市立金華國民中學 推薦 

43 柯淑惠 臺北市 臺北市立東湖國中 推薦 

44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45 陳泳惠 臺北市 臺北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推薦 

46 曾政清 臺北市 臺北市立建國高中 推薦 

47 黃晴楨 臺北市 明德國中 推薦 

48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49 謝汝鳳 臺北市 市立西松高中 推薦 

50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51 葉秀娥 臺南市 進學國小 推薦 

52 蔡惠娟 臺南市 億載國小 推薦 

53 王人傑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新豐高中 推薦 

54 林佳蓁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推薦 



55 趙立民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推薦 

56 張世璿 花蓮縣 花蓮縣立新城國小 推薦 

57 毛慧莉 臺東縣 豐榮國小 推薦 

58 田菀如 南投縣 地利國小 旁聽 

59 林敏蕙 新竹縣 大肚國小 旁聽 

60 傅莉芬 臺北市 北投國中 旁聽 

【初階】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進階】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 

（合授；講座 3人、推薦 60 人、旁聽 4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張德銳  輔仁大學 講座 

2 鄧美珠 臺北市 劍潭國小 講座 

3 朱逸華 臺北市 成淵高中 講座 

4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5 張世璿 花蓮縣 花蓮縣立新城國小 推薦 

6 張麗雲 南投縣 旭光高中 推薦 

7 黃重光 南投縣 漳興國小 推薦 

8 黃鳳珠 屏東縣 力社國小 推薦 

9 陳淑齡 屏東縣 東興國小 推薦 

10 張玉佩 屏東縣 高朗國小 推薦 

11 佘鶯環 屏東縣 崇蘭國小 推薦 

12 林容如 屏東縣 潮州國中 推薦 

13 廖冠棊 苗栗縣 信義國小 推薦 

14 林宏武 桃園市 大坡國中 推薦 

15 黃文鈴 桃園市 大興高中 推薦 

16 吳國禎 桃園市 百吉國小 推薦 

17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18 王美惠 高雄市 鳥松區仁美國小 推薦 

19 張翠倫 高雄市 路竹區大社國小 推薦 

20 許瑜旂 高雄市 鹽埕區鹽埕國小 推薦 



21 陳雅芳 雲林縣 九芎國小 推薦 

22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23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24 魏本洲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25 胡文仲 雲林縣 龍巖國小 推薦 

26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27 包希姮 新北市 正德國中 推薦 

28 朱晉杰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29 陳瑩娟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30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31 夏淑琴 新北市 昌平國小 推薦 

32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33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34 韓淑儀 新北市 樂利國小 推薦 

35 呂淑娟 新竹市 市立舊社國小 推薦 

36 陳佳萍 嘉義市 國立嘉大附小 推薦 

37 蔡榮凱 彰化縣 螺青國小 推薦 

38 李睿瑋 臺北市 北市永春高中 推薦 

39 韓桂英 臺北市 臺北市立南門國中 推薦 

40 李孟柔 臺北市 臺北市劍潭國小 推薦 

41 周明蒨 臺北市 市立大同高中 推薦 

42 謝汝鳳 臺北市 市立西松高中 推薦 

43 黃晴楨 臺北市 明德國中 推薦 

44 鄭淑惠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推薦 

45 陳熔釧 臺北市 景興國小 推薦 

46 陳彩芬 臺北市 萬華國中 推薦 

47 方美琪 臺北市 臺北市立永春高中 推薦 

48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推薦 

49 侯姿吟 臺北市 臺北市立金華國民中學 推薦 

50 曾政清 臺北市 臺北市立建國高中 推薦 



51 陳泳惠 臺北市 臺北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推薦 

52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53 毛慧莉 臺東縣 豐榮國小 推薦 

54 楊慧珍 臺東縣 東大附小 推薦 

55 郭良苑 臺東縣 康樂國小 推薦 

56 黃裕敏 臺東縣 康樂國小 推薦 

57 曾淑玉 臺東縣 廣原國小 推薦 

58 吳秀金 臺東縣 豐源國小 推薦 

59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60 林淑慧 臺南市 喜樹國小 推薦 

61 趙立民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推薦 

62 洪雀雅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新化高工 推薦 

63 張宏宇 澎湖縣 將軍國小 推薦 

64 許靜妮 南投縣 成城國小 旁聽 

65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旁聽 

66 林敏蕙 新竹縣 大肚國小 旁聽 

67 林佳蓁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旁聽 

 

