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雙十週年回顧展與論文發表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年度工作計畫。 

二、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設置作業要點。 

三、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雙十週年回顧展與論文發表籌備計畫。 

貳、目的： 

一、提供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聯繫平臺，建立對教學輔導制度的情

感。 

二、透過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回顧展與論文發表活動，促進彼此情

誼與交流。 

三、提升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之專業知能，增進教學與輔導效能。 

四、藉由分享教學輔導及研究發展實務經驗，深化教學輔導制度並永續發展。 

參、參加對象：臺北市歷年訪視委員、已獲教學輔導教師認證之教師，亦歡迎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報名參加。 

肆、辦理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 

伍、辦理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中正堂(詳見附件一、二)  

        一、報到地點：臺北市立大學中正堂 

        二、11:00am「專業∞」教輔教師、研究教師發表地點：公誠樓三樓 302、 

                303，四樓 401、402、408、409、411、412、415、419 會議室。 

陸、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主持人、發表人、頒獎人 

8：30〜8：50 相見歡 報到、領取資料、紀念品 臺北市立大學 

8：50〜9：00 憶當年 
播放歷年參加儲訓、教輔在臺北、研究教

師發表會等活動照片 
臺北市立大學 

9：00〜9：20 
教育的路上

感謝有你 
開幕式、致歡迎詞 教育局長、張德銳教授 

9：20〜9：30 榮耀時刻 表揚訪視委員(擔任訪視工作滿二十年) 教育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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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 109學年度研究教師感謝狀 

頒發 20年持續辦理臺北市教輔之學校 

臺北市立大學 

9：30〜9：40 永恆的回憶 全體大合照  

9：40〜10：10 薪火相傳 
第一期教輔教師與其傳承之教輔教師參與

會談  

張德銳教授、丁一顧教

授、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詹㻑燕退休教

師、李佩怡教師、蘇慧珊

教師、林芝瑩教師 

10：10〜10：40 教輔交心 
辦理教學輔導教師計畫學校發表學校精彩

活動(E化海報) 

臺北市立大學 

辦理學校 

10：40〜11：00 溫馨祝福 紀念牆掛祝福卡、打卡、合影留念 臺北市立大學 

11：00〜12：00 專業∞ 

教學輔導、研究教師專業主題發表 

1.特殊優良教師得獎的教學輔導教師發表 

2.109學年度研究教師論文發表 

3.110學年度研究教師海報計畫發表 

教學輔導教師 

109、110學年度研究教師 

(詳見附件二) 

12：00〜13：00 綜合座談 綜合討論暨未來展望 臺北市立大學 

13：00〜 把愛傳出去 快樂賦歸 臺北市立大學 

柒、報名方式與注意事項： 

一、請參加人員逕至 Google 表單進行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RbODqz ) 

        (原始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KBChW-

ocKG1qA6oyPrcqk9pbCqa0h4ay7sHWJC4s8f9VoIQ/viewform?usp=pp_url)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 

三、為進行紀念品之採購，敬請於 110年 10月 14日（星期四）

前完成報名。 

四、報名或其他相關事宜有疑義，可聯絡教專中心綜合規劃組府雅琦（劍潭國

小專案教師），電話：（02）2885-5491，分機 819，電子信箱：

t00679@mail.jte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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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提供校內停車，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臺北市立大學交通圖請參閱

附件一） 

六、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停班課、新冠疫情之停班課等，依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及本市府之公告辦理，後續資訊請至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

發展中心網站(http://bit.ly/tptepd）、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網站

(http://mt.utaipei.edu.tw/)查詢最新公告。 

捌、預期成效： 

一、預估參與當天活動之教學輔導教師、研究教師及輔導委員等共 600 人。 

二、提供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 30 場次之專業發表，有效引導臺北市教師

專業精進。 

三、透過教學輔導教師雙十週年回顧展與論文發表活動，增進教學輔導教師及

研究教師辦理學校的學習與交流。 

四、經由教學輔導專題研究發表與實務經驗分享，增進教學與輔導效能。 

玖、經費：由教育部專案計畫補助款或教育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拾、全程參與本活動者，核予四小時時數證明。 

拾壹、本研習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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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交通資訊】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7 號出口 

公車站 1：(臺北市立大學站) 252、662、644 

公車站 2：(一女中站) 