   



【進階】教學檔案製作與運用 

（講座 3人、推薦 27 人、旁聽 4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葉坤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講座 

2 劉榮嫦 臺北市 西湖國中 講座 

3 李孟柔 臺北市 劍潭國小 講座 

4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5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6 黃碧智 屏東縣 屏大附小 推薦 

7 劉碧琴 桃園市 新屋高中 推薦 

8 林怡萱 高雄市 鳳山區曹公國小 推薦 

9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0 朱晉杰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11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2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13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4 韓淑儀 新北市 樂利國小 推薦 

15 呂淑娟 新竹市 市立舊社國小 推薦 

16 吳長頴 嘉義市 志航國小 推薦 

17 李梅湘 
嘉義縣 

（中心學校）
私立協志工商 推薦 

18 王家偉 
彰化縣 

（中心學校）
國立彰化特教學校 推薦 

19 方美琪 臺北市 臺北市立永春高中 推薦 

20 李明慈 臺北市 中山女高 推薦 

21 李睿瑋 臺北市 北市永春高中 推薦 

22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23 張彤萱 臺北市 永春高中 推薦 

24 黃晴楨 臺北市 明德國中 推薦 

25 歐陽秀幸 臺北市 螢橋國中 推薦 



26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27 韓桂英 臺北市 臺北市立南門國中 推薦 

28 曾淑玉 臺東縣 廣原國小 推薦 

29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30 張映瑜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新化高工 推薦 

31 田菀如 南投縣 地利國小 旁聽 

32 何享憫 新竹縣 東安國小 旁聽 

33 石晶瑩 臺北市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旁聽 

34 楊慧珍 臺東縣 東大附小 旁聽 

【進階】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講座 1人、推薦 35 人、旁聽 4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馮莉雅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講座 

2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3 郭恕遠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4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5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6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7 胡文仲 雲林縣 龍巖國小 推薦 

8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9 魏本洲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0 朱晉杰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11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2 夏淑琴 新北市 昌平國小 推薦 

13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14 楊雯涵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15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16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7 韓淑儀 新北市 樂利國小 推薦 



18 呂淑娟 新竹市 市立舊社國小 推薦 

19 劉淑媛 新竹市 市立舊社國小 推薦 

20 李睿瑋 臺北市 北市永春高中 推薦 

21 周明蒨 臺北市 市立大同高中 推薦 

22 柯淑惠 臺北市 臺北市立東湖國中 推薦 

23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24 陳泳惠 臺北市 臺北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推薦 

25 黃晴楨 臺北市 明德國中 推薦 

26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推薦 

27 劉葳蕤 臺北市 臺北市立南港高中 推薦 

28 歐陽秀幸 臺北市 螢橋國中 推薦 

29 蔡美錦 臺北市 臺北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推薦 

30 鄭淑惠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推薦 

31 吳秀金 臺東縣 豐源國小 推薦 

32 黃裕敏 臺東縣 康樂國小 推薦 

33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34 葉秀娥 臺南市 進學國小 推薦 

35 蔡惠娟 臺南市 億載國小 推薦 

36 王人傑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新豐高中 推薦 

37 田菀如 南投縣 地利國小 旁聽 

38 陳瑩娟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旁聽 

39 石晶瑩 臺北市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旁聽 

40 蔡宜恬 臺東縣 關山國小 旁聽 

【進階】(選修)課程綱要內涵與解析 

（講座 1人、推薦 28 人、旁聽 6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呂秀蓮  國立清華大學 講座 

2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3 吳惠貞 花蓮縣 花蓮市明義國小 推薦 



4 田菀如 南投縣 地利國小 推薦 

5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6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7 吳國禎 桃園市 百吉國小 推薦 

8 李佑珊 桃園市 中壢國小 推薦 

9 林怡萱 高雄市 鳳山區曹公國小 推薦 

10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1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2 朱晉杰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13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4 夏淑琴 新北市 昌平國小 推薦 

15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16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17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8 韓淑儀 新北市 樂利國小 推薦 

19 莊鎮嘉 彰化縣 水尾國小 推薦 

20 曾美娟 彰化縣 新庄國小 推薦 

21 李睿瑋 臺北市 北市永春高中 推薦 

22 林昇茂 臺北市 市立西松高中 推薦 

23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24 張彤萱 臺北市 永春高中 推薦 

25 陳泳惠 臺北市 雙園國小 推薦 

26 劉榮嫦 臺北市 西湖國民中學 推薦 

27 劉葳蕤 臺北市 南港高中 推薦 

28 謝汝鳳 臺北市 西松高中 推薦 

29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30 郭恕遠 南投縣 教育處 旁聽 

31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旁聽 

32 黃重光 南投縣 漳興國小 旁聽 

33 陳瑩娟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旁聽 



34 吳長頴 嘉義市 志航國小 旁聽 

35 王儷芬 臺北市 臺北市立內湖國民中學 旁聽 

【進階】(選修)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1) 

（講座 2人、推薦 36 人、旁聽 6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郝永崴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講座 

2 盧惠娟 臺北市 龍門國中 講座 

3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4 鄭嫦玫 宜蘭縣 北成國小 推薦 

5 張世璿 花蓮縣 新城國小 推薦 

6 田菀如 南投縣 地利國小 推薦 

7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8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9 吳國禎 桃園市 百吉國小 推薦 

10 李佑珊 桃園市 中壢國小 推薦 

11 林宏武 桃園市 大坡國中 推薦 

12 黃文鈴 桃園市 大興高中 推薦 

13 林怡萱 高雄市 鳳山區曹公國小 推薦 

14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5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6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7 魏本洲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8 朱晉杰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推薦 

19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20 夏淑琴 新北市 昌平國小 推薦 

21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22 楊雯涵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23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24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25 韓淑儀 新北市 樂利國小 推薦 



26 陳佳萍 嘉義市 國立嘉大附小 推薦 

27 周明蒨 臺北市 市立大同高中 推薦 

28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29 陳泳惠 臺北市 雙園國民小學 推薦 

30 劉葳蕤 臺北市 南港高中 推薦 

31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32 賴慧珉 臺北市 臺北市大附小 推薦 

33 吳秀金 臺東縣 豐源國小 推薦 

34 黃裕敏 臺東縣 康樂國小 推薦 

35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36 林淑慧 臺南市 喜樹國小 推薦 

37 葉秀娥 臺南市 進學國小 推薦 

38 蔡惠娟 臺南市 億載國小 推薦 

39 黃重光 南投縣 漳興國小 旁聽 

40 梁鉅娟 新北市 建安國小 旁聽 

41 陳瑩娟 新北市 安康高中 旁聽 

42 李孟柔 臺北市 劍潭國小 旁聽 

43 柯淑惠 臺北市 東湖國中 旁聽 

44 毛慧莉 臺東縣 豐榮國小 旁聽 

 

   



【教輔】教學輔導理論與實務 

（講座 2人、推薦 19 人、旁聽 7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丁一顧  臺北市立大學 講座 

2 曾政清 臺北市 市立建國中學 講座 

3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4 吳惠貞 花蓮縣 花蓮市明義國小 推薦 

5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6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7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8 張翠倫 高雄市 路竹區大社國小 推薦 

9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0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1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2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3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14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5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16 蘇念慈 嘉義市 北園國小 推薦 

17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市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18 謝汝鳳 臺北市 市立西松高中 推薦 

19 陳熔釧 臺北市 景興國小 推薦 

20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21 林淑慧 臺南市 喜樹國小 推薦 

22 吳長頴 嘉義市 志航國小 旁聽 

23 賴慧珉 臺北市 臺北市大附小 旁聽 

24 彭琇珠 臺北市 石牌國小 旁聽 

25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旁聽 

26 蔡美錦 臺北市 臺北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旁聽 

27 王秀槐 臺北市 臺灣大學 旁聽 



28 毛慧莉 臺東縣 豐榮國小 旁聽 

【教輔】教師領導理論與實務 

（講座 2人、推薦 18 人、旁聽 10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丁一顧  臺北市立大學 講座 

2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講座 

3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4 吳惠貞 花蓮縣 花蓮市明義國小 推薦 

5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6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7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8 張翠倫 高雄市 路竹區大社國小 推薦 