2-1 262、3、0 東 

2-2 臺北客運、15 路樹林、指南 3、聯營 270、235、662、663 

2-3 聯營 204、241、243、244、236、251、662、663、644、

706、235、532、630 

公車站 3：(市立大學附小站) 

204、235、630、644、532、706、662、663、241、243、244、5、

236、251 

低地板公車搭乘：聯營 204、630 

附件一 

4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校園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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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學輔導、研究教師專業主題發表活動分組表(11：00〜12：00):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公誠樓 

一.特殊優良教師得獎的教學輔導教師發表 
教輔 A1組(國小組) 

公誠樓 4F-401 

(3組發表/每組約 15分鐘) 

教輔 A2組(國小組) 

公誠樓 4F-402 

(3組發表/每組約 15分鐘) 

教輔 B組(國中組) 

公誠樓 3F-302 

(3組發表/每組約 15分鐘) 

教輔 C組(高中職組) 

公誠樓 3F-303 

(3組發表/每組約 15分鐘) 
主持人：胡適國小蔡舒文校長 

發表人：光復國小闕美珍教師 

        長安國小江淑娟教師 

        博嘉實小陳逸儒教師 

主持人：萬芳國小陳幼君校長 

發表人：信義幼兒園林娟伶園長 

        西門國小鄭貴霖教師 

        文昌國小吳欣悅教師         

主持人：雙園國中白玉鈴校長 

發表人：仁愛國中李美惠主任 

        南門國中周錦堯教師 

        蘭雅國中郭青鵬教師 

主持人：建國高中徐建國校長 

發表人：建國高中黃儷慧教師 

        永春高中曾慶良教師 

        景美女中溫貝琳教師 
二.研究教師論文發表(109學年度研究教師口頭發表共17組，110學年度研究教師海報發表共20人) 

研究A組（國小組） 

公誠樓4F-415 

口頭發表4組 

(每組約12分鐘) 

    海報發表4張 

研究B1組（國中組）

公誠樓4F-412 

口頭發表2組 

(每組約20分鐘) 

    海報發表4張 

研究B2組（國中組） 

公誠樓4F-411 

口頭發表3組 

(每組約15分鐘) 

    海報發表3張 

研究C1組（高中組） 

公誠樓4F-419 

口頭發表3組  

(每組約15分鐘) 

    海報發表4張 

研究C2組（高中組） 

公誠樓4F-409 

口頭發表3組 

(每組約15分鐘) 

    海報發表3張 

研究C3組（高職組） 

公誠樓4F-408 

口頭發表2組 

(每組約20分鐘) 

    海報發表2張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

學 鄭玉卿副校長 

發表人：  

內湖國小鍾美惠研究

教師109、110 

劍潭國小張蘇美研究

教師109 

辛亥國小章寶仁研究

教師109、110 

永安國小黃柏翔研究

教師109、110 

市大實小徐靜儀研究

教師110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

學 葉興華教授 

發表人： 

介壽國中陳育淳研究

教師109、110 

萬華國中藍淑珠研究

教師109 

藍淑珠、張嫈嫈、李

訓仁研究教師110 

金華國中陳秉貞研究

教師110 

民權國中劉雨家研究

教師110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

學 張芬芬教授 

發表人： 

景興國中蔡佩穎研究

教師109 

明湖國中高抬主研究

教師109、110 

景興國中蕭千金研究

教師109、110 

景興國中陳琼輝研究

教師110 

主持人：國立政治大

學 王淑俐教授 

發表人： 

成淵高中李宜樺、卓

芳宇研究教師109、

110 

建國高中莊德仁研究

教師109、110 

建國高中曾慶玲研究

教師109、110 

陽明高中王聖淵研究

教師110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

學 張德銳退休教授 

發表人： 

南湖高中張逸超研究

教師109、110 

南湖高中賴宛瑜研究

教師109、110 

南港高中邱健銘研究

教師109 

明倫高中鄒政勇研究

教師110 

主持人：國立政治大

學 邱錦昌退休教授 

發表人： 

木柵高工張素靜研究

教師109、110 

木柵高工賴宛靖研究

教師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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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教輔C組 
(高中職組) 

302教輔B組
(國中組) 

402教輔A2組 
(國小組) 

401教輔A1組 
(國小組) 

412研究B1組 
(國中組) 

415研究A組 
(國小組) 

411研究B2組 
(國中組) 

419研究C1組 
(高中組) 

409研究C2組 
(高中組) 

408研究C3組 
(高職組) 

三樓教室位置圖 

 
四樓教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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