9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0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1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2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3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14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5 蘇念慈 嘉義市 北園國小 推薦 

16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17 陳熔釧 臺北市 景興國小 推薦 

18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19 謝汝鳳 臺北市 市立西松高中 推薦 

20 林淑慧 臺南市 喜樹國小 推薦 

21 吳府欣 新北市 瑞芳高工 旁聽 

22 吳長頴 嘉義市 志航國小 旁聽 

23 王秀槐 臺北市 臺灣大學 旁聽 

24 石晶瑩 臺北市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旁聽 

25 彭琇珠 臺北市 石牌國小 旁聽 

26 黃晴楨 臺北市 明德國中 旁聽 



27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旁聽 

28 蔡美錦 臺北市 臺北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旁聽 

29 賴慧珉 臺北市 臺北市大附小 旁聽 

30 毛慧莉 臺東縣 豐榮國小 旁聽 

【教輔】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 

（講座 3人、推薦 17 人、旁聽 6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張德銳  輔仁大學 講座 

2 鄧美珠 臺北市 劍潭國小 講座 

3 朱逸華 臺北市 成淵高中 講座 

4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5 張麗雲 南投縣 旭光高中 推薦 

6 佘鶯環 屏東縣 崇蘭國小 推薦 

7 李佑珊 桃園市 中壢國小 推薦 

8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9 張翠倫 高雄市 路竹區大社國小 推薦 

10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1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2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3 包希姮 新北市 正德國中 推薦 

14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推薦 

15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6 陳佳萍 嘉義市 國立嘉大附小 推薦 

17 陳熔釧 臺北市 景興國小 推薦 

18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19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20 林淑慧 臺南市 喜樹國小 推薦 

21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旁聽 

22 黃重光 南投縣 漳興國小 旁聽 

23 廖冠棊 苗栗縣 信義國小 旁聽 



24 謝汝鳳 臺北市 市立西松高中 旁聽 

25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旁聽 

26 吳秀金 臺東縣 豐源國小 旁聽 

【教輔】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2) 

（講座 2人、推薦 19 人、旁聽 6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賴文堅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講座 

2 賴光真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講座 

3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4 張麗雲 南投縣 旭光高中 推薦 

5 葉兆祺 南投縣 虎山國小 推薦 

6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7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8 佘鶯環 屏東縣 崇蘭國小 推薦 

9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10 王俊哲 高雄市 大樹國中 推薦 

11 那昇華 基隆市 東光國小 推薦 

12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3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4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5 朱芳梅 新北市 大鵬國小 推薦 

16 李梅湘 
嘉義縣 

（中心學校）
私立協志工商 推薦 

17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18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推薦 

19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20 林淑慧 臺南市 喜樹國小 推薦 

21 林佳蓁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推薦 

22 鄭嫦玫 宜蘭縣 北成國小 旁聽 



23 吳長頴 嘉義市 志航國小 旁聽 

24 李睿瑋 臺北市 北市永春高中 旁聽 

25 濮世緯 臺北市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旁聽 

26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旁聽 

27 吳秀金 臺東縣 豐源國小 旁聽 

【教輔】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 

（講座 3人、推薦 15 人、旁聽 2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魏秀珍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講座 

2 蔡惠青 臺北市 麗山國中 講座 

3 黃月慧 新北市 忠義國小 講座 

4 曾國欽 宜蘭縣 宜蘭國小 推薦 

5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6 李佑珊 桃園市 中壢國小 推薦 

7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8 王俊哲 高雄市 大樹國中 推薦 

9 那昇華 基隆市 東光國小 推薦 

10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1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2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3 賴佳敏 新北市 彭福國小 推薦 

14 廖淑妙 新北市 新和國小 推薦 

15 康心怡 臺北市 臺北史代納教育實驗機構 推薦 

16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17 林淑慧 臺南市 喜樹國小 推薦 

18 羅堂宴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新營高工 推薦 

19 高美玉 南投縣 東光國小 旁聽 

20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旁聽 
 



【教輔】教學行動研究 

（講座 2人、推薦 12 人、旁聽 6 人）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研習身份

1 吳明清  淡江大學 講座 

2 許德田 新北市 新店區中正國小 講座 

3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推薦 

4 張麗雲 南投縣 旭光高中 推薦 

5 曾章榮 南投縣 新民國小 推薦 

6 佘鶯環 屏東縣 崇蘭國小 推薦 

7 吳大志 桃園市 東安國中 推薦 

8 王俊哲 高雄市 大樹國中 推薦 

9 那昇華 基隆市 東光國小 推薦 

10 柯麗霞 雲林縣 教育處 推薦 

11 陳巧珣 雲林縣 文安國小 推薦 

12 塗瑀真 雲林縣 僑真國小 推薦 

13 李宜學 臺南市 南大附小 推薦 

14 林佳蓁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推薦 

15 鄭嫦玫 宜蘭縣 北成國小 旁聽 

16 葉兆祺 南投縣 虎山國小 旁聽 

17 李育蕙 苗栗縣 後龍國小 旁聽 

18 吳長頴 嘉義市 志航國小 旁聽 

19 劉榮嫦 臺北市 臺北市立西湖國民中學 旁聽 

20 趙立民 
臺南市 

（中心學校）
國立北門農工 旁聽 

 

   



107 年度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三類人才課程講師共同備課研習完成名單 

107 年度教師專業發展三類人才課程講師共同備課研習（開放講師資格培訓）

總報名人數為 66 人，依據課程條件共錄取 47 人，分別由 13 縣市推薦，各縣市

推薦講師人數如表 1。 

表 1 縣市推薦人數對照表 

縣市 人數 縣市 人數 縣市 人數 縣市 人數

基隆市 2 臺北市 6 桃園市 5 新竹縣 8 

新竹市 1 苗栗縣 1 臺中市 4 彰化縣 5 

南投縣 6 高雄市 3 屏東縣 3 澎湖縣 2 

金門縣 1  

以服務單位之學等分類，國小之校長及教師共 28 人、國中及高中職之校長

及教師共 13 人、大學 1 人，其他服務單位共 5 人。 

三類人才培訓課程共 14 門，分 13 門課程培訓，共完成培訓 103 人次。依

培訓課程類別分別為初階課程三門課共 22 人次、進階課程五門課共 44 人次

（含初階、進階合授之教學觀察課程 12 人次），以及教學輔導教師課程五門課

共 49 人次，各課程之培訓完成人數如表 2。 

表 2 107 年度講師共同備課研習課程人數對照表 

課程類別 課程名稱 培訓完成人數 

專業回饋人才 

初階課程 

（22 人次） 

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6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4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合

授
12 

專業回饋人才 

進階課程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 

教學檔案製作與運用 6 



（44 人次） 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7 

課程綱要內涵與解析（選修） 10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1)（選修） 9 

教學輔導教師課程 

（49 人次） 

教學輔導理論與實務 8 

教師領導理論與實務 1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 10 

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2)  17 

教學行動研究 4 

各縣市政府之推薦講師人數對照如表 2。 

以下名單為完成 107 年度講師共同備課研習，可取得該課程之講師資格

者。 

【初階】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施仁國 南投縣 南投縣教育處 

2 巫苓雯 桃園市 西門國小 

3 蔡寶桂 新竹縣 教育研究發展暨網路中心 

4 陳建州 彰化縣 三條國小 

5 鄭麗雅 彰化縣 新生國小 

6 陳光鴻 臺中市 市立臺中一中 

 

 

【初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蔡寶桂 新竹縣 教育研究發展暨網路中心 

2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3 張瑀偼 南投縣 光復國小 

4 陳建州 彰化縣 三條國小 

 

 

【初階】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進階】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1) 

（合授）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張瑀偼 南投縣 光復國小 

2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3 蘇漢堃 屏東縣 長樂國小 

4 巫苓雯 桃園市 西門國小 

5 趙為娣 基隆市 東光國小 

6 陳湘玲 基隆市 東光國小 

7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8 謝鳳香 新竹縣 東興國中 

9 鄭麗雅 彰化縣 新生國小 

10 邱盈彰 彰化縣 成功國小 

11 謝莉莉 彰化縣 彰泰國中 

12 張素紋 澎湖縣 中山國小 

 

   



【進階】教學檔案製作與運用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2 呂惠紅 新竹縣 豐田國小 

3 余志鴻 新竹縣 沙坑國小 

4 鄭麗雅 彰化縣 新生國小 

5 陳建州 彰化縣 三條國小 

6 陳光鴻 臺中市 市立臺中一中 

 

 

【進階】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高美玉 南投縣 東光國小 

2 施仁國 南投縣 教育處 

3 黃雅蘭 南投縣 集集國小 

4 趙為娣 基隆市 東光國小 

5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6 陳建州 彰化縣 三條國小 

7 鄭麗雅 彰化縣 新生國小 

 

 

【進階】(選修)課程綱要內涵與解析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何享憫 新竹縣 東安國小 

2 張瑀偼 南投縣 光復國小 



3 鐘敏翠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4 陳英叡 桃園市 文山國小 

5 黃素敷 桃園市 文山國小 

6 王耀梓 高雄市 國教輔導團 

7 許嘉泉 高雄市 國教輔導團 

8 陳建州 彰化縣 三條國小 

9 洪銘鍵 臺中市 市立北勢國小 

10 曾振富 臺北市 金華國小 

 

 

【進階】(選修)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1)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蔡娟娟 苗栗縣 竹南國中 

2 趙為娣 基隆市 東光國小 

3 陳湘玲 基隆市 東光國小 

4 蘇漢哲 新竹市 市立育賢國中 

5 洪銘鍵 臺中市 市立北勢國小 

6 王盈之 臺中市 僑泰高中 

7 吳欣悅 臺北市 文昌國小 

8 黃儷慧 臺北市 建國中學 

9 劉安湘 臺北市 國北教大附小 

 

   



【教輔】教學輔導理論與實務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高美玉 南投縣 東光國小 

2 黃重光 南投縣 漳興國小 

3 劉靜惠 屏東縣 海豐國小 

4 曾靜怡 桃園市 永順國小 

5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6 呂惠紅 新竹縣 豐田國小 

7 謝鳳香 新竹縣 東興國中 

8 曾美娟 彰化縣 新庄國小 

 

 

【教輔】教師領導理論與實務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高美玉 南投縣 東光國小 

2 黃重光 南投縣 漳興國小 

3 曾靜怡 桃園市 永順國小 

4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5 呂惠紅 新竹縣 豐田國小 

6 蔡寶桂 新竹縣 教育研究發展暨網路中心 

7 曾美娟 彰化縣 新庄國小 

8 洪銘鍵 臺中市 市立北勢國小 

9 曾振富 臺北市 金華國小 

10 謝紫菱 臺北市 臺北市立大學 

 

   



【教輔】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謝鳳香 新竹縣 東興國中 

2 高美玉 南投縣 東光國小 

3 施仁國 南投縣 南投縣教育處 

4 吳利梅 南投縣 東光國小 

5 蘇漢堃 屏東縣 長樂國小 

6 趙為娣 基隆市 東光國小 

7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8 呂惠紅 新竹縣 豐田國小 

9 鄭麗雅 彰化縣 新生國小 

10 邱盈彰 彰化縣 成功國小 

 

 

【教輔】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2)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巫苓雯 桃園市 西門國小 

2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3 黃芸芸 金門縣 古寧國民小學 

4 高美玉 南投縣 東光國小 

5 蔡娟娟 苗栗縣 竹南國中 

6 趙為娣 基隆市 東光國小 

7 蘇漢哲 新竹市 市立育賢國中 

8 呂惠紅 新竹縣 豐田國小 

9 蔡寶桂 新竹縣 教育研究發展暨網路中心 

10 陳建州 彰化縣 三條國小 

11 洪銘鍵 臺中市 市立北勢國小 



12 王盈之 臺中市 僑泰高中 

13 吳欣悅 臺北市 文昌國小 

14 黃儷慧 臺北市 建國中學 

15 劉安湘 臺北市 國北教大附小 

16 辜志成 臺北市 石牌國中 

17 吳憶如 澎湖縣 鎮海國中 

 

 

【教輔】教學行動研究 

 姓名 服務縣市 服務單位 

1 何美慧 新竹縣 精華國中 

2 蔡寶桂 新竹縣 教育研究發展暨網路中心 

3 周武昌 新竹縣 中正國中 

4 陳光鴻 臺中市 市立臺中